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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陳思敏

   日前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與外籍男友在新西
蘭註冊結婚後，不滿在港未能獲得與異性婚姻伴侶同等
的配偶福利，於是入稟法院。法院裁定公務員事務局歧
視。事後入境主任提出是次判決的法庭命令應涵蓋所有
同性已婚公務員，但未與政府達成共識，遂向法庭尋求
指示。法庭頒下判詞，表示訴訟只涉及入境主任一人，
不應將判決擴闊至其他公務員，但相信政府會依法庭判決對其他同性已響公務員
一視同仁。

應否將同性婚姻列為合法？
   同性婚姻合法化是社會上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議題，隨著現時的教育制度，
提倡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大部分人都贊成同性之間能自由戀愛，認為戀愛是自
由的，別人與同性的人談戀愛是別人的自由，所以大多數人都表示支持。然而，
當我們深入提問，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時，便會發現多數人都是反對或保持
中立。不少人認為這樣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觀念，以及破壞婚姻制度。

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個議題，我是表示支持。原因有三點；
   第一，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婚姻制度需要重新定義。社會的進步和發
展，婚姻的定義也在不斷更新。過去，不少婚姻悲劇都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構
成。有時雙方都不願意，即包辦婚禮，但當時的社會默許了這種行為。為何如今
的法律卻變成了把兩個真心相愛的人分開，受約束於道德和法律的高閣？為何要
像當初成婚時必須由一方包辦的這種錯誤道德觀念一樣，令不少真心相愛的人分
開，再次上演悲劇？多年的變遷改進，婚姻和社會制度與時俱進的例子只有寥寥
無幾。可見墨守成規就意味落後，尤其是在這個不斷創新改進的世界，只有變
化才能緊貼時代的步伐。
   第二，其實將同性婚姻列為非法也是一種歧視。一般
我們認為歧視就是當一個人有著某些特徵或行為，而這些
特徵和行為與常人有異，便會被歧視，認為這是異類，然
而在法律上是禁止這種行為。因為法律是為了保護市民能
在社會中受到公平以及公正的對待，讓人民能行使公民應
有的自由權。若將同性婚姻列為非法，便會有可能傳達了一種信息，因為同性戀
者的性取向與別人有異，所以被歧視是合法的、正確的。當某人被確定為同志的
話，他便會低人一等，否定他們應有的權利，即說明同性戀者在法律上已經不被
視為平等公民。這些批判會造成很嚴重的影響，足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在不同
環境中受到不同的批判，會影響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或在社會上的經濟地
位。將同性婚姻合法能讓世界邁向更平等的發展，而平等的權利則標誌社會會
變得更民主，以及更為人性化。
   第三，結婚與成家是一種權利和選擇，而非義務。很多人認為結婚和成家是
為了繁殖下一代，所以婚姻必須包含一男一女。然而結婚是指某人選擇另一人與
自己終身結合，而且雙方是自願，這是一種選擇。而登記註冊結婚是一個公民應
有的權利。那麼為何只准許異性戀結婚？異性戀和同性戀一樣值得被尊敬，同
樣需要平等的對待和保障。因此應該都可以平等進入內涵完全相同的婚姻制度；
同時亦享有不進入婚姻的自由，但他們的伴侶權、家庭權仍然應該受到法律的保
障。
   從以上三個理由中，能看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必需。因為現今社會的發展速
度迅速，婚姻制度應與時俱進，給同性戀者應有的尊重，以及平治社會各處出現
歧視等壞風氣的行為。讓世界變得更平等，趨向民主和更為人性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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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研究員在最
新一期《自然生態
與演化》期刊，發
表一篇研究報告，透
過對比90種海豚、鯨
魚和鼠海豚的行為，發
現人類的腦部進化理論，
可以用來解釋鯨魚、海豚在緊
密聯繫的群體裡，為何懂得從觀察中學習並創造
「方言」，藉以交朋結友和合作捕獵，甚至「講
是非」。這些生物的社交行為背後憑藉的，就是
一副大腦袋。研究團隊發現物種的腦袋越大，行
為越見複雜，生活更似人類。
我對大腦演化論有更多的認知和增進了相關
知識。首先，在比對九十種海豚、鯨魚，以及鼠
海豚的行為，科學家發現物種的腦袋越大，行為
越見複雜，生活更似人類。例如，寬吻海豚懂得
用簡單工具，虎鯨以名字互稱，抹香鯨會說方
言。另外，我還學到海豚會跟座頭鯨遊玩，用特
殊的哨音代表某一種海豚品種。最後，生物的智
力發展應對大型
和複雜社群的
一種方式，
可能適用於
鯨魚和海
豚。

2A 盧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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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的爭議
   廣深港高鐵自2009年下旬獲批後，經歷困難重重。先是發現
宋朝古蹟、接著延期通車，再到港鐵宣佈工程超支，都一直備受
劇烈爭議。本年七月終於宣佈了「一地兩檢」安排。其後引起超
巨大的爭議，也嚴重影響了法律的運作。

5B 楊斯皓

片軟銷，建制團體做民調，造勢；那邊廂，由專業界別、學者、
民主派議員、民間團體代表、學生代表等人組成的一地兩檢關注
組上月才整理好5個方案，準備舉行大型活動，爭取公眾支持，
反對政府一地兩檢方案。傳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今次一地
兩檢動議是尊重立法會，所以到議事堂「走一轉」交議員討論，
「本來可做可不做」，政府所謂「多走一步」，說到底，是政治
策略考慮遠多於尊重立法會。

   廣深港「一地兩檢」引起的爭議點是源於安排上與「美、
加」和「英、法」的「兩檢」條例不同。「兩檢」意思是兩地按
照各自法律為旅客辦理通關手續，避免司法管轄重疊問題。不過
中港式的一地兩檢，與外國做法有異。以承載「歐洲之星」列
車的英法海底隧道為例，兩國於1991年簽訂《桑加特協定》，兩
國乘客可一地兩檢，上車前完成兩國的出入境手續，但刑事管轄
權主要以邊界來定，僅劃出部分限制區域予對方執法，並非如中
港的安排，列車即使進入香港，車廂仍屬內地管轄。

   對於立法會來說，民意是十分重要的，憲制上也有法定角
色、權責，議員向當選民和整體社會負責；一地兩檢事關重大，
關係到一國兩制，議員有責任向市民解釋方案，聽取意見，有需
要的話，爭取修改方案，要求中央和內地部門考慮。
   因此本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有一群基督徒在銅鑼灣進
行連續50小時的禁食行動，他們指，很多學者及專家已指出一地
兩檢會破壞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直斥政府專權漠視民意，憂
慮一地兩檢會為香港帶來無窮後患，冀以苦行方式呼籲政府可採
納「內地一地兩檢」方案，保障一國兩制50年不變。

   比較兩者做法，以車廂內宣揚「平反六四」為例，據現行一
地兩檢方案，即使列車已進入香港，已抵西九站，內地人員仍可
在該名乘客離開內地口岸區前執法，而港府是無法干涉；反之，
若是採用英法模式的一地兩檢，列車進入香港後，因香港保障言
論自由，該名宣揚平反六四的乘客便不會有被捕的危機。

   其實歸根究底一地兩檢所面對的難題是香港基本法，不論怎
麼辯解，只要在香港領土行使其他執法，就有違基本法。假如政
府強推一地兩檢，這難保將來會以此事作先例，再一次作出讓
步。香港回歸年內不變是我們香港法律界的原則，也是香港的核
心價值之一，所以市民桿衛核心有理，加上短
短一年內根本不足以進行全面諮詢，但高鐵
通車期限再延遲又要承受內地政治和經
濟發展受阻的壓力。所以林鄭月娥所
發表的「三步走」在「第二步」十
二月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和
確認，根本不可行。

   內地與香港的出入境條例分別先放另一邊暫且不說，香港和
內地的出入境口岸居然都是在香港地方實在有「割地」之嫌，對
香港無疑是史無前例的在「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上動土。耗
資迎千億的高鐵與全國高鐵網絡接軌，對香港未來經濟的發展絕
對有一定效益，政治含義更大和深遠，但過去5年中港關係緊張，
加上銅鑼灣書店事件，一地兩檢成為埋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地下的
超級炸彈。高鐵預料明年第三季度可以通車，出入境安排已拖無
可拖，林鄭7月上任，月底公佈一地兩檢方案，政府雖然在議會擁
有足夠票數，但民選議員不能不理會民意，民意仍舉足輕重，一
地兩檢政治角力先由民意戰揭開序幕，過去的幾個月，港鐵宣傳

兩級制利得稅會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嗎?

5B 林思彤

雙重稅率，容易引起避稅爭議

   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10月11日公布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在
土地房屋、創科、社福等令市民期待的範疇之中，最吸引商界正正是
兩級制利得稅。施政報告建議把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由16.5%
減至8.25%，比起特首在競選時建議的10%更低。減半的水平是多
少？如果企業的利潤是上限的200萬元，減稅率將令稅款每年減少
165,000元，每月是13,750元，可以支付一位初級員工的薪酬，而即
使利潤沒有那麼高，如只有10萬元，省回的稅款每年也有8,250元，
可以幫補它們的電費。

   香港成立公司的門檻低，成本低，稅制亦相當簡單，這些都是香
港的固有優勢。新稅率提供大公司一個更完善的避稅機會給大公司以
分公司的名義，將利潤轉移，以較低的稅率交稅。以美國雅虎為例，
雅虎透過將集團分拆，將業務注入其他企業，節省超過90億美元的稅
款。若所有公司都用分拆避稅的方式避稅，最終只會大量降低政府收
入，政府又難以禁止公司分拆，因為會破壞良好既營商環境。純粹只
是太古、美心等集團是香港就有超過50間分公司，假如禁止分拆，即
是等同政府要破壞企業自身的決定。大企業若無法擴充業務，發展受
阻，同樣會壓縮政府利得稅收益，二級制未有針對最有需要受眾，更
會收窄稅基、降低稅收，破壞香港經濟發展。

   任何稅務政策，總是會有漏洞，問題是大或是小，舉例說，企業
支付給員工的薪酬可以扣稅，減少它們支付的利得稅，但市場上一定
有企業利用一些「員工」，以增加支出來減少稅款，它們做足了簽合
約、支薪、供強積金等，這不是什麼秘密。

小型企業及初創企業難以受惠，目標手段不對應

   雖然能夠幫助難以承擔利得稅的企業，讓他們能賺取一些利潤，
減輕經濟負擔，亦能從中鼓勵更多人開設公司，營造良好的營商環
境。但是兩級制利得稅對改善現時中小企的營商環境作用不大，因不
少中小企仍處於虧蝕狀態，減稅可能只會惠及有盈利、相對大型的企
業，與政府預期中的不一樣是，目標手段不對應。

   香港共有122萬間註冊公司，當中接近九
成無須繳付利得稅。外界會認為這些不用繳
付利得稅的企業負擔較輕，因為他們不用繳
付一筆大稅項金但事實上，這些不用交稅的
企業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亦是政府最需要幫
助的人。因為利得稅是通過企業的純利來計
算，亦即是盈利的多寡。從每年賺取的金錢
扣除地租、員工的薪金、水電費後，仍有剩
餘盈利的話，便要繳付利得稅，不少無需要交稅小商戶及初創企業仍
然處於虧蝕狀態。相比之下，政府寧願投放金錢在因為有盈利令他們
需要繳交利得稅的企業，亦不願意幫助因虧蝕而不用交稅的最低層商
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只能改善表面功夫，不能徹底剷除問題根
源。這種情況難以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資發展屬於自己的企業，不合乎
政府所期望的鼓勵年輕人創業，營造更健康的營商環境，與政府的期
望有出入。

   因此，我們不能夠只看兩級制利得稅的目標是否合理，而是要考
慮稅收結構的改變，是否能維持香港經濟健康發展，從而保障社會利
益。

稅基收窄，影響政府財政穩健
   香港稅基狹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香港
稅收來源集中，容易受經濟情況影響而大幅波動。利得稅作為港府全
年最高的收入來源，佔政府總體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根據17年的《財
政預算案》顯示，香港共有122萬間註冊公司，當中接近九成無須繳
付利得稅，而當中超過6成利得稅只由800間企業支撐，利得稅的多
寡直接受極少數公司的業績影響。另外，其他政府的收入來源，印花
稅、賣地等主要收入來源亦極度不穩。因此，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既研究報告指出，稅制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擴闊稅基，為未來既結構性
赤字做好準備。假如將限額設至200萬，根據智經研究中心2017年的
調查顯示，近乎所有要交稅既公司都只需要繳付第一級稅率，令交較
高稅率的責任更加集中在極少公司身上。由06至16年十年間，利得稅
收益變動有百分之139，稅基進一步收窄變相令波動再增加。

   總括而言，兩級制利得稅無行於初創企業和小型企業這些無法自
付盈虧的企業，只能受惠於大型企業這些能夠自付盈虧的大企業，大
型企業容易引起避稅爭議。再加上，稅基收窄會影響政府財政穩健，
不利於香港的經濟發展。以上種種因素都表示，兩級制利得稅的發展
根本與政府的期望不同，出現目標手段不對應的情況。由於可見，我
認為兩級制利得稅的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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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院醫療失誤風波
   近年醫療事頻頻出現，而幾乎所有事故都於公共醫院內發
生。瑪嘉烈醫院醫生錯插動脈，引致19歲女病人右邊身中風、
伊利沙伯醫院男病人因短腸綜合症，胸口需長期插導管輸注營
養液，而病人突然左邊身中風癱瘓，經電腦掃描後顯示右腦有
微細氣泡，而氣泡的出現是因為空氣是經由鬆脫的導管上腦，
引致中風、伊利沙伯醫院醫生為病人治右頭顱內動脈血管瘤，
錯誤剖開左顱骨，使病人徒添創傷。公院醫療事故屢見不鮮，
而事故往往使病人的病情惡化甚至死亡。但醫療事故不但沒有
減少，甚至增加，使市民對於公院的醫療服務及系統失去信
心。究竟醫療事故的問題的源頭在哪？誰應為事故負上最大他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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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究竟為何會出現是次悲劇？為何醫院遲遲不交代事件？而
責任又該由誰來負？

誰人應為事件負責？
   無疑地，聯合醫院在事件上必須負上最大的責任。作為發
生醫療失誤的醫院，必須第一時間向家屬及醫管局交代事件及
承擔上責任，為事故作補救。反觀在這次的事件上，聯合醫院
不但沒有主動去調查及交代事件，反而是由家屬主動向院方索
取母親的病情及藥單。可惜院方一直在拖延事件，家屬要求索
取病情，院方則指報告需要在6星期至3個月才能呈交，而聯
合醫院時隔幾天便召開記者會公開交代事件，家屬質疑院方已
有初步調查結果，卻為何仍未能及早向家屬提供書面回應。事
件的處理手法成疑，院方不但處處隱瞞，更沒有向受害者家屬
作詳細交代及如何處理事件，家屬束手無策，只能表示無奈。
聯合醫院在事件中與家屬的溝通不足，沒有為事件進行補救的
工作，處理突發事件的反應及效率不足，使市民經過是次事件
後，對於公營醫療體系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聯合醫院應為是次
悲劇的發生向公眾及病人家屬作詳細交代，並檢討不足之處，
制定出處理突發事件的應對方案，避免再次發生同類型的醫療
失誤。

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鄧桂思病逝為本年最受人關注及引起社會上迴響的事件之
一，而鄧桂思正正是因醫生失誤引致醫療事故中的受害者。鄧
桂思原是乙型肝炎帶菌者，她在2016年7月時因患上「甲型免
疫球蛋白腎病」而在聯合醫院求診。於2017年初她在聯合醫
院專科門診覆診，被處方高劑量類固醇治腎病，但並沒有處方
抗病毒藥物。一個月後她再次到聯合醫院覆診，腎病情況有好
轉，獲調低類固醇劑量，但同樣沒有處方抗病毒藥物。因醫生
在為她處方高劑量類固醇治療其腎病時，忽略了她為乙型肝炎
帶菌者的病歷記錄，沒有處方抗病毒藥物，來減低病人爆發肝
炎的風險，使鄧桂思在4月時因急性肝病入住聯合醫院，期後病
情惡化，被診斷為急性肝衰竭轉送瑪麗醫院。

   其 次 ， 在 事 件 上 醫 管 局 的 處 理 手 法 亦 有 所 不 當 ， 甚 至 被
外界認為處理手法是「醫醫相衛」。根據醫管局的事故通報機
制，若發生嚴重醫療事故和重大風險事件，醫護人員須在發現
後24小時內向總部通報。可是在是次事故上，聯合醫院事隔
近一個月才向醫管局通報事件，亦未有向公眾及家屬交代事件
及設立調查小組去偵查事件。醫院在此事件上沒有按照醫管局
的事故通報機制處理，沒有按時報告，但最後亦不須接受任何
懲處，使大眾質疑機制形同虛設，沒有實質的約束力。事實上
醫管局的事故通報機制已有10年歷史，不論醫生甚至醫院的
管理層皆對機制有所認識，因此依常理，當發生任何醫療事故
都必須立即向醫管局交代。反觀此事，聯合醫院沒有按機制處
理卻沒有得到任何處罰，由此事不了了之，醫管局難逃有包庇
之嫌。醫管局在事件上應嚴厲執行醫療機制，警戒各所醫院若
發生醫療事故時必須立即通報事件，按機制處理事件，並且透
過公正獨立的調查，堵塞制度漏洞，向失職失德者追究責任，
給市民一個合理的交代，做好醫管局監測及保障醫療系統的角
色。

事故的嚴重性增升
   而聯合醫院在鄧桂思因急性肝病入院時翻查她的病歷，發
現2名專科醫生在處方類固醇時忽略了她乙型肝炎帶菌記錄，未
有處方抗病毒藥物來減低爆發肝炎風險，結果引致鄧桂思患上
急性肝衰竭。但醫院並未有向家屬、醫管局呈報事件。她的病
情急轉直下，必須接受換肝手術，但由於找不到合適的肝狀移
殖，她的女兒因未滿十八歲，未能捐贈給母親。家屬向社會各
界求助，希望能有好心人能捐贈肝狀來拯救她。慶幸得到一名
26歲的女文員鄭凱甄，無私捐出三分之二活肝，使鄧桂思順利
渡過危險期。只可惜鄧桂思對於活肝有所排斥，在一星期後再
次進行換肝手術，這次移殖的為屍肝，使她的病情有所好轉。
   兜兜轉轉，病情似乎穩定下來，而她入院將近一個月，涉
事的聯合醫院才向醫管局及家屬交代醫療失誤的事件，家屬一
直被蒙在鼓裡，並不了解母親為何突然出現急性肝病，而病情
亦每況下滑。聯合醫院在這段過程中並沒有作出任何交代，似
乎有心隱瞞事件，遲遲不作交代。事件曝光後，隨即引來家屬
及社會上的不滿。

事故源頭何在？
   而公院醫療事故頻生大多為醫生及護士的錯漏所引致的。
現時本港的公共醫院服務飽和，社會上面對人口老化等社會問
題，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急速上升。加上醫謢人員人手短缺，使
工作量不斷提高。加上現時的醫生及護士的年資較輕，經驗
短淺，增加犯錯的機會。但作為醫護人員，必須承擔起責任，
以保障及確保市民的健康為首，因此工作壓力高並不是能推卸
責任的藉口。事實上近年來，醫療事故不斷增加，其實是響起
了一個警號，可見公院醫療的服務已達極限。因此若要有效地
減少醫療事故的次數，政府必須投放更多資源於改善醫療服務
上，不但要興建更多醫院及醫療中心，更須投放更多資源於聘
請醫療人員與培訓他們，以增高公共醫療服務的質素，長遠來
說有效減輕現時公共醫院醫療服務飽和的問題。

   好境不常，鄧桂思的肝部在5月初時受真菌感染，必須使用
人工肺來維持性命，最終於八月尾因感染併發症而休克，不敵
病魔而離世，成為了一個因醫療失誤而失去
性命的無辜者。是次悲劇的發生，使
更多人關注到醫療安全的問

   醫療事故的悲劇沒有人希望會發生，本港公營醫院服務需
求不斷上升，而醫護人員人手不足，醫生及護士都承受著巨大
的工作壓力，但這不是護理人員犯錯的藉口，更不能把失誤的
責任推卸到制度及壓力之上，而不向病人家屬及公眾交代。
但求在未來的日子，不論醫院及醫管局都應檢討醫療系統的問
題，設立委員會去調查事件，還受害人一個公道及向市民交代
清楚，重拾市民對於信任本港公營醫療系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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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房間時，我發現了一個鋪滿塵埃的餅乾罐，不禁好奇罐
子裡有什麼。我用手輕輕掃掉塵埃，然後打開，裡面躺一把小
巧的木梳子。看見這把梳子，回憶湧上心頭⋯⋯

中
文
科

這把梳子是我兒時最心愛的物品，無論去那裡也帶它。這
把梳子是我有意識以來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禮物，是母親送給我的。
梳子十分小巧，只有我的半隻手掌大，上面有股淡淡的檀香味，使我
每次嗅到也安心不已。它和那些隨處可買的梳子不一樣⋯⋯

明報小作家
我的兒時最愛—木梳子
16-17年度2A張愷欣

小時候，母親每天也用它來給我梳理頭髮，由上而下⋯⋯一邊打理我的頭髮，一邊哼
童謠，或者跟我聊天。母親在我耳邊細語時，我總是靜靜的坐、聽。
   雖然這只是一件生活瑣事，卻讓我的童年充滿了溫暖。
時光流逝，我漸漸地長大。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再沒有用這把木梳子，母親也
沒有每天給我梳頭，只是偶然看到我那把長長的頭髮，想幫我梳一梳。母親還是母親，我
還是我，但梳子已經不是原先那把了。我現在和母親一樣高，母親給我梳頭的時候，我也要
微微蹲下。從前梳頭的時候，母親在我耳邊說話，現在的我們角色好像換轉，我在說，她在聽。我說學校的趣事，
她一邊靜靜的聽，一邊溫柔地打理我的頭髮。我很珍惜她給我梳理頭髮的時間，因為我知道，這是她表達愛的方
法。
我輕輕地拿起木梳子，湊近鼻端，一嗅，仍是—那股令我安心、溫暖的味道。

新界校長會主辦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67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明報．佳作共賞
「轟
隆 ！ 轟
忘不去的回憶
隆！」一
16-17年度3A李明汕
道閃電劃
過天空，
雨開始狠狠
地打在地上。母
親沒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爸爸病倒了，他在醫院裡接受
治療。醫生說：「陳先生因疲累過度而暈倒在家⋯⋯」雨
瀝瀝地下著⋯⋯

初中組優異獎
16-17年度3A施為城

   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踏入六十七周年，在這年，中國
依舊默默耕耘，培養許多人才，黃土地上，桃李滿門。在
我國主席習近平先生的帶領下，不論經濟、科技、政治等
也進步甚大。

從我懂事的時候開始，父親已經外出工作，每天將近
晚上十一時才回家。有一次，我輾轉未眠。這時，父親回
家了，他並沒有把燈打開，怕會弄醒熟睡的家人。他只是
走近窗戶，點起一支香煙，每吸一口，便呼一口。父親遙
望著窗戶，仿佛去了一個渺無人煙的地方，香煙使他回憶
美好的往事，但所有香煙抽完後，他緊鎖眉頭，仿佛把心
事放進深深的心裡。

   在經濟方面，十二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經
投票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令全球聚焦已久的
國際金融治理改革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此外，還給予人
民幣一個國際名分，絕對值得慶祝。今年三月，岡比亞更
與中國恢復外交，而且博鰲機場運營，令中國的外交貿易
有所增長，真正實現全球經濟政治一體化。

他不再抽煙，打開了離他不遠的櫃子，拿出幾張膠
布。此刻，我驚愕了。因為我看見父親的手全是一道道的
傷痕，在指尖和手掌佈滿了厚厚的繭。「咕嚕！咕嚕！」
我一時驚訝，一不小心把水杯撞落地上，我被他發現了，
我也不再藏起來。他只是輕輕地說：「夜了，父親明天還
要早起工作，你也不要遲睡，快回床上睡覺吧！」於是，
我默不作聲地回房間。這晚我睡不著⋯⋯

   在科技方面，今年五月，長沙磁浮快線運營，也是中
國第一條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磁浮交通線路，令中國交通
網路更發達；同
年六月，長征七
號升空，標誌著
中國第四個航天
發射場正式啟用
和見證著中國科
技的進步。

   「嘩啦啦！嘩啦啦！」雨仍然下著，母親自責地說：
「我早應該外出工作，但他堅持說女孩子只需留在家中幹
活，最近他身子越來越不好了。」
這不是近日的事了，很久很久以前，父親便喜歡帶我
到各地。還記得小時候，他帶我到沙灘散步，那是一個溫
和而軟化的黃昏，夕陽瀉在海水上的光，變成了許多金針
銀線，隨著水波微微地「啪啦！啪啦！」晃動著。

   在 政 治 方
面，今年一月，
中國將「一孩政
策」改為「二孩
政策」，為中國
未來提供更多勞動力和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問題；在今年
九月，中國又成功打下一隻老虎，拿下了天津市委代理理
書記暨市長，繼續成功在中國作政治改革、肅清吏治，為
中國帶來新面貌。

「咳！咳！」的咳嗽聲傳進我的耳朵裡，我問父親：
「您生病了嗎？」父親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坐在沙發
上，手裡拿著一個公文袋，他正使勁地緊握公文袋。過了
一會，他才說：「下次你想去那兒玩？如果日後有機會父
親帶你去，好嗎？」父親用異常寵溺的口吻說，對比平時
的父親，今天實在太不對勁了。我並沒有說甚麼，只是坐
在他身邊，因為我知道父親不是想要答案，他只是希望在
他不開心時能有人陪伴在他身旁。看著他的背影與舊日的
身影判若兩人，我感到惆悵。雖然我們同在一片的沙灘，
可我完全不理解父親心裡的想法。但我知道父親在擔心甚
麼似的⋯⋯
一陣子，雨停下來了。醫生搖搖頭，雨伴隨著母親的
哭泣聲再次驟雨磅礡，她的喊聲，能聽出悲傷、失落。我
望著母親失態的樣子，再看看手錶，它壞了、不動了、不
響了。一連串淚水從我悲傷的臉上無聲地流下來，我沒有
一點的哭聲，只任由眼淚不停地往下流。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年之時，中國除了在經
濟、科技和政治有長足進步外，在體育方面也屢見佳績。
   在今年里約奧運中，中國共得了七十面獎牌，其中有
二十七面金牌，在獎牌榜名列全球第三；在女子排球中，
更重奪久違十二年的冠軍寶座，叫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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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祖國在今年的發展和成果，實在叫人自豪。未來
一年，我盼望，盼望習主席可以帶領中國躋身世界頂峰，
繼續在經濟、科技、政治等範疇日見進步！好吧！讓我們
在來年一起期待著中國新面貌、新氣象！

2017年第11屆弘揚孝道大會「分享我一次行
什麼是孝？不少人覺得買一份昂貴的禮物送
給父母，就是對父母孝順，但卻忽略了父母心裡
想要的。父母只想兒女平安，有時間陪陪他們，
他們便心滿意足。現今，到底有多少人能做到？
人人為事業拼搏，不理家人，就連小孩子也為了
玩，不顧學業，惹父母心煩，那這樣又何來孝
呢？

初級組優異獎
1617年度1B楊安妮

從小，我傷心，媽媽會安慰我；我受傷，
媽媽會幫我止血；我生病，媽媽會照顧我。但
現在長大了，回憶過去，我為媽媽做過什麼？我
為媽媽承受過什麼？我為媽媽擔心過什麼？每一
次回憶，我的眼淚就像瀑布一樣流個不停，滴在
我的外套，淚痕斑斑，使我的心更痛。後悔讓我
傷心，但我卻只能呆呆地站在那裡，什麼都不能
做。

直到有一次⋯⋯
   這是一次使我很痛苦的經歷。上班前，媽媽扭傷了腳，但她不肯告
假，堅持上班。她的工作很辛苦，要到處走。下班回到家裡，我看到媽
媽扭傷的腳腫得厲害，心頭一酸，眼淚隨即墜下，眼睛霎時變得通紅，
但我還是忍住了。因為我不想媽媽擔心。我心想，明天是假期，我要幫
助媽媽完成她每天要做的事情。
翌日，太陽公公從東升起，把陽光撒向大地，把我喚醒。我比媽媽
起床的時間整整早了一個半小時，因為我要完成媽媽每天要做的第一
件事—做早餐。打開冰箱門，看到琳琅滿目的食材，我信心滿滿地拿出
食材做早餐。我為什麼沒有為做什麼早餐而煩惱呢？因為我在前一天就
想到要做雞蛋加牛奶的早餐。首先，我從冰箱拿出兩顆雞蛋，打開煤氣
灶，「噔」的一聲，藍色的小火苗燃著了底端，鍋子慢慢地熱了起來。
接著，我下一些油，油鍋裡泛起了一些小氣泡，不久還冒起絲絲柔弱的
白煙。在我下雞蛋後，忽然一個小氣泡飛向我的手。「好痛啊！」我輕
輕地摸手小聲說道。我忍著痛把雞蛋在鍋緣上敲了一下，雞蛋穩穩地
進入鍋的中間，鍋發出「啪啦啪啦」的聲音，雞蛋慢慢熟了，像太陽花
般盛放，異常美麗！最後，我將雞蛋放在盤子上，另外一顆雞蛋也開始
煎了，完成後，我倒了兩杯牛奶放在桌子上。
   準備好早餐後，我開始做媽媽每天做的家務，例如掃地、抹桌子
⋯⋯正當我埋首苦幹時，我聽見有人在下樓梯，一聽腳步聲，就知道是
媽媽。我趕緊上前扶腳受了傷的媽媽。媽媽笑對我說：「今天怎麼
了？幫我做了全部的事！」我說：「只是想幫你做點事而已。」
   這件事至今，我還銘記於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事。以
後，由我來守護媽媽！

孝的經驗」徵文比賽

在我六歲的時候，
某次學校假期，功課
已經做完了，時間還
剩很多，該怎麼辦呢？
在我拼命思考時，眼睛
不經意四周掃視，瞥見
靜立在家中角落的水桶
和拖把—媽媽每天用它
們完成打掃工作。在過
去，我曾問過媽媽要不
要幫忙，但她總是搖著
頭說：「不需要，與其 初級組真情流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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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拿來做你的功課吧，
否則你的老師又會罵你
了。」此刻，媽媽正在外買菜，家裡只剩我一
人，我忽然想到：水桶和拖把看上來好像挺容
易用的，不如我來試試，做一回孝順女吧。
拖把很沉重，對於那時年幼的我來說是沈
重的負擔，但我堅定不移的拿起，嘗試讓它在
地板滑行。過了一會兒，我漸漸掌握竅門，握
住拖把把垃圾掃到門前。再過一會兒，清潔終
於完成了，我躺在床上沉沉地睡著了。媽媽回
到家後，把我喚醒，指著門前的垃圾，問我：
「這些是你做的嗎？」我害怕媽媽會發怒，沒
答半句，只是默默地點頭。之後，只見媽媽進
了洗手間，然後拿出一個體型比媽媽平常用的
細小的拖把，看上去好像很輕。媽媽說：「下
次要幫忙的話，就拿這個吧。」我知道，這是
媽媽滿懷讚賞的說話，讓我知道我今天做了一
件自豪的事。
孝，說起來很簡單，但對年幼的我來說，
實則是似懂非懂。孝，沒有固定準則，甚至有
時，它是父母束約孩子的工具，亦有時，它是
小孩欺騙自己的工具。其實，它的本質非常單
純，幫父母做家務已經是盡孝的表現了。可惜
的是，人們往往愛把它的本質扭曲，說成只要
把錢扔給父母、養活他們，便是孝。但我認
為，這只是忙於賺錢的人給自己的藉口，難道
對你們來說，金錢比孝心更重要？

對我來說，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行孝經歷應該就是這一次了。
   還記得有一次媽媽生病，爸爸剛巧不在家，令我十分徬徨。當時的我只有九歲，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
辦。忽然，在一瞬間，我想起每當我生病的時候，媽媽怎樣悉心照顧我，所以我希望這次由我來照顧生病
的媽媽。
臥病在床的媽媽，身體十分虛弱，我回想起，每次生病時，媽媽會煮一些營養豐富的東西給我吃，讓
我補充體力，盡快痊癒，我想仿效媽媽，親自下廚，不過在這之前，我沒有試過煮東西，爸爸媽媽認為我
年紀細小，不能動廚具，否則有危險，所以他們一直不准我進廚房，但我經常站在廚房門口看媽媽煮東
西，甚至試過央求媽媽讓我幫忙，因為我相信自己做得到。
   眼前的媽媽身體那麼虛弱，但家裡沒甚麼材料，所以我煮了粥給媽媽吃。一開始，我以為煮粥不難，
但一試之後發覺沒想像中容易，幸好最終我做到了。
吃過粥後，媽媽在床上休息，我以為媽媽會好一點，怎料感冒不但沒有好轉，而且越來越嚴重，咳嗽
聲此起彼落。過了一會兒，媽媽醒了，想起床，我立刻問媽媽想幹甚麼，原來媽媽想起來打掃，當時我真
的覺得媽媽很傻，明明身體那麼虛弱，但還惦記家務。我覺得媽媽真的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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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媽媽安心休息，我決定幫媽媽完成家務。
我花了整個下午完成家務，完成後真的累得不行了。就在倦極一刻，我真的覺得媽媽很厲害，一個人天天留在家裡做那麼多
家務，且從不抱怨半句，可是我只做了一天，就累得很。原來媽媽平時真的很辛苦，不但要打掃家務，而且還要照顧我跟爸爸的
起居飲食。想到這，我感到無地自容，我好像沒有試過幫媽媽做家務，一直以來都是媽媽獨力完成。
想著想著，爸爸已經下班回來了。在爸爸踏進家門的一刻，我真的鬆了一口氣。爸爸回來後，媽媽的燒也退了。
經過這一次，我知道做家務既辛苦，又沈悶。但我對自己許下承諾—從今之後，我會主動幫媽媽，減輕媽媽的負擔。媽媽，讓我
替你分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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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鈴鈴⋯⋯」下課後，原來靜謐的街道也變
得紛紛擾擾。夕陽的餘暉瀉在趕路人身上，但他們
竟顯不出一絲血色，就只如一張張蒼白的撲克牌。
突然一輛艷紅的廣播車奪去了我的目光：「現在購
買母親節蛋糕有八折優惠。」我想上前一看，可是
一抬頭，那輛車已消失在車群之中，不留一點痕
跡。

撒嬌大哭，但媽媽沒有罵我，反而對我無微不至地照顧，下班後馬上趕回家，
為我做菜做飯，即使被刀割破了手，也會硬著頭皮給我準備最好。現在想起，
她當時受的苦，我又能明白多少？想到這，我便決心要為母親做點事。

「蛋糕加些泡打粉會更可口！」——那段我曾
看過的教學視頻在腦海中徘徊。對！這件事可讓我
盡兒子本分呢。

母親節當晚，我靜心等待母親回家。「喀嚓喀嚓」，媽媽尋找鑰匙的聲音
響個不停，我準備好蛋糕，當她踏進門口一剎，我和爸爸齊聲叫道：「母親節
快樂！」母親驚訝得愣住數秒，宛如被冰封一樣，過了幾秒她才回過神來，叫
我們一起吃蛋糕。第一口蛋糕停在舌頭不到半秒，我立刻大叫：天呀！這不就
是地獄的味道嗎？我立刻把送到嘴裡的蛋糕吐出。當我想阻止母親繼續吃時，
母親眼泛淚光應道：「這是我吃過最美味、最幸福的味道。」說罷隨即送進另
一口蛋糕，綻放燦爛的笑容。我不明白母親哭的理由，也不明白為什麼她會覺
得蛋糕美味可口，只知道這是我看過母親笑得最甜的一次。

首先，我把一星期的午餐錢儲下，算起來，勉強可以購買材料。買過材料
後，我馬上在網上搜尋做蛋糕的教學，一步一步跟隨著影片的步驟。雖然當中
遇上不同挑戰，像把鹽當作糖、或者把牛奶打翻，但最終蛋糕也能成形，這足
以叫未曾下廚的我自豪。

「兩星期後就是母親節，各位同學要把握這次
機會報答媽媽的愛。」老師說道。哎呀，到底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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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打斷了我的沉思——是媽媽提醒我購買早餐的
短訊。突然我靈機一觸：不如給媽媽做一個蛋糕
吧。當我拿起錢包準備出外購買早餐和做蛋糕的材料時，原來除了媽媽給我買
早餐的錢外，錢包內所餘無幾。

「鈴鈴鈴⋯⋯」手機的鈴聲把我從回憶中拉回來。「今天我做了你最愛的
蒸肉餅。你回來吃嗎？」母親用著視訊拍著做肉餅的過程給我講道。我看著媽
媽做肉餅的手，拿著剛剛在廣播車買的蛋糕抖著回應：「當然來！」

翻轉錢包，零星的硬幣從錢包掉出，「咚咚咚⋯⋯」隨著硬幣跌落的瞬
間，時間彷彿回到以前——

如今，眼前的母親又瘦又老。一雙曾經軟滑的手已長滿繭子，但從未聽過
一句抱怨說話？相比起來，我為你做蛋糕，可謂微不足道呢！母親啊！我應如
何才可又報答你的愛？我想告訴你，除了你，沒有人做的餸菜比你更出色；除
了你，沒有人付出的愛比你更深！

那時家景不太好，父親好不容易付了首期買了一間小蝸居，但父母為了「
供樓」，更加努力工作，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加上那時的我時常生病，整天

孝，為中華人民的傳統美
德。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人，
一個事業上大有成就的人，若不
孝順，縱使如何光彩，如何成
功，如何受歡迎，也是失去了生
命的價值。蜜蜂善待了花朵，獲
得了食物；大海善待了江河，擁
有了浩瀚；天空善待了雲霞，帶
來了神采。而父母善待了我們，
他們又能擁有什麼呢？
從古至今，孝子一直為人讚
頌，但隨著年月，行孝的方式在
初級組真情流露獎 不斷改變。古人之中，便有子路
負米來傳揚這一美德。子路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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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卻從百里之外把米背給父
母。除了子路，還有不少古人行孝之例，如黃香扇枕、陸績
懷桔等。古人曾將正確的行孝方式告訴世人，希望世代仿
效，然而，孝在今日，似乎被當作說說而已的事，沒有行動
配合，最悲哀的是，連向父母問候、請安也沒有做，真可
悲！
我雖未有可以背起父母身上那沈重包袱的能力，但我深
知行孝是不分時候、不分地點、不分對象的。是健壯的父親
也好，是年邁的奶奶也好，都是我行孝的對象，因為當你成
為頂天立地的男兒後，可能爺爺奶奶已不在世。因此，行孝
應及時，不要給自己，等待自己事業有成之時。行孝，應坐
言起行！
我自牙牙學語之時，我便由爺爺奶奶照顧著，父母為了
我，走到陌生的城市打工。我知道，自我睜開眼睛開始，整
個家庭便開始為了我的將來而張羅，他們付出許許多多的心
血，怎叫我不湧泉以報？現在想起來，不禁罵自己不懂事。
   升上初中的我，在學校認識了一群稱兄道弟的朋友，晚
修放了之後，我很晚才歸家，以致年邁的爺爺每晚都為了等
我，很晚才就寢。誰都知道老人家上了年紀需要早睡，但我
卻如此頑皮。如今，我身處異地上學，每逢假期回鄉，第一
個見到的一定是爺爺，不是被父母帶去見，而是我要求的。
在回鄉期間，我會在爺爺家住上幾晚，睡前都會為爺爺奶奶
準備溫水給他們泡腳，閒暇時與爺爺鬥幾場象棋，吃飯前進
廚房幫大廚奶奶一把手⋯⋯我雖年幼，卻也盡最大的能力去
行孝。行孝期間，內心既踏實又滿足，以及慚愧。與爺爺談
天說地，使我踏實；與爺爺奶奶一起吃晚飯，使我滿足；慚
愧則源自我只能陪伴他們數天便要離開。
古語云「百善孝為先」。孝是人們與生俱來的品質，而
人們卻總被生活的飛塵所蒙蔽，將家人對自己的愛視為理所
當然，殊不知，家人付出愛之時，也需要被愛，那怕只是微
薄的，也會心滿意足。烏鴉能反哺，羔羊會跪乳，而我們—
位在生物鏈的頂層，難道比不起烏鴉、羔羊？
人們啊！是時候擦亮自己的眼睛，帶著熱情，一起努力
發揚這傳統美德了！共同在繁忙的事業與學業中，抽出一絲
時間—就像魯迅先生說的，時間像海綿里的水，是可以輕易
擠出來的—擠出時間，把孝心帶回家吧！

百行以孝為先，「孝」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傳統美德。
現今世代很多青少年也不懂得怎樣孝順父母，只在父親節、母
親節才表孝心。從前的我也有同樣的想法，不懂珍惜父母，直
到那次我才知道父母的重要。
從前我是個不良少年，我認為陪伴父母逛街、買菜是一件
很丟臉的事。「我再也不要回到這個家！」這是我氣沖沖踏出
家門後，對家人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天是年三十晚。
   對不起，因我不懂事，讓你們擔心了。
離家後，我馬上打電話給朋友，告訴他們我做了這件「英
勇」事，想叫他們出來陪我。誰知道他們紛紛推說沒空，說要
與家人吃團年飯。當時我只覺得他們膽心、幼稚，認為只有小
朋友才會經常跟家人吃飯。結果，我獨自一人在街上遊蕩。
走在街上，迎來的都是一張張笑臉，扶老攜幼的，但我沒
半點孤單感覺，反倒認為「獨行俠」的自己十分帥氣，直到我
碰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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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的小學同學一心。一心，謝謝你讓我改變，謝謝你告訴我自幼小父母便照顧
我們，謝謝你告訴我陪伴父母是子女應有本份，謝謝你告訴我孝順才帥氣。
   與一心道別後，我繼續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走著，路人的笑聲、談話聲傳進我的耳朵，
一下一下的震撼著我的心靈，身體不知從那裡湧出了一股寒意。
逛到筋皮力竭，身邊人影疏落，我感到沒趣，轉身朝家的方向走去。
   甫進家，我便看到父母一臉擔心，臉上更有淚痕，他們立刻撲向我，緊張萬分的問我
這問我那。我馬上跟父母道歉，他們亦原諒了我的不懂事。自此我決定明天開始要孝順父
母，報答他們。
第二天清早，大年初一，我一起床就向父母敬茶，恭祝父母身體健康，接著與父母到
酒樓喝早茶，點了我最愛吃的鹹水角。吃了一口，感覺奇妙。為何今天的鹹水角與平日不
同？我不知道為什麼，原本鹹鹹的鹹水角，伴隨著父母的歡笑聲變得甜甜的，同時我的心
也變得甜甜的。陪伴父母上酒樓，這可能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卻是我自中學後未
做的事，而你們，你們又有多久沒有陪伴家人呢？
之後，我陪伴父母到街市買菜。「你是念慈嗎？很久不見了，我記得你從前矮矮的，
現在長這麼高了！你真乖，現在很少年輕人願意陪伴家人到街市買菜了。」菜攤檔的老闆
說。聽完老闆的一番話後，我十分感觸。
   從古到今，孝道也是十分重要，正所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我們的身
體、頭髮都是父母所給予的，我們應該好好孝順父母，就連他們所給予的身體也不能隨便
傷害，這是孝的基本。從前我不懂珍惜家人，常常責罵父母。經過上述事件後，我明白
到，行孝其實不須大灑金錢，亦不須驚天動地，只要兒女常常在父母身邊，陪伴他們，已
經令他們十分高興，這已經是具孝心的行為了。
把餸菜帶回家後，時間尚早，我們到了海旁散步。看著父母的背影，我發現他們的頭
髮已變得蒼白，就連脖子亦長滿皺紋，我馬上上前牽著他們的雙手道：「謝謝您們繼續在
這裡，讓我今天能夠行孝。」正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希望您們能長命百歲！
回家後，我為他們煮了一頓飯，令父母驚喜不已。平日家裡由父母煮飯，他們為了
我，每次也弄得汗流浹背，今天就由我來盡孝，為父母煮一頓豐富的晚飯。我知道自己的
廚藝不及父親，但我會用我的心意來填補，報答他們多年來的養育之恩。吃過飯後，我馬
上收拾碗筷，洗過碗盤，完成所有家務，以此來表達孝心。
那天晚上，我為父母按摩肩膀，父母工作十分辛苦，他們為了賺錢養我，常常工作至
三更半夜，日積月累下，肩膀勞損。手指在他們的肩膀上用力一按再按，怎樣也按不下，
父母的肩膀硬如石頭，我的淚如雨下。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之事，而行孝在日常生活中亦
能做到。我決定了，從今天起，每天也是父親節、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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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ing team began in 2015 with
F4 students. In our second year, w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with both F4
teams in each term entering the Finals
and winning the Runners-up trophy.

Can we catch

all their points

ENGLISH EVERYWHERE

We have

We are different mow!

won!

A joint-school debate contes

t

Students’ Feedback on the School Debating Team (2016-2017)
Debating is an exciting activity, not only in Chinese. Every
time we prepare the speeches, we need to do plenty of
research but the language we use here is English, which is
especially hard for me. The problem came when we had
to type the speeches by ourselves. However, our teacher
Mr Paul helped us a lot. Before we started the debate,
we would need to practise many times because English is
not our mother tongue and surely it is hard for us to read
fluently. During the debat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our
teammates and our opponents since they would speak very
fast and we might not be quick enough to jot the notes and
argue against their points in the next turn. In short, English
debating is pretty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for our study, so
I am happy that I could join the English Debating Team last
academic year.

After joining the School Debating Team, I have learnt
a great deal, not only the debating skills for how to win
our competitions, but also how to cooperate with my
teammates. I’m so glad that I have a great teacher Mr Paul
to teach us and my brilliant teammates to work together.
We’ve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after joining the Debating
Team. With all the effort we had made, we finally got the
first place in the term one inter-school debating finals.
Debating is fun and meaningful to me! My teammates and
I can learn more about our society and even the world.
Fan Shuk Yee, Zoe

Yeung Chor Hung, Isaac

It was such an honor to become one of the Debating Team
members last year. Not only could I learn lots of useful
debating skills, but also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my
teammates. On second thought, this experience has even
greatly benefited my entire lif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we had to listen to the other team's points carefully and
try to rebut them with more reasonable or simply stronger
points. No matter how unbreakable they were, we still
had to try our best. After I participated in some debating
competitions, I gained more knowledge about different
topics, th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scripts and many other
definitions and concepts. Hence, I have no regret joining
the debate team!
Cheung Wing Sum, Stephanie

I am glad that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bate contests last year. In addition, I am very grateful
to my classmates as they have accompanied me and
helped a lot, especially Zoe, who helped me with my weak
pronunciation. I have indeed learnt a lot about teamwork.
This competition has also stimulat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our potential in English speaking. Gradually, we learned
to be brave and become more confident than before. I do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ntest again.
Ng Wing Yan, Bella

Last year my friends and I
represented our School Debating
Team to compete with other schools.
I am so happy that I could have this
chance to join the contest because
I have learnt a lot and have had fun
in it. It has taught me to build up my
confiden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eam
work. It has also let me know more
about both the local and the world
news.
Lam Wing Yan, Julita

Last year, I was chosen as a member of the Debating Team surprisingly. 'I am
not an outstanding student. Why do they choose me?' That's my feeling at first.
Debating isn't easy! You have to speak English fluently. You have to debate in
front of strangers. You have to get well-prepared and sometimes you need to
play it by ear. Undoubtedly, debate is full of challenges. However, behind the
difficulties, there are plenty of advantages for me. It offers me a chance to practise
speaking in public so that I could be more confident. Also, it helps to increase my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In short, debate is amazing. Thanks to
debate, my confidence has been enhance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experience of
joining the school debate team.
Mak Tsz Ching, Chri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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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2A did a marvellous job! A group of lively teens, plus
Yeah, we are the champio
n!
three 2B boys joined the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in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and felt delighted about winning first place. They all put in the greatest
effort with their natural, beautiful voices when chanting and singing the
Skye Boat Song, depicting the nostalgic mood of the poet. He recalls his
youthful dreams in the voyage as a lad in the beginning and expresses
the feeling of failure and despondency towards the end.
actions
~ Miss Lui
anting with
We love ch

English Day Camp
for LKW Primary
School kids

k!

We're supporting at the bac

This year the English Camp had a different “flavour”,
using the theme of “Journey around the globe” in the
morning and ending with lots of fun games, songs and
poetry. All the Primary students were engaged and had
fun using English.
~ Mr Paul

Ha, Ha! We've all had a great day!

Do you wan

English Corner Fun

orations
Making dec
ew Year
for Chinese N

Look! We're g

oing to win!

ng

Thank you teachers for bei
our partners!

e prizes?

Do you want to speak English
fluently?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incapable of becoming a
native-like English speaker?
Let me show you how
Many students think English
to play this game
is complicated, and learning
English is such a laborious
job. Nonetheless, English Corner has
tri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part from our regular Mon,
Wed and Fri lunchtime English fun games, there were
diverse festive events throughout the year. We offered
chances for junior form schoolmates to try I-pad
games, chocolate making at Christmas, art and craft for
Chinese New Year, and Scavenger Hunt for our friends
to run around the school to collect various items from
teachers and friends. The highlight of the year was no
doubt the inter-class Scrabble Competition!
~ Law Yin Ling 6B

Scrabble Competition

No more ideas!

t to win 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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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學生感言

數學科

2016 – 2017 年度畢業生 盧子鍵同學
（2017 HKDSE 數學科 5** 尖子，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藥劑系）
我的學習理念以一貫之，就是「靈活變通」，不能只靠死記硬背。回想高中
階段，每次學習一個新的數學課題時，我喜歡先完成難度較低（程度一）的練習
題。此舉不單可以讓我掌握每一課的基本重點，亦可以提升我的自信心和成功
感，為其後完成更艱深的題目奠下基礎。
其後，我會挑戰較深奧（程度二）的練習題。每當我遇到不懂做的題目，我
都不會輕易放棄。我會先重溫課題重點，再反覆思考和重新計算。若仍未能得出
正確答案，最後才會尋求老師的協助。我亦習慣用手機拍下不懂做的難題，並在
考試前把這些難題重做幾次，確保考試時不會再犯下相同的錯誤時，才把有關題
目從手機刪除。每刪除一張圖片，感覺就像「解鎖」了一個成就。
本校畢業生 盧

子鍵同學（右

）

希望師弟、師妹們都有靈活變通的解難能力，努力學習題目中隱含的「知
識」，而非只學習「解題技巧」。

6A 林梓俊同學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2017 數學科卓越獎得主）
我在中學生涯參加過各種不同類型的數學比賽，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香港數學
競賽的其中一個回合「尺規作圖」。比賽中，參賽者須利用圓規和沒有刻度的直尺
繪畫出指定的圖像。最基礎的題型包括給定一條線段，要求畫出該線段的垂直平分
線；給定一個任意三角形，要求畫出該三角形的內切圓等。在此項賽事中，我們不
能單憑目測去決定每一點、每一條直線的位置。過程中，我們學會了靈活地運用學
過的幾何知識解釋答案。此外，是項比賽令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大會規定每所學校必須派出 4 名隊員出賽，合力完成一份試卷。通過訓練和比賽，
我和隊友之間漸漸建立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在解題時互補長短。
我認為學習數學需要有尋根究底的精神。猶記起中二時，老師說過畢氏定理有
很多種不同的證明方法。經上網搜尋，我發現證明方法果然多達過百種，其中有些
方法更只運用了正方形和三角形的面積或是相似三角形等簡單的幾何知識。所以說
不要小看自己，只要多觀察、多嘗試、多努力，說不定會有新的發現。

6A 林梓俊同學

3A 林毅信同學
（2017 全港資優學生「合 24」大賽金獎得主）
在中一那年，李永揚副校長向同學們介紹了「合廿四」的玩法，我便瞬間
愛上了這遊戲。合廿四的玩法十分簡單，主持人每次會抽出 4 張數字咭（每張
數字咭上均寫有 1 至 13 之間的其中一個整數），然後由參賽者（通常為 2 至 6
人）利用數字咭上的整數及四則運算和括號，鬥快說出答案為 24 的算式。例如
5、6、7、13 則可利用算式 ( 7 + 13 ) ÷ 5 × 6 計算得 24。
經過多次練習和與同學比賽後，我開始掌握了合廿四的技巧。其中最重要的
竅門是考慮 24 的因數，例如在上述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先「鎖定」24 的其中一
個因數 6，再想想如何用 5、7 和 13 組成答案為 4 的算式。後來我終於有機會代
表學校參加校際合廿四大賽，才見識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我在比
賽的目標從來都不是打敗今天的對手，而是戰勝昨天的自己，我深信達到此境界
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
3A 林毅信同學

我很感謝李副校長給我機會，讓我當了數學校隊的「小老師」，把自己在合
廿四大賽的所見、所學與所聞分享給中一的學弟、學妹。希望他們不論在未來的
合廿四大賽或是其它數學比賽都能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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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17 年度
校外數學比賽獲獎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同學

2017 全港資優「合24」大賽

金獎

3A 林毅信

2017 數學 Super 24 邀請賽

二等獎
三等獎

3A 林毅信
2B 陳溢豪、3A 利永康、3A 黃宇洋

2017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2A 黎澤朗（同時獲晉級賽二等獎）
2B 李明軒
2B 李盈瑩、2C 何鎮熹、4A 王可莉、4A 鄧凱文（同時獲晉級賽三等獎、總決賽三等獎）

2017 港澳盃初賽

銀獎
銅獎

2B 李明軒、5A 冼傳傑（同時獲晉級賽銅獎）、6A 林梓俊
2A 曹家誠、2B 林進華、3A 葉俊佑、3A 利永康、4A 王瑋竣、6A 游嘉進

2017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銅獎

3A 利永康、5A 冼傳傑、6A 林梓俊

同學在練習數學比賽

同學在練習「合 24」比賽

題目

中文大學理學院
資 優 生 暑期課程體驗

理科

   中文大學向來是香港科學界其一重點學府。不少頂尖級的華人科學家
如首位華人諾貝爾得主楊振寧教授、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和植物學權威胡秀
英教授均和中文大學有密切聯繫。中文大學理學院近年主辦不少讓中學生
參予的科學資優課程，旨在發掘及培育本地科學人才。課程入選者必須有
一定的學術能力及學校推薦。本年，我們有三位成功入選其暑期資優課
程。讓他們跟我們分享一下難得的學習體驗。

磁力共振的
研究機組

殖入螢光蛋白的大腸桿菌形成了綠色和橙色熒光的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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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 晴 ( 5 A)
麥

入選課程：
Essentials of Organic Chemistry
有機化學精要

我學到有
機化學的基本知識，以及
一些立體化學的專題內容。除此之外，我
也有機會接觸到大學的研究環境，在其實驗室進行
實驗，學習到研究的基本技術和方法。然而，課程讓我更
明白有機化學與我們日常生活如何息息相關：一些日常用品，
例如香水、洗頭水、護髮素，甚至食品等，原來都涉及到有機化
學；最令我興奮的是我有機會透過有機化學實驗研究來了解我們
日常生活所接觸到的事物。整個課程中，我最享受的一環是做
實驗，我可以親身接觸和使用香港中文大學的實驗用品，真
是個難得的機會。實驗的過程亦很有趣，中大的教授
也非常樂意指點和經常教導和啟發我們，令
我獲益良多！

這課程第一部分為分子生物學的簡介
和進行一些相關實驗，如細菌培養和通過細菌轉型把
帶有熒光蛋白基因的質粒殖入大腸桿菌，使大腸桿菌顯示熒光
蛋白的基因，造出綠色和橙色熒光的菌落。
   第二部分為介紹DNA的結構，細胞如何將DNA轉錄成mRNA和轉
譯mRNA成蛋白質。第二部分的實驗為通過使用限制性內切酶和連接酶
改變細菌的質粒。

貴 燊 ( 6 C)
麥

   第三部分是介紹生物技術的應用，如DNA指紋辨認和利用重組蛋白
製造胰島素等。實驗為利用聚合酶鏈反應擴增DNA，並進行DNA電泳
得出DNA指紋。
   課程跟日常生活有緊密的關係，重組蛋白技術使一型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水平能受控，相信分子生物技術對未來醫學是極大的助力。因當知
識水平發展至我們能找到使人容易患癌的基因時，便可使用基因治療法
去修改該基因，達至降低患癌機會，也能有效治療癌症，使更多人長壽
及健康地生活。
   我認為課程中最有價值的經驗是每部份的實驗，因安全和成本的原
因，這些實驗都無法在中學進行。我能親手進行這些實驗是可貴的機
會，而實驗中使用的DNA，大腸桿菌，質粒都是存在於數滴無色的液
體中，是肉眼看不見的。但因生化及化學反應後，卻展示出令人讚歎
的結果，那記憶確令我有刻骨銘心！這次經驗也令我對基因有更
深入的了解，生物科的知識得到強化。我也明白這小小的細
菌和病毒，卻是未來生化科學發展的一個關鍵。

林梓

俊 (6A
)

入選課程：
Unravel the Mysteries of an Atom
揭開原子的奧秘

入選課程：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分子生物及生物科技：入門課程

我十分榮
幸有機會到中大學習物理，
亦很感謝校方的資助。在是次活動中，我有
機會參與不同的實驗，例如利用電子受磁場影響的程度
以了解電子的電荷和質量比例，更有機會使用高科技的電子顯
微鏡進行觀察。這類經驗和使用中學實驗室的光學顯微鏡，可謂
難以比擬。例如觀察頭髮及昆蟲的結構，其放大率造成的效果令人
驚嘆。我也了解了更多有關量子物理學的應用，例如磁力共振，這
技術是利用電磁波和質子的自旋產生共振，同時利用共振時發
出的能量，按訊號接收的先後次序，形成不同切面的圖
像。我甚至有機會親自操作磁力共振的軟件及
硬件，對我很有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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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
系列

隊

領 袖 生 團
   領袖生團隊是學校重要組織之一，
協助學校公正嚴明地執行校規、紀律及
糾察等工作，一方面為學校提供一隊精
英的秩序管理團隊，另一方面透過不同
之活動，發展及提升學生自治自律、服
務精神、領導和管理能力，從而增強學
生之自信心及建立正面的人生觀，有助
全人發展。

領袖生導師
首席領袖生(2位)
A隊

B隊

C隊

D隊

E隊

F隊

隊長及隊副

隊長及隊副

隊長及隊副

隊長及隊副

隊長及隊副

隊長及隊副

A隊隊員

B隊隊員

C隊隊員

D隊隊員

E隊隊員

F隊隊員

「我做得到C」升章獎勵計劃
升章制度：
(a) 所有入職領袖生必須參加「我做得到C」升章獎勵計劃，成為基本領袖生。
(b) 凡服務滿一年，並達到要求，可獲得晉升藍章(資深領袖生)。
(c) 取得藍章後，成為資深隊員，便有機會晉升綠章(優秀領袖生)。
(d) 取得綠章後，便有機會晉升紫章(傑出領袖生)。
(e) 每學年終結，舉行最佳小隊選舉。
(f) 領袖生隊長表現出色，經老師審核後，可獲頒「最佳服務表現大獎」。

首席 領袖生感言
5A 陶少怡

5A 徐范有

   今年有幸擔任首席領袖生一
職，難得機會帶領領袖生團體，亦
發掘自己的領導能力。團體生活可
以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認識到不
同年級的同學。我很慶幸能夠加入
領袖生隊伍，在個人成長中不斷學
習、不斷思考，在不同活動中，都
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生活在笑聲
滿溢及融洽愉快的大家庭中。

   今年很榮幸可以擔任首席領袖生
一職，我從沒想過自己可以擔當這一
個責任重大的職位。中一新生的時
候，我是個沒主見的人，只懂順從別
人的學生，但加入了領袖生團體，令
我獲益良多，並改變了自己，令我成
長不少，當中的挑戰不少，例如︰時
間管理，在課外活動，學業及服務三
方面，要取得平衡，今年我立志成為
一個好榜樣，好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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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7 - 20 18 學生會

我們的Palatte

活動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3月
3－4月
5月
7月

校慶活動：
鄭中20載黑板繪畫比賽
同心同根祝願樹
嘩鬼擅闖G02
陸運會加油站
（運動飲品、肌肉貼、
收費式即影即有服務）
才藝比賽
校長茶座
中六借用畢業袍、畢業BBQ
校園遊蹤
真情對話
師生聯誼活動

福利
一班一雨傘一鐘
一timer
每月提供兩卷廁紙
開學日每班提供文具
聖誕禮物

提供班Tee、
聖誕聯歡食物資料
雪櫃借用存放午飯、
蛋糕服務
微波爐借用服務
蚊怕水借用服務

Palatte

學生會主席 楊若彤

學校服務經驗

Palatte成立，困難

   曾任班會主席、青苗學長、中文辯論
隊主席、通識科專題研習校隊主席。

   心態決定行動。今年學生會改選提早，
所以有同學早在四月時已開始組織內閣，行
動之快令我大嚇一驚，而且索取參選表格
的隊伍不少，比歷年都多，令我信心動搖。
因為早於Palatte，我已經參選過三次學生
會——House、Unicorn、Triangle，但都落
敗收場，我也嚐怕了失敗的滋味，而最後是
一班內閣成員不斷鼓勵，好友們的默默支
持，讓我最終都堅持下去，給自己多一個成
功的機會，而不是一個怕輸而放手的後悔回
憶。

Palatte的成立
   中學生活應該很豐富的，不單需要努
力學習，也要充實校園生活經歷，尤其當
我看見學生會舉辦不同活動，提供不同福
利，永遠充滿熱誠幹勁的時候，我對成立
學生會這個念頭就更加堅決。
   還記得中一時的學生會是Guardian，他
們每次活動都很團結，主席或幹事在台上宣
傳或分享時，所表現出來的自信及風采不禁
令我萌生嘗試參與學生會、成立學生會的念
頭，這才讓我更積極參與校內不同組織及崗
位，豐富自己的處事經驗，擴闊自己的人脈
關係，懂得更多，成長更多。

Palatte的寄望
   對 自 己 ， 我 希 望 努 力 與 一 班 幹 事 合
作，履行競選的承諾。
   對Palatte，我希望所有的福利和活
動，都能配合同學所需，做到最好！
   對鄭中的大家，我希望得到一點點的
支持，而支持見於行動，成於參與。我期
望每個活動中，都能看到大家的支持！

學生會校慶活動

嘩鬼擅闖G02

同根同心祝願

同根同心祝願樹

鄭中20載黑板

樹

畫比賽

繪畫比賽亞軍

作品

鄭中20載黑板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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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
四社社幹事
就職典禮

   四社的名稱取自本校的校訓：
文、行、忠、信。其代表顏色，分別
為綠、橙、藍、紫四色。我們組成
四社社幹事的目的為透過社際活動，
提高同學們對社、以及對學校的歸屬
感。除了注重學業外，我校亦重視同
學全面的發展，積極鼓勵同學參與社
際活動，讓同學體驗多姿多采的校園
生活。

   在就職典禮上，新
一屆的四社社幹事承諾
將秉承過往優良的傳
統，背負着同一使命：
「聯繫四社社員，盡心
服務，積極參與四社活
動」。

社幹事成員

作坊

工
社幹事培訓

在工作坊中

，社幹事寫
下自己對社
的承諾及期
望

1.

社長

2.

副社長2位

3.

文書

4.

財政

5.
6.

宣傳2位
美術設計2位

7.

拍攝

四社活動

文社社長
5A吳泳欣
當上社長後，擔憂和興奮的心
情不斷在腦海中徘徊，我經常
問自己：究竟如何才能夠成為
一位稱職的社長？透過參與學
校舉辦的社幹事培訓工作坊，
我學會與人合作、溝通的技
巧，亦令我和社幹事之間的聯
繫變得更緊密，充份發揮我們
的團結精神。在擔任社長之
前，我只是個普通中學生。但
通過成為社長和執行社長的職
務，我成長了很多。我期望接
下來的日子能與各社幹事和社
員一起成長。

1.

社際排球比賽

2.

陸運會——啦啦隊訓練

3.

社際羽毛球比賽

4.

社際籃球比賽

5.

社際閃避球比賽

忠社社長
5A樊淑怡

行社社長
5B陳子樂

從做社幹開始到現在成為了社
長，已是第三年為社服務了。當
上社長後，要處理的事情接踵
而來，我才發現一個人的能力有
限，不能獨自扛起所有事情，需
要副社長和社幹事一起努力合作
去完成。陸運會對我來說是一項
大挑戰，在籌備過程中，我們花
了很多時間和心機。但是當我看
到他們投入地參與陸運會，我覺
得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我希望
以社長的身份，在這個豐盛的校
園生活中，為他們留下美好的回
憶。我會繼續努力的。

能為社服務，我感到很光榮。
透過社幹事培訓工作坊，我學
會如何控制人數眾多的場面，
亦學會如何妥善地分配人力資
源。在工作分配方面，我會按
社幹事的才能給予其適當的工
作，因我認為不同人擅長的範
疇也有所不同，這樣才有效地
運用我社的人力資源。因為我
看見每個社員都上下齊心、盡
心盡力為社服務，我相信今年
行社一定比以往做得更好。我
對各社員及行社都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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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社
5A彭子軒
由中一開始，我已協助處理社
的雜務，從助幹到社幹事、從
副社長到社長，一直為社服
務。在眾多社活動中，我最深
印象的是陸運會。當日，我帶
領由中一生組成的啦啦隊大
聲地叫喊社口號，為我社運動
健兒打氣，大家都感受到陸運
會的熱鬧氣氛。我希望各社員
踴躍參與各項社際球類比賽，
為信社再添佳績，成為年度總
冠軍！

青苗學長宣誓及授章儀式

青苗學長帶領中一適應計劃活動

青苗學長帶領及參與中一適應計劃活動

青苗學長與中一同學BBQ

輔導組︰青苗領袖訓練計劃
為協助中一同學迎接升中後各種挑戰，並鼓勵校內高、低年級同學發揮朋輩互助的精神，達到助人自助之目
的，本校輔導組特別為中四、五同學舉辦「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舉辦此計劃的目的，在於讓高年級同學憑著個
人經驗的分享，以「過來人」的身份，協助中一同學適應升中後的轉變，和盡快投入愉快的中學生活。從服務中
可以提升大哥姐的組織及領導能力，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個人的責任心。活動內容包括團隊遊戲、小組聚會、
班級訪談，以建立一種彼此關懷和互相支持的網絡，發揮朋輩互助的精神，促進校園融洽和諧的氣氛。

   首席青苗學長 5B 林思彤

   首席青苗學長 5A 鄧潤芝

   轉眼間，今年已經是我最後一年擔當青苗學長的角色了。
這兩年來，有開心、有擔心、亦有緊張的時侯。開心的是與中
一同學一起享受活動的過程，擔心的是不知道中一同學會否喜
歡我們舉辦的活動，而緊張的是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好。

   還記得我中一的時候，對中學生活毫不了解。幸好當時加
入中一適應計劃，當時的青苗學長將我從對新事物恐懼變得不
再害羞、害怕。那時的我，默默立志，將來一定要成為青苗學
長。現在，我有幸擔任首席青苗學長一職，任重而道遠。而我
增值自己的步伐從未停下，不斷學習如何照顧中一同學，不斷
學習如何在各青苗學長中做出最適切的協調，不斷學習如何成
為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橋樑。期望日後，我能如當年中一時照顧
我的那位青苗學長一樣，將青苗的精神薪火相傳。

   作為青苗學長，帶領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是我們的職
責。還記得當初加入青苗學長這個團隊，最大的原因是被我們
中一時的青苗學長的熱情打動，他們就像大哥哥大姊姊一樣，
帶領著我們融入新的學習環境，令我們感到十分溫暖。因此，
我希望這股熱情就延續下去，用心照顧中一同學之餘，亦從活
動中擴闊視野，就如我們的誓詞一樣，與中一同學共同成長。

   資深青苗學長 5B 李家偉
   資深青苗學長 5A 阮諾珩

   作為青苗學長，最主要目的是幫助中一同學們去熟習並且
適應中學生活。他們第一次踏入中學裡，難免會難適應中學的
環境，還有中學與小學對比十分大。因此，作為師兄師姐的我
們就會幫助中一同學能夠儘快投入校園生活，使他們能愉快度
過每一天。另外，青苗學長也會與他們一起互動，例如在中一
適應計劃裡，青苗學長會透過遊戲令他們能認識身邊的同學，
提升他們整班的歸屬感，甚至會教導一些正確的相處之道。同
時，我也會與他們一起玩遊戲，令我成為他們的朋友，使他們
可以依賴我們，幫助他們解決日常困難。透過這兩年作為青苗
學長的經驗，我明白到照顧中一同學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
為他們各自有自己的性格及想法，要經常與他們溝通了解，問
題才能解決。

   作為其中一位青苗，我的職責是協助中一同學融入中學生
活，讓他們可以儘快適應校園生活。在這兩年的青苗活動中，
我經歷到不少難題難以解決。但所謂團結就是力量，最終我和
組員都能發揮各自的長處去解決問題。透過和中一同學的相
處，我的溝通能力得以提升，應變能力和組織活動的能力也從
帶領活動中改善。透過青苗活動，我獲益良多，我的社交圈子
也因此擴大了。

   資深青苗學長 5B 趙永琛
   我在這兩年的青苗的各項活動中學識到不同的體驗，從第
一年的幼苗到現在是老苗，當中起了不少變化。從不懂與低年
級同學和當時的老苗溝通，到現在懂得處理中一同學不同的情
況，雖然不稱得上是能幹，但至少自身會主動去發表自己的想
法，感覺成長了不少。有賴在擔當青苗學長的兩年，我也學懂
了各種與不同人相處的方式。

   資深青苗學長 5C 丁浩謙
   接近兩年的青苗學長生活，為我帶來了與別人不同的珍貴
回憶和經驗。今年有幸被老師挑選為組長，在擔任青苗學長的
過程中，雖然有些辛苦，但自己所得的有很多。擔當一名青苗
學長後，校園的生活更加充實。除了充實外，在午間飯聚的日
子，買午餐也十分趕急，因為不想遲到，想以自身為榜樣，因
此亦漸漸培養了自己的責任感。在這兩年來，我們要面對不同
的新生同學，令我變得更有勇氣去面對不同挑戰。此外，因為
擔任青苗學長的關係，自己亦認識不同年級的同學，結識更多
朋友，亦在擔任青苗期間學會了很多，例如與別人相處的態
度。

   資深青苗學長 5C 方雨笙
   經過了兩年的青苗學長生活，我面對了很多的事情，經歷
了很多困難，包括如何與中一新生相處，如何帶領一些組活動
等，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新挑戰。本學期有幸被老師選為組長，
確實使我有一份很大的喜悅感。回想自己兩年多的青苗生活，
由最初的一個小小隊員到現在背負著重大責任的青苗組長，當
中工作的一點一滴，以及和隊員的相處都會使我畢生難忘。

青苗領袖訓練營
訓練團隊合作性 解難能力

青苗學長與中一同學

夜行 訓練團隊合作性

訂立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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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適應計劃閉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