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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獲選新界區及西貢區雙料十大傑出學生
「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是為表彰在學業、體藝成績傑出，熱誠服務社群，關心社會及國家

大事的優秀學生而設。本校4A廖詠恩同學先在「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中獲得優勝盃，取得晉身

「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選舉」資格，並在活動中與來自新界各區的學生較量，成功當選「新界區

十大傑出學生」。

4A廖詠恩（「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及「西貢區傑出學生優勝盃」）

個人成就：

1. 第十九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優勝盃（初中組）

2.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2020

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初中組）

3. 2021香港新聞博覽館徵文比賽高中組 冠軍

4. 2019年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 2018年第七屆正能量青年選舉 十大正能量青少年獎

當我得知獲得「西貢區傑出學生優勝盃」及「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殊榮時，我感到驚喜不

已。我很慶幸自己能在眾多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獲獎項，亦為自己能夠突破自我，獲得他人認

同而感到喜悅。我很感謝老師的提名以及選舉中評審的認同，我為代表學校獲獎而感到自豪。

「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選舉」的評核分為三部分，分別是小組討論、個人面試和筆試。我認

為當中最困難的是筆試，因為大會並沒有提供明確的範圍，好讓我們準備，這使我無從下手，不

知道如何準備才好，但是這個困難漸漸給我一個啟示：身為學生，理應對社會有一定的瞭解及關

注，而不應局限於某個範疇。因此我在這段期間，透過不同的報章、新聞報導等渠道，涉獵了很

多不同範疇的時事知識，包括︰香港經濟、民生以至教育方面等等。我藉著這次機會更主動地去

了解香港不同的政策，與家人及朋友交流自己的見解，這訓練我的溝通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等不同

能力，亦令我對社會的認識更加深入，更好應對筆試的挑戰。

我認為這次獲獎最大的得著是我了解到自己的所長以及不足，對自我的認識更加明確及清

晰，亦認識到很多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擴闊視野。我們會互相交流讀書心得，令我獲益良多，

增值自我，從而找到改善自己的方法。希望鄭中的同學能夠在多元化的學習中，培養自己的興

趣，嘗試挑戰自我，這就已經是一位傑出學生。

4A廖詠恩同學榮獲「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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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黎樂軒
（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
嘉許獎）

個人成就：
1. 2019年廣東省創意機械

人大賽「無人車駕駛」
三等獎及港澳特別獎

2. 第十九屆西貢區傑出學
生嘉許獎

3. 2017-2018校際舞蹈節爵士舞優等獎
4. 2018-2019校際舞蹈節爵士舞甲等獎
5.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優良獎狀

我十分高興榮獲西貢區傑出學生選
舉嘉許獎。

首先，我要感謝老師們給我機會，
讓我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及比賽，從旁
指導，讓我學會不少書本以外的知識。

在評選過程中，由於受到新冠病
毒疫情的影響，評選改為網上進行，而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類比賽，使我非常
緊張。在評選前，我不但重複地檢查電
腦設備，還不斷整理自己儀容，希望能
在評選中呈現自己最佳素質。過程中，
我明白自己應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任何困
境，因為在逆境中抱怨，只會無補於
事；反之，保持積極心態，可更快解決
問題。

最後，希望鄭中同學都能擁有面對
困難時不屈不撓、積極前進的心態。

4A林詠駿
（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嘉許獎）

個人成就： 
1.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2. 2018年香港建造學院意粉塔大挑戰優異獎
3. 2018年胡兆熾中學Super 24邀請賽二等獎
4.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初賽中學二年級三等獎
5.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我十分榮幸能夠得到推薦，代表學校參加西貢區傑出學生選
舉，對我來說，可以與其他學校的同學比賽交流，這代表着我的
努力得到肯定。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類比賽，實在感恩。

比賽中，反思自己不足之處，發現自己在說話及小組討論方
面的表現較差，於是我便為自己擬定了一套學習方案，好為未來
比賽或是踏足社會做好準備，例如︰多看小組討論技巧書籍，多
與人溝通交流，積累經驗，望能不斷進步。

我相信許多人都會害怕失敗而不願意去嘗試，因此未能發揮
自己的潛能，展現自己的才能，但不試着踏出第一步，又怎能擺
脫失敗，最後得到成功呢？老師教導我們「失敗乃成功之母」，
成功的背後必定經歷不少失敗，就像我一樣，勇敢地踏出第一
步，才能夠有所進步，有所成就。我堅信我們的未來可以自己去
改變。

5A曹家誠
（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嘉許獎）

個人成就：
1. 2019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十大

傑出學生（初中組）
2. 第十八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優勝盃
3. 2020年 西貢區優秀青年計劃 

嘉許獎
4. 2020年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5. 2018年 行樂社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卓越獎

在這次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中，我並沒有奪得
優勝盃，卻得到了一個難得的經驗。

回想起2020年，我們都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
斷了自己的生活節奏，原本規劃好的行程與目標亦
因而停滯。面對著疫情和復課的不確定，我也難免
一度陷入低潮，與內心的惰性掙扎，浪費了寶貴的
時間。

即使自己曾在初中組獲得優勝盃，但升上高中
組後，挑戰更多，在與其他學校優秀學生交流下，
比賽更像鏡子一般，反映出自己的真實狀態，迫使
我認清自己的優缺，從而積極面對，加以修正。

「參透為何，迎接任何 」— 如今我已找到
走出迷霧，保持自己學習節奏的方向，準備好迎接
將來的各種挑戰，希望同學們也能走出困惑，跨過
難關，完善自己，成就自己。

6A周恩如
（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嘉許獎）

個人成就：
1. 2019年Project NET新媒體素

養短片比賽（優異獎）
2. 第 十 七 屆 西 貢 區 傑 出 學 生

（嘉許獎）
3. 第55屆中國舞—三人舞比

賽（甲級獎）
4. 2019年全港中學生「人工智能與保障私隱」策略設計

比賽（亞軍）
5. 2018年青Teen講場（表現優秀）

在西貢區傑出學生比賽中獲得嘉許獎，我感謝推薦
老師對我的肯定，他們的激勵，讓我能走得更遠。

今年的比賽，面試形式改為網上進行，不再是「面
對面」的實體方式，這種改變對我來說，相當有挑戰
性。而在評選過程中，與評委答問環節，問題涉及多個
範疇，需要多角度分析，故此需要一直保持思路清晰，
方可對答如流。

我相信獎項只是學習過程中的一種推動力，能讓我
更有力地前進，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萬
事唯有不斷努力，堅毅不屈，不驕不躁，才能跨過一道
道難關，取得更輝煌的成就。

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獲獎學生

合照（左起）6A周恩如、5A曹家誠

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初中獲獎學生合照（左起）4A林詠駿、4A廖詠恩、4A黎樂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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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4B温芷萱、4A伍曉彤、4B温泓曦）

       
第 一 次 參 加 專 題 影
片 製 作 活 動 感 覺 極
富 挑 戰 性 ！ 實 地 考
察 使 我 們 對 鯉 魚 門
歷史、文化和該地
方的社群有更深入
的了解。途中認識
的鯉魚門居民和博
物 館 館 長 十 分 特

別 ， 他 們 像 一 本
本活的歷史書。

影片製作（4B温芷萱、4A伍曉彤、4B温泓曦）

      

同 學 的 磨 合 花 了 不 少

時 間 ， 但 也 帶 來 了 進 步 。 我

們一起去實地考察，取景拍攝，

篩選片段，深化了對歷史變遷的體

會 。 我 們 很 高 興 做 到 我 們 喜 歡 和

投入的事。

鄭中同學參加 

“一帶一路青少年創客營與教師研討活動—建築的記憶”

獲科學影像製作比賽最佳展示獎

題目：從社會及科學角度看鯉魚門天后廟
學生透過考察歷史建築，找出其建築特色，分析其如何善用環境條件；
並用科學化的模擬測試去了解古時建築結構的穩固性及探討箇中理由。

美術設計（4C黃芊妍、4B李琪鈺）

    
我們負責設計影

片中的角色造型，包括在鯉魚
門生活四百年的小魚、古時的壯男、

科探人員和鯉魚門新一代。要把這些角
色用視覺元素立體呈現不是
易事，但不減我們的投入

和熱誠。雖然不是完全
滿意，但我們也為
成果興奮。

配音和說故事（4A李文貞、4A伍寶喬、
4A吳金芝、4A李東達、4A盧汶沾）

     

我 們 五 人 小 組 合 作 愉

快，工作速度迅速，因我們明白

團體合作的重要性。一開始對配音

講故事非常緊張，但在互相鼓勵下，

我們都完成任務，能在比賽中獲獎

證明努力沒有      

 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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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影片

我 們 從 前 沒 有 計 算 模 型 比 例 和 拼
合 不 同 材 料 的 經 驗 ， 今 次 用 了
膠 飲 管 和 木 板 作 為 廟 宇 的 瓦 頂 和
結 構 ， 加 上 色 彩 後 成 了 「 綠 瓦 紅
磚 」 的 模 型 。 過 程 雖 遇 上 不 少 困
難 ， 但 透 過 協
作 也 成 功 克
服 。 我 們 很 高
興 能 把 課 堂 所
學 的 知 識 融 會
貫 通 。

模型製作（4B温泓曦、4A吳金芝、4C梁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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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al of heavy metal ion by egg shell 
(5A Cao Ka Shing, 5A Lai Chak Long, 5A Lee Ming Hin)

Q1. 
What are your project objectives and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on it ?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f drinking 
water has attracted much public attention, 
since it may lead to serious health hazards. Our 
project aims to remove heavy metals in the water 
by using eggshells, which is a natural material 
of low cost. We started the project in July 2019, 
and have been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for more 
than one and a half years.

Our STEAM TEAM students have carried out a research project titled “Removal of heavy metal ion by egg shell”. 
Their project was awarded the Merit prize in the 22nd Hong Kong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was one of the finalists in the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Asia) 2020. Let’s learn about 
their experience.

Q2.
What is the motivation for committing to 
the project for such a long period?

There are a lot of motivators for committing 
to such a long perio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our hope. We hope our project, investigating the 
removal capacity of heavy metals in water, can save 
thousands of human being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from not having access to clean water. 

Apart from our hope, we are absolutely curious 
to explore new facts. As we have to put much effort 
into investigating the area deeply, our curiosity made 
us not give up! Beside having the passion, having 
supportive team members is also crucial.

Q3. 
How did you conduct the research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e did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and had discussions in on-line meetings.

We kept planning different rounds of experim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lower infection risk, we did some experiments in 
the school with great caution. Moreover, we are lucky that the 
IVE laboratory helped us to conduct some tests for this project. 
So, we kept slow but pretty good progress.

Q4.
W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of this 
project and how did you solve it?

The biggest challenge was our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t first, we had difficulty in reading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which required 
an advanced English vocabulary. With our 
perseverance and constant efforts, we finally 
overcame this obstacle. We wrote a full English 
research paper by ourselves to join many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mpetitions. Now we 
have developed a habi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English regularly in our daily lives.

Preparing egg shell for the experiment

On-line meeting for the research

 Presentation at Science Park du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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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Two school graduates have been the 
advisers of this project. How did they 
assist your research?

The assistance offered by the alumnus was 
huge! Firstly, they have a broader horizon and are 
more knowledgeable on different scientific areas, 
which helped us greatly on choosing research topics 
and carrying out investigations. Secondly, they 
connected us with the IVE laboratory, so we have 
had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o use advanced testing 
devices in their laboratory. Thirdly, they guided us on 
how to write a f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 and 
the methods to quote reference properly. 

Q6.
What are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s 
that you have learnt from this project?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we learnt is 
teamwork. Before we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ject, our 
relationship was already friendly. But achieving a common 
goal demands something more than friendship, as good 
team-discipline and responsibility are also important. 

To carry out a complicated investigation task, we 
need to be serious about our roles. We have to monitor 
each other’s progress, which finally leads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As a result, our efficiency has improved 
and our determination has been uplifted. Of course, we 
had been encouraging each other and helping each other, 
which created a positive atmosphere.

Q7.
Do you think the crucial achievement 
for participating in a science project 
is to get the award?

I don’t think getting an award is the crucial 
achievement. There are more precious and 
meaningful skills we have gained, includ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amwork,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These skills should be of vital 
importance when we step into university or the 
workplace. Apart from improving our capability, 
we all have memorable experiences doing 
experiments and writing papers in English. We 
have pulled out all the stops and have enjoyed 
the process as the crucial achievement, getting 
an award is just a bonus.

Q8. 
Innovation has been valued highly in society nowadays.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launching creative education at 
school these days?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 
Albert Einstein.

These days, a bottomless pool of knowledge is easily accessible. So, the 
paradigm of education has shifted to facilitate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learn.

No one knows how the world will be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rtant to nurtur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different learning skills. Spoon-fed education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Therefore, launching creative education at school ha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Doing experiment at 
IVE Chai Wan

Using the ICP machine to test 
the metal ion concentration

Video for this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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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ummers ago, I officially started my English teaching 
path. I would not say that I am an experienced teacher since there’s 
always much more to learn than can ever be learnt. This year, I am 
more than glad to join you all to continue on my journey of teaching 
in CYTSS!

Linguistics was my major at university. The subject is 
to study the language systems and the major I studied at my 
university mainly focused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I guess it 
is the reason why I find English learning is not a bombarding 
activity after all!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English learning 
and linguistics, please feel free to see me in Rm110 and talk to 
me whenever you feel like it!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ll your 
face soon!

Besides, the day-to-day contact with students has 
reinforced my belief that a classroom is indeed a dynamic 
community and that everyone, from teacher to students, 
must bring in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 a positive learning 
atmosphere. So let’s work hard together for better learning 
outcome!

    大家好！我是李廷皓老師，任教數

學和初中電腦科，很高興可以加入鄭中

這個大家庭。除日常教學外，我亦會積

極參與鄭中的課外活動，例如︰參與學

校STEM的發展，讓同學有更多機會應用

平日課堂所學到的理論，與時並進。

    我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工餘時間喜歡

參與不同的運動，尤其熱愛各項野外活動

及球類運動。好談開朗，喜歡結交朋友，平

日總是談不停。我亦很珍惜與各位年青人相

處的時刻，喜歡與年青人談心，聆聽他們的

內心話，與他們分享在不同地方教學累積得

來的處事心得。

    鄭中的同學給我的感

覺是熱情有禮的，極

具責任心，亦樂意主

動發問。希望日後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和機會與各位同學

進行深入的交流，多

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鄭中的呂

俊賢老師。除任教初中中國歷

史、歷史及地理科外，我亦

負責處理通識科相關工作。

如同學有任何學習上的疑問

或想找我聊天，歡迎大家到

201室找我。

    在疫情的陰霾下，大家的

學習及日常生活都應該有大大

小小的轉變。以往，大家或會說

「遙距學習」和「電子學習」是天方

夜譚，實體書籍或紙本筆記才是學習的「硬道理」。但最

近十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就慢慢開始去推廣這些

革命性的創新。到了本學年，不論是老師或是學生更是完

全習慣了這種「另類」的學習模式。兩年前，相信根本沒

有人能夠預視到在2020年我們竟然會將「電子學習」實

行得如此的全面、如此的徹底。所以到底推動我們突破的

是科技的革新還是大環境的轉變？

    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大家或會以各方面的不完善和

準備不足為藉口來抗拒轉變。但原來萬事俱備，欠的只是

一次機會、一種勇於突破的心態。所以我希望藉此鼓勵各

位同學不要限制自己的想像力，勇於嘗試，完成一次又一

次的突破，編寫一段又一段只屬於自己的歷史。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鄭中這個大家庭的中

文科老師一邱國華老師。  

    在鄭中這數個月，感受到同學們對新老師的熱

情。坊間很多人認為學習中文只是不斷地背誦讀熟

文言文便成，其實只要將中文科的教學內容融入於

日常生活之中，學習中文也會變得相當有趣，希望

我能令各位鄭中的同學們認識到這一點。

    除教學之外，我跟其他同學一樣，也有不同的

興趣。除了閱讀外，我也喜歡足球。早前我曾與一

些初中的同學聊過有關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今屆哪

一隊會成功奪得冠軍這個話題，同學們都聊得相當

興高采烈，令我頓時覺得自己也年輕了起來呢！

     這些興趣既增潤了我的知識，也充實了我的生

活，認識到不同的新朋友。

     希望同學也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擴闊視野，並能

一一發掘自己所長。

陳靜老師

李廷皓老師

邱國華老師

呂俊賢老師

認識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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