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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詠恩（前排左二）與其他參賽者共同完成任務廖詠恩（前排左二）與其他參賽者共同完成任務

學友社傑出學生學友社傑出學生領袖選舉領袖選舉：：
中學生中學生領袖領袖──5A廖詠恩5A廖詠恩

廖詠恩（右）與劉副校長合照
廖詠恩（右）與劉副校長合照

本校學生5A廖詠恩同學上學年參加學友社舉辦的傑出學

生領袖選舉，榮獲中學生領袖。選舉透過社會實踐計劃，考

驗學員的時事知識及團隊協作精神，並讓學生反思領袖的角

色。詠恩深明領袖不易為，只有堅持才能成功。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透過領袖培訓提升自我，培養

不同領袖素養。經過選拔，機構選出三十三位同學一起共同

設計及參與社會創新項目，學習團隊協作，發揮正面影響

力，以創新思維去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實踐計劃 考驗團隊協作
考核分為三輪，內容主要圍繞香港現況以小組合作形

式進行。是次的選舉評核方式和其他選舉有很大分別，同

學與數個素不相識的參選同學要一起合作完成任務以及就

一題社會議題辯論，過程中評審會根據同學的表現評分。

詠恩憶述當時的社會實踐計劃名為「港講廣東歌」。參選同學透過線上表演、街

頭訪問、微電影等方式，冀能推廣本土音樂發展，傳承箇中價值。除了社會實踐外，同學亦參加了領袖訓練工作

坊，學友社邀請了其他機構的嘉賓分享自身經歷，了解各個社會階層的需要和困難。

社會議題 了解各持分者的觀點
詠恩透過不同的報章、新聞報導等，涉獵了很多不同範疇的知識，包括香港的經濟、民生以及教育等方面，

增進自己的知識層面。同時，她亦會與家人和朋友一起討論社會議題，了解各持分者的觀點。

詠恩的得獎感受：
「當我知道自己獲選為中學生領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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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他人認同感到喜悅，非常感謝獲得本校老師的提名以及選舉中評審的認同，我

能代表學校獲獎而感到自豪。

在活動中，導師曾經問我：「你為什麼會做領袖？」這令我反思自我。回想起我做領袖的初期，除了因老

師推薦外，我更希望我的隊員能夠在團體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發揮所長。在此次選舉活動中，我認識到校外的朋

友，我們明白做領袖殊不容易，彼此的支持令我有動力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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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3A 黃頌婷同學、3A 林德源同學、3A 潘杰鋒同學、3C 許景渝同學參加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之《歷史文化學堂—香港街道紀行》專題成品製作

比賽，以利東街作為主題，透過拍攝短片及製作微縮模型，獲得中學組季軍。

參賽的同學為了解利東街的發展歷史，進行了實地考察，並探訪昔日的舊商

戶，成功與「新啟達」的負責人進行訪問，負責人林女士表示，新啟達於1990年便

開始在利東街印製喜帖，見證了婚嫁文化及街道歷史的變遷，林女士的口述歷史，

讓同學對利東街的變化有了深刻的認識。

為了更真實地呈現昔日的利東街，學生團隊搜集了大量

重建前的照片，並製作成微縮模型，將過去的利東街重現，店舖的招牌、位置，都盡量依照當

時的照片進行排列。同時，團隊將搜集

到的資料及訪問內容整合成影片，供評

判團觀賞。

參 賽 的 同 學 表 示 ， 今 次 的 活 動 讓

他們對利東街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

實地考察的過程讓他們有機會和昔日的

商戶交談，充分體會「口述歷史」的意

義，而團隊之間的合作雖不無磨擦，但

同時亦加強了彼此相處的技巧及友誼。

利東街的由來利東街的由來 利東街的利東街的
文化特色文化特色

利東街的利東街的
建築特點建築特點

重建後的利東街重建後的利東街

2B 李敬儀同學
榮獲青苗基金主辦「青苗十大進步獎2020-21」及「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表彰同學堅毅及積極進取精神，勇於在品德、服務及學

業方面力求進步，克服困難，建立自信，發揮個人潛能，獎項表達社會對獲獎同

學的肯定及嘉許。

青苗基金幹事到校與敬儀進行專訪，訪問內容稍後刊登頒獎禮特刊內。

老師︰當妳接到獲獎通知，那刻的感受如何？
敬儀︰當然是萬分驚喜湧上心頭！這個獎項不僅代表對我力求進步的
　　　認同，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里程碑，刻上的不只是進步的
　　　成果，還有我的決心。

老師︰妳認為什麼是進步？進步定義是指什麼？自己在哪方面進步？
敬儀︰進步是渴望自強的探索，甘願以自己的汗水咬緊牙關向上，點
　　　滴成涓。進步又是不甘現狀，勇於突破，力求自我創新。進步
　　　於我，更多構建於學業、品行方面的提升，破而後立。

老師︰獲獎後對妳有什麼啟發？有什麼得著或改變？
敬儀︰我深刻體會到進步的重要。一生中，我們會面對無數個瓶頸期，
　　　但只要懷惴夢想和決心，毫無畏懼地往前摸索，就能為未來踏出
　　　成功的第一步，而這步更足以影響我們的人生。當踏出這步後，
　　　我多了一分自信和從容，無論在學識或心態上，都為日後奠定了
　　　基礎。

老師︰妳喜歡現在改變後的自己嗎？
敬儀︰喜歡。進步後，我在心態和學識上也有良好的體驗，正所謂知
　　　恥而後勇，越戰越勇，不斷學習和創新。

老師︰「青苗學界進步獎」的理念及口號是「只要肯做，一定進步，
　　　我得，你都得！」妳認同嗎？在日常生活及學習，你認為自己
　　　能否實踐出來？

敬儀同學率先在「彤言」分享她獲獎感受及啟發

青苗基金青苗基金全港全港十大十大進步獎進步獎

（左一及二）青苗基金幹事，（右一至三）王無姿老師、（左一及二）青苗基金幹事，（右一至三）王無姿老師、
李敬儀同學及劉麗嫻副校長李敬儀同學及劉麗嫻副校長

《《歷史文化歷史文化學堂學堂
－－香港街道香港街道紀行》紀行》
專題成品製作比賽專題成品製作比賽季軍季軍

2B李敬儀2B李敬儀

同學訪問利東街商戶
同學訪問利東街商戶

同學製作微縮模型同學製作微縮模型

呈現昔日的利東街呈現昔日的利東街
同學到利東街進行考察同學到利東街進行考察

敬儀︰認同。我認為進步是「破」的過程，在夢想的高山下承受非常
　　　人能承受的壓力，咬緊牙關一步一步地登上頂峰。日復日的學
　　　習，一次又一次的挫敗，何嘗又不是鍛鍊？我亦從朋輩身上體
　　　現這種精神，我認為互相學習也不失為實踐夢想及提升能力的
　　　好方法。

老師︰人生有甚麼格言或座右銘支持著妳繼續前行？
敬儀︰「讓雨打濕翅膀，再展翅高飛。」一直是我奉為圭臬的一句話，
　　　亦是支持著我前行的動力之一。

老師︰妳對未來有什麼計劃或抱負？
敬儀︰老師曾對我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學生除
　　　了要身負讀書的志向之外，亦要有堅毅的心志，感激老師能給
　　　予我這個動力繼續前進。未來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中文科老師，
　　　教導學生，使他們勇於突破自我、自強不息，成為冉冉再起、明
　　　日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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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官定觀？》， 混合媒介，60 x 30 x 27cm 。

小學二年級時，英文兼視藝科老師在晉傑的英文科家課簿上，狠狠

地寫下評語：「圖畫不應由家長代勞！」少不更事的他深感不忿，明明

出自自己手筆，為何被冤枉假手於人？冷靜的他沒有跟老師當面對質，

反而決定由作品說話。自此上視藝課，他比昔日更專心致志完成習作，

老師驚喜萬分，決定好好栽培眼前充滿天分的小子，晉傑亦與藝術結

緣，找到人生方向。

根據郭若虛先生的畫論：「作品能表現出畫

者的精神境界。」立體作品難以引證，但晉傑的

性格從作品中表露無遺：充滿耐性，細心且有毅

力。作為中五學生，他的校本評核作品(SBA)足

令本校視藝科老師刮目相看，年紀輕輕，竟有雙

巧手做出如此複雜、精密、純熟且美輪美奐的作

品！背後原來又有辛酸的故事。                             

晉 傑 的 哥 哥 是 模 型

迷，辛辛苦苦把零用錢

儲下，終於買了價值不菲的「紙箱機械人」回家，比他少十歲的晉傑看到兩眼發光。哥怕機械

人被砸得稀爛，只准他遠遠觀賞。晉傑耿耿於懷，於是把心一橫決定動手做，但哪來製作物

料？向四周掃視一番後，他利用家中僅有的紙皮和工具，

製成人生中第一件模型作品。

晉傑明年將赴考中學文憑試，性格慢工出細活的他

能否在四小時內完成一篇評賞和一幅A2尺寸圖畫？難免

令人擔心，然而他熱情滿腔，努力操練，相信距離成功

不遠！或許你會好奇，他想投身什麼行業？晉傑提起手

機機殼，興高采烈地說：「老師，我想成為設計師，

目前還有個目標，希望能跟Casetify手機殼製造商合作。你知嗎？這公司……」

學生擁有無限的可能性，視藝科老師定必與時並進好好配合，協助同學們發揮潛

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對於土生土長的晉傑而言，香港充滿回憶，其

作品主題為《+852文化》。第一件作品的子題叫

《官定觀？》，理由是觀塘有兩種寫法。她本是個

鹽田，是晉傑返幼稚

園的地方，一家人亦

常到此地吃喝玩樂，

然則短短十數載竟有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很想透過藝術，把

變遷紀錄下來，引起

市民的關注，創作過

程中參考了插畫家蘇

敏怡（Stella So）和

模型師石川宜明，希

望大家喜歡！

5B 梁晉傑

人生第一件模型人生第一件模型

視藝科視藝科優秀優秀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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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我看見了你，為何逐漸褪色？》，混合媒介 32 x 25 x 30cm。

本校的視藝科人才輩出，就讀中五級丁班的劉曉童便是其中

一員，今次有機會透過《彤言》讓大家認識她！

  中一時，曉童筆下的漫畫活靈活現，跟一般熱愛漫畫的學

生無異；但隨著課程難度的提升，她的寫實能力和手藝令人嘆為

觀止，與高中生相比確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本校曾負責順聯會

「六中聯校畢業典禮」場刊封面設計，高中同學課業繁重，為免增加他們

的負擔，視藝科老師決定讓曉童試行設計封面，最終被採用，那年她才是中二級學生！

  

就讀小學時的曉童已沉醉於音樂和繪畫，但丁點自信也沒有。直到小四，上課時在書本

上偷偷畫畫，班主任不但沒有責備之意，反而讚不絕口。自此，她揮別了音樂，一心一意向

著藝術的殿堂進發！

曉童對插畫、電繪（電腦繪圖）、動漫等

趨之若鶩，且全是無師自通。嶄新的藝術媒介，

須使用電腦軟件（如Pho t o s h o p）或程式（如

Proc r e a t e）方可創作，於是她瀏覽YouTube、

Bilibili、半次元和Pixiv等，觀看示範和欣賞世界

各地的大師級作品。作家格拉德威爾提出「一萬小時定律」：「天才之所以

卓越，並非天資超人一等，而是持續不斷努力。」掌握知識後，曉童開始在

網上「賣藝為生」，除幫客人設

計動漫的角色和場景，有時也會

幫網上作家的文章繪畫插圖，寓

工作於娛樂，自然做得起勁！

知識型的社會下，高中畢業後

如想繼續報讀與藝術相關的文憑、

副學士，甚或學位課程，考生的英

文須達到一定的水平。從曉童口中

得知中央美術學院於2021年開設了

「文物修復系」，鍾愛漢服的她有意報考，而此學系的門檻也不例外。修讀

視藝科，對曉童來說如魚得水，然而教她膽戰心驚是一直冷落了的英文科。

人生沒有坦途，青春向來不是用來揮霍，而是作裝備和成就未來之用！新學年開始，她用手機下載了八個學習英語的

程式，期待她的英語成績能一日千里，並成功入讀心儀的學系。

曉童的作品主題為《神州之約》，戰國時騶衍稱中國為「赤縣神州」，後人用「神州」作為中國的代稱；至於

「之約」，她認為傳統文化是世代相傳，後人應好好去繼承和發揚，那正是無聲的約定。選取此主題，是因為很多年

青人對自身的文化欠缺自信

和充滿誤解，她希望透過創

作喚醒他們！子題《我看見

了你，為何逐漸褪色？》，

靈感源於《王者榮耀》遊戲

中楊玉環遇見飛天一幕中的

臺詞：我看見了你，並未褪

色。褪色比喻遺忘，她想表

達 女 生 在 博 物 館 裡 遇 上 飛

天，卻不知文化被遺忘的原

因，繼而展開探究之路。 

5D 劉曉童

飛天飛天

女學生女學生

學生學生專訪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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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視覺藝術科課程，初中階段以開拓學生眼界，

培養興趣為主，涵蓋的媒介多元化。中國藝術方面，包

括：書法和國畫；西方藝術，則有西洋畫、素描、漫

畫、陶瓷、雕塑、剪紙藝術、設計等。所謂「設計」，

即設想和計劃，泛指一切具有目的性之造型活動及其構

思與計劃過程。這與觀賞性的純視覺藝術大相逕庭。

「設計」相當注重文字的使用和訊息的傳達，希望大家

用心欣賞本校中一級同學的畫功，心思和創意！

視藝科
學生作品欣賞

中一級 包裝設計：

1A 石巧怡

1B 陳凱晴 1B 陳芷茵1B 李奉思 1B 蘇芷由

1C 陳希兒 1D 何沁菲 1D 劉卓儒6



1A 謝灝楓

1C 梁又心

1D 鄭逸懿 1A 徐嘉怡 7



鄭中水耕種植場已在本年二月投入運作，
讓我們來認識水耕種植。
什麼是水耕？

水耕是一種以礦物質營養液在水中栽種植物

的技術。由於水耕種植無需陽光（採用發光二極管 

(LED) 作為光源）及土壤，因此可應用於室內環境。

水耕種植有什麼好處？
水耕植物栽種在水管中，在人工照明系統下生

長，其溫度、濕度、光線強度及光暗時間的長短均受

到控制，藉以營造最有利植物生長速度及質素的環

境，並且不受惡劣天氣影響。此外，與土耕相比，

水耕種植的用水效益甚高。水耕植物的根部浸在水管

內，這可減少水份蒸發及流失，從而減低耗水量。

(參考資料：https://legco.org/QAus)

水耕種植原理水耕種植原理

水耕種植注意事項水耕種植注意事項

利用水苔代替泥土種植利用水苔代替泥土種植

同學在收割沙律菜同學在收割沙律菜

校園新設施：水耕種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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