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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至3月29日，外籍英語老師Mr. Kenneth Gaudin、文美儀老師及王思朗老師，帶領着三十位中
三至中五級的同學，遠赴澳洲布里斯班(Brisbane)，進行為期十天的英語遊學團。行程當中，除了在當地
校舍學習英語，亦包括不少遊覽的行程，更有機會到舉世聞名的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盡覽首屈一
指的珊瑚礁、海洋生物。
旅程首週，上午均在校舍參與英語課程，課程內容豐富，除了基本文法、英語生字外，亦有教授澳洲
文化、歷史及地理等內容，課堂中亦夾雜不少小組匯報、比拼的環節，營造了輕鬆的學習環境。下午則到
不同景點遊覽，如布里斯班市中心的皇后街購物中心(Queen Street Mall)、南岸(South Bank)，位於布里
斯班西南邊的的庫薩山(Mount Coot-tha)、龍柏動物園(Lone Pine Sanctuary)，讓同學置身於野生環境，
並有機會親近樹熊、袋鼠。同學還到訪了黃金海岸的夢幻樂園(Dreamworld)，放膽嘗試了各種刺激的機動
遊戲，樂而忘返。
週末期間，同學參加了三日兩夜的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遊，旅程中，遊覽了格列夫人島(Lady
Musgrave Island)，並乘坐玻璃底觀光船，飽覽奇形怪狀的珊瑚礁及海洋生物，更在一望無際的沙灘上遊
逛。眼前盡是清澈見底的蔚藍海水，同學們只有不斷按下快門，留下美好回憶。某夜，導遊帶着大家到一
個山丘觀星，在澳洲清澈的天空中，所有星星一覽無遺，當中包括南半球才能看到的南十字星。對於香港
學生來說，相信這是旅程中最難忘的一夜。
在旅程最後一天，大家分成小組，輪流對這次的旅程作口頭匯報。下午，大家到了市中心的一家保齡
球館，同場比試一下保齡球的實力，以及玩了一場在外國非常流行的鐳射遊戲(Laser Tag)──在一家佈
滿障礙的黑房裡，用鐳射槍瞄準敵人身上的目標。大家玩得非常投入，汗流浹背，這確實是一次非常新鮮
的體驗。
是次旅程中，不得不提的是大家的住宿和每天的交通。為了讓同學體驗更多澳洲當地文化，校方特意
安排同學入住寄宿家庭，與當地的家庭，以及來自不同國家，例如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宿友交流，增加以
英語溝通的機會。此外，由於寄宿家庭位於市郊不同地方，大家每天要到位於市區的校舍上課，必須自己
乘搭當地的交通工具──火車及巴士。雖然寄宿家庭距離市區頗遠，每天也要花一小時才到達校舍，但大
家亦感受到外國那種悠閒清靜的生活：一間間獨立屋整齊地排列，行人路旁鳥語花香，景色自然格外怡人
。

3月21日至24日，馮偉民老師、李子政老師、莊妍老
師，帶領着約三十名同學前往台灣，進行為期四天有關升
學、通識環境層面的考察團。

台灣專上教育普及，而其升讀大學的比率更
近乎百分之百。在大學林立、競爭劇烈的情況下
，不同的院校都有不同的特色。淡水大學風景優
雅，配套完善﹔實踐大學提供大量的實習經驗，
鍾情設計的同學得以好好裝備自己﹔而台灣的藝
術大學有一個良好的平台，令學生的作品能接觸
舞台。除了學術上的指導，有些大學還會設有工
場，學生的作品展示亦為院校增添不少的藝術氣
氛。

台灣的回收率達五成半，背後花費了不少功
夫。首先，是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措施，透過經濟
誘因培養市民環保意識，從源頭減廢。廢物回收
方面，政府亦提供足夠的配套，例如在收集垃圾
車時會一併收集廚餘。在慈濟內湖環保教育站，
一群志工會把回收的塑膠樽製成毛毯。北投焚化
廠建立於民國 80 年， 原名士林焚化廠，現時四
個焚化爐只有三個需要投入工作，工作人員的常
規工作包括檢查垃圾及監察空氣中的污染物的濃
度，配合焚化廠先進的監察儀器及完善的排污系
統，資訊上的透明令居民生活更安心。此外，三
峽碳中和樂園的參觀打破大家對堆填區的觀念，
即使其前身為堆填區，可現時已變成一個供休憩
並富教育意義的公園。台灣政府也致力推動環保
產業，設立家具回收中心，修復重用家具。參觀
後，大家才深深明白到廢物處理是環環相扣的，
這次行程充實，大大擴寬了同學的眼界。

本校傳統活動，一年一度的越野賽在二月四日於城門郊野公園舉行。當日陽光和煦，微風
清涼，正適合舉辦越野賽，讓同學釋放考試帶來的壓力，舒展一下筋骨。比賽後，本校啦啦隊
ECHO為同學帶來精彩的演出，為越野賽畫上完美的句號。最後，綠社和紅社分別獲得女子全
場總冠軍和男子全場總冠軍，而綠社更獲得全場總冠軍。

在4月26日至30日期間，朱崇學助理校長帶領10名選修中國歷史及
中國文學的中四同學前往南京，進行歷史文化探索之旅。透過參觀古都
的文物遺跡，讓同學對傳 統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弘揚中華內涵。
歷史方面：南京為六朝、明初、太平天國及民國時期的首都，見證
歷代變幻浮沉，不少建築如明孝陵、總統府和江南貢院具超過600年歷史
，得到政府完善保育。當中參觀的靜海寺為《南京條約》談判之地，開
啟了中國被列強侵凌的序幕，也是香港殖民統治的起源。經過親身考察
，同學能夠打破學習歷史的隔膜，意識到生活與歷史息息相關。我們也前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當中的史料深刻地記載戰爭的殘酷禍害，使我們反思今天享受的和平並非必然。
文化方面：旅程其中一個重點活動為前往南京大學及附屬中學進行交流。在參觀校園後，我們與
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和用膳，了解到內地高考制度與大學系統，我們從師生在課堂上的互動中看到南
京人溫柔敦厚與仔細認真的性格。另外，我們不難看出如此繁華的城市早已走出南京大屠殺的陰霾
，紀念館想宣揚的不是仇恨，而是和平與進步，只有
以古鑒今，方能推動歷史發展，此正是中國文化歷久
不衰的原因。
文學方面：秦淮河兩岸的夫子廟、長干里和江南
貢院等景點為世家大族、遷客騷人的文化薈萃地，膾
炙人口的唐詩《烏衣巷》和《泊秦淮》正是以此作背
景。幾百年後，我們仿如詩人踏上這片土地，置身其
間，思索建安風骨來去，懸想六代繁華面貌，不禁令
人感慨今昔之別，發思古之幽情，有一種文學的觸動。

由學生會主辦的年宵市場於今年二月五日在
本校有蓋操場及禮堂舉行。年宵市場由各班別以
及家教會擺設攤檔，售賣各種類型的精品和林林
總總的美食。除此之外，亦有小遊戲，例如棒球
運動，供來賓遊玩。同學除了遊逛外，亦與他人
合影，留下美好的回憶。場內洋溢著濃重的節日
氣氛和歡聲笑語。

日期
1. 9/2015

舉辦機構
香港青年
動力協會

2. 12/2015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3. 12/2015

博謇青年智庫、
香港學界
模擬辯護及
模擬法庭協會

4. 12/2015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5. 1/2016

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

6. 1/2016

香港基本法推介
聯席會議

7. 1/2016

香港中學
辯論學會
勞工處
青年就業起點
香港浸會大學

8. 3/2016
9. 3/2016

10. 4/2016

香港青年協會、
教育局

比賽名稱
第四屆思辯盃
全港校際辯論
邀請賽

2015 香港青年
音樂匯演──
管樂團比賽
(中學初級組)
香港學界模擬
辯護及模擬法庭
比賽
2015 香港青年音
樂匯演─中樂團
比賽 (A 組)
第二十屆全港
中小學中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第十五屆基本法
多面體全港
中學生辯論賽
(基本法盃)

學生姓名
4C 陳可瑩
4D 顧芝婷
3A 陳芮蔥
3D 黎殷萍
3D 柳澤殊
2B 彭永詩
4C 陳可瑩

獲獎項目
4D 藍心聰 全港亞軍、
4D 鄺韋溱 新界西區冠軍
3A 陳港榮
3D 陳曉欣
2A 鄔亦薇
2D 劉君豪
決賽最佳辯論員

可風中學管樂團

銀獎

5B 韓心妍 5B 馬樂玟
5B 吳芷慧 5E 張文滙
5E 盧智鋒
5B 馬樂玟

季軍

最佳訴訟大狀

可風中學中樂團

優異獎

2A 陳玥庭

冠軍(初中英文)

3A 王倩思

優異(初中英文)

5E 何珮瑚 4C 陳可瑩 新界西區季軍
4D 藍心聰 4D 顧芝婷
4D 鄺韋溱 3A 陳芮蔥
3A 陳港榮 3D 黎殷萍
3D 陳曉欣 3D 柳澤殊
2A 陳晉熹 2A 陳樂瑤 冠軍(初中組)
聯校英文
辯論比賽
2A 陳玥庭 2A 張穎茵
少年職業規劃師 4D 鄺韋溱 4D 林志臻 冠軍
比賽 2015
4D 鄧嘉俊 4D 袁鑫
香港浸會大學國 5A 吳聰
甲等奬
際學院及饒宗頤 6B 饒婧馨 5D 劉鈺婷
乙等奬
國學院全港中學 6E 陳栢麒
傑出奬
生詩文創作比賽 6E 沈君怡
優異奬
香港創意思維活 教練：
總冠軍
(獲邀請於 23/5-30/5
動競賽 2016
許金冠老師
到美國代表香港參
劉佩雯老師
賽)
第二組別
李俊賢老師
風格題冠軍
長期題第二題： 隊員：
最具創意獎
滿佈魚團
3C 林浩迪 3D 黃昊栩
2A 黃俊燁 2A 黃萍
2A 黃悅恬 2C 林海晴
2D 司徒梓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