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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Flyers :
STEM experience in Boston

」

STCC

is honorable to be the first secondary school in Asia to
join the STEM workshops and tours held by Stafford
House International (UK) and CATS academy (US) of Boston, U.S.A.
15 selected students with high passion in science and two teachers,
Mrs. Lee Wong Yuk Wah (Vice-Principal) and Mr. Yau Lok Ting (Head of
Science Department), enjoyed 9 days wonderful experience with other
students and tuto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b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including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the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MBL), the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WHOI), Broad Institute and Harvard University.

編輯的話
美國小說家大衞窩利士（David Foster
Wallace）於2006年寫的文章〈費特
拿作為宗教經驗〉（Roger Federer as
Religious Experience）提及過，要欣
賞網球，一定要到現場觀看，因為經
過鏡頭的壓縮與扭曲，電視螢光幕是
絕不能呈現出網球200km時速的震撼
之處！
在這角度上，觀賞網球賽事和學習知
識是相同的，經過文字的片面表達，
實在不能呈現上知識的真確內容，就
例如「幸福」一詞，大約在我們小學
一二年級已經學會這詞語的意思，但
我們同學要在去年度復活節假到廣西
義教，才能真切體會到其寶貴之處。

有時候親身體驗還不足夠，還要有前
人或同儕指導，知識才能有所長進。
在去年暑假到奧地利遊學的同學，哪
一個不是學了十多年音樂？在各類樂
器上有經年造詣？但據他們回來的分
享，就是坐在演奏餐聽的那一晚，他
們一直聽那位自由彈奏的樂師表現，
由晚上七時坐到餐廳打烊，他們才明
白什麼是音色，明白音色的豐富，感
覺非常震撼！
學習，肯定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直
從各個方面拼湊累積，希望我校同學
可以把握每個機會，體現知識，了解
知識，累積知識。
陳國基老師

葉慧儀老師

STEM
•
•
•
•

S=Science
T=Technology
E=Engineering
M=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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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wind tunnel is testing the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the new parachute from the army.”
5Lv David Lau

」

1

2

9
9,10
Projects and Prototypes by MIT
Students-MetaPiano
MIT AeroAstro Program (All
kinds of fluid-dynamics related
researches, including jets,
rockets and the hyperloop. Also
about satellites, astronauts
physiology, Bio-Suit, etc.)

3

10

“What is AI? AI is much powerful
than my imagination.”
3Hn Issac Cheung

(MI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ne of the very special places we have visited
is definitely the MIT media lab, the crossdisciplines and cutting-edges researches there are
unbelievable. Such as investigating AI’s choices on
some philosophy questions.”
4Lv Chio Yat Hei

1
2-3
4
5-6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Wright
Brothers Wind Tunnel for aerodynamic research
Gas Turbine Laboratory
Media Lab (Cross-disciplines and cutting-edges researches
or collaborative projects will be held)
The Space Telecommunications-Astronomy and Radiation
Laboratory

8

7,8

Robotics -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es
in MIT museum

7
4

5

6

11

“What is Science? Some claimed that
it is only a knowledge-related subject.
Some may think that it is about
exploring the world. Though I think
it is more about “Dreams”! As what
the MIT tutor mentioned, Science is
more or less about “dreams”! If you
don’t have a “dream” – a real desire
to make progress, you will never have
an initiation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A favor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encourages students to dream,
have the courage to take risks, to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nd the perseverance is crucial. This
trip has widen my horizon and given
me a direction to pursue.”
4Lv Law Wing Yat

“We went to MIT Museum ,
it combines art and science.
I still remember the pin ball
machine that is made of
strings , once the pinball hit,
it makes a music.
In the afternoon , we visit
Aero and Astro Department
of MIT , we get in their labs
and even the wind tunnel ,
which has 75 years history.
The student who shows us
the department was born
in HK , I hope I could be like
him and study in the top
university like MIT one Day.”
5 Lv Hover Chau

11

Wacky Stata Centre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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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I)

The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The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WHOI)
is the organization which makes Submarine ALVIN. It
is the famous submarine that discover the ocean heat
vent. Heat vent is a vent that is similar to volcano but
release in deep sea. There are very special ecosystem
that use volcanic heat as main energy source , they are
special and did not require the sun to operate ,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Alien life. I learn that there are always
something special to discover in the world.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unknown areas that is special and waiting
to be discoversd.”
5 Lv Hover Chau

“Alvin the submarine did more than 3000 missions and
it can dive more than 6000m under the sea.”
3Hn Issac Cheung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MBL)

I have learned many sea creatures, like sea
slugs, horseshoe crabs, different types of
starfish, dog sharks.
3Hp Lam Shun Ming

In this tour, I was most impressed by the MBL
because I have touched a real shark.
3 Hn Wu Yan Tung

The place that inspired me most is the Marine biology
laboratory.
It inspired me for my future dream job - a marine biologist.
This dream had followed me for a long time as I always go
fishing with my dad and I love marine animals.
3Lv Poon Hon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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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Workshops and tours coordinated by MIT
Alumnus Dr. Uri Feldman (Including Real rocket
science by B6-4 engine, 3D Print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and clean tech projects)

2
1
2
3
4,5

Ready to fire!
Rockets in process
Rockets ready
Launching Roc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7, I was so honorable
to join the school study tour to U.S.A. We
participated in a “STEM” course, which
held in colleges in Boston. Throughout this
journey, I learned many “new “things that
inspired me so much.

3
4

5

Firstly, I learned how to make a model rocket,
which could be launched from the ground
and “flied” in the sky. Secondly, I found a lot
of talents in my students. They could speak
English well and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effectively. They had high potentials in
different ar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ce-Principal, Mrs Lee Wong Yuk Wah

1

For the rockets,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build a rocket which power by real
gunpowder that we will never have
chance to try in Hong Kong. During
making the rockets, w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accuracy and
patience that we need to measure
a lot of things, like the length of
Fins. We need to be very serious on
it to make sure all measurements
are precise. We feel so excited after
launching the rocket successfully.
5Lv David Lau

6
7

6

3D Printing
STEM coordinator (MIT Alumnus Dr. Uri Feldman)
presented certificates to STCC students.

Science is not only about abstract concepts, but it
is also a series of actions to testify, experiment your
assumptions/concepts so as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In the trip, I learnt how to design, assemble, make the
rocket and predict its flying path by applying different
concepts I had learnt. Though the rocket I made
exploded in the sky, I was still excited.
4Lv Law Wing 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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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ossil Fuel at Kingston (Solar Array, Wind Turbines, Selfsustaining Greenway Farms,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Facilities, etc) Great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to the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about sustainability.
“(In Kingston Wind farm) is an organic farm, facilities are self-sustainable.
Wind turbine provides energy, then use energy to run the organic farm and
the waste water of the farm to keep fish, fish dumping as fertilizer to farm,
then use extra plant to feed chicken. The farm also sells electricity, plants ,
fish and chicken to earn money.”
5 Lv Hover Chau

“In Harvard, it took a walk in the
Harvard yard and we took a lot
of photos with the John Harvard
statue.”
3 Hn Macro Chu

Harvard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best and the olde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Broad Institute (MIT x Harvard) human genome
projects combined biology, chemistry, mathematics, computation, and
engineering with medical science and clinical researches.

“The windmills of the Kingston Wind
Power can generate electricity to 30
to 100 houses of windmill’s district.”
3Hn Issac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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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ustria

This year 20 members from Mini-orchestra, School Choir,
Music Society & V.A. DSE students was accompanied by
our music teacher and V.A. teacher. The 10D9N tour took
in two musically important cities, Vienna and Salzburg.

Provincetown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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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of Music

Vienna Mozart Orchestra

In Vienna,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join Vienna
Jazz Festival, experiencing the creative fusion jazz
improvisation of Herbie Hancock Jazz Concert.
They also had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fascinating concert of Vienna Mozart Orchestra.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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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alzburg, our students attended vocal workshops by an experienced
German choral conductor, Anna Töller, who was the choral director at the
Theatre Vorpommern. The workshops inspired our students to reach new
heights. Students thoroughly enjoyed learning in this interactive way.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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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 reflection：
5Ft Liz
I’m Liz from 5 Faith. Two months
ago, I joined a study tour to
Vienna. In this trip, there was a
park that caught my attention. It’s
called Stadpark. This park was
different from any parks in HK.
It was so clean and there were
people selling drawings that we
unlikely see this in HK.
Also, the flower attracted my
attention too as they were so
precious that it’s difficult to see
them in HK.

While in Salzburg, students also got an opportunity
to perform in St. Gilgen Mozarthaus. Besides,
students had a valuable chance to learn the piano
improvisational techniques directly by observing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bar pianist, Anton Rigo.
Furthermore, they also had a chance to join Oper
im Berg Festival, enjoying the powerful bel canto
of the opera vocalists in the concert of Italian
Opera Gala.

Finally, this study tour were
fantastic that I will desire to join it
again next ti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sharing,
thank you!

Student’
s reflection：2Hn Cassie Yim
I am Cassie Yim from 2 Honesty, I went to Austria study tour
2 month ago. I had learnt a lot of knowledge about music
and visual arts.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Vienna State
Opera and share my valuable experience during the trip.
Vienna State Opera houses in Austria.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pera houses in Europe. It is a Renaissance
style building. The architect decided to use dimension atone
for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There were many sculptures
outdoor. For the interior, it was so big that I couldn’t imagine.
There were many lobbies, but there was only one stage.
We went into the back-stage, I saw many crew members
taking the prop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Moreover, I saw
many ropes used for lifting different kinds of equipment.
The tour guide said that the stage had been destroyed in a
bomb attack. I am very surprised about that, because it was
very beautiful. When we went there at that time, it was also
the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in Vienna State
Opera. So we had a chance to watch the concert. Although
I didn’t have much interested in Jazz, but I thought that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for me to have a try on the various
stage designs In Europe. This made me have a target to
stand on a good stage for a grea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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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 reflection：
2Hp Emily Ng

As well. I’m the flute accompaniment of
one of those songs. At first. I’ve thought
of giving up but I think that I did not
have enough experiences of being the
accompaniment. I d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play as good as a profession. But after I
have received encouragement from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is ability to take part in this place. After I
practice very hard, in which I finally succeed
and my nervousness has disappeared. I’m
very satisfied with my performance.
In the trip, I need to thank god, and all my
teachers, my family to give a chance to
me for this trip in Vienna. I think this trip
is unforgettable. I’ve learnt a lot, I think I
more experience that before in music I will
continued to learn music, I’ll never give up.
Thank you.

土樓之旅經典巨獻

In our Vienna trip, we had two music
lessons. We learned singing not only
English songs of other languages. The
woman who taught us singing, possessed
soft voice that I can’t even imagine. I hope
that my voice was as same as her.

福
建

職學定向組一行 位師生在本年 月 日至
月 日展開 天 夜升學及生態遊學之
旅。目標太多，時間太少，讓我們於
這個初夏步隨著他們的足跡，窺見
他們「尋覓」「前程」之旅。

賞迦南‧想迦南
Be admired Be aspired

四天三夜
台中「程」「寻」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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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30.6.17)
出發啦!

t 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國家設立的第一
座科學博物館，也是台灣首座將自然科學生
活化並擁有現代化設施的大型博物館。

第二天 (1.7.17)
q 學生正在「大膽假設。細心觀察」哩！

q 攝於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外。興大(縮
寫NCHU)是台中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
以農業科學、農業經濟學、獸醫、生命
科學、轉譯醫學、生物科技、綠色科技
等領域見長。

p 東海大學是中國民國(臺灣)的一所基督教新教背景綜合
大學，擁有創造性與實驗性的開創精神。
p 台中火力發電廠目前為世界第二大的燃媒
火力發電廠，同時也是台灣發電量最大的
發電廠

p 回到酒店，我們邀得舊生莫天琪同學分享在台中唸大學的心得和體會。
t 高美濕地、風車大道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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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3.7.17)

pt

第三天(2.7.17)

大觀發電廠, 是台灣電力公司所
轄的水力發電廠，當中「大觀一
廠」同時是亞洲最大發電廠。

q 921地震教育園區其中保存了光復國中的原址，921地震發生時校舍多棟損毀嚴重，
震後地貌與建築物現狀特性極為明顯，故改建為博物館紀綠地震史實。

p 朝陽科技大學是台灣第一所私立科大。校內共設
有管理、理大、設計、人文暨社會、資訊等5個
學院。2016年在籍學生人數超過17,000人，在
臺灣大學發表之《ESI論文數》2011年大學排名
位居全國科大第6名、私立科大第1名。

2 0 1年
7 月
5
1至
8
22
日，本校飛盤隊首征
上海，參加上海飛盤
混合賽，該賽事是一
年一度的大中華地區
學界的公開賽事，分
有初中和高中賽，
總 共 有 超 過 2間
0內
地、台灣和香港的
中、小學參加。

而本校聯同聖公
會梁季彝中學的
飛盤隊，一共 25
人，組成聯隊參
加，亦是香港區
兩隊代表隊的其
中之一。

飛

上海爭霸記

盤
隊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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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飛盤比賽的賽制很特別，賽事
不設球證，如遇有球員犯規或與
對方爭拗，需要兩隊雙方球員自己
討論調解。
老師的說話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觀乎
飛盤隊的賽果，頭一場是被對手大數
：
7 ，
1 第二場是被對手剩勝 ：
3 ，
0但
第三賽比賽就已能 ： 平
2
2 手，當日的
最後一賽更能夠反勝 ：
3 2， 取 得 第 一
場勝仗，足證飛盤吸收經驗的能力和速
度！而且在總數
7場 的 賽 事 中 ， 成 績
是 勝
3、 和
1、 負
3 ， 以 一 班 中 一 、二 、
三級同學能夠在高中組賽事取得如此成
績，不只是贏了經驗，也可算是贏了自
己了！

「經驗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經驗無論是
對同學在比賽期間的鬥志、態度、能
力 、 以 及 個 人 行 為    
等等，都有很深
遠的影響！」

負責今次領隊的陳國基老師表
示，本校飛盤隊實力不俗，在較
早時間的全港學界飛盤賽中，獲得前列
位置，不過在今次賽事則只抱著交流心
態。「一方面是在香港學界玩飛盤的學
校不多，競爭不算激烈，所以我們對手
和實戰的機會都偏少；同時，亦是更重
要的，是我們今次出賽的同學，全部都
是中一至中三級，只屬於初中組，但卻
參加了高中組別的賽事，在體能、身體
對抗性、團隊合作等各方面均較遜色，
所以整個賽事我們都只是志在參與，吸
取經驗。」

據

」

q 與我們對賽的球員位位高大健碩，我們
每一場也是大衛對哥利亞呢！

同學感想：張炚遠
經過這次在上海的比賽，我有十分多
十分多的收穫。
首先，這次旅程令我了解到學習不同語言
的重要性，因為這次比賽是由上海的國際
學校裹舉辦，比賽中我們不但遇到使用普
通話，還遇到英語，所以我們要中英並
用 ， 才 能 跟 參 賽 的 學 生 溝 通 。   
另外，這次比賽還加強了我解決困
難、判斷的能力，因為飛盤比賽沒有球
證，遇到對方犯規的情況，我們要主動提
出，並自行與對手討論解決方法，如在犯
規的位置再重新進攻。
還有，今次比賽也令我深刻體會到在
一賽場事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我們要
判 斷 在 甚 麼 時 候 cut
，或走出來接盤，並
要立即盤算在接盤後，要如何傳出飛盤給
隊友，又或如何接應隊友的傳送。
這次比賽後，我也見識到其他人有多
厲害，也知道自己不足之處，所以我也要
多點練習，不論在飛盤及其他方面。

同學感想：湯迦喬
我經過這個旅程， 我學會「長遠地」
看東西，意思是無論待人接物，都不以短
視的眼光。
以往，我會很緊張每次比賽的輸贏，
但今次到上海比賽，我終於明白到「贏輸
不是最重要， 過程才是最重要」的道理，
因為比賽的過程會令到你學到更多東西，
例如要信任隊友， 如果你不信任隊友，
你是沒可能完成每一場的比賽；例如要要
去享受每一場的比賽， 如果每場比賽只顧
著輸贏， 那樣你的記憶都只有輸或贏，
只有數字，但就沒有比賽過程，沒有這場
比賽的記憶，日後不能回味比賽中隊友和
自己怎樣艱辛地拿取分數的滋味了。我現
在十展望下一次的飛盤練習， 享受下一場
比賽， 希望下年飛盤隊會有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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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全校觸目的我們
從這張對比相，可見到我們在僅僅 日
5 之間，就全部
變成了新畿內亞的移民了！
感謝天父造美。在出發前，幾乎所有國家的天文台都
預測上海在這五天的天氣都非常惡劣，但到上海後，天氣
卻幾乎好得不能再好，全日天朗氣清、陽光充沛，令所有
賽事都如期順舉行，一眾球員可以盡情發揮，享受比賽。
不過，原來好天氣也可以帶來「惡後果」，就是在不
經不覺中，我們全隊都被陽光燻得焦黑，回到學校後，不
用分說，老師和同學們都輕易地知道我們是飛盤隊員。

同學感想：施志洋
經過今次上海比賽，我學了一些
在課堂，書本，日常生活不能學到的
東西。首先是學會了守時。守時是其
中一樣十分緊要的一環，當全隊人
都準時集合，所有行程都變得十分順
利。其次是體育精神。每一個人的比
賽態度都不同，有些會輕敵，有些會
尊重對方，有些會踐踏對方。但負
面的比賽態度和精神令對手同樣不會
尊重你，所以比賽應該有體育精神，
無論對方是什樣的人，都應該尊重他
們，令到比賽更加有意義。當參加這
種比賽後，我發現世界還有很多強得
難以想像的對手，我不應該固步自
封，需要加倍努力練習！

同學感想：鄧澔駿
這次上海比賽令我大開眼
界，看到原來外面的世界這麼大，中
國、台灣、澳洲、紐西蘭的學校的同
學的個人體能、精神狀態、戰術、整
體合作等等，可以達到這個程度，這
是我連想也想不到的，而比較起來，
我立即看到自己的不足：跑得太慢、
比賽時專注度不夠、要加強團體合作
精神，不但自己去接碟，當自己沒有
碟在手時，也要思考有碟在手的隊友
的需要，我應該要如何配合 等
... 等 。
所以在這次比賽後，我會更專心和認
真的練習，希望可以追及他們的程
度，下次真的可以和他們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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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的法則
沙巴

位於婆羅洲島北部，屬馬來西亞較出名有旅
遊區。今次沙巴交流團以自然生態、風土民
情為題，神山公園更是此行的重點。此外，
我們也探訪了當地一間學校，當地人的熱
情、校園的熱鬧氣氛使人難忘。行程另一個特色，是參觀當地的文
化村，也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至於基金大樓、清
真寺、市集、動物園等，亦是行程中的精華所在。總的來說，今次
沙巴交流團以自然生態、風土民情為題，令師生們都有不同得著。

馬來西亞沙巴篇

39

學無止
Learning knows no borders

第1617期

境
「

40

」

老師分享：李家鳴老師
1

2

3

常聽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對於本身喜好旅行
的我，完全成為我每年可以帶學生出外考察的最佳理由。
但在過去的經歷中，我發現行這「萬里路」，若沒有完善
的規劃，沒有主題，純粹為去而去的話，學生在當中也未
必有所獲。有見及此，近年我比較喜歡辦一些具主題的交
流團，而今次馬來西亞沙巴之行便是其一。
沙巴神山公園內的植物園讓我們了解生物多樣性。此地的
特色，是由山下的熱帶雨林延伸至高山上，故特別多物
種。山上我們也遊歷了吊橋，看了瀑布等美景。而在一私
人農莊裡，我們見識了萊佛士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花。
此外，我們也去了當地一間學校探訪。旅遊車未到達學校
門口，他們便已列隊歡迎。此外，他們亦預備豐富的茶點
及表演節目，讓我們欣賞品嚐。最後，學生們有不同的交
流時間。有的傾談，有的玩耍，整個校園都十分熱鬧。

4

5

6

7

8

9

1,2,3,4,5,6
7,8,9

神山植物公園的生物多樣化
洛卡宜野生動物園內的動物

當地的文化村設計則以原居民的房屋為重點，不同族群不
同時代的房屋，反映當地居民的生活文化，信仰傳統。是
一具特色的地方。

Teacher’s sharing:
Vice-principal Ms.Tsui Chiu Mui
Time elapses fast when we indulged in and explored
the wonderful world in Sabah. Because of tight
schedule, our talent students did not have full
acquaintance with the local culture and society yet.
Even so, we had pleasant interactions even built
up valuable friendships with locals, which are the
cherished and memorable parts of this study tour.
Moreover, as member of the tour team, I was so
impressed by our brilliant youngsters ’capabilities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positive personalities, all of
which inspired me to witness our students’ growing-up
in a different view rather than school learning.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ish to 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to everyone who helped and accompanied
us during the wonderful journey, especially thanks
to Mr. KIT. For us he is far beyond the tour guide.
we genuinely appreciate his hospitality humility
and wisdom, which benefits us a lot in the cheerful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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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
五望 司徒蔚祺
我最深刻的是參觀熱帶雨林。儘管我沒有修讀地
理科，對熱帶雨林也沒有什麼概念，但經過今天的遊
覽活動，我發現了熱帶雨林的生物多樣性。教我反思的
是，人對大自然的開發和研究。開發熱帶雨林可以令世
人更能了解大自然，但同時會對它帶來破壞。
另外，上年的張家界交流團及今年的神山之旅，均能
反映出當地人民素質的不同。在神山內根本看不到
到任何垃圾；在張家界垃圾則隨處可見。

同學分享：二誠

雷承亮

我們到過一間在當地的中學參觀，知道當地學生的生活
和活動，例如跳飛機、橡筋繩等。我訪問過一位學生，他竟說
他在學校內最喜歡讀書－這令我反思到，我們學校的老師是不是太
兇呢？當然不是。那是不是沒有令人舒適的設施呢？也不是。雖然我們
擁有空調、食物也十分優質（例如相比之下，當地學生的小食僅有一片西
瓜）。可是有一些同學不認真讀書，還埋怨甚麼DSE、TSE、BCA等。難道上
學真是比摔落山崖還嚴重、可怕嗎？
經過當地一個商場時，看見「貢茶」、「Nike」、「大眾」等熟悉的商店，甚至在
店鋪能買到「出前一丁」，令我嘖嘖稱奇，亦明白到「全球化」的趨勢。然而，我
發現到沙巴的商店還有不少本土商品，如稱為「Beesting」、「Barbacao」的調味
料，說明沙巴的商店，沒有因旅客的口味失去自己家鄉的味道，令我十分佩服。
在原住民村，村民只用了樹皮、竹子等天然物料就能夠生活。相比之下，我們
雖然有優質的資源，如塑膠，但我們仍不會滿足，肆無忌憚地浪費。難道
地球上的資源真的取之不盡嗎?當然不是，那為什麼我們那麼浪費呢？
另外，「原住民民族村」的構思，在香港是可以使用的。新界一帶
有數之不盡的村落，而這些村民的土地將來將會被沒收及發
展。政府可以把這些土地建成公園。這不但能吸引遊
客，還能藉此保留土地給村民居住和可以保留當
地傳統文化，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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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
五愛 吳興平
同學分享：
三望 馬裕美
行程其中一天安排參觀當地學校。最初我有點
害怕與當地學生沒有話題。進入校園時，當地全
體學生卻夾道歡迎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大場
面，讓我異常緊張。慢慢地與當地同學多了聊天和
相處時間，我也學到不少當地知識哩！例如大象記
憶力可驚人了，都是當地同學告訴我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另一天到清真寺參觀。在那
裡穿上了回教衣服，包滿了全身，不但
感覺很熱，而且很保守，其他人
幾乎都認不到我。

沙巴的原居民的生活十分簡陋，例如人們
只能乘搭僅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小型破舊的
「熱狗」巴士，與時常用智能電話和單反式
相機的我全然不同。這使我感到自己身在
先進發達城市的幸福，以及世界上的貧
富懸殊和不公。我特別欣賞他們「簡
單就是美」、「知足常樂」的想
法，感覺有點接近莊子消
遙的態度。

同學分享：
五望 周德睿
在沙巴文化體驗村認識到沙巴本地土著的文化特色和生
活習慣。所有部族的房子有個共通之處是「架高」的結構，
用竹子作為建築材料和有骷髏骨的裝飾設計。這個結構的目的是
提防蛇蟲鼠蟻入屋、水浸、外敵入侵和令通風更順暢涼快。至於用
竹子是因為竹是當地最常見的材料，而且具有很好的防水效能，人
們也會用來生火和做容器。至於骷髏骨裝飾是因為族人相信幽靈會藉
進入骷髏骨來保護族人。當中，沙巴的土著有好幾個不同的部族。
Ø Dusun: 他們是最大的土著部族。他們會造兩類米酒，一種是
只靠發酵而較甜的酒和另一種經過蒸餾過程而純度較高的酒
Ø Rungus: 他們除了用竹建屋，亦用竹筒養蜜蜂以收集蜜糖。
此外，他們亦擅長製作首飾和項鍊。
Ø Murut: 最兇殘的獵頭族，用吹箭作為武器和用來狩獵。他們
的長屋有彈床，把戰利品掛在屋頂上，看看誰能跳上去和踫
到戰利品，就能決定那人的實力如何。

46

花
日
當 本 道遇 上東瀛排球
吳楚心同學作品

張樂陶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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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一度的領袖訓練遊學團，今年已於
廣西省上思縣舉行。據維基百科的資
料，上思縣「2006年人口22萬人，壯族佔
86.8％，漢族佔9.2％，瑤族佔3.9％，其他
少數民族占0.1％。」明顯地是一個非漢族
的地方，而我校今年領袖訓練遊學團的目
的，就是服待一群瑤族的學生，在四日的活
動中，透過策劃不同種類的教學活動、小組
交流、提升她們對英文的興趣和認識。

我們在廣西「教英文」「感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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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u 上師縣以林業為主要經濟，
居民多住平房。
除了帶領活動，文化交流也對同學產生很大衝擊。李恆
信老師續：「我記得在每晚回顧時，就有一位男同學深
切地分享在日間活動時，他觸摸到的當地男、女學生的
手都很粗糙，這令他體會和確切明白到耕田的辛苦，並
不只是我們香港學生貪玩，拿起鋤頭，到田裡擾擾攘攘
一兩個小時這樣簡單，而是日積月累的與田土交戰，確
保在大自然中，這一塊田能夠產出滿足他們一家需要的
糧食。」
「亦記得有一位女同學，在旅途上也向我說，平時在香
港要行半小時的路程，已覺得十分辛苦，十分虐待自
己，但經過今次，看見那些瑤族女學生每星期每程10
里的回家路，才驚覺自己是這樣渺少。」「遊學團回來
後，學生需要做一個分享週會，這次他們幾乎不用考
慮，也沒駁拗，就立即共識出「幸福」這主題，我估
計在今次廣西上思之旅，他們已經從貧窮中體驗幸福
了。」

p 我們同學跟隨當地學生製作當地小吃。

u 當地學校沒有IT設備，
所以我們的活動多是
Talk & Chalk。

據 領袖遊學團，目的是讓該年度在各學生組織中擔
今次遊學團的帶隊導師李恆信老師表示，每年的

p 活動之一，就是探訪當日居民。

任領袖的同學，如學生會會長、社長、學會會長等，體
會跨地域、跨文化的活動帶領經驗，而這些經驗對正在
成長的中學生來說，是十分寶貴的：「例如他們要視乎
對方的教育水平、文化背景設計適合的活動，就今次來
說，他們之中就有些設計了較深的英文活動，令當地的
學生不知所措。幸好，到最後他們也能夠即時微調和調
動活動內容，令大家可以學習，又可以盡興。作為老
師，我相信這些經驗對他們終身受用。」

t 不論哪個文化，生日
都是值得慶祝的事，
恭喜各位4月之星！

p 見識不同文化並與之共處，是中學生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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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分

享

：

五

愛

夏日炎炎，在巴士上仍能感受到車外酷熱的天氣。
巴士碾過大路，紅塵滾滾，我便知道，我們到達目
的地了。隨著巴士走進越來越窄的路，我們4天的交
流活動便開始了。
這次的體驗除了擴闊了我的視野外，也讓我學習了
不少。還記得在廣西的幾天中，我們一幫隨團到來
交流的同學，很享受與廣西上思學校同學相處的時
間。從平日我們豐富的三餐，變成青菜肉片；美觀
乾淨的校園，變成衛生意識落後簡陋的環境。盡管
天氣再熱，太陽再猛，同學們也沒有埋怨。特別是
第一天的經歷，同學經過了一天的交通，面對著疲
倦的身軀，在上思同學的面前仍然掛起笑臉，盡力
地投入活動之中。在現今的社會，這樣的事情不是
常有的事，也因此我特別珍惜這幾天踏實的行程。
最讓我敬佩的是廣西上思同學們的熱情。他們無論
是在學習，活動之中也展示了他們無窮的熱情。他
們的生活水平雖然沒有我們高，教育的程度不及我
們，但是他們的態度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第一
天，當我們到達學校的門口時，上思的同學早早就
在門口等待迎接。每當是我們舉行的活動，他們能
學到的總是努力去學，努力去記。在4天的交流之中
我除了認識了廣西不同方面的文化之外，也認識到

文

靖

童

他們認真對事的精神
和堅持，我在他們每
一位身上都能找到對
待每一件事物的熱
心。正是這份熱情，
讓我們離開的時候，
每一個人心中都依依
不捨，更有上思的同學受不了離別的傷感而流淚。
跟廣西同學相處的每一天我都是驚喜充實的。但讓
我最深刻的事情莫過一次探訪農村居民後，夜裡在
酒店中的分享。一位同學分享到，他今天探訪後在
學校的一個活動中摸到過了一位來自農村的女孩的
手，此時，他禁不住在心中的傷痛，哭了起來，解
釋到那位女生的手比自己母親的手更加粗糙，可想
她年紀輕輕已經幹了不少苦活。聽著聽著我心中既
驚訝又心酸。我意識不到，平常硬朗的那位男孩子
居然會有這麼感性的一面。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裡
的人的經歷和精神感染了我們，打動了平日沒有注
視細節的我們。
雖然短短4天的時間，但是我們所學習到的卻能讓我
們畢身受用，感謝廣西同學提醒了我們要珍惜身邊
的事物，也教會了我們對待事情應該要盡心盡力。

同

學

分

享

：

五

誠

四日三夜的交流團，雖然辛苦，但換來的都是十分
值得。
作為組長，除了要義教小朋友之外，更要帶領組
員。在義教方面，我看到同學們的專注眼神，上課
超過一小時，但都沒有趴在桌上或睡著，由此可見
他們十分珍惜上課的機會。我感到很內疚，我們不
但在課堂上喧嘩，也經常在課堂上睡覺，可見廣西
的同學比我們更珍惜上課，我希望能學習他們上課
認真。至於在小組方面，我明白到團體成功的關鍵
在於合作。雖然我們有一位很突出的組員，但我們
的合作也算天衣無縫：一個負責講，一個負責寫黑
板，其餘的組員都到同學們旁邊指導他們。所以，
我們這次成功都是因為分工，讓我們有更好的團體
合作。
這次旅程最深刻的相信就是第三天。那天，我們早
上就搭上旅遊巴，前往農村進行家訪。走著那條前
往農村的山路，大約用了半小時，中途有很多動物
和貨車經過。到了農村，所有人都筋疲力盡。我們

鄧

淏

聰

探訪了總共3戶家庭，3戶所面對的困難都不同，
有農作物失收、語言和貧窮問題。但我最心痛的是
這些家庭的小朋友要在陽光下工作整天，到深夜才
抽空做作業，而且他們每次回家都要走著那條萬里
路，十分辛苦。我希望能伸出援手幫助他們。我也
感到自卑，因為自己很容易就放棄，但他們仍然堅
持工作和上學。
之後我們到了學校進行最後一次義教，義教後我們
進行了跳舞和扔沙包，過程十分刺激。我反省到他
們的非物質生活帶給他們無限的快樂，而我們卻一
直追求物質的快樂。
在離別時，有些廣西同學淚流滿面，我也感到依依
不捨，可能因為他們很喜歡我們吧，而我也很想念
他們。
最後，我跟他們交換了微信，我們在那幾天一直用
微信聊天，真的很想念他們，這次交流團是最難忘
和最有得著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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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分

享

：

五

望

你懂得知足嗎？
你懂得知足嗎？我不懂。當一群人擠身進了中
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就像體會了一個不一樣的
世界。那裡的氣候與我們的住居很像，幾乎沒
有太大分別。一群人由廣州乘坐高鐵，抵達南
寧上思，待上了四日三夜。
老師為我們安排了緊密的行程，還記得第三天
我們要去探訪農村的家庭，我們一群人走上了
數十分鐘的山間路，四處看到的是一片片的農
地，各種的家禽，生活環境就憑這些細節便猜
想得出。

溫

晉

鍵

農村家庭有我們說不出的貧困，房子多由自己
一手一腳用木材磚瓦堆疊而成，我們能看得出
沒有電燈，沒有娛樂，沒有乾淨。我憶述起他
們所說的是父親在南寧市中工作糊口，自己則
要在學校寄宿，沒有多少機會能回到這個家與
家人相聚一起。自己其實生活在一個無比幸福
的地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對於他們能夠
上學是窮奢極侈，對我們而言則是一種權利。

同

學

分

享

：

五

信

鄺

沛

欣

四天的義教之旅令我畢生難忘，也獲益良多。
四天的行程包括跟上思民族中學的同學上課，玩遊戲，一同用膳，而最特別
的是家訪。還記得我與組員探訪了一位初二女同學，她家中可說是家徒四
壁，空間狹小，沒有電視，更不用說電腦。從她口中得知她自小已經要到田
間工作幫補家計，沒有讀書機會。後來，幸好有福慧這個慈善團體的幫助下
才可以上學，所以她與情況相同的朋友都很珍惜每一個學習的機會。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我想我可以明白
得更多，一生要學會的知識無窮無盡，「知
足」對我們而言，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我們的
人生課題吧。

同

學

有一次，我與組員負責教授她們英文。因為她們只在初一時才接觸英語，所
以很多生字也不懂，但她們沒有因此而棄餒，反而更努力克服困難。她們好
學、熱烈討論和積極投入的態度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我們身在香港這
個物質豐富的地方，更應該懂得珍惜。

分

享

：

四

誠

吳

嘉

琳

經過這次廣西交流團後，令我更加珍惜和家人之間的相處時間和學習機
會。 廣西的兒童並不是每天也能與父母共處，因為父母大多數到了其他
城市工作，通常在大時大節才能回家一次， 所以他們十
分珍惜大家聚在一起相處的時間。除此之外，因當地不
是每個家庭也有足夠的金錢供他們讀書，當他們有機會
學習時，他們會十分珍惜並且珍而重之，所以他們會溫
習到晚上。相比之下，香港的小孩比廣西的小孩幸福許
多，但我們卻不懂珍惜，認為這一切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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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睹」神之旅

」

01

01： 馬禮遜堂內彩色玻璃窗
02： 聖 約 瑟 修 院 ( 俗 稱 「 二 巴
仔」)聖堂內裝飾
03： 馬禮遜墓園

02

03

04 至06：聖約瑟修院聖堂內裝飾
07： 馬禮遜墓園
08： 聖約瑟修院聖堂內展品

04

05

07

06

09

09： 聖約瑟修院聖堂內裝飾
10： 聖約瑟修院聖堂內景

澳
10

門只佔中國的一小點，但
不要看輕這一小點，因為
在清朝初年，就是從這一小點開
始，基督教就正式傳入整個中
國！而且在這小小的地方，更
有著不少混合著基督教、中國歷
史，和中華文化的宗教歷史遺
跡。我們為了深入了解這個基督
教傳入中國的起點，聖經科老師
和同學一行13人，在暑假開始之
際，就組織了一次考察團，由早
上7點至傍晚 7 點，進行了整整
一日、12小時的「睹」神之旅！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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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

周哿伃

經過是次跟學校到澳門考察，我學
到以下三項事情：
® 回溯基督信仰來華的歷史
® 了解宣教士的足跡和見證
® 反思基督教對華人文化的影響

二誠

雷承亮

這個暑期澳門考察團令我大開眼
界，也令我更深入了解澳門的葡萄
牙或西班牙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傳
教歷史。

一望

麥煒淇

今次，是我中學生涯中第一次跟學
校外出，到澳門進行考察。今次，
亦是一次十分特別的體驗，為何我
這樣說呢？因為當天全日也下大
雨。是次澳門考察令我學會了很多
新知識，包括不同教堂、學院建立
目的和紀念價值……他們都各有特
色，背後有其特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