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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年
每逢農曆新年將至，民生關注的其中一件大事，相信莫過於一家大

小歲晚逛逛各區年宵市場，享受一下樂聚天倫的親子活動。「行花市」

是地道香港文化傳承，筆者和家人過往每年也會身體力行。「年宵市場」

這概念使筆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始於中學時期唸高考經濟科時必讀必

考：張五常教授的著作─《賣桔者言》。書中的詳細內容大致也遺忘

了，但使筆者至今還記憶猶新的是簡簡單單的街頭買賣，原來已包羅了

市場「供求定律」及「價格定位」這兩大道理。當然，以現時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軟件的普及環境下，格價、議價等知識和技巧又

更趨複雜，相信這一個世代的同學更要加倍努力裝備自己，才能面對未

來日益多變的現實世界。但要學生學會這種艱澀的學問，除了在「經濟

科」和「企會財科who」的課堂上紙上談兵外，還可以有更具體的理論

實踐機會嗎？

敢創新
在現今跨科學習的大潮流下，筆者毅然在上學年將完的時候，召集

了三位副校長和生涯規劃組、經濟科及企會財科的同事，進行了一次腦

震盪會議，看看破天荒籌辦基智學生自主經營年宵攤位的可行性。討論

主要聚焦在如何確保這活動背後的學習框架，對跨學科知識的應用；創

意、企業精神、解難及溝通等的多項共通能力得以完備。說實的，行政

安排上確實碰到很多即時解決不了的問題，例如：賠本怎麼辦？年宵攤

位的公開競投方式在現時學校採購程序可行嗎？在哪裡可找到高質又便

宜的貨源呢？如真的要在內地年貨批發市場以人民幣現金辦貨，又如何

滿足教育局的採購報價要求呢？如何才能做好宣傳工作？貨品最終滯銷

又怎辦？談到這裡，千頭萬緒，無從入手⋯⋯該放棄嗎？但回歸初衷，

既然學生難得在中學階段便可以實踐所學 (Experiential Learning)，做校

長及老師的理應義不容辭，為他們尋求資源和出路，怎能卻步！

校長的話
基智人．基智心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 博士

基智大家庭

開張之喜

李志華校監帶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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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智情
當天晚上，正值是每兩個月一次和基智中學畢業同

學會幹事的飯局，筆者言談間在席上分享鼓勵同學營辦

年宵攤位的願景和難處。真是天父何等充足的預備和供

應！二話不說，以上的困難一一迎刃而解。首先，畢業

同學會主動要求參與這次基智的破天荒第一次，由有豐

富營商及財管經驗的校友抽空回校協助同學完成「學校

年宵攤位經營」建議書。在本學期初，同學便成功地在

校友代表面前陳述出一個可行的營商建議方案，校友亦

隨即承諾注資承擔所有入貨成本。既然「蝕本門」已封，

老師及同學真可在無後顧之憂下盡展所長。十月中旬，

負責宣傳的同學便籌劃拍攝宣傳短片，又設計宣傳海報

及橫額，一隊中五同學在老師領軍下，參與十一月尾在

康文署舉行的現場舉手叫價公開競投，並與政府場地攤位設施承辦商接洽安排佈置事宜。另外一隊同學則於十二月初

隨老師遠赴深圳年貨批發市場辦貨。綜觀批發市場今年生產售賣的貨品以迎豬年的「豬仔」公仔為主，採購團隊便即

時商議出今年銷售的賣點為趣緻可愛的豬仔布偶，並屬意今年攤位主題為「基智豬仔過新年」！

求卓越
聖誕假期後，籌劃年宵攤位的團隊便在校內招

募更多各級的同學擔任年宵攤位義工，一支五十多

人揉合了中二至中五學生的「基智精兵」便應運而

生。日子一天一天急速地過，轉瞬間到了農曆年廿

五，攤位已佈置得整齊有序，貨物擺設得琳琅滿目。

由於年廿七是學校農曆年假前的最後上課天，故年

廿五及廿六晚上按計劃只作有限度時間經營，攤位

在下午五時至七時限時開檔，期望先試試市場反應

再行部署。誰知僅兩個小時的生意已遠較其他乾貨

攤位理想，大批校友和家人更在首天下午便來到觀

塘翠屏道球場年宵市場，箘集在第89號檔前等待

親眼見證基智中學攤位的正式開張。攤位帳布於五

時正準時揭幕，數十遊人已舉起智能手機拍照（打

咭），然後便把一大袋一大袋的豬仔布偶買回家。

農曆年廿七下午放學後，學校假期正式開始，也是基智同學全情投入經營年宵攤檔的大日子。二十多位同學放學

後便浩浩蕩蕩地進駐觀塘年宵市場。當晚本校校監、筆者和大部份老師也來了為同學撐場打氣。同學有的繁忙地在攤

位前和選購者議價，有的在乾貨區不同地段拿著貨品樣版遊走宣傳，情況好不熱鬧！當值的老師在場地附近支援，做

攤檔的忠實Fans。沒多久，同學在反思銷售情況時便發現庫存量開始緊張，除了要重訂售價外，臨時補充貨源亦是當

前之急。

翌日年廿八接近午夜十一時許，筆者收到當值副校長傳來喜出望外的訊息。剛結算生意額後已確定今年所有開銷

費用，包括攤檔租金、電費、佈置及貨物成本已回本。這支強心針使年廿九及年三十晚的同學在經營表現更見出色。

算主恩
總結今次基智同學首次籌辦年宵的經驗，盈利絕對不是我們的唯一目的。最有意義的是一班同學在中學階段作

了一次結連學科知識及營商生涯寶貴經驗的學習之旅，充份體現了最新課程框架上強調的創意 (Creativity)及企業精神

(Entrepreneurial Spirit)。同時，這次活動振奮了全校師生以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為榮，校友及家長們絡繹不絕的到

場支持，使這一項看似平平無奇的全方位學習 (Life-wide Learning)活動成了連結五十四年基智人、基智心的學校歷史創

舉。榮歸天父！

最後倒數

童叟無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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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同行計劃
「與香港同行」計劃─部門首長篇是讓高中學生成為政府高級官員的一天「工作影子」，近距離體驗官員的工

作和政府的運作模式。計劃旨在讓官員與學生分享職業生涯的經驗，了解學生們對不同議題、人生目標，以至對未來

計劃的想法，並從中啟發同學們以正面的價值觀從不同角度思考，鼓勵他們各展所長，積極向上流動。本校中五級學

生蔡慶宗在芸芸申請者中獲選，有幸成為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的一天工作影子。

活動過程及感受
當天，我心情相當緊張，尤其前往教育局辦公室，準備跟副局長首次見面之時，緊張得手心冒汗。踏進副局長的

辦公室後，她立刻跟我和另一位同學握手，笑容燦爛。然後，我們跟她聊天，先作自我介紹，再向她說明參加活動的

原因。雖然面談時間短暫，但卻令我緊張的心情得以紓緩，因為副局長表現得和藹可親，打破我對官員刻板的印象，

跟她談話感覺相當自然。

當日我伴隨副局長一共出席三個會議，在理工大學「空間改造」會議和生涯規劃會議中，副局長先前都有吩咐秘

書為我和另一位同學準備會議的資料，好讓我們能清楚會議討論的事項。我感到相當喜悅，因為副局長為我們準備資

料，等同重視工作影子的活動和跟隨她的學生。在會議大部份的時間，副局長和各持份者認真討論，與我想像中的會

議沒有太大分別。然而，由副局長帶領的會議，氣氛良好，不時有趣的對話會出現，出席者面露笑容，打破我對會議

氣氛非常嚴肅的印象。此外，通過兩次會議，我發現出席者與副局長充分展現團隊精神，他們在會上商討如何在立法

會上應對議員的質詢。有時，副局長還會提出議員可能會問的問題，提醒出席者要準備相應的答法。在部門首長會議

中，我體會到政府官員對待工作的態度非常認真，當會上有外國的團體介紹一些管治的技巧和概念時，他們非常投入

且用心聆聽，視講座為工作的一部份，尤其是副局長，她在講座途中用筆和紙記下內容重點，態度值得敬佩和學習。

傑出
學生

蔡慶宗同學（右二）、母親、本校副校長與班主任跟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合照。

蔡慶宗同學（右一）旁聽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會議的情形。

6D蔡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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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印象最深刻是與副局長共用午餐的時間，因為她跟我們分享了人生的秘笈。其一，30歲前要重點投資於自

己身上。如副局長，她有美容牌、急救牌、讀過語言學和教育碩士課程、又讀過校長博士課程。她說只有不斷裝備自己，

才免於擔心生計。這道理與先苦後甜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在人生開首的30年努力，學習不同東西和技能以裝備自己，

將易於找到高薪厚職，往後的人生能享有較優質的生活。縱然過程辛苦，但只要思考其意義，就會有動力不斷學習，務

求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其二，時間管理非常重要。當今日接獲工作，最好盡早完成，令工作效率得以提升。因為記憶深

刻使人能迅速下手工作，不用花太多時間回想。一來，免於趕急完成，二來更有時間改善細節，提升工作質素。

其實副局長是一位願意打開胸襟分享過往的職業生涯、人生經歷等事情的官員。印象最深刻是她分享自己逝世的

大兒子，如他的性格特質、興趣的轉變和童年的生活點滴等。在工作影子之前，我預期副局長不會提及自己的大兒子。

但是，當我們問她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她毫不介意提及大兒子，令我非常難忘。

活動過後，我得知政府官員一日的行程、政府會議進行的情況等。而副局長當天的行程非常緊湊，沒有絲毫休息

的時間。當我和另一位同學稍作休息時，副局長仍要細閱稍後會議相關的文件。我明白到做政府官員毫不容易，要具

備時刻應戰的心態，所以作為市民的我們理應體諒他們，嘗試多站於官員的立場看每一件事。其實政府官員皆是普通

人，唯一的分別是他們身上背負了一份沈重的責任，因為他們每一個決策都關乎全港市民的利益。此外，我從副局長

身上亦明白到工作前景是由自己掌握，只有自己多進修多學習，才能為自己創出輝煌的出路。

在此鼓勵同學多參與校外活動，讓自己經歷更多和獲得更多，成就更好的自己。

蔡慶宗同學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合照。

蔡慶宗同學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討論
當天的工作日程。

蔡慶宗同學與母親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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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樂繽紛
STEAM教育周活動包括講座、STEAM圖書及雜誌展覽、3D眼鏡製作、分子料理、磁浮火車製作、Airblock無人飛機、

mBot機械車、水底機械和FPV操控無人機等，內容非常豐富。目的是透過STEAM教育周，推動STEAM教育，啟發學生

科技的潛能。

跨科語文學習周已順利進行，節目

內容豐富，包括有英文科、歷史科、音

樂科及體育科合作 rock and roll歌唱比

賽；歷史科及家政科合作小廚神比賽；

午間舉辦「金牌主播」比賽，並在校園

電視台舉行，同學透過校園電視台觀賞

及投票，反應熱烈。

本校十分重視生命教育，特

別透過生命教育周一系列活動，

包括生命加油站X敬師茶座、微

電影欣賞會、生命嘉年華及生命

教育書展等，讓同學認識及反思

生命的價值。

校長頒獎給「金牌司儀」

「金牌司儀」選拔賽過程

生命嘉年華活動

生命加油站師生合唱

同學正努力製作雪花酥

STEAM Week

水底機械控制mBot 機械車Airblock 無人飛機

跨科語文學習周

生命教育周

跨科語文學習周歌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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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同學於5月16日於禮堂欣賞由遊劇團主演的話劇《喜跑

線》，此劇由身前行動及華永會主辦，而身前行動的創會主席廖安

麗女士為本校校友，當日更有眾多藝人嘉賓及傳媒支持出席。

校友日暨校園電視台

開幕典禮

2018-19年度校友日於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順利完成，當天超

過100位來自不同屆別校友（由第一屆至三十九屆校友）回校參與不同

活動，包括羽毛球比賽、乒乓球比賽、三人籃球比賽、曲奇餅製作班、

小朋友遊玩角、卡拉OK及BBQ燒烤。本校向優質教育基金 (QEF)申請「數

碼校園電視台」亦於當天正式啓用，並舉行開幕典禮，第二任校長湯保
歸先生、畢業同學會主席林啓元先生及校長李淦章博士作主禮嘉賓。十
分感謝多位校友即時接受校園小記者訪問及畢業同學會贊助感恩燒豬供

大家享用，並對校園電視台發展給予寶貴建議。

本校設立校園電視台，目的是希望學生能透過自行籌備、製作及欣

賞電視節目，發揮多元智能，加強各種共通能力，啟發學生的潛能與自

信。校園電視台的發展雖然處於剛剛起步階段，但已設有語文頻道、學

科頻道及資訊頻道，內容豐富全面，涵蓋不同學習層面。

身前行動周會

師生一起主持「數碼校園電視台」
的運作。

第二任校長湯保歸先生接受「數碼校園
電視台」記者訪問。

負責老師向嘉賓講解「數碼校園電視台」
的運作。

校友日燒烤

（左起）畢業同學會主席林啓元先生、
第二任校長湯保歸先生及現任校長李淦章
博士於「數碼校園電視台」拍照留念。

（左起）畢業同學會主席林啓元先生、
第二任校長湯保歸先生及現任校長李淦章
博士於「數碼校園電視台」揭幕儀式。

眾多出席藝人嘉賓及本校領導層於台上拍照留念。

本校校友、身前行動創會主席廖安麗女士於台上
接受本校校長李博士頒發紀念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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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慶新年
每年本校中文科、普通話科及中國歷史科皆於農曆新年前夕合辦中華

文化日，今年度的中華文化日於二月一日（年廿七）舉行。當天節目豐富，

包括醒獅賀歲、話劇表演、同學表演二胡、古箏；老師更和學生一起演出

粵劇，大家亦一起玩燈謎及攤位遊戲，寫揮春準備過新年，氣氛熱鬧！

文史天空

2019語文周舞獅

邀請醒獅隊到校助慶

2019語文周寫揮春

同學古箏表演
同學穿著華服

同學拉二胡助慶 師生大合照

同學猜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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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夢飛行」
—學生普通話戲劇推廣大使培育計劃
本校於上學年參加了由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舉辦的「戲劇夢飛行」—學生普通話戲劇推廣大使培育計

劃，我們在普通話戲劇滙演中力壓多所學校奪得「最佳演繹 」，並獲邀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中再次演出，期後又在

展板設計比賽中奪冠，真的是錦上添花，同學也為此感到十分興奮。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此類型的活動，過去沒有接觸過話劇，所以這次活動給我們一次嶄新的體驗。籌辦單位舉辦

了一連串的普通話講座、戲劇培訓、實地考察、戲劇匯演等，讓我們學到很多戲劇知識、也大大提升了我們的普通

話應用能力。

此活動的壓軸項目就是在九龍公園公開展出我們的展板，還記得當天有很多路人對我們的展板進行詢問及了解，

提升了普通話的推廣效果。讓我們更雀躍的是，當天有很多重量級人物為我們頒獎，例如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在頒獎完畢後，我們需要為眾多重量級嘉賓介紹我們的展板內容，我們的心情非常緊張，生怕不能讓嘉賓清楚地了

解我們的話劇，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把我們話劇最好的一面展現給觀眾。

最後，在中學時期能夠參加一次這麼大型又有意義的活動，並獲得這麼豐碩的成果，我們真的感到十分驕傲。

參與同學感想：

方靜(4D)：
我在和同學一起構思劇本

和展板內容的過程中，我們那

種團結一心，相互扶持的精神

和活躍的氣氛，真是讓我十分

懷念。

呂俊鵬(4D)：
我們整個團隊都非常投入

活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

大家都可以在表演以及展出之

中發揮所長。對於我們所獲得

的獎項，我們都覺得非常榮幸。

侯子鑌(4D)：
場務的工作比我想象中困

難，抓住關燈的短暫時間內盡快

把物品放到正確的位置，不止反

應要快，還要記住所有場景的佈

置，真是不簡單的事啊！

本校學生在普通話戲劇滙演中表演本校學生向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右二）等嘉賓講解展板內容

本校師生出席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本校師生在設計展板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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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優質教育基金項目

虛擬實境教學計劃

我校辯論隊參加由

辯論協會及香港演辯

總會主辦的培菁辯論比

賽， 奪 冠 而 歸， 並 於

2019年 6月 30日出席比

賽的頒獎典禮。辯論隊

隊員4D湯皓冰獲得最佳

自由辯論員，4D洪家曦

獲得最佳辯論員。其他

隊員包括4D鍾文彬及1C

曾慶航。

本校中國歷史科科主任施卓凌老師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於18至19年度在校內初中中國歷史科推行虛擬實境（以下簡稱

VR）教學計劃，此項目是一個先導計劃，主要是配合2020年新

初中中史課程。整個計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輸入」

方面，使學生能夠透過VR畫面及音效，即使沒有外出參觀的機

會，留在課室亦能對不同歷史場景有一種親身經歷的感覺；第

二部分是在「輸出」方面，學生亦可透過對歷史的認識自行創

作歷史場景及故事成為VR短片，在朋輩之間互相分享及學習，

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和創意思維。另外，VR教學對一些「非文

字學習型」的學生有很大的幫助，可更全面地發揮學生不同的

才能。

中文辯論

我校辯論隊隊員出席比賽頒獎典禮

學生在課堂上透過虛擬實境(VR)學習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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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何其多，但真正的朋友又有幾個

呢？真正朋友的定義是坦誠以對，肝膽相

照，無私奉獻，在他人離棄你時仍與你伴

航，更不是酒肉朋友，大難臨頭各自飛。

真正的朋友在你生命裡能點亮一盞明燈，

做你的太陽，我有一位很符合以上真正朋

友定義的朋友。她的名字叫一心。

她長的很標緻，皮膚白皙，明眸皓

齒，臉上總是掛着微笑。溫婉又樂於助人

的她，對甚麼人甚麼事都抱持着樂觀的態

度，從不偏頗激憤，口裡總是說着︰「不

要緊啦！」這四個字。很難看見她生氣的

時候，更是沒有人能觸她的逆鱗，但我卻

知道，她的逆鱗，也是處處為朋友着想。

還記得在小學六年級時，爸爸不幸過

世，那時的我對父母恩及親情這概念仍然

很懵懂，只知道父親去了很遠很遠的地

方，而一心很早熟，一直安撫着我，說我

長大後就會知道了。後來在父親的葬禮

上，大家都哭得很傷心，而我卻不明所

以，一心說︰「你一定要讓你母親堅持下

去，知道嗎？」她輕輕拍打着我的背部，

一邊摺着元寶衣紙。

後來，回到學校時，不知道是誰傳開

了我父親已經逝世的事情，班裡的男孩本

來就愛興風作浪，亂起事端，更嚴重的是

說我是沒有父親的怪物，是父親不要的女

兒，是我剋死了自己的父親，他們都叫我

「掃把星」，以往跟我難兄難弟的朋友們

一個個離去，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不敢

抬起頭，覺得自己是有罪的。難道，我真

的剋死了自己的父親嗎？我一直懷疑自

己，連自己也厭惡自己，但一心她一直陪

伴我，總是一面微笑地說：「你父親只是

去外面走走而已，慧兒啊，乖，沒事的。」

不斷地安撫我，像四月初看綻放的花一

般，溫柔而不似夏季般奪目。是和煦暖風

拂面而來，暖我心頭三尺白雪。

後來，有一天那群男生更過份了，在

我的書桌上塗鴉，責罵我，甚至拿走我的

文具書本，但生性懦弱的我卻不敢出一口

氣。這時一心卻高叫一聲︰「夠了！」全

班都靜下來了，課室默然了半響，而一心

就說︰「你們不知內情隨便起哄，把別人

當作你娛樂取樂的工具，在別人的痛苦上

建立你們享樂的城堡，明明甚麼都不知

道，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批判、責罵、

欺凌。將心比心，人有生老病死，而你們

又是否真的沒有父親逝去的一日呢？風水

輪流轉。下一個可能也是你們！」說罷，

一心拉起我的手，向課室門外走去，拍了

拍我的頭，又變成了本來的樣子。而課室

裡的同學，又愧疚又含羞，百感交集。

這件事即使過去那麼久，我依然記憶

猶新，當時被所有人孤立的我，有一心的

陪伴而走過，也不算叫黑暗。現在，一心

依然與我是金蘭之契，心腹之交。其實朋

友貴不在多，而是貴在真。一個真字，要

用兩顆赤子之心去互相信任瞭解。一心讓

我學會的不僅是那份做人的樂觀及正義，

更是她待人真誠而不為利益，不圖回報。

一位真正朋友，遠能抵上兩位酒肉朋友，

真正朋友是伯樂，是同伴，也是同行。

校內中文徵文比賽（初級組）冠軍

我的一位真正朋友
3A歐清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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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Above The Rest
Two of our finest students, Ken Ng Cheuk Ming and Jack Li 
Wai Yui, were nomin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8 Sino Junior 
Reporter Programme were bestowed as the Champion and 
Second runner-up, taking home with them a cash prize of 
HK$3000 and HK$1000 respectively. Amidst the many 
participants, the majority comes from local band one EMI 
secondary schools. Hence, the recognition for our two 
students and for our School is undeniably symbolic.

Sowing the Seeds
Applying the knowledge learnt in an English learning module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Ken and Jack each composed a short article on the 
set theme – Green Living, for the Preliminary Round. Among the hundreds 
of entries submitted, our boys were shortlisted as two of the 60 finalists. 
They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n eye-opening and enriching one-day 
journalism workshop – visiting Sing Yin Secondary School, Sino Group’s 
Skyline Tower, and interviewed Mr Sunny Yeu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nvenor of Sino Group’s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and Mr Wong 
Chi Keung, Principal of Sing Yin Secondary School. With more guidance 
and zealous efforts, Ken and Jack unyieldingly produced their two winning 
journalistic entries in the summer. 

Sharing their Fruit
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the Programme? 

– Ken Ng Cheuk Ming, Jack Li Wai Yui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me, we have learnt that with regard 
to being a dutiful citizen, everyone has a part to play in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It is also worthwhile to point out that sometimes, when 

we take action, we should try to kill more than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Through this Programme,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lives of a reporter as a teenager, to understand how big companies are actually supporting small communities, to 
widen our horizons in learning and using English authentically, and to make new acquaintances outside Kei Chi.

英語園地
STRIVING TO EXCEL IN THE 
2018 SINO JUNIOR REPORTER 
PROGRAMME

With Mr Alexander Ng Win Yew, General Manager 
of Sino Group, at th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Jack, Li Wai Yui (left), and Ken, Ng Cheuk Ming (right), thrilled with joy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joy with the Schoo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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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ing the Dream Catcher 
In a bid to experience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outside Hong Kong, Samuel Leung Chun Kit, Chatzkel Chan Tsz Kwan, and 
Ken Ng Cheuk Ming were nomin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Scholarship Video Cum English Essay 

Competition 2019 organised by the Kowloon Regional Federation 
of Parents-Teachers Associations. Having proven themselves 
worthy through writing about their Australian dream and presenting 
their dreams in a self-recorded video for the Preliminary Round, 
and further showing their maturity and uniqueness in the final 
round interviews, the three boys were accredited respectively 
as the Champion, Second Runner-up, and Merit awardee of the 
Competition. As the winner of the Competition, Samuel was prized 
with a sponsored 2-week overseas study at Canterbury College in 

Brisbane, Australia in the summer of 2019; while the Second Runner-up, Chatzkel, was awarded a cash prize of HK$500.

Living the Dream
With two other winners, Samuel had his first solo overseas travelling experience – a 
trip in which he learnt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ipline, peer interdependence, 
and how to immerse himself in a foreign culture staying with a homestay family. Not only 
could he come to understand how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re conducted in Australia, 

how class time was enhanced with personalized 
entertainment, he also had the privilege to take 
up subjects that are not offered 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curriculum: Legal Studies and Design. 
Undoubtedly, outside class time, Samuel has also 
taken in much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f Brisbane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his host 
family and his new acquaintances at the College.

The adventure is an eye-opening one in Samuel’s own words. It was more than the “bigger world” that he saw and everything 
was a “plus-size” for him.

DARING TO DREAM 
- A DREAM COMES TRUE
Winners Of The Kowloon Regional Federation Of Parents-Teachers Associat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Scholarship Video cum English Essay Competition 2019

Samuel (far right), departing from Hong Kong with his travel 
mates from other schools Experiencing a close-up with wildlife and nature

Our summer, their winter; Samuel 
with his travel mates picked up 
by the local study tour agent

Chatzkel (far left), Ken (middle), and 
Samuel (far right); proud and confident

Mixing with his teachers, his homestay family, and his new peers

Commuting to and from Bondi Beach

13



Aiming to polish their speaking skills, four of our students, Candy 
Fung Siu Mun, Keith Chung Sai Ho, Joyce Hui Yuk Ha, and Alex 
Wong Chun Hin joined the Broadcasting Workshop Series 2018-
19 that was co-organised by Teen Time Radio 3 of RTHK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during the second term of the 2018-19 academic 
year. The four brave souls challenged themselves in writing audio 
skits to remind the city of one of its long-forgotten local hidden 
gems – the shoeshiners, also known as cobblers. The team was 
selected to enter the next round of the competition with 9 others 
and with guidance, perseverance, and creativity, the team put 
together another heartening piece “Off the Radar” that earned them 
the top-three winning team titl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various 
on-site, in-house workshops,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 famous 
DJ, Ms Alyson Hau, the four lads acquired radio programme script-
writing skills, audio-enhancing and editing skills, and learned 
how their voices, intonation, diction, and articulation affect their 
conveyance, confidence, and emotions. 

As one of the three winners, the team was invited for an on-site 
recording and an interview that were broadcasted on Teen Time, 
Radio 3. For our students, the challenge was no joke but fun! 

PURSUING EXCELLENCE
Winner of the Broadcasting Workshop Series 2018-19, co-organised by Teen Time, Radio 3, RTHK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Joyce and Alex learning how to 
control their vocals from their 
tummies from Ms Alyson Hau

The taste of victory In-house workshop conducted by Ms Hau – 
Making a script more listener-friendly 

Meeting Ms Alyson Hau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top-10 finalists’ event

Record and broadcast like a Pro!

Listen to their final piece 
“Off the Radar” and learn 
about how smartphones 
have changed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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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A 2018-19 
Comic Strip Competition – Finalist: 
Mok Shu Wai, Sally
In January 2019, some of our S1 and S2 students submitted entries for the 
NESTA 2018-19 Comic Strip Competition orgranised by th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Association, co-sponsored by SCMP Young Post and 
Scholastic HK.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raise the public’s awareness 
towards building a harmonious school environment 
and supporting stressed teenagers while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use their creativity to produce 
comic strips in English.

One of our students, Mok Shu Wai, Sally, was honoured 
as one of the eight finalists of this Competition with 
her piece, “Toby and Angel”. The prize serves as 
encouragement not only for Sally, but also for the rest 
of the student body that creating award-winning English 
texts is not an unachievable task.

LEARNING ENGLISH THE FUN WAY!

History and English 
Cross-curricular Outing: 
The Helena May Heritage Tour
To actualize cross-curricular 
English learning, fifteen S5 
students visited one of the 
Dec la red  Monuments  o f 
Hong Kong – The Helena 
May, on 20th May 2019. The 
group enjoyed themselves 
in a rare private tour of the 
historical site in which native 
English-speaking volunteers 
explained the history and 
heritage values of the 103-year-old Grade II historic building. As part of 
the programme, the group was taught Western tea etiquettes and put 
the manners and English phrases learnt in practice while enjoying their 
delightful and delicious English afternoon tea.

A joint effort! With volunteers from The Helena May, Mr Poon Man Man,
 and Miss Janice Li

Be warned! How you should behave at
 the table…

Understanding our colonial heritage from 
native-speaking English volunteers

Every step counts! Don’t underestimate how much English you can 
learn to apply in creating a comic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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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偉傑同學
在這次活動中，擔任了舊曲新詞中歌唱的部分，但從同學

所製作的MV之中，明白到樓宇安全的重要，歌詞中將樓宇描

寫成人一般，讓我能感受到當我們忽視它的時候，清楚樓宇

若不維護修理所帶來的危害，因此引起我對樓宇安全的關注。

「你建造你天地，我卻被你拋棄，多少年間於天花之間滲出

悲和淚。」這幾句歌詞也正正描述了現時人們對樓宇安全缺

乏關注甚至忽視的情況，對於樓宇安全的認識也是非常貧乏。

很榮幸能獲得舊曲新詞的綜合金獎，這是對我們一個很

大的肯定，同時很感謝幫忙填詞和製作MV的同學和老師。期

望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接觸有關樓宇安全的訊息，並將樓宇安

全的訊息帶給更多的人，讓香港更多人了解和知道樓宇保養

的重要性。在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MV製作，當初製作MV

時不懂分配時間，導致MV差點交不到。幸好多得老師的提醒，

以及拍檔的幫忙，才順利剪輯到出來。

體藝成就

樓宇安全大使計劃
舊曲新詞比賽金獎

撰稿：4D楊凱喬

魏天健老師
今次的確是一個難得的經驗，能夠讓一

班同學參與由屋宇署舉辦的樓宇安全大使計

劃，他們的確獲益良多。在這個計劃中同學

能參加不同的工作坊，既讓他們能夠親身體

驗樓宇安全的重要性，亦讓他們於校內有機

會推廣樓宇安全的信息。此外，一班同學可

以去參觀錄音室的製作過程，並學習舊曲新

詞的創作技巧，真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課外活

動經驗。在是次舊曲新詞MV創作比賽中能夠

得到綜合金獎，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肯定，

增強他們的自信心！期望一班參與的同學能

夠將樓宇安全的訊息一直維持，並帶給身邊

的家人、同學和朋友，亦為建設美好校園提

供更多的寶貴意見。

本校師生出席頒獎典禮

本校師生接受森美及小儀訪問

本校師生跟森美及小儀於錄音室合照

獲獎同學接受傳媒訪問

本校學生2A陳淑婷、3A馮世華、4B胡嘉灝、4B趙善誼、

4C文莉鈞、4D付凱文及5A翁偉傑參加了由屋宇處舉辦的「樓

宇安全大使計劃舊曲新詞比賽」喜獲金獎，並於4月27日舉

行的「樓宇安全周2019開幕典禮」中接受頒獎。當日，趙

善誼同學和翁偉傑同學更獲邀與busking歌手 Judas Law一同

表演得獎歌曲。「商業電台」更邀請師生一同在《早霸王》

節目中接受著名DJ森美及小儀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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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基智學生在不同的運動比賽的成績愈見進步，當

中不得不提今夏於校際團體及個人劍擊比賽中獲得佳績的

梁昌澤、楊鎮年、黃東毅及高生生。他們在團體賽中取得

殿軍，其中梁昌澤更在個人賽中勇奪冠軍。

從陌生到熟悉劍擊
梁昌澤和楊鎮年在中一體藝招生時，機緣巧合下，由

學兄推薦而接觸劍擊。有趣的是他們都是在對劍擊沒有任

何認知下加入了劍擊學會，而在第一次練習時對打劍產生

興趣，便決定繼續練習劍擊。黃東毅卻是因為一生一體藝

的理念而選擇劍擊。另一位成員高生生就對與劍擊有著聯

繫的《星球大戰》十分著迷，而本校的體育老師得知他對

這齣電影有興趣，便邀請他加入劍擊學會。四子雖因不同

原因選擇劍擊，但冥冥中劍擊亦選擇了他們。

劍擊 = 靈敏、帥氣？
梁昌澤和楊鎮年都表示他們喜歡劍擊中的反應和靈敏

度，譬如遇到不同的對手時需要運用不同的打法和戰術。

黃東毅則是被現役運動員—陳志堅教練玩佩劍時帥氣的

神態所吸引。而高生生說，即使他在某場比賽輸了，結果

只有一分，但他享受自己努力辛苦練習而得來的那一分。

磨合成就團隊
當被問及他們團隊間如何磨合，楊鎮年回想當切以為

團隊賽上場時都是一對一的，所以他們一開始打團隊賽的

時候都想著各自打各自的。經過不同比賽及教練的提醒，

發現上場後並不是孤身一人，當隊友打了一手好劍時，其

餘的隊友都會大聲叫好；休息時會為對方遞上毛巾，無形

間為隊友在比賽中打了強心針；就算失分了也會大喊加油

為隊友打氣。在比賽過後，他們會一起討論這場比賽，哪

裡做的不夠好或需要改善。在不斷的比賽及檢討中，令彼

此關係更加緊密。

「練習是艱辛的，若不艱辛怎算練習！」
他們每個星期平均都會練習至少八個小時。剛開始接

觸劍擊時，長時間練習會令他們的肌肉翌日如撕裂般疼

痛。即使現在，練習完畢他們仍會感覺到肌肉酸痛。儘管

他們都覺得很辛苦，即使時時刻刻都萌生放棄的念頭，但

每當取得佳績，也是讓他們堅持挺下去的原因。

幸運還是實力？
在比分十四平手之前，梁昌澤跟對手的實力都是不相

上下的，據梁昌澤說：「在最後決勝負的那場比賽開始時，

其實我正在走神發呆，當對手向我出劍時，我下意識的後

退了，並且向對手出劍，最後刺中對手，得到了全場的冠

軍。」雖然看上去贏得不明不白的，但其實他的那些所謂

的下意識，就是他平時辛勤的練習而練出的肌肉記憶，所

以這也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而得來的冠軍。

豐收卻遺憾
原以為各隊員對團體賽獲得殿軍會感到興奮，令人意

外的是他們一點也不滿意今年的成績，全因去年的團體賽

他們已獲得季軍的佳績，而今年他們卻未能衛冕或取得更

好成績，再者今年有部分隊員是最後一年參賽，卻未能在

最後一次比賽畫上完美句號，令他們在豐收的一年中留下

遺憾。

堅持學業與劍擊雙軌發展
在學業繁忙的高中生涯，四位隊員只能減少課餘時間

去解決學業與練習劍擊的衝突。平時的練習會使隊員在翌

日上課的時候感到疲勞，沒辦法專心上課，他們只能夠利

用課後輔導，留堂溫書，讓自己跟得上班中其他同學的學

業進度，而且能讓自己有充足的練習時間。

全職？副業？
隊員們暫時沒有把劍擊當作日後主要事業的想法，他

們認為只會把劍擊當作副業，將來可能會當教練或裁判，

全因他們對將來的工作有其他目標。

劍擊四子 迸發光芒

勝利的一刻

本校體育科主任余美芳老師到場
替劍擊隊打氣

本校校長李淦章博士（右一）與男甲冠軍梁昌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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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林綺嫺
在過去一年我十分開心，可以再次代表基智排球隊出賽。過往多次與冠軍擦身而過，在我中

三那年，是我們首先踏足決賽的舞台，卻也只能飲恨亞軍。那一年，真的讓觀眾席上的支持者失

望。我們整頓心態，在中四那年，準備再次踏上冠軍賽的舞台，我們的目標十分清晰，可惜天意

弄人，我在四強的賽事中不慎受傷，這傷雖沒有導致骨折，但卻折斷了我站在賽場上的機會。那

一年非常遺憾，我不僅無緣排球的賽事，連沙灘排球四強的賽事也未能如願參與，最後，我們僅

得季軍和殿軍作結。

直至上一年，是與中六隊友合作比賽的最後一年，我答應與我夥拍的沙灘排球代表給她拿下

金色的獎牌。這一年我們的目標更為清晰，更加學會保護好自己，避免重蹈覆轍。

而上年的沙灘排球學界開始，我和海琪都在一局不失的情形下晉身決賽。面對傳統勁旅鄭裕

彤，我們都抱著學習，吸收經驗的態度，在賽事中都能保持放鬆的心態，在先取一局的優勢下，

我卻因天氣酷熱加上體能不足未能發揮應有的水準，給對手取回一局，最終須展開僅得15分的決

勝局。在比分9比0的落後劣勢下，我本心灰意冷，幸得海琪以及場外支持者的鼓勵，我們一分接

一分的追回，最後以刁時勝出，歷史性登上冠軍的寶座，這奇蹟般的獲勝猶如替

排球隊打下一支強心針，使我們對稍後舉行的室內排球比賽中，奪冠的決心更加

堅定。

在這一年的學界排球比賽，我們都能一直保持水準，在不失一局的情況下晉

身決賽。還記得決賽是在蒲崗村道體育館進行，那時正值學校的考試週，我們還

擔心沒有人會前來支持，怎料，比賽前已見觀眾席已被我校的支持者填滿。在比

賽中我們依靠的不僅隊友，更重要的是支持者。比賽開始我們憑著先入局的狀態

取得第一局，卻在第二局稍有鬆懈的情況下被對手扳回一局。在決勝局我們承受

沉重的壓力，最終在隊友們超水準的發揮及支

持者的鼓勵下，我們順利贏得冠軍，首次殺入

精英賽，獲得參加這項學界盛事的資格。

回想上一年，所幸的是沒有隊員受傷，所

幸的是各人心態堅定。對於我而言，排球陪伴

我達八年，排球令我改變了不少，感謝余美芳老師多年對我的

循循善誘，感謝學校對我們的培育，使我得以在排球學界上發

光發熱。期望來年的隊員能緊守基智傳統，將搏盡無悔的精神

延續落去。

本校女子沙灘排球隊於學界比賽屢獲佳績，成績斐然，其主力球員6D班林綺嫺同學

快將畢業，臨別依依，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此跟大家訴說一下她對沙排的「心中情」。

女子沙灘排球隊

林綺嫻（持盃者）與校長，體育科主任及隊員賽後合照發球英姿

林同學領取傑出
運動員獎狀

集中精神，應接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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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的話
洪妙華牧師

感謝主！基智中學與傳恩堂有著長久而良好的伙伴關係，大家同屬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一份子，以

教育和福音兩條腿走路的形式，達致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的使命！

基智中學與傳恩堂，前後經歷過三個階段：

1.堂校合作
1994-2004

得校方邀請，協助部份宗教事宜，如開學禮、結業禮、宗教周活動等。

2.教會植堂
2004-2010

蒙區會允准和學校支持，傳恩堂植堂校內。發展更深度的福音工作，並以學校為本堂的牧
區，盼望為主贏得青年心。

3.校牧事工
2010-至今

配合區會的校牧事工計劃，基智中學和傳恩堂參加區會於2010年舉行的第二屆校牧事工，
結合區、堂、校的資源和力量，得以發展學生、家長、學校教職員及宗教教育事工。

感謝上主的恩典，區會的信任及校方的支持，傳恩堂在未來的校牧事工上， 
仍需要靠主恩再走新的里程！

同工介紹

宗教信仰 認識植堂

新晉基智中學，活潑可愛、溫柔細心、
追求成長嘅鄺思恩宣教師。

陪咗基智同學兩年，

玉樹臨風、溫文爾雅、

鬼馬風趣、愛神愛人

嘅李少樂宣教師。

方基恩幹事 
係 傳 恩 堂 
大總管。

洪 牧 師
係 傳 恩
堂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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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暑期，很感恩我跟

一班充滿活力的同學，

一起行山、玩射擊、探訪露者等，

讓他們透過參與不同的群體活動，

從中去探索認識，學習相處，使個

人得到成長。更開心是他們還參加

一個福音營會而能聽聞福音，很有

意義。

李少樂宣教師

行山
參觀黑暗中對話

流水活動

射擊活動

探訪露宿者

福音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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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的主題為「守法耆俠」，為循理會德田耆樂會所提供義工服務，活動當天先以防罪話劇作開首，接著再

以問答環節向長者們帶出道路安全、滅罪防騙等守法意識。

參與學生感想

走入社區 服務社群
心想事成計劃 PROJECT WILL

今年是第二次參加心想事成計劃，

我由原本的義工變成了一個活動策劃

人，由開始籌備到完成整個計劃可以

說是好不容易。我們由選擇主題，然

後編排活動，接著是制作活動需要的

物資以及購買禮品等，當中我們遇到

不少困難，組員們經過不停的練習，

最後在活動當天順利完成任務，把滅

罪及道路安全知識帶給長者。在這次

活動中要感謝我們的呂老師、少年警

訊Chris姐、茵姐和 Ivy姐，如果沒有你

們的意見，活動不能順利進行。

4C楊綿彬

雖然曾遇到不少的困難，但

是靠着我們的堅持，抽時間來準

備和組員的合作，所有困難都

一一解決。當中雖然組員有不同

的意見，但是我認為沒有磨合，

事情就不會進步，我們商議過後

都能夠達成共識。雖然事前花費

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活動後看到

長者們燦爛的笑容又可以與他們

分享滅罪和交通道路的訊息，使

他們減少遇上意外情況，我認為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C梁泳儀

今次是我第二次參加「心

想事成」計劃，當中學到許多

新的知識。以是次活動為例，

我們的服務對象是長者，一開

始就覺得不知所措，但正因如

此，令我們這個團隊學會齊心

協力，共同發揮所有才能完成

活動。在過程中，我們需要從

多方面探討活動細節，即使要

付出更多的時間去完成活動，

但能夠為長者們提供滅罪的知

識，到最後還是值得的。

4D李耀恒

在服務之前，我對活動感到迷惘，因為我是第一

次參加Project WILL，甚麼事都感到新奇。但老師和

同學都幫助我去完成，同學們都十分踴躍參與，令我

也被他們感染。而在服務當中，長者十分積極參與，

每位同學都認真服務，期望透過活動向長者傳遞滅罪

訊息，避免意外發生；最後在服務之後，我頓時有無

窮的成功感，看到每位長者都滿足地離開，我才認為

自己所舉辦的活動真真正正的成功了。

4C周凱瑤本校呂若曦老師（後排左一）獲頒「傑出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
師」感謝狀，並於2019年5月4日到金鐘警察總部出席頒獎典禮

活動進行情況

參與活動的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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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便是參觀了八里垃圾焚化廠。

我從活動中可以見到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巨大的垃圾

量。我參觀了垃圾吊車控制室，設施供操作人員操縱

吊車進行垃圾的混

拌、堆疊及投料等

動作，以確保焚化

處理穩定。介紹垃

圾是否確實混拌，

對於焚化效果及污

染防制之關係。總

括而言，整個活動令我了解垃圾焚化廠的運作，及處理

家庭垃圾的方法。台灣當地居民的環保意識，他們會將

垃圾分類回收減少廢物量，而香港在這方面的環保意識

不足，有待加強。

5B房濟霖

經過這次的交流團後，我對台灣的了解

加深了很多。我從小就十分渴望能到台灣一

遊，這次的機會真是千載難逢和十分難忘。

能夠參觀當地的師範大學和銘傳大學也是

十分珍貴的機會，因為能讓自己考慮多一

個海外升學的途徑。雖然旅程的行程緊湊，

但是這將會是我在這所學校最後一年所留

下最美好的回憶。

5B李韋銳

整個旅程都是懷著期待的心情去參觀每個地方，當

中每天的行程都很滿意還很深刻，最印象深刻的是新科

學園探索館和八里垃圾焚化廠，因為我發現台灣人真的

很環保 !他們不但堅持分類垃圾20多年，在街上也是很
少看到垃圾箱，起初會覺得很不方便，不像香港幾步就

有一個垃圾箱，但是隨著幾天交流，也慢慢覺得自己跟

之前製造的垃圾好像少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台灣「垃圾

不落地」「強制分類計劃」政策是值得香港參考。而我

們去八里垃圾焚化廠，導遊很詳細跟我們介紹說明每日

的垃圾怎麼處理，整個過程我也覺得台灣人很聰明，因

為當中處理垃圾期間都會浪費一些能量，例如熱水管導

出的熱水，他們會用來做暖水

泳池，開放給外界人使用，還

有在廠裏有養魚，他們所排泄

的無用物質，他們通過過濾而

供給植物做為肥料用，務求不

浪費資源，實在令人佩服。

4C許佳茵

這四天台灣交流，實在十分難忘。我們

參觀了兩間台灣大學，他們的校舍很大，

設備齊全，亦設有不同的學系，讓我們在

升學方面又多一個考慮。最後，我們更去了

台灣的野柳地質公園，風景漂亮，有好多

奇怪的岩石地貌，這是在香港未曾看過的。

總結來說，這個旅程可以看到好多以往未

曾見過的東西，行程很豐富，感覺很開心。

5D李巧妍

在旅程中，我被台灣人的熱情打動了。

雖然導遊不是台灣人，但我亦能感受到台灣

人的熱情。例如我在店舖不斷試食，而不購

買產品，他們也不會不耐煩，反而繼續推銷

自己的產品，可見台灣人是十分熱情好客

的。在台灣這幾天，也許我的所見所聞只是

管窺蠡測而已，但是我相信只要是去過的人

都應該有很大的感觸。期望自己再有機會去

親臨台灣！

5D羅思豪

今次的台灣交流團中，令我最深刻印象的考察點是華

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那個地方的風格十分吸引，
非常的文青。此外，園區內也有多間餐廳、咖啡館、店舖、

藝廊等商業設施，讓我能夠體驗到當地的特色及文化等。

雖然沒有夜市那麼的熱鬧，但是那個地方給我有一種舒服

而又寧靜的感覺，令我對那個地方的印象十分深刻。

4A羅茵怡

本校為讓同學瞭解台北文化，於2019年6月29日至7月2日舉辦「台北四天生涯規劃、義工服務及環保考察之旅」，

行程豐富有意義，包括義工服務（探訪聖安娜之家）、參觀台北探索館、八里垃圾焚化廠、野柳地質公園、及大學升

學考察活動（探訪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師生獲益良多，滿載而歸。

學生感想

走出校園 放眼世界
生涯規劃 台灣之行

銘傳大學留影

參觀八里垃圾焚化廠

探訪銘傳大學

參觀聖安娜之家

參觀野柳地質公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園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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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呂若曦老師於2019年7月21至27日帶同五位中五級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19)，學生表現投入，獲益不淺。

學生感想

境外交流團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2019

這次交流團我的得著很多，令我最深刻的

是一群香港學生一起表演，我們只是用了不足

10小時便排好了一段唱跳表演，我第一次用

那麼少的時間排了這兩首歌，亦是第一次跟一

班毫不相識的人一起表演，即使每一天晚上都

要練習到11時，但我們仍然十分努力去練習，

希望可以帶給同學和老師一個難忘回憶。

除此之外，這個交流團不但認識更多中國

歷史文化，還認識了一班好同學、好老師和好

導遊，我相信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七天的交

流團完滿結束，但我們當中所得到的友誼是

永遠存在，我會記住這交流團的每一個面孔，

有緣我們會再見的。

5C伍凱藍

今次2019京港澳交流夏令營，令我獲益良多。

首先，加深了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發展的認識，行程中

我們參觀了頤和園、長城、天壇等。這些宏偉的建築，如果

說是現代建築，根本沒有絲毫違和感，光是長城的城門口都

已經充斥住我整個的眼簾。除此之外，我們還參觀了北京體

育大學 (BSU)，我作為校內運動員的一份子，十分慶幸有這個

機會參觀國內數一數二的體育大學，也令我明白到為什麼中

國的運動一直在進步。另外，這次交流團也為我們提供了和

澳門以及北京學生交流的機會，在與他們交流的過程十分愉

快，也加深了我對澳門和北京兩地的了解。

5B吳俊希

這次七天的交流團中，有六個晚上我都

需要跟室友和組員渡過，以為會毫無交集，

但原來最陌生的人也會成為你的傾訴對象，

最後得到的收穫卻是一份珍貴的友誼。而在

不同的行程裏，例如參觀頤和園、故宮等巧

奪天工的歷史建築都令人讚嘆。尤其是早上

七時多就到達的萬里長城最讓我印象深刻，

每當我流着汗水向上爬，就會想起長城是

古人有血有汗地親手建築而成的，心裡更

是崇敬。

5C馬佩雯

經過了這7日6夜的交流團，我到訪了許

多北京著名景點，包括紫禁城，遊覽了當時

的御花園，看到了古人的智慧，能在不運用

釘子的情況下，建造出如此輝煌的建築物。

我們亦前往了長城，從入口越過許多的烽火

台走到好漢坡。長城連綿不斷，看不見盡

頭，走上去過程真的很艱苦，但是能夠一登

長城，真的是一生難忘。除此之外，我的室

友們是來自不同地方，我們越過了溝通的障

礙，在7日之間成為了好朋友，大家互相交

流自己地方的文化，促進了我對北京及澳門

的認識。

5C黃宇桐

伍凱藍同學（前排左一）與組員排舞照片

馬佩雯同學（右四）與組員及導師合照

呂若曦老師（右一）與五位
參加同學合照

馬佩雯同學（右一）
與室友合照

黃宇桐同學與團員於頤和園前合照23



為加深同學對國家歷史文物的保

育與中華文化的承傳，並透過交流提

升學生的溝通、協作和研習能力，本

校於2019年6月29日至7月2日舉辦

「重慶歷史文化及經濟科技發展探索

之旅」，行程包括參觀重慶名勝，包

括洪崖洞、朝天門、重慶科技館、三

峽博物館及大足石刻博物館。

本校中一級全體學生於2019年7月3日參加教育局主辦

的「同根同心—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一

天遊，到深圳參觀工業展覽館及博物館，探訪創新科技企

業，認識深圳的創新科技企業規模、發展歷史和經濟發展，

大開師生眼界，超過130人出席。

重慶交流團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
發展探索之旅

參觀大足石刻博物館重慶博物館前

同學參觀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

同學參觀喜德盛創新科技企業 24



匆匆光陰飛過，轉眼六年，從懵懵懂懂的中一小豆丁，到離開

基智這大家庭，展翅高飛，去應付人生另一階段的挑戰，究竟他們

有何感想呢？又或有什麼心得可以提點一下各位師弟師妹呢？

這裡分別請來今年分別升讀中大、城大和浸大的畢業生跟同

學分享一下心中情。

回想這一年，在過去的短短幾個月時間經

歷了畢業、考公開試、成績放榜、大學放榜。

其中當然有開心，但更多的卻是對未來的迷

惘。幸好有老師為我指點迷津，有同學伴我共

同奮戰，我才能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進入中

大。從前我以為公開試是擋在學生面前的吃人

怪獸，但現在我更覺得公開試是一枚試金石，

每個人都能透過它找到屬於自己的路，人各有

志，但願不要辜負自己便已足夠。作為一個基

智人，我會沿著自己的路繼續努力，做個有用

的人。最後，希望各位師弟妹為自己、為基智、

為香港，加油！

崎嶇之路不易走，感謝基智中學老師的無私栽培，陪伴我越過考試

難關，踏上城大之路。

DSE作為人生一大挑戰，我在這段時間的煎熬，最痛苦的莫過於英文

太差而要地獄式日夜練習，這不僅是考驗知識的時間，更是考驗抗逆力

的過程，艱辛自然在所難免。或許有人會說：「好想瞓覺！」「聽日先

溫啦！」「玩一陣再溫」， 但這類常聽的口頭禪，往往成為了同學作為

逃避的藉口，從而限制了自身最大的潛力發揮，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其獨特的天賦，只有自己NEVER GIVE UP，才能戰勝一切。

雖恐懼，仍面對！雖辛苦，仍堅持！人生沒有挑戰，便失去作為人

生的意義。

結束了六年的中學生涯，我有幸入讀浸大體康，能夠一嘗大

學的精彩生活。

而我現在能夠入讀自己心儀的學系需要感謝基智六年來的教

育和栽培，除了幫助我增進知識外，亦提供不少機會讓我去接觸

新事物，例如：錄製短片、空童軍、劍擊、辯論等，亦讓我在各

個服務團體中擔任不同職位，例如：德公組、IT Prefect、學生會

等，令我找到有興趣的東西，決心向體育的方向發展。在日後可

能會遇到更多、更大的挑戰和困難，我希望自己能夠以積極、正

面的態度面對。

基智人 • 高飛

應屆畢業生蔡瑋聰

應屆畢業生張蘊伶

應屆畢業生林銘杰

應屆畢業生林銘杰同學

應屆畢業生蔡瑋聰同學（後排右二）參加中文大學迎新營

本年度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

應屆畢業生張蘊伶同學（第二排左三）參加浸會大學迎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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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每個人都必需經歷的過程。當中充滿挑戰的，充

滿着甜酸苦辣、喜怒哀樂。就如一棵大樹要繁枝滿葉，既要

得到溫暖充沛的陽光，亦同時要捱過風吹雨打，若它只孤獨

野外中迎風而立，相信很快便會倒下。人與大自然無異，特

別在青少年的階段，面對着未知、希望、挫折、迷惘，若能

與同伴攜手邁步，編織夢想的過程便不再感到孤單、疲乏。

同學們可能還在構想自己的夢想是什麼，亦可能在苦惱

心中的夢想究竟如何去實現，甚至害怕自己的夢想會受人嘲

笑。但請相信，擁有夢想，便是夢想的開始。編織夢想的過

程中，有同行者在旁，往往能加強你的信心、勇氣。其實同伴同行不只是同儕，老師、家長在青少年成長中也擔

當重要角色，我們也希望傳遞這個概念給家長，造福基智學子。

本學年基智設立了「KC Buddies同伴同行」這計劃，由開學禮播放的微電影「夢想學堂三之同伴同行」為頭炮，

並透過之後一連串活動，如班級活動、徵文比賽啟發同學思考何謂「好友」，既找好友，自己亦可成為別人的好

友，鼓勵同學與好友結伴同行。學校還特別度身訂製了一批「KC Buddies」公仔，希望在校園鼓勵同學互相支持，

並設有「KC Buddies選舉」，得到「最佳Buddy」的同學便會獲得KC Buddy公仔作獎品。首屆「KC Buddies同伴同

行」計劃的獲獎同學分別是3A班歐清漫同學和4B班蔡駿坤同學。

KC buddy 得獎者
4B班蔡駿坤同學

KC buddy 得獎者
3A班歐清漫同學

4B蔡駿坤同學
非常慶幸自己可以當

選到KC buddy，沒有大家

的支持我都不會當選，感

謝大家！希望大家在遇困

難的時候都有同伴同行，

走出低谷，邁向成功。同

時亦希望下屆的KC buddy

會比我更陽光更好，為基

智發光發亮。

3A歐清漫同學
很榮幸可以當選KC Buddy，

十分感謝學校及一眾同學的支

持。人生漫漫長路，能得到幾個

知己實屬難得。時光荏苒，歲

月不會停留，回首過往，一直

陪伴在身邊的人一定是你最好

的Buddy。再次感謝各位同學，

希望在漫長的歲月裡，你也可

以找到屬於自己的Buddies。

KC BUDDIES • 同伴同行

KC Buddies 公仔

何韻文副校長（中）與兩位得獎同學蔡駿坤（左）
和歐清漫（右）合照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