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針 5

行一己之力  修眾生之德
專訪東華三院籌募科總主任唐國忠校友

4A 龐藝     4C 叶依婷     4E 蕭穎琪     4E 王嘉欣

在2019年6月28日當天，我們很榮

幸可以和我們的校友-唐國忠先

生訪談。唐先生1986年畢業於黃

笏南中學中七理科，其後升讀香港

大學學士課程，主修化學。2000
年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傳理系碩士課

程，2007年取得香港大學佛學碩士

榮銜。畢業後，唐先生曾擔任兩年

教學工作，其後加入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TVB)宣傳科工作接近十年。因

工作關係，獲邀到保良局負責籌款

工作，十一年後轉職東華三院，出

任籌募總主任。因緣際遇，現獲委

任為黃笏南中學法團校董會校董，

與校監、校長和其他校董共同為母

校的發展出謀獻策，並為學校重建

籌款出力。

在訪問過程中，我們得知唐先生有

著各種人生閱歷。這些經歷，讓他

無論在學習、工作、家庭以及人際

關係方面，也有著深刻的體會。訪

談過後，我們從唐先生的身上學到

了許多對人生應有的態度，也更加

了解我們身處的社會。

訪問從唐先生那無拘無束的中學時

期開始。

記：記者

唐：唐國忠先生

記：中學時參加過哪些課外活動

呢？有哪些興趣？

唐：以前的中學生活相對現在的來

說，沒有那麼多姿多彩，現在出外

交流的機會增加了。在以前，我們

大部分時間參加在學校裡的課外活

動。而在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參加天文學會後的一次觀星活動。

當時的負責老師是林至謙老師。(

註) 林老師是一位對我影響非常深遠

的老師，當時他領著我們一群學生

前往石澳觀星，那是在學生生涯當

中很難得的一次經驗，因為平時我

們幾乎沒可能在野外露天觀星。還

記得我們當時在石澳過夜，在沙灘

上看完星星之後等日出。這看似很

浪漫，但其實天氣很濕很冷，人又

睏，所以這段記憶很深刻。不說大

家可能不知，有時候，老師帶學生

進行課外活動，也有不少壓力。不

過那時候大家都很乖，沒有亂跑。

與此同時，我們和老師的感情也增

進了不少，並藉此機會和老師分享

自己心底話，訴說自己的、家裡的

最近的問題等等。這些機會，不是

常常有的，這就是我難忘的課外活

動。

我最喜歡的運動是打排球，所以經

常在早會前、小息或是午餐時段打

排球去。只要鐘聲一響，我們就會

迫不及待地跑到操場打排球，所以

每次都是汗流浹背返回課室上課。

當時的我們都樂在其中，生活無拘

無束。

此外，我那時也參加過一些校外比

賽、聯校比賽等，都獲得過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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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以上就是我最難忘的幾件事

情。

記：可以分享一下讀中學、大學，

還有碩士課程期間，在學習方面

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唐：相信你也知道我在大學

本科原本是讀化學的，第一

個碩士學位則修讀傳理。而

讀第二個碩士課程的時候，我

選讀了佛學。

佛學聽上去像是很奇妙，很特別的

科目；而我選讀佛學，是因為覺得

自己太多煩惱，想透過靈修提升自

己。我一開始也研究過許多不同的

宗教，例如天主教、基督教等等，

我覺得這幾個宗教，都比較偏向讓

你信奉一個天主或神後你便會得

救，但我始終認為人需要憑藉自己

的努力，用自己的想法和見識來讓

自己成長。在我了解佛學後，發現

佛學的思想和我的想法十分脗合。

最初，我去佛堂和僧人聊天，聽經

文，慢慢地覺得受益匪淺，因此就

萌生修讀碩士課程的想法。不過後

來發現，原來讀書和生活是兩碼

事。但凡學習，同學們都會很自然

地重視成績，而我恰恰相反，不是

為了學歷而選讀佛學，而是希望透

過學習佛學，使自己在思維或修養

上有長進。還記得當時有一節講考

試事宜的課十分有趣，教授說我們

這個課程是需要考筆試的。那時候

全場起哄，大家十分緊張成績，一

致反對考試。但畢竟這是一門學

科，學生還是要遵守規矩應試，讓

自己和教授檢視自己的學習進展和

成果，所以考試最後還是進行了。

這件事既難忘又令我明白，有時候

在現實發生的，和你心中真正的期

望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但你還是

需要學會妥協。 

記：相信你讀書的時候也遇到過許

多困難，你是如何克服的呢？

唐：其實老師在當中也幫了我不少

忙。以前一般學生的家境不是太

好，當老師見到學生們很用心和勤

奮學習時，常會主動購買書籍供學

生閱讀。雖然數量未必能使每個人

都擁有一本書，但那時候大家會分

享，輪著看，整個校園也充滿學習

氣氛。而在學習時學到的知識對將

來也有很大影響。不過在以前，通

常都是學生自己去發掘自己的長處

和知識，現在，則有不少其他資源

幫助學生。所以，當時能找到自己

的前路，老師真的幫了我很多忙。

第二個印象深刻的，是會考後，一

心以為一定能原校升讀預科，怎會

想到考砸了呢？那時高中後仍有兩

年預科，預科學額比高中少很多。

會考放榜後，老師們會聚在一個課

室內收生，申請升讀預科的學生們

一個一個地進去面試。當時老師告

訴我，我的成績還差一點點，他

們要先評估其他同學的選擇和成績

後，才能決定我能否留下，著我在

房外等候。那十五分鐘雖然很短，

對我卻十分煎熬；況且當時家長都

不會陪伴學生等放榜，我孤單一

人，內心更忐忑不安。如果黃笏南

不取錄我，我就要即時跑去其他學

校找機會，與時間競賽。就在自己

十分惶恐不安之際，當初買書給我

們看的那位老師出來告訴我，他已

為我爭取了機會，我可以繼續升讀

黃笏南。那種喜悅到現在仍縈繞心

頭，對於老師的幫助深懷感恩。

記：升中學時，是怎樣知道黃笏南

中學的？

唐：當初只是抱著希望與小學同學

一起升讀同一所中學的念頭而選

擇了黃笏南，只想找個伴，父

母並沒有提供任何選校的意

見。黃笏南中學在當時原來

是間名校，更是東華三院第

一中學哩。

記：當初為何會選擇本地升學？

唐：其實是時間性的問題。那時到

外國讀書的機會很微，出國讀書的

經濟負擔很大，也要顧及家人，所

以當時學生的想法就是：如果家中

不是真的很富有，或是自己很有決

心的話，大家都會選擇留在本地升

學。我曾經計劃過到日本讀書，亦

辦好了手續，但家人則很擔心我沒

有足夠的生活費，而且家中也需要

我作經濟支柱，所以最終放棄了。

記：建基於自己的求學經歷，你有

什麼建議給同學參考？

唐：其實不論時間長短，我都建議

同學到外闖闖，又或是內地的例如

清華、北大。以前我們是「野孩

子」，父母工作忙碌，而且都從事

基層工作，沒有時間管子女。相對

來說，現在的小朋友似乎都被家長

保護慣了，我也接觸過一些小朋友

沒膽嘗試，所以我建議如果有機

會，值得同學到外地升學，訓練獨

立生活。我都認為每個人也有不足

之處。我經常跟自己說，退休後要

繼續升學，讓自己多些見識。

記：如果可以重回黃笏南，你會想

做什麼？

唐：我很喜歡教人，我亦有很多想

法，所以如果我重回校園，我想將

自己識的東西教給學生。

記：在學業及工作上，如何面對轉

變？

唐：以前讀書，就聽老師教導，將

老師教的和書本有的都背入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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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姊妹學校
北京市中關村中學

互訪交流
3E 李梓軒     4A 陳博聞     4C 馬霈鈴     4E 洪 銘     5E 葉朗青

2018年，我校與北京市中關村中學（中國科學院中關村中學）締結姊妹學校，以期透過學術交流、參觀活動、觀摩

分享，促進兩地師生的學術文化和情誼，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兩校師生分別在18年9月和19年

5月互訪。

北京市中關村中學建於1982年，座落中關村高科技園區核心區，擁有豐富的教育教學資源和良好的環境，有95班、

近4000名師生，治學嚴謹，教研文化合作創新。

初訪中關村中學   

首先是18年9月9日，梁志堅校長、葉妙玲副校長和我校

十位同學到了北京市。9月10日，也就是到達北京的第

二天，我們一行十二人到了中關村中學，正式展開訪問

行程。

在中關村中學楊亮副校長的帶領下，我們首先參觀了該

校的野生動物標本館和地理室。那裡放置了珍貴的標

本，如：大熊貓、雀鷹、鸚鵡、野兔、長頸鹿、黑斑牛

羚、豹、獅子、北極熊等。看到這些極為珍稀的標本，

加上楊副校長生動的講解，我校同學們都非常雀躍。然

後，我們又走到院士題詞廳。一幅幅院士題詞代表著老

一輩科學家對中關村中學和莘莘學子的祝福和期待。我

們也看到國家最高科技獎、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獎者的

題詞。他們的成就和事蹟，激勵着同學們奮發向上。

我們其後又參觀了周恩來勵志館，勵志館內展示了周總

理一生的事蹟。周總理除了為國家奉獻一生外，他的為

人也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從館內的圖片、解說文字和展

品，我們了解到周總理勤奮、好學、簡樸。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館藏是周總理與夫人鄧穎超女士結婚的資料。他

們沒有舉行儀式，只在朋友的見證下承諾：互敬、互

信、互學、互助、互愛、互讓、互勉、互諒。由此，也

可看到周總理公務以外的另一面。

參觀校園後，我們在操場和中關村中學全體同學一起參

加教師節的慶典。無論是教師家屬的訪問與分享，或是

學生代表的致謝，都反映了一眾同學對每天辛勤工作，

傳授知識和人生道理的教師的尊敬與愛戴。對於能夠在

這樣一個別具意義的日子裏與北京市中關村中學締結為

姊妹學校，我們都深感榮幸。

儀式完畢後，我們分組進入課室，與中關村中學的同學

們一起上課，彼此交流、分享經驗心得。那天，我們上

了化學課、歷史課和音樂課，而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莫

過於音樂課。中關村中學的音樂課與香港學生學習的分

別很大。那天，我們學習的是中國傳統民歌。

下午二時，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與北京市中關村中學締

結姊妹學校儀式正式開始。在中關村中學學校領導、學

生和我們此行十位學生的見證下，我校梁志堅校長和北

京市中關村中學蘇紓校長簽訂姊妹學校合約。兩所學校

雖然距離較遠，但是擁有相近的教育理念。我們同樣

注重體藝發展，在不同的比賽和活動中均取得優秀成

果；也注重推廣科普教育（如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

（STEM）教育），著力培養學生成為未來的棟樑。

是次的交流和簽約，拉近了京港兩地學生的距離。我深

信在未來的日子裏，兩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定必增

加，兩校學生之間的友誼也定必加深。 

李梓軒

京港兩地學生投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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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初來甫到的我們甚為詫異。每個

課室門的右方，有一塊電子顯示

屏，一方面給學生簽到，另一方面

則標示課室將要上的課。這讓我們

深深明白到內地的科技發展之快，

已滲透到學校的每個角落。

令我們感到新奇的，還有他們的選

修課。週一至週三，清華附中的學

生需要修讀三個一個半小時的選修

課。選修課劃分為三個範疇—體

育、音樂和學術，例如：攀岩、舞

蹈、音樂劇賞析、少數民族歌曲、

經濟、訊息課、生涯規劃等。這讓

學生可以了解更多不同範疇的知

識，發掘自己的專長，擴闊他們的

知識面。我們在跟隨學習夥伴前去

上選修課後，也感到受益匪淺，體

驗到不一樣的課堂。

交流過程中，讓我們最為期待的當

然是飯堂了。學生的午膳時間為一

小時二十分鐘，而住宿生也在飯堂

裏晚飯。清華附中的飯堂共有兩

層，售賣着不同類型的膳食。除了

有常見的粥粉麵飯外，還有鐵板

燒、漢堡包、熱狗等膳食，種類繁

多。一頓豐盛的午餐的平均價錢

約為十五元人民幣，相比香港每頓

飯也需約三、四十元，真的十分便

宜。飯堂裏更有售賣水果、鮮榨果

汁、珍珠奶茶及許多台式飲料的商

舖，這在香港的學校甚為罕見。

文化差異

在清華附中上了一連幾天的課，有

很多地方使我們感歎不已和意想不

到。

最使我們感歎的是他們的早會。早

上集會時，全校二、三千學生列隊

整齊地站在廣闊的運動場上，一

聲不響地聽著台上的老師和同學宣

佈。更震撼，更壯觀的是早上的跑

操。鐘聲一響，全校學生在操場上

整齊地站好，一聲號令，學生便一

列一列、依次序地跟隨早操音樂「

一二、一二」地跑步。跑完兩圈後

他們又站回原位，跟着廣播做早

操，然後才回課室上課。

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的數學和

中文課，比我們的深奧得多，例如

他們在高一教的數學課題，我們要

到中五才學。他們的地理科內容有

趣又多樣性。交流期間，我們上了

一課地理課，而當天教的內容竟是

天文學。最讓我們想不到的是，即

使他們實際上不用繁體字，但有些

學生會因為覺得字體好看而自行練

寫繁體字。他們也有時事評論的功

課，聽過幾個同學的匯報，原來他

們也像香港學生一樣，理性而開放

地思考、探究和討論。唯一讓我們

不太習慣的是他們的上課氣氛。香

港的課堂比較活潑，我們有時可自

由發言，較注重課堂上的互動，老

師有時候也像我們的朋友；但在國

內，老師講課時，學生就埋首抄筆

記，雖然也有答問的時候，但整個

課堂都很寧靜和嚴肅。

經過這幾天相處，我們發現清華附

中的學生有很多地方值得欣賞。他

們學習很勤奮，不怕辛苦，很自律

和守規。他們的學習時間比我們更

長，也有更多測驗和考試，但他們

只不過埋怨壓力大，卻依然會努力

學習，冷靜地面對。

名勝景點

除了在清華附中上課外，我們也參

觀了一些北京的景點、著名的餐

廳，也遊走過小食街和商場小店。

這些活動，除了讓我們可以盡情吃

喝玩樂，放鬆心情外，也使我們對

北京有更多的認識。我們吃過片皮

鴨，在呷哺呷哺吃美味的火鍋，吃

過小大董和小吊梨湯，又到了王府

井小吃街吃小食和買手信。王府井

小食街，有很多地道小食，如艾窩

窩、騾打滾和很奇特的烤蠍子。那

裡的衛生情況不錯，值得一去。內

地的生活指數比香港低得多，在學

校十五塊人民幣足夠支付午餐，五

十塊就夠在有名的餐廳晚飯，而這

在香港可是天方夜譚。

我們也到了天安門廣場、清華大

學、「鳥巢」和「水立方」參觀，

這些地方要親歷其境才會感受到那

壯觀宏偉。原來天安門、故宮等北

京一環地區的空氣是挺清新的，能

看見藍天，那天我們更幸運地看到

美麗的夕陽。此外，馬路上的行人

交通燈有時間顯示，這是很好的設

計。我們只是有點不太習慣車輛右

轉優先，感覺有點危險。我們也乘

過地鐵，除了安檢不便外，其他也

覺得不比香港差。我們最喜愛的是

王府井書店，那裡很大，有七層

高，書籍多而且比香港的便宜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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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

總結

這次交流團讓我們大開眼界，見識

了很多新事物。我們很榮幸有機會

在重點中學清華附屬中學上課，親

歷內地的學習文化；我們又有幸獲

升讀清華大學的香港學生為我們介

紹清華大學，又為我們的升學之路

給予建議。他們勸勉我們要開放地

接受新事物，才會有得着。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我們可以參

加交流團，必須感謝東華三院籌辦

和資助。我更要感謝領隊的楊老師

悉心照顧，讓我們認識北京。我們

亦要感謝清華附屬中學的同學。他

們很友善，又關心我們，他們的陪

伴使我們在清華附中過了一段愉

快的學習時間。此外，亦要感謝清

華大學同學在百忙中抽空帶我們參

觀。

陸思穎、周樂宜

..........................................................

不少人對中國式的教育可能依舊留

有「填鴨式教育」的刻板印象；然

而，事實並非如此。當我參與過

清華附中的交流後，他們的深入教

學、課程創新以及優良的校園風

氣，都讓我對內地的中學教育有全

新的認識。

在教學模式方面，清華附中有許多

不一樣的特點 —— 

首先，便是「溫故而知新」。以中

國歷史科為例：在清華附中，修讀

該科的中四級同學一方面需要從頭

學起，鞏固自己的已有知識；另一

方面，老師會就該段歷史講解一些

全新的知識點，讓同學對該段歷史

有更深刻的理解。眾所周知，商朝

和西周皆實行封建制，但是其中的

細節和分別，在初中時未必會學

到。在附中的課堂上，我第一次知

道了商朝的集權方式是將地方分為

「內服」和「外服」，「內服」由

中央直接管理，「外服」則僅僅是

賜給部落一個名號，故此導致了地

方管理不緊密，進而覆滅；相反，

周朝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樣

將土地交給諸侯打理，但同時對所

有王畿以外的土地殖民，使得文化

交融，而非僅僅征服，從而使中央

的權力加強，最終締造了一個偉大

的王朝。

其次，就是對「概念、邏輯、理

解」這三方面的重點教學。在清華

附中的課堂裏，我經常聽到老師不

斷向學生強調，概念一定要清晰，

才能掌握知識；同時我在課堂上也

真切的體會到這要求。以數學課為

例，他們的中四級課堂，我們幾個

中五級學生居然無一人能夠聽懂，

無他，只因為他們所學的是數學的

概念和邏輯。集合(set)，一個在香

港中學到中五才會教的數學概念，

他們在中四第一課便已經學習。諸

如子集(subset)、空集 (empty set)
等概念以及德摩根定律，我們都聽

得雲裡霧裡。直至我在後來的概率

學中學到這些概念，我才發現這些

平時香港學生不太重視的數學邏輯

概念有著極大用處，只有在它的幫

助下才能理解進階概率學。這例子

正正驗證了那句「概念清晰才能掌

握知識」。同時，他們也在學習一

個名為「命題」的單元，即為「判

斷真假」。這個單元指出了許多有

關邏輯的概念，例如「只要找到一

個反例，便可將x定性為假命題」

。我認為這類邏輯概念不僅僅是數

學概念，更是所有科學學科必備邏

輯，能啟發學生，並訓練他們的思























26 南針

廣西賀州 ─
一帶一路歷史文化交流團

4E 王嘉欣

賀州文化源遠流長，透過這次考察團，我們深入地瞭解了賀州的當地文化。

第一天，我們遊覽了客家圍屋和黃姚古鎮。客家圍屋和黃姚古鎮具有獨特的歷史

與文化價值，十分值得保留。親自參觀客家園屋和黃姚古鎮後，我們發現兩個

景區雖是旅遊景點，但原居民仍然維持當地的原始生態及文化，這正是經濟發展

與文化保育取得平衡。客家人在客家圍屋維持生活，而部分圍屋則開放為文化景

點，提高民眾的文化保育意識，可見在發展旅遊經濟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原生態

文化被好好保存。所以客家圍屋和黃姚古鎮可以在發展旅遊經濟的同時保育本地

文化，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現今一切講求現代化，要保留中國傳統文化，會面對不少挑

戰。現時年輕人很多都只顧玩電子遊戲，忽略了賀州傳統的文

化之美。但隨著賀州的村落開始引入新科技，例如微信支付、

支付寶等，與時並進的同時不忘宣揚傳統文化。

第三天，我們遊覽了瀟賀古道。瀟賀古道的文化得以好好保

留，因此在研究瀟賀古道時我們發現古道在古代對賀州發揮了

很大的作用。瀟賀古道的建立能夠節省運輸成本，吸引了大批

商人，令當地的經濟迅速發展。在多個民族交易的過程中，外

來人的文化亦與本地傳統文化融合共存，使瀟賀古道一帶的文

化更為多元化。同時，由

於經濟發展狀況良好，當地居民的生活素質都可提升，社會發展穩定繁榮，大大

改善民生。透過研究瀟賀古道，我們可以親身感受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如何為古代

經濟文化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因此瀟賀古道的文化可以一直保留至今。

參加考察團的第三天晚上，我們到訪了土瑤族的居住地。我們發現少數民族的

文化保留正面對嚴峻的考驗。瑤族至今只剩下大約5000人左右，在文化承傳上

有一定的困難，傳統習俗更有可能失傳。此外，瑤族的價值觀與漢人也有顯著不

同，例如漢人一向重男輕女，瑤族則反之。這些現象不止

出現在瑤族，其他少數民族也面對這種情況，令漢人較難以接受，亦難與少數民族融合。雖然

如此，但我們認為現時國內年輕人的思想逐漸開放，較容易接受不同的價值觀，只要多瞭解少

數民族，如瑤族，一定會發現其民族之美，被它深深吸引，令瑤族的傳統文化重新發光發亮。

現時的教育已經令民族融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例如我們這次參加賀州歷史文化考察團，瞭解

到瑤族的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少數民族和漢族會隨著時代融洽共處。

我在此感謝國民教育學會和帶隊老師在旅途中的帶領與照顧，令我們獲益良多。

與賀州學院師生作交流，並進行表演。

遊覽狀元村，獲益良多。

欣賞土瑤族篝火晚會表演，感受當地風土人情。

姑婆山國家公園的美景，讓我
們十分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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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上顯光輝
2018-19體育活動報告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一組別）於三月圓滿結束。於本屆賽事中，男女子田徑隊連續六年同時

在全港最高學界田徑水平的「學界田徑錦標賽（第一組別）」中作賽。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中

三級梁映雪同學於一百米跨欄奪得冠軍，亦成功帶領隊友奪得四百米接力季軍。獎項方面，共

奪得1項冠軍、5項季軍及1項殿軍，成績令人欣喜。此外，我校在不同的公開田徑比賽裡獲得

不少獎項。當中表現最突出的包括︰中五級鄺家愉同學於三月代表香港出戰「亞洲少年田徑錦

標賽」，以及梁映雪同學將於六月尾代表香港出戰「全國少年田徑錦標賽」。除了以上兩位同

學有卓越的成績，現時我校亦有兩名同學獲香港青年排名（中六級黎承恩同學︰400米跨欄排

名全港第9名、中六級江明行同學︰標槍排名全港第4名）。

再者，我校在不同的田徑比賽中也獲得不少獎項。於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共奪得2項第一

名及1項第二名；於愉園體育會全港少年田徑賽，共奪得1項第一名、2項第二名及1項第三名；

於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共奪得2項第一名及2項第三名；於全港南華學界田徑運動會奪得2項

第一名、4項第二名、1項第三名（女子丙組獲得團體第三名）。於九龍城田徑運動大會奪得12
項第一名、9項第二名及6項第三名，並打破兩項大會紀錄。

因強颱風關係，一年一度的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團體冠軍七連霸），取而代之為東華三院聯

校越野比賽。我校健兒仍然發揮水準，不負眾望，成功奪得團體冠軍，並獲得17面個人獎牌，

當中蘇見臻及邵紫甄同學，分別奪得男子初級組及女子初級組冠軍，成績令人鼓舞。

此外，我校亦在其他的越野賽表現優異。於中學校際越野賽（第二組別），男子丙組獲得團體

冠軍，而中二級蘇見臻同學及中五級黃冠衡同學分別奪得丙組及甲組亞軍；於中學校際越野賽

（第三組別），女子組獲得團體冠軍，全隊共奪得6面個人獎牌，中二級吳穎琛同學奪得丙組

亞軍，中四級周樂宜同學奪得乙組亞軍。於教育學院越野邀請賽，全隊共奪得4面個人獎牌；

越野路之王越野賽，全隊共奪得5面個人獎牌；於中學校際越野賽（第二組別），男子丙組獲

得團體冠軍，而蘇見臻及黃冠衡同學，分別奪得丙組及甲組亞軍；於中學校際越野賽（第三組

別），女子組獲得團體冠軍，全隊共奪得6面個人獎牌，當中吳穎琛、周樂宜同學，分別奪得

丙組冠軍及乙組亞軍。

除了在田徑場及越野場上得到驕人的成績外，我校在其他比賽項目也有傑出表現。本校於學界

乒乓球賽（第三組別），奪得男子甲組總冠軍的佳績。於學界足球比賽（第三組別），男子丙

組獲得亞軍。於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初賽及總決賽），女子乙組獲得季軍。於學界跳繩比

賽，獲得一項季軍及一項殿軍。於學界劍撃個人比賽，女子乙組獲得一項季軍。於中學校際游

泳賽（第三組別），男子丙組獲得團體冠軍，個人獎項方面，共奪得2項第一名、2項第三名及

3個項第四名；而女子組更奪得甲組殿軍、丙組亞軍及團體季軍，個人獎項方面，共奪得1項第

一名、7項第二名及1項第三名。當中陳映辰同學更被選為香學界埠際隊之一，於十月代表香港

參與游泳比賽。

最後，希望隊員於暑假努力練習，積極進行訓練，繼續在來年聯校及學界比賽中發放光芒，保

持黃笏南的優良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