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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VERYWHERE

OVERVIEW OF THE ENGLISH CORNER ACTIVITIES
Learning English well can open up many opportunities later in life.
Therefor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means to improve their spoken
English, we offer a number of English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such as English Speaking Days and English Week. However, these
are one-off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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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SS Debating Team

CYTSS Debating Team was formed in September
2015 and led by our NET teacher, Mr Paul. It
has been a year since the team was formed.
Here are the words from some of the Debating
Team members:

5A Ivy Leung Kit Yan
It is really fun to join this team because
you will learn a lot while debating with other
schools. Not just improving your English
vocabulary, you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also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debating.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joined
the debate, I felt very nervous when I faced
the audience. After a few debates, I was
not nervous anymore and I could deliver
the speech very fluently. It i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5A Christine Chung Ka Man
Being a member of the Debating Team
is one of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s in
my high school life. I didn't know how to
prepare for a debate competition and how a
debate competition is run until I joined the
competition with my teammates. Prepa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was tiring but happy.
While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I had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 And
when I finished my speech with the help of
Mr Paul, I felt very excited. After lots of practice,
thanks to Mr Paul, not only can I pronounce
well, but I also have improved my speaking
skills. Although we lost the competition, we
gained worthwhile experience.

5B Charles Law Kam Lam
As a member of the Debating Team, I have
benefited a great deal under the guidance
of Mr.Paul. He is the supervising teacher of
this team. Before I joined the Debate Team, I
knew nothing and was not confident to give
a public speech. Yet,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Mr Paul has trained me to become
a more confident debater in a competition.
Does he have magic power to help students?
No. It is because he is patient and helpful
and does as much as he can. To me, I have
improved a lot in public speaking. Through
Mr. Paul's encouragement, I have become
confident and not nervous while speaking.
Moreover, I have learnt a lot of vocabulary
and debating skills.

5A Karis Fung Kei Yee
Before I joined the English Debating
Team, I had no idea what an English debate
was like. For me, debating is a strange but
challenging activity. At first, I was totally at
a loss. Fortunately, teachers and teammates
often gave me some suggestions to help me
out. Now, I have learned how to prepare for
a debate. A definition of the topic is a major
step. It can affect the points that we are
going to put forward in the debate. I have
also learnt how to do research and choose
the right information to put in our speech.
I have learned lots of skills through English
debating.

The Debating Team highly recommends you join
us. No matter who you are, you are all welcome.
Join us and add color to your school life! Contact
Mr. Paul or your English teacher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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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Yee Ching (6B)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 Unlimited Space, Unlimited Fun
Although 19th April, 2016 is a day that may seem ordinary to others, it
was certainly a remarkable day on my calendar. It was the day of our
annual “Working Reality”, a fun-filled, exciting and memorable day for all
employers, employees and customers.
“Working Reality” is an educational and diversified experience which was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Students in Form 5
set up 20 companies, wi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Luckily, I was one of the
employers. Each company received HKD$400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To commence with, my groupmates and I prepared for the sale. We found
some low-cost materials for our products because the best business award
would go to a group which gained the most profits. All of our groupmates
agreed to produce accessories and desserts by ourselves.
From buying
materials to finishing the products, we spent the whole five days preparaing
for the event. All of us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ay.
“Oh my god! It’s broken,” my employees said. Some of the glass accessories
became disconnected. However, the sale was about to begin. Fortunately,
Gianca Yeung, my capable partner, borrowed all-purpose adhesive tape from
our school helper just in time. We pasted together our products immediately
and welcomed the waiting customers.
“How much?” “Wow! It’s pretty cool!” All of the customers went shopping
around the various stalls enthusiastically. Also, my employees promoted
our products to others zealously. I could clearly hear their voices ringing
through the hall and increasing the selling activity. Everyone,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smiles on their faces. It was such a festive day. Their
enthusiasm impressed! “Is it handmade?” “How awesome!” “Oh, I really admire
you guys! It’s so delicious and delicate.” Lots of people appreciated our
products. Therefore, all the products proved to be very popular and sold
out within an hour.
Finally, the overall champion award went to our group. The loud
applause from our supporters made the atmosphere really heartwarming, joyful and touching. “Working Reality” is the
harvest of what we had sown together. Not only did we
learn business skills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we
also had a profound experience in our schoo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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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獎項

得獎同學

1. 2015 / 2016 香港數學競賽初賽   
個人組三等獎 5A 徐嘉傑

2. 2016數學華夏盃初賽
中一級 三等獎 1A 黃宇洋
1A 吳曉琳
中二級 三等獎 2A 鄧凱文
中三級 二等獎 3C 冼傳傑

3. 2016 數學華夏盃晉級賽
中一級 三等獎 1A 吳曉琳

15/16年度數學科校外獎項

中三級 特等獎 3C 冼傳傑

4. 2016 數學華夏盃總決賽
中三級 二等獎 3C 冼傳傑

5. 2016數學港澳盃初賽
中二級 銀獎 2B 王瑋竣
中三級 銅獎 3C 冼傳傑
高中組 銀獎 4A 林梓俊
高中組 銅獎 5A 徐嘉傑

6. 2016數學港澳盃晉級賽
中三級 銀獎 3C 冼傳傑

7. 2016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中三級 二等獎 3C 冼傳傑

8. 2016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中四級 銀獎 4A 林梓俊
中四級 銅獎 4C 高

順

中三級 銅獎 3C 冼傳傑
中五、中六級 銅獎 5A 卓浩勤
中五、中六級 銅獎 5A 徐嘉傑

9. 第七屆胡兆熾中學Super24邀請賽
二等獎 1B 林毅信
三等獎 1A 黃宇洋
三等獎 2A 謝翱駿
三等獎 2C 胡浩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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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數學校隊同學分享
   自從參加了數次校外數學比賽之

的學習更艱深更有挑戰性。當中大部

後，例如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份的問題都不可用計算機，所以先要

的2016數學華夏杯初賽及晉級賽等

思考如何用一些特別的技巧去簡化整

等的比賽後，我真的獲益良多。因為

個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對數學的學

在比賽中我能見識到校外同輩對手的

習及解難的思維實在有很大的助益。

實力，他們可都十分厲害。有很多同

所以我十分建議同學能多參與課程外

學在數學的能力比我更強，每每在比

的數學比賽，這對提高對數學的學習

賽前的最後時刻仍可見他們在積極預

能力和興趣有極大的幫助。

備。

   這一年來我有幸能代表學校獲得

   在這些機會中我體驗到不一樣的

了一些數學比賽的獎項，如果再有機

天空，同時亦明白到自己的不足，例

會參加的話，我一定會投放更多時間

如解難的速度較慢等問題。

和努力去學習與練習，希望能得到更

   我認為奧數比賽實是十分有趣奇

好的成績。

妙的經歷，因為奧數較平常數學課中

4A 冼傳傑(35)

理科

揭示神秘的納米科技   

鄭中學生參加中文大學舉辦的暑期科學資優課程

在暑假中，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暑期課
程，揭開神秘的納米科技面紗。這個課程讓我們知道
納米科技在全球有很多不同的應用範疇，例如衣服，
毛巾，窗簾等。這個課程也有介紹很多和納米科技有
關的自然現象或高科技發明品，如蓮葉效應、壁虎效
應、納米碳顆粒等。下圖那個就是碳60巴克球，由60
個碳原子形成，有很多特別的物理及化學特性，很是
有趣。
當我踏入中文大學的實驗室時，那裡的設備大部

▲ 中文大學的實驗室                                

份是我從未見過及不能想像的！另外，課程所用的語
言是普通話，由台灣納米科技的專家來教導我我們，

   我上完這個課程後，知道納米是一個長度的單

也令我知道多國的語言能力在科學世界中與人溝通十

位，但比厘米還要少千萬倍。當人類能操作在這麼細

分有利。這課程真是令我難忘！

小的份子結構排序時，便能有神奇的應用！例如放一
4A 楊礎鴻

滴水在納米材料表面，水會形成一個水滴球，並不能
進入材料。這類塗層可低成本防水層。在大學講堂上
課的情況，也令我很難忘！在大學裏，你會很容易迷
路，因中文大學有超過二十棟大樓，你必須清楚自己
的上課地點。大學上課的氣氛非常良好，有專業的教
授授課，每個同學也認真投入，對科技發展有著期盼
和熱忱。
3A 符子傑

5

理科

2016年度鄭中同學參加科學
及科技比賽花絮及獲獎消息
參加第五屆陽帆之旅太陽能模型船
創作大賽的感想
   這是我首次需要接觸電路的課外活動。起
初，我有點擔心能否勝任這個活動。當我和
其他同學遇到不同的困難時，陳sir和技術員
Peter不但從旁協助我們，而且鼓勵我們要互相
溝通，從而解決困難。
   經過這次活動，我與其他同學建立了相當
深厚的友誼，也使我對模型船產生興趣，實令
我獲益良多！
2B 饒高華

幾位初中同學參加第五
屆陽帆之旅太陽能模型
船創作大賽，饒高華獲
初中個人雙體船競速賽
優異獎。

會
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
獲
時
同
，
”
膜
薄
光
藍
黃薑色素濾
科學校隊因研究項目“
展覽及比賽
組優異獎三個獎項。
中
高
賽
(IETHK)青年科技專才
大
新
創
技
科
年
意大獎，和青少
中學組第二名及傑出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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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2015-2016 中國語文科
「推理小說的閱讀與寫作」
徵文比賽
中二級題目：校園失竊記

冠軍 (15-16 2A 謝穎思)
   我受老師委託把家課送到教員室。回到
課室，空無一人。我的書包被扔到遠處的角
落，文具四散一地，一張染上血紅色的紙上
面寫的「死」字張牙舞爪般映入我的眼
簾。
   我愣住了，空氣彷彿凝結了一樣。我不
禁大叫：「哇！」心跳得厲害，而且感受到
空氣中彌漫我的恐懼。一會兒後，好友小
洸推門而進並問道：「發生了甚麼事？為甚
麼你的面色這麼凝重？」她關切的慰問就如
熱烘烘的暖爐，為我緩解了恐懼的寒意。
   不久，夥伴陸續返回課室，一一上前探問究竟。焦急的小剛追問：
「這兒是案發現場？你甚麼時候發現？還有其他發現嗎？」他一連串的
發問，令我回憶起踏進課室的情景，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下。小洸見我哭得
凄厲開不了口，便說：「小剛，冷靜點，別追問小言。我們先收拾地上物
品。」小美用和藹的口吻說：「對，讓小言休息一下吧！」小明和小彤不
約而同說好。
   收拾過後，我發現壁球社活動室的鑰匙不見了，便用沙啞的聲音說明
一切。小彤質疑：「偷走鑰匙有何目的？」小美回應：「這人一定與壁球
社有關！」小彤猜測說：「該不會是壁球社的人吧！」小明反駁：「怎會
呢？這豈不是籠裡雞作反？」此言一出，時間彷彿停止了，課室瞬間一片
靜謐。大家都沉思，默不作聲，課室只有風扇轉動的聲音。小洸提議：
「不如我們先找鑰匙，再查探是誰幹的好嗎？」大家一致贊成。
   東翻西找，大家仔細搜尋學校每一個角落，直至小洸找到一條鑰匙
才停下。我拿鑰匙仔細觀察，很可惜這條不是，我的鑰匙上有紅色的痕
跡。於是我們繼續尋找。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突然小洸喊道：「是否這
條？」小明疑惑地問：「你在哪裡找到？」「通往女廁的走廊。」小洸回
答。我十分感謝小洸，但感覺四周有種不對勁的氣氛。
   鑰匙找到了，但偷的人是誰？
   我們再次陷入推敲之中。過了不知多久，小彤打破悶局說：「首先，
小言是壁球社的主席，既然有人故意偷走壁球社活動室的鑰匙，又把課室

弄得一片狼藉，可見這人與小言有仇恨！」小明讚歎：「這個說法有道
理。說起來，鑰匙出現在通往女廁的走廊又怎樣解釋呢？」大家面面相
覷。小美接著分析：「這人是女生？抑或故意放在那裡擾亂視線？」大家
紛紛發表猜測。忽然，小剛激動地說：「不！各位，事有蹺蹊！這一切根
本是小洸做的！她⋯⋯」我連忙反駁：「沒有可能是小洸﹗她是我的好朋
友！」我渾身怒氣。
   「你們都聽我說﹗為何她最早出現在小言眼前？為何兩條鑰匙都是她最
先找到？為何她提議收拾東西而不先查探？為何她只離開一會兒便能從六
樓下到達一樓？時間根本不夠。小洸，你懂法術嗎？」一連串的問題令小
剛的推測變得毫無破綻。我的心在吶喊：絕對不是小洸﹗小洸目瞪口呆，
她像被看透了一切。小明焦急地說：「小洸，你快跟大家解釋，不是你做
的。」但小洸沈默不語。「快說小洸！」「真是你嗎？」「小洸，我相信
你﹗」⋯⋯大家七嘴八舌。
   我也急不及待想知真相，心頭像被一塊大石壓般難受。「小洸，是
你⋯⋯」「對！是我計劃的。」這是小洸的聲音。「騙人！」這簡直不可
思議。「小言，你別再裝好人！要不是你在教練面前裝模作樣，論球技，
我又怎會不是壁球社主席！你還對我說甚麼要參加雙人賽，但轉頭卻與另
一位隊員報名參加。騙人的是你！」
   我的心被割開了﹗我的心破碎了﹗我的心粉碎了﹗我在恨自己為甚麼粗心
大意傷害了最好的朋友！
   小洸，對不起！

亞軍 (15-16 2A 李嘉豪)

   胖權，留級生，操行惡劣，去年我借給他二十元至今未還，每次要交班
會費，他也會粗聲叫喊，脾氣暴躁。這人賊眉鼠眼，兩眼金光光的。我和黎
子見他在窗外匆忙走過，黎子走上前攔截，斷然說：「你拿了文靜甚麼，現
在歸還就姑且原諒你。」「你在說甚麼？我要補課，麻煩讓路﹗」胖權不耐
煩的邊行邊應道。黎子皺了皺眉，走回來。「是胖權，他剛才以補課故作逃
避。」我們鎖定了他。
但是，這星期要考試，我要確保中文成績，對付顧倩，為免分心，先把
這事擱著。
   顧倩是極品完美資優生，每科成績都是名列前茅，氣場很重。她一直希
望中文科成績超越我。雖說我有如秘笈的筆記—寫有一般同學沒有注意的課
文重點，以及我從課外書本摘錄的內容，但我仍須複習得更熟透，才能確保
萬無一失。
   只是每每想到手機就揪心。
亢奮而壓抑的複雜心情維持了四天。
考試過後的夜晚，我好像夢到自己成功向胖權要回手機。但轉眼，我看
到手機安躺在桌子的角落。奇怪﹗為甚麼會看不見？白白找了這麼多天。轉
瞬，我卻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原來在作夢。
到了早上，出乎意料地手機尋獲了。顧倩跟我說她拿錯我的外套。對
啊，我的手機一直在外套裡。高興的同時，我脫下身上的外套，與顧倩交
換。原來幾天縈繞著我的怪味來自顧倩的外套。穿上自己的外套，氣味清
雅。我欣悅道謝。
七月，大家都在禮堂綵排活動時，我回到教室，打算從顧倩的書包拿
取活動的稿子。在書包內整齊有序的書本中，我發現了她的日記。我和幾
個同學曾看過她的日記，寫得細緻精彩。我小心取出，這是第二次了。我
緊張地翻看著⋯⋯前幾天的早會內容她竟記下了一大半⋯⋯接著翻看⋯⋯
我突然注意到字海裡：三月二日「我取了文靜的秘密筆記，考試後還給
她。」
忽然想起，手機丟失的前一天：在地鐵裡，我得意洋洋地拿著手機對黎
子說：「嘻嘻﹗我的秘密筆記都在手機裡。來，給你養養眼，到時候要請我
喝飲料報答我哦！」當時顧倩坐在對面座位看書。
我立即合上她的日記，堆上一臉笑容，返回禮堂綵排。
顧倩⋯⋯
   我想了很久⋯⋯

   手機丟了。我翻了衣袋、褲袋，翻了
書包、抽屜。手機真的丟了！我不知所措，
心裡直如打鼓似的咚咚亂響。我走到黎子
身邊，湊近低聲說：「阿黎，我的手機不見
了！」黎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亦是班會主
席，為人活潑，人緣好，在我眼中她無所不
能。因為校規列明禁止攜帶手提電話上學，
所以不能向老師求救。我需要她的幫忙。
一番交談後，她像偵探般接下了這宗
案件。她以嚴肅正經的口吻說道：「事發細
節，盡說。」「衣袋不沉了，心沉了，世界黑暗了⋯⋯周圍一股怪味縈繞。
」我說了一堆廢話。她又一臉正經地說：「我們需要確立範圍。」我說我是
在學校丟失的。於是我們開始搜查。梯級、樓層、操場、廁所，有可能的地
方全都找過了，沒發現。「要是丟落在這些地方，也該早被壞學生撿走，或
者被老師、校工發現。」黎子說。頓時，我的心跳變得更急更亂。我壓下嗓
子喊道：「不行！我不要被記缺點！」
直至放學，老師沒有動靜，那就應該沒有落入校方手裡了。我忽然莫名
其妙地疑惑了，迷糊間感到線索錯了。我今天好像沒有帶手機。
回到家裡，櫃子裏、抽屜裏、桌上、床上的東西都攤在地上，還是找
不到手機。忽然，我想起今早上學途中用微信跟黎子說過早安。記憶斷斷
續續浮現，令我不禁慨歎自己的記憶如金魚。手機一直隨身，掉了的話，
落地肯定有聲。究竟丟在哪裏？我又想起上學時途經的商場、地鐵、街
道。
第二天，放學後，我和黎子到地鐵服務站詢問，商場服務站也去了，沒
有發現，迫於無奈，冒冒失失地走進警察局，仍然沒發現。
第三天，小息時，同學成群談天作樂，時而歡笑，時而叫囂，氣氛好不
熱鬧。我眨了眨眼，忽爾，那些嬉皮笑臉突然變了，變得陰森，像拿了我的
手機而掩飾得天衣無縫似的。小息後的課堂，坐在我前面的家明轉過頭來拿
了我的筆。第六感告訴我—是他。這人整日不問自取，調皮本性難移，可能
想捉弄我。但轉頭一想，我釋解了懷疑，因為我跟他同班兩年，我瞭解他。
我告訴黎子新的線索。她很快就斷定是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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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15-16 3A 張曉琳)

死地抓我的書和手機，靠手機所發出的微弱光線，我加快了
步伐。到了門前，我吸了一口氣，鼓起力氣推開那道沉重的門，
之後再放慢步伐輕輕前進。我嗅氣味一直前進，直至我看到在
實驗室最後的桌上放一個像是模型的東西，我立定決心，悄悄
靠了過去，才發現那並不是甚麼人體模型，而是一具已腐蝕的屍
體！看這白骨顯現，血肉模糊，還有些昆蟲圍繞的屍體，我
不禁反胃了。在那不堪入目的屍體上，竟有黃老師每天都戴
的耳環！我雙腿發軟，心裡吃驚：「難道就是黃老師？但他今天
早上還在教書，為甚麼現在會變成這樣呢？」我頓時明白了，
今早的黃老師是假冒的！就在我沉思之際，我聽到從走廊傳來的
陣陣腳步聲，令人毛骨悚然的腳步聲。突然，門被打開了，雖然
周邊的環境非常陰暗，但我清楚看見那男人就是黃老師！我的心
像被暴風雪吹襲，不停地發抖，看見黃老師沒有了平常的溫暖，
眼中只有冰冷，我的手抖得愈來愈厲害，一不小心把手機和書掉
到地上⋯⋯他當然發現了，他表現得十分冷靜，不動聲色地觀察
四周，我十分害怕，不停地想找機會逃跑，雙腿也自動地作出生
理反應。我慢慢移動，在我終於到達門口的時候，被冷冷的叫住
了，想必我頭頂上不停冒出一顆顆冷汗。我不自覺地舉起雙手，
慢慢地把頭轉過去，就知道他認出我了，但他仍然掛冷冰冰的
神情，還舉起自己的手槍指向我。我心裏吃驚道：「現在真是如
書上所說一個殺手不像殺手嗎？太荒謬了！怎麼辦？」他沒有放
過我的意思，他解除了手槍的保險扣，「砰！」一顆子彈就飛到
面前，我心裏不停地說：「我只有十四歲，還不想死呀！我還
沒有做⋯⋯」不過就在這一刻，我腦海突然閃過一個疑問，那耳
環呢？我潛意識地一扭頭避開了子彈，再向黃老師的耳朵一看，
但發現根本沒有甚麼耳環！我的思路變得非常混亂：「為甚麼會
有兩個一樣的人？平常黃老師每天都戴的耳環，今天為甚麼不
戴？」「碰！」一個攻擊再次妨礙我的思路，看黃老師冷酷無
情的模樣不停地攻擊，我膽顫心驚。「難道是雙生兒？」我腦海
中出現了一個疑問，不過我很快就否定了這個想法。因為如果眼
前這個黃老師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為甚麼他完全沒有發出過聲
音，只是不停地攻擊呢，而且他的動作像機械人一樣僵硬。為甚
麼呢？正當我十分困惱之際，「黃老師」已經站在我對面，我
聽到一把奇怪的聲音：「目標已確認⋯⋯」我的思路像被人打通
了一樣，頓時解開了心中全部的疑問。真相只有一個，我眼前的
「黃老師」是複製人！眼看他逐漸迫近，我甚麼都不管了，一
腳踢開了他的左腳，看他的左腳被我這麼輕易就踢斷了，而且
身軀轟然倒地，這證實了我的想法。不過那「黃老師」重新站起
來，傳出殺氣騰騰的聲音：「想破壞我的機械人！沒那麼容易！
既然給你發現了，沒辦法，你就要——死！」他緩緩迫近，最後
我聽到「砰」的一聲⋯⋯
   我睜開眼，看那雪白的天花板，抱《殺手世界》，霎時
感到無奈⋯⋯

   「鈴⋯⋯」我被那嘈吵的聲音終止了美夢。我看了看時間便
按停了鬧鐘。然後，我打了一個大哈欠，依依不捨地起床。這個
時候我才回過神來：「糟了！我要遲到了!」我全身上下像被甚麼
控制了似的，我用比平常快十倍的速度，換校服、梳洗、吃早餐
⋯⋯但作為推理小說迷的我，當然不會忘記拿我最愛的小說——
《殺手世界》！
   不到十分鐘，我已經趕在鐘聲響起之前到達學校，我懷著驕
傲得意的心情，一蹦一跳地返回教室準備上課。當我經過陰風陣
陣的三樓時，我嗅到從那荒廢的實驗室傳來一陣陣奇怪的氣味，
那種氣味，又像血，又像榴槤。我覺得十分奇怪，因為三樓其實
是被校方荒廢的樓層，按道理應該不會有人在裏面做實驗吧⋯⋯
可惜，時間不容許我再發呆了，鐘聲響起，所以我也不以為然地
跑回教室準備上我最喜歡的中文課。
   可能你們會問，為甚麼我會喜歡上沉悶的中文課呢，那是因
為我的中文老師黃老師。黃老師總是面帶笑容，一身悠閒又不失
端莊的衣著，戴著一副眼鏡和一雙十分奇怪的十字架耳環，看起
來非常親切，而且他為人幽默，教學態度認真，為死氣沉沉的中
文課帶來了不少的歡樂，深得同學的尊重和愛戴。
   但是，今天他進來時戴口罩，雖然依舊都是穿著那身服
裝，且從他的眼睛能看出他是面帶笑意的，可是我好像看見他的
眼中有一絲殺氣，一時之間我竟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不過，我也
不對此多想。上課的時候，他一如既往用那吵啞的聲音來教導我
們，也不時和我們討論人生哲理，兩節充滿快樂氣氛的中文課，
很快就過去了。雖然他如平常一樣，沒有異樣，但我卻有一種奇
怪的感覺。由於我今早還未吃飽，為了安慰生氣受傷的肚子，所
以我便去買東西吃，慢慢地就忘記了這件事，可能我的好奇心被
肚子消化了吧！
   今天不知道為甚麼時間過得特別快，不到四點鐘，我已經回
到家中，坐在書桌上專心地玩電腦遊戲。不知不覺，我聽到媽媽
的叫喚：「吃飯了！」我才知道已經到了晚飯時份。我如行屍走
肉般走到飯桌前，突然記起我最愛的《殺手世界》——竟然落在
教室了！我連忙向媽媽交代一下，就跑回學校。
   不到十分鐘，我已經回到學校了，幸好學校的大門還未關
上，我跑到校工宿舍借了一條教室的鑰匙，又跑到教室拿我的
書。看到它完好無缺，我的心情放鬆了不少。正當我要離開之
際，我又嗅到從那實驗室傳來的奇怪氣味。這次我的好奇心終於
戰勝了其他因素，我既害怕又興奮地，慢慢走到三樓。就在這時
候，我看見黃老師從那實驗室走出來，看見他，我十分驚訝，因
為那個實驗室連科學科的老師也進不去，一位教中文的老師到那
裏做甚麼呢？我的好奇心再次燃燒起來，我下定了決心，緩緩向
前進發。在這黑暗的走廊行走，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所以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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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15-16 3A 黎子韻)

   我們飛快地跑上通往天台的台階。天台的正門口有兩個
人守著，我們慢慢走近他們，啊——竟然是陳同學和何同
學！他們手上拿著武器。雖然在漆黑中看不見他們拿著什
麼，但要拯救星凜就必須要打敗他們才能前進，那時的我太
衝動了，心 裏只想著「打」這個字。幸好「烏黑」及時阻
止我，要不然我肯定死在他們的手上。她冷靜地跟我說：
「我們無論哪一方面都敵不過他們，不如直接投降吧！」我
聽到後大吃一驚地說：「你瘋了吧！如今都走到這個地步，
哪能輕易放棄？」她聽到後用手指頭彈了我的額頭一下，
說：「有時候暴力解決不了問題，多用你的腦袋吧！」聽完
她所發表的「偉言」後，我只好跟隨她的意思去做，結果被
人毫不費力便捉拿了。
   踏進天台，進入我眼簾的情景是有人正在用刀威脅著星
凜。雖然在漆黑的天台看不到那人真正的樣貌，但從她的語
氣和行動我判斷⋯⋯難道是魚蛋三姊妹？那個身型龐大的一
定是「陶蛋」了。「終於都來到這個時刻了！」陶蛋不懷
好意地看著我們。「你想幹什麼？為什麼要把我困在廁所
裏？」我大聲喝叱他們。「你問問你的好朋友做了什麼好
事。她把我剛買的咖喱魚蛋倒了在地上，還踏在上面，這個
行為不但侮辱了魚蛋，還侮辱了我！」她用鋒利的刀托起了
我的臉，用仇恨的眼神看著我。突然「鳥黑」解困了，她一
腳把陶蛋掃倒，然後更使出必殺技，一秒之內把他打垮。這
次「陶蛋」真的變做「逃蛋」了。
   翌日，我們把事情都告訴老師。當我想向「烏黑」道謝
的時候，找遍整間學校也不見她的蹤影。奇怪的是我的手上
有一條烏黑的秀髮⋯⋯

   「滴答滴答⋯⋯」
   水龍頭滴水的聲音把我喚醒，當我張開眼睛的時候，我
發現自己身處女廁的廁格內，從頭髮到鞋子全部都濕透了。
我的雙手被綑綁，全身動彈不得，好像躺在醫院裏的植物
人一樣。到底是誰這麼狠心作的惡作劇？我要把她找出來！
   當 我 想 用 腳 大 力 把 門 踢 開 的 時 候 ， 才 發 現 門 被 掃 帚
頂著了。於是我竭力大喊：「有人嗎？救命啊！」我大
喊了好幾次也沒有人回應，正當我在絕望之際，突然，
門被打開了，有一位女生把我從漆黑中拯救出來。「你
是誰？」我疑惑地問。那位有烏黑長髮的女子回答
我：「你現在不需要知道我是誰，但有一件事你更需要
知道的。」她身手敏捷地把我身上的繩子解開後，便
告訴我：「你的好朋友快要被殺死了！」聽到這一句
話時，我頓時感到害怕。「難道是星凜嗎？她做錯了什
麼？！」我的聲音開始顫抖。「到學校的天台就自然知道事
情的真相！快上去吧！」她拖我的手跑起來。
   當我們到達三樓的時候，發現樓梯上佈滿了咖喱魚蛋的
竹籤， 難 道 這 些 都 是犯 人 留 下 的 嗎 ？ 當 我 想 把 竹 籤拿起來
的時候 ， 「 烏 黑 」 阻止 了 我 ， 「 不 要 亂 碰 ！ 這 些 竹籤有毒
的！」她捉緊我的手，我卻不相信她，想再去拿那些竹籤。
「咯！」突然天花板上發出了聲音，我抬頭一看，發現天花
板上有數百枝咖喱魚蛋的竹籤正在搖搖欲墜。「是要對付我
嗎？」我用疑惑的眼神看著她。「少說廢話了，快走吧！」
她一臉嫌棄的樣子。

季軍 (15-16 3A 楊若彤)
   第二天小息時，美欣不見了，我們四處去找她，結果在
音樂室找到她。她正在彈鋼琴，但美欣以前根本不懂得彈鋼
琴，怎可能短短兩星期就學懂彈鋼琴，還彈得這麼流暢。我
們對「美欣」感到愈來愈陌生，與她之間總有一種隔膜，所
以我們決定去問「美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衝進音樂室，「美欣」也停止了彈琴。她問：「你
們找我有事嗎？」我吞吞吐吐地說：「你......你......究竟是不
是美欣？我們認識的美欣根本不懂得彈鋼琴，對我們也很熱
情，在這兩個星期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好像變成了
另一個人，你究竟是不是美欣？」
   美欣低下頭，小聲地回答：「我......我其實不是美欣，我
是她的孖生妹妹美珊。美欣的確在兩星期前因車禍不幸去世
了，但姐姐不想你們傷心難過，在去世前請求我來學校扮作
她，與你們一起生活。姐姐不想你們為了她而難過，所以我
才來到學校與你們一起。欺騙了你們，十分對不起。」我們
聽後，淚流滿面，原來美欣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大家都十分
感動，更對她的離世感到十分惋惜。
   美欣雖然離世了，但我們不會辜負她，我們會繼續努
力，不會忘記她對我們的好。這件事結束後，我們回復到以
前的生活模式，也與美珊成了好朋友，大家一起愉快地繼續
校園生活。
   美欣，感謝你，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會銘記於
心。

   兩個星期前，我突然聽到美欣同學因車禍離世的消息，
班上的同學都非常震驚，也對這件事感到十分傷感，大家都
希望這個消息是假的。
   過了幾天，美欣突然出現，我們都目瞪口呆，大家都在
想一定是眼花了！
   當美欣踏入課室時，我們十分驚訝，全都衝到她面前，
問她：「你怎麼了？車禍的傷勢還好嗎？我們還以為你去世
了，幸好你能平安回來！」但美欣的樣子十分呆滯，如不認
識我們似的。我們看到她平安歸來，十分高興，也沒有留意
有什麼不合理及不妥的地方。我們也依舊一起上課及遊玩。
   美欣回來了，大家都快樂起來，大家終於可以團聚。於
是，我們邀美欣放學一起吃下午茶，美欣有點驚訝，但也小
聲地答應了。
   放學後，我們牽著手一起去吃下午茶。走著走著，美欣
卻鬆開了我的手，獨自躲到一旁去，感覺像不認識我們，十
分陌生。當時我們以為她只是剛回學校不太適應而已。我們
到達餐廳後，大家都紛紛點餐，我問美欣:「你想吃什麼呢？
以前你 最 愛 吃 這 裡 的草 莓 窩 夫 ， 你 也 是 點 這 個 吧 ？」美欣
答：「我不吃草莓的，草莓很酸，我並不喜歡吃。我點一個
芝士蛋糕就好了。」大家聽到後，都覺得十分奇怪，草莓是
美欣的最愛，為何現在卻不喜歡吃呢？大家愈想便愈覺得奇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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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

第十一屆傳媒初體驗─「我最喜愛的報刊」大獎
本校中四級通識科學生馮卓盈、黃詩
慧、陳子淇、林雅汶參加由香港電台主辦
的第十一屆傳媒初體驗，透過自行採訪、
撰稿、排版製作精美而富有深度的報刊頭
版，並在是次比賽中由公眾票選勇奪「我
最喜愛的報刊」大獎。現輯錄作品的內
容，和讀者一同分享。

廢物回收莫等待

青山綠水永常在

   本港固體廢物持續增加，我們將面對「垃圾圍城」的威

   本港每日有1.3萬噸廢物棄置於堆填區，當中9,000噸或

脅。有見及此，香港電台主辦的「第十一屆傳媒初體驗」便

67%是都市固體廢

以「天人合一」為主題，進行了一連串活動，透過星級嘉賓

及工業廢物，

講座向與會者指出了現時本港的減廢難題，並提倡環保的

減。陳宥在

女士指出「香港

「綠色生活」，希望藉此實提高大眾的環保意識。

現時每一天

每一個人都會棄

置1.36斤的

垃圾，每年差不

多棄置了500

公斤，相當於一

記者 林雅汶 陳子淇

本港廢物棄置量驚人

隻北極熊的重

物，包括家居、商業
而且數量有增無

量。」反映了現時

   「第十一屆傳媒初體驗」今年以「天人合一」為主題，

香港垃圾棄置問題

於4月舉行了兩場講座，以帶出環保訊息。講座中分別邀請

黃錦星先生補充，香港目前廢物處理主要依賴堆填，但非長

了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聖雅各福群會市場推廣經理陳宥

治久安之策「例如新界東南堆填區的面積有100公頃，操作

在女士、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黃煥忠教授、環保觸覺項目經

了18年，而預計的飽和年份在2015年左右，香港急需為妥

理何嘉寶小姐等多名重量級嘉賓出席。

善處理廢物做好準備」。

10

的嚴重性。環境局局長

通識科

七類可回收塑膠製品
編號

應用例子

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

盛水、汽水或果
汁等飲品我膠瓶
（呈透明）

高密度聚乙烯

膠袋、即棄膠杯
盛牛奶的膠瓶
（呈不透明）

聚氯乙烯

大廈水管

聚乙烯

保鮮紙

PET

HDPE

PVC

LDPE

可受熱
PP

聚丙烯

聚苯乙烯
PS

其他類
OTHER

外賣飯盒、
膠碟、
微波爐餐盒

乳酪杯、
發泡膠飯盒、
即棄膠杯

水瓶、可擠壓的
沙律醬瓶、
嬰兒奶瓶

活動詳情可瀏覽：http://mediaed.etvonline.hk/Environment/index.html#detail

生活有「7R」 環保要起錨

惜物減廢 轉廢為能

事實上，要有效處理龐大的垃圾量，只要稍動腦筋，將

除了回收外，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特別提出，香港在

廢物轉化為有用的東西。陳宥在女士指出，實行環保的方法

政策上管理廢物要有新思維。他指，現時本港在減廢策略方

除了「4R」外(reduce「減少使用」、reuse「重用」、re-

面主要有「生產者責任制」，例如電子廢物收費計劃和塑膠
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初見成效。政府未來將會增大回收力

cycle「循環再用」、Replace「替代使用」)外，還有up

度，透過鼓勵市民在源頭把廢物分類，增加回收物料數量以

cycling「升級再造」。「我們試過回收盛載紅酒的木箱，

供回收商收集，並在全港不同的地方設立「社區環保站」和

用來製作木椅子及紀念品，市場反應非常好」。透過有關方

撥款十億元成立回收基金以促進回收。「我們應參考台灣，

法，將廢物轉化成商品，就是「升級再造」的秘訣。

像台北市徵收垃圾袋清理費、分類後免費回收機制和堆肥廚

環保觸覺項目經理何嘉寶小姐補充，環保方法可由

餘和養豬廚餘等。」

「4R」擴充至「7R」，分別加上抵抗 (Resist)、反

然而，香港廢物回收業面對發展的困難，例如回收量、

覆學習 (Re-educate)和反思 (Rethink)，從意識

土地和配套不足，本地商人不願投資需要高技術的循環再造

上改變日常的生活習慣及消費模式。「例如

廠的問題等。總結來說，要達致可持續的都市固體廢物管

節日送禮時反思包裝是否必要？掉垃圾之前

理，有賴每位香港市民盡好本份，做好減廢和源頭分類、參

想清楚是否能再多用幾次？」

與廢物回收和再用、支持回收工業和發展循環經濟。

11

通識科

膠樽回收欠出路

回收復棄垃圾箱

本港推行膠樽回收計劃多年，不少學校亦有相關的回收措施。不過，本報記者經調
查後發現，由於膠樽不像廢紙及鋁罐等具經濟價值，回收車到校後只收取能賣錢的棄置
物。最後，辛苦回收的膠樽最終亦棄置於垃圾箱，再運往堆填區處置，情況令人痛心。
記者 黃詩慧
本港早年推行三色回收計劃，膠樽亦為其中一項回收對象，故不少

1.每天大概會使用多少膠樽？

學校跟隨做法。本校於2010年起推行膠樽及廢紙回收制度，於每樓層設

6%

6%

「資源分類回收箱」，讓同學棄置膠樽及廢紙。為了解本校同學的膠樽回
收意識及習慣，本報記者於校內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同學回收膠
樽的環保意識並不高。受訪者中，近半人(48%)每日棄置1-2個膠樽，大部

40%

分(56%)會在使用後將膠樽放入垃圾箱，僅40%人會放入回收箱，當中85%
受訪者表示因「貪方便」而將膠樽投放入垃圾箱。調查結果反映，即使提

48%

供了足夠的回收配套，但本校同學難改其「貪方便」習慣，令回收成效受
A. 0

到限制。
為進一步了解膠樽回收後的去向，本報記者在放學後跟隨工友一起清

B. 1-2

理資源回收箱，有驚人發現。即使同學回收意識未算高，但回收量亦頗驚

C. 3-4

人，單一樓層初步點算已有近40個膠樽。不過，不願上鏡的工友美姐(化

D. 5個或以上

名)透露，他們每日會將膠樽及其他可回收的廢物放於校內的廢物站，待回
收車定期來回收。但由於膠樽沒有市場價值，所以回收車往往沒有回收膠
樽。在苦無辦法及衛生考慮之下，膠樽最終也是棄置到大型垃圾箱由垃圾

2.如何處理使用過的膠樽？
4%

車運走，一切回收的功夫亦前功盡廢！
本報記者的發現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本港眾多的中小學亦可能面對有
關情況，加起來的回收量便大得驚人。若政府不速謀對策，解決膠樽回收

40%

56%

的出路問題，回收措施根本難言成效。

A. 垃圾桶
B. 回收箱
C. 用作其他用途
3.為什麼不把膠樽回收？

本校於各樓層皆設有「資源分類回收箱」

10%

6%

84%

A. 貪方便
B. 回收後的膠樽下落不明
同學棄置的膠樽數目驚人，圖為其中一樓層的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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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回收對環保沒有很大作用

陸運會

陸運會

本校一向秉持德、智、體、群、美五育發展，對學生全人發展的願景，從

不動搖。學校不但為學生的學業根基著想，打好知識基礎，同樣平衡學生的其
他發展。雖然要兼顧各方面很困難，但只要做好時間安排，必定能夠做得到，
亦能夠做得好！
陸運會是一個很特別的學校活動，能同時動員全校教職員及學生，聚集在
一起，同心協力地進行一個大型盛事！不單只田徑運動卓越的同學有一展所長
的機會，運動稍遜的同學亦可透過大型活動學到很多運動知識，做到很多協作
項目，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例如一眾裁判工作學生、學生會成員、四社啦啦
隊的幹事、校園電視台的服務生、制服團隊隊員等，大家各施其職，各展所
長，令活動更見精彩，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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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校慶活動

繪出鄭中精彩廿周年

鄧永源老師

時間飛逝，不經不覺
鄭中快將踏入20周年校慶。為迎接這個特別日
子的來臨，全校師生為校慶舉辦的各項活動將會陸續
展開。打頭陣的，當然是不可或缺的教師活動。在本年八月
二十二日當天的教師發展日，主題名為『繪出鄭中精彩廿周年』
。我們把全校教師分成六組，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全體教師發揮了
無限創意、繪畫技巧及團隊協作精神，把他們對鄭中的師生生活，情意並
對鄭中這個大家庭未來的展望，透過六幅精彩的作品展示出來。

14

校慶壁報比賽

校慶壁報比賽
本校創立於1997年，轉眼間快
20年。為慶祝此喜慶日子，「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特意以「廿載耕耘桃李
盛，彤心育人展光華」為壁報比賽主
題，並讓中一至中五同學參與其中。
負責壁報的同學透過分工合作，
運用不同的顏料，表達對學校的感激
之情，以及肯定學校上下職工的付出
和成就。同學每天上八個課節，放學
後有時還須參與多采多姿的課外活
動，到可專心埋首做壁報，天色已
晚。晚上六時，課室燈火通明，不然
就是午膳期間或星期六，四處可見到
班主任和學生繼續趕工的情況。感謝
大家盡心盡力，為我們製作出如此富
美感又有心思的作品，讓我們一起好
好欣賞他們別出心裁的壁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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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園環境

創造學校成為學生生活的另一個溫馨
家庭，校長努力營造關愛、鼓勵、淳
樸的學習氛圍，優化校園環境。
1.

校園充滿愛心雋語，學校的核心價值、名人雋語、歷任校長
的細心叮嚀遍佈校園。

2. 「學校二十周年里程碑」刻劃學生的足印，包括社
會服務、體育校隊、藝術校隊、人文學科、數理學

牆
壁
舊
貌

科、全人發展及考察交流的珍貴紀錄。

文化藝術

學術成績

全人發展

放眼世界

新
貌
學校里程碑

社會服務

體育項目

3. 學校每一角落設立榮譽榜，紀錄及表揚學生的
各種成就，也代表他們為學校作出的貢獻。
歷屆各級傑出學生
及校內成績第一名

大堂滿載學生的成就
表揚校內考試優秀成績

學生組織主席
表揚校外考試及
比賽的優秀成績

歷屆學生組織主席

4. 大堂修繕工程完成，令學生
回校踏足的第一個地方更有
活力和朝氣。

大
堂
舊
貌

大
堂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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