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年 紅社社長 – 5D 葉映彤 

 

我是本年度紅社社長 5D班葉映彤，非常榮幸可以向各位分享自己的體會。 

本學年共有兩次社際比賽和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在這些活動當中，我們保馬學生積極參與，大

展身手，為各社爭光。以陸運會為例，社員在跑道上與對手一較高下，觀看台上的同學不但會為他

們打氣，更會為他們遞上樽裝水，這就是我們紅社互助互愛的精神，這是社員之間的凝聚力和團隊

精神。 

為增加同學的歸屬感，我們邀請低年級的紅社社員一起參與社際比賽，希望為社出力，延續紅

社拼搏精神。在社際比賽之中，我們希望表現超卓，成績不斷進步，登上冠軍的寶座。 

我很榮幸擔任了紅社社長一職，這一年，我獲益良多！成為紅社社長，意味着要帶領整個團

隊，我學習到如何與社員相處和溝通，增進彼此感情，令我們在比賽中獲勝，取得成功。回想開始

籌備社際活動的時候，我可是非常緊張的，擔心自己不能妥善照顧各方面的需要。但在社員們攜手

協力的幫助下，我們終能把活動舉辦得有聲有色！ 

最後，我希望所有同學為自己的將來踏出嘗試的一步，挑戰自我，成為理想中的自己！「Be A 

Poma Leader」！ 



2017-2018年 綠社社長 – 5A 李佩茵 

 

我擔當了社幹事三年，今年擔任社長，體會比以往更多、更深，三年來的經驗亦令我做事更得

心應手。也許在大家心中，社長都是運動健將，但我卻不擅長運動，正因如此，我經常質疑自己的

能力。直至在綠社迎新活動中，我看到了中一社員投入參與遊戲，幹事們努力帶領學弟學妹完成任

務，這情景令我很難忘，亦令我有動力繼續做好工作。 

運會中，中一社員盡力為綠社打氣，令我知道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團結整個綠社從來都不容

易，但看到社員守望相助，高昂的士氣，令我覺得很驕傲。 

擔任社長令我成長，學會面對失敗，做好領導角色等，當中最可貴的是和幹事們建立了深厚的

友誼。我很感激他們的幫助和鼓勵，令每個活動都能順利完成。即使我們未能在陸運會奪冠，我亦

不感到氣餒，因為大家已盡了全力。我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能與幹事和社員一起努力，積極參與社際

活動，為綠社爭光。 



2017-2018年 綠社副社長 - 5E 方紫婷 

 

今年我第一次擔任副社長，負責綠社燒烤活動的 Running Man遊戲環節，當中不免遇到一些困

難，但是在社幹事的幫助下也能順利進行遊戲。社員積極投入，即使活動未能完美結束，但也能令

大家更團結。 

燒烤環節令社員能互相認識，結交朋友，加强社員之間的聯繫，提升社員對綠社的歸屬感，我

非常感謝所有幹事用心籌辦綠社燒烤聯誼活動，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希望社員繼續積極參與社際

活動，投入校園生活！ 



2017-2018年 藍社社長 – 5A沈銘俊 

 

首先要在此向各位社員道歉！在擔任社長的這一年，很多時候，我都不在最佳狀態，未能發揮

到最好。自己所定下的各個目標，只能部份達標。幸運的是藍社人才輩出，我身邊有一羣可以信賴

的好同伴，全靠幹事和社員的鼎力支持，彼此由衷合作，才可以令藍社在這學年中勇奪全年冠軍。 

我清楚記得，在陸運會報名階段，各幹事已施展渾身解數，以無限的熱情竭力鼓勵社員報名參

賽，使我們在報名階段獲得大量社員的參與和支持，先勝一仗。在陸運會社際接力比賽中，也是全

靠各幹事強大的動員能力。他們對各位社員十分了解，協助各級各班推選有實力的健兒參賽，取得

了多場勝利。我也為接力賽作了首打氣歌，鼓舞大家在比賽中盡力地跑，為藍社爭取榮耀盡了一分

微力。 

我也清楚記得，本學年最後一次社際比賽 ── 閃避球比賽，對我的啟發。經過比賽後，我發

現必須在活動中訂立明確的規則，才能夠堵塞漏洞，避免不同持分者發生衝突，這是比賽得以順暢

進行的關鍵。在此，感謝中一級的同學，因為你們十分熟悉閃避球，投入參與，才能在比賽中為藍

社奪得勝利。 

一個學年的結束，代表新舊學生領袖的傳承和更替。卸任之際，我想感謝藍社社員在本學年中

對藍社的支持。全賴你們在各個比賽項目中的踴躍參與，藍社才能創下佳績。此外，我也希望藉此

向努力了整整一年的各幹事及附屬幹事，表達我由衷的謝意，是你們教會了我團隊精神及分工合作

的重要，是你們的付出和幫助才能令藍社上下一心，在本年度勇奪桂冠。在本學年擔任社長一職，

我深感榮幸，深深地體會到伙伴間的幫助、通力合作真的十分重要，亦學會了對每一件事都心存感

激。 

在此再次衷心地感謝全體老師、各社幹事及我社全體成員在本學年中的支持和幫助，才可以令

本年度的各項社際比賽順利完結。我亦期望各位同學，不論各社，在來年的社際活動，在各個崗位

上，能繼續大放異彩，為各社勇奪佳績！謝謝大家！ 



2017-2018年 女子乙組籃球隊隊長 - 4A 盧靜雯 

 

眼看女籃能走得越來越遠，我也不禁有種白手起家的感覺。 

過往女籃給人的印象都是「魚腩」，隊員們缺乏信心，擔心會被人嘲笑，可是經過我們兩年來的

訓練，終於獲得應得的成果。有賴教練、老師和校長的支持，轉眼間，每位球員都變得滿載目標和

理想。 

其實堅持並不容易，遇到挫折時人難免會產生逃避的心理，給自己失敗的藉口。 

是的，每人也會懦弱，但團隊運動不同，我們能彼此依賴，培養感情。 

本年甲組和丙組都能順利進入四強，惟有我帶領的乙組未能晉級，我也為此感到抱歉和不甘

心，但這些經歷都能使我變得更加強大，所以失敗並不可怕，更要坦然接受，尋找解決方法。 

每當落淚時，我總會想起教練的說話。他說，我是最沒有資格哭的人。作為隊中的支柱，為什

麼只能和其他隊員一起默默落淚，卻不能帶頭重振旗鼓，扭轉劣勢呢？ 

在團體運動裡，未必個個都是王牌得分手，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為球隊效力，球隊才能

完整地運作，所以每個人都是缺一不可。 

我不是一個特別有自信的人，可面對挑戰時，往往不容許我害怕。我們也許都有自己崇拜的

人，但是為什麼我們只站在遠處敬佩別人的才能，而不是成為別人心中的偶像呢？ 

我並沒有什麼領袖才能，但我信賴隊友，我相信大家能攜手跨過一個個的障礙，訓練的艱辛，

我們過往的付出，皆是為成功而備，擁有決心了，還有什麼好怕呢？ 

老實說，我也曾經一次又一次想放棄籃球，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只會使別人失望。但如果自己

都質疑自己，又怎能突破自我呢？所以我不斷提醒自己，累了就回頭看看隊友，我並非孤軍作戰。 

盼望下年女籃能再接再厲，走得更遠。 



2017-2018年 女子羽毛球隊隊長 - 4D 陳曉榆 

 

在這一年，我和隊友都有一段十分難忘的經歷。在這年的女子乙組羽毛球學界比賽中，我們得

到了亞軍﹗這次得獎總結了我們隊友的努力成果，當中包括我們練習時所付出的汗水、淚水，也包

括我們之間一起建立的默契、團結精神。在比賽當中，隊中各人團結一心，大家都專心一致，向著

共同的目標進發。這樣的經歷實在是一個很美好回憶，希望我們羽毛球隊在未來有更卓越的表現，

自我超越，在學界中爭奪殊榮。 

而在擔任女子羽毛球隊長這一年，我自問是一個不太稱職的隊長，在忙碌的學業和羽毛球隊事

務之間，我還未取得到平衡。我經常因補課或其他的課外活動，而沒有盡力履行隊長的職責。因

此，在來年我會提升時間管理的能力，努力學習之餘，也要更投入羽毛球隊的練習當中，讓這個球

隊能夠更融洽、更團結、更強大！ 



2017-2018年 乒乓球隊隊長 - 2A 鄭伊城 

 

這是我第一年擔任球隊隊長，我認為自己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例如我常常都需要老師的提

醒才想起需要與隊員檢討，有時候還會忘記填寫出席表。幸好隊員和老師都會體諒我，經常提點

我，令到我出錯的機會減少了很多。在擔任球隊隊長的這一年裡，我體會了不少，成長了不少。如

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日後仍能夠成為球隊隊長，帶領隊員繼續努力﹗ 



2017-2018年 男子羽毛球隊隊長 - 4B 雷育淋 

 

今年是我第二年擔任羽毛球隊隊長，我從中學到如何面對挑戰。作為一位出色的領袖，務必要

有堅毅的精神，在路上或會有不同的困難，我們要學會如何解決困難，不可以逃避。 

我的學界之路只剩兩年，今年男甲只有 5位運動員，雖然我們人數較少，但我們的夢想很宏，

比賽中遇到不同的對手，我們曾取勝，亦曾落敗，「如何從失敗中學習—讓失敗成為成長的踏腳石」

是我們要學會的。比賽以外，我作為隊長亦曾做錯事，我曾選擇逃避，但最終還是要面對，感謝隊

友們的諒解。經一事，長一智，往後的日子，即使再次面對困難，我也不再逃避。 



2017-2018年 泳隊隊長 - 3A 黃芷韻 

 

對於我今年能成為保馬的泳隊隊長，我要先感謝兩位體育老師的支持。 

為什麼我會答應去成為隊長呢？一開始，我認為自己不能勝任這個崗位，但我對自己說，擔任

隊長和我的比賽息息相關。 

我的性格與運動才能都是一個比較「長氣」的人，因此都是以長途的比賽為主。長途比賽需要

的是堅毅和信心，你要自己在水中游比較長的時間，途中不能鬆懈，更不能在抵達終點前放棄。而

在今年的隊長職位，我、隊員和老師都給予我無比的信心，因此我能完成今年的工作。雖然我們泳

隊不及其他體育校隊那麼多人多勢眾，但我們亦堅持每學期都見面，團結隊員。 



2017-2018年 泳隊隊員 – 5B 朱銳行 

 

很高興我能在學界和聯校比賽中得到獎牌。游泳被公認為最艱苦、最寂寞的運動，過程中又苦

悶又辛苦，但卻令我獲益良多。 

我認為成功需苦幹，要突破自己，先要做到盡力而為，雖然運動不是努力就必定有回報，但願

意努力便是成功的開始。 

另外，我認為心態比狀態更加重要，比賽前多少都會有些壓力，太緊張只會成為自己的負擔，

會打亂自己的狀態。但只要平日有好好鍛煉，調整好心態，自然便會恢復信心。 

所以成功必需靠平日一點一滴的累積。 



2017-2018年 越野跑隊隊長 - 4A 林筱婧 

 

當老師委任我為越野跑隊隊長時，我有點擔心，因為越野跑隊是一個大團隊，要做一個稱職的

隊長殊不簡單。往年有賴大師兄的協助，才讓跑隊創下了不少輝煌成績，但大師兄要畢業了，使我

擔心自己能不能肩負重責。更何況我是一個女生，害怕自己未能主持大局，難以控制隊員眾多的大

團隊。但我下定決心，抱著挑戰自己的心態去嘗試。 

戰戰兢兢地在隊長這個崗位上度過了這個上學期，我從中得益不少。在上學期，我們越野跑隊

敢於挑戰自己，報名參加了不少校外比賽，更在挑戰中獲取了佳績。而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在

「街跑少年」的課程中，一眾隊員都與導師們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和強烈的歸屬感，大大改善了

往年的不足。這些年來，看著跑隊中的各位隊友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融合成一個團結的整體，這

也是我其中一個寶貴的收穫。 

我盡力做好每一項隊長的工作。當然，也有經歷失敗的時候。我不是一個跑得特別好的選手，

在比賽中難免會拖累大家，未能盡隊長的責任領頭帶領大家，反而成為負累。我很自責，但隊友們

主動的安慰，使我深深感受到跑隊的溫暖，我也十分感謝大家的付出。本學年，跑隊有林敏華老師

的加盟，使我們如虎添翼。在林老師的教導下，我們變得更有責任感，不論是跑隊的訓練、隊員之

間的相處，乃至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相信我們學到的，都必定是我們人生中不可少的珍寶。 

在越野跑隊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也領會到凡事都要抱著挑戰的態度去嘗試。不論這些挑

戰成功與否，只要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才對得起自己流過的血汗。同時，要感謝隊中的良師益

友，令我獲益良多。 



2017-2018年 地理學會主席 – 3A 傅靖琳 

 

轉眼間，我在地理學會擔任主席一職，已接近兩個學期的時間，首先我想感謝老師們及幹事們

的付出和合作，令我們這兩年的活動可算是順利而完滿地完成。 

回想開初之時，我最擔心的是自己能力不足，心中存在很多各方面的疑惑，先不要說把學會辦

得有聲有色，我甚至質疑，在我的帶領下，學會能否正常運作。漸漸地，我發現這些擔憂都是多餘

的，相信自己，然後帶著勇氣大步大步的走，才是最重要，而這也是我最大的得著。以下我將慢慢

講解為何自信這麼重要。 

當我第一次接觸會議文件時，把我嚇得一頭大汗，什麼會議記錄、議程，我對於打字一竅不

通，當時我認為要構思並在限期前完成這些文件，想必是最大的難題。對我而言，這類會議文件只

是社會不同公司高層秘書的責任，試問當時區區一個中二生怎樣做到呢？但原來並不太困難，其實

要構思一個合適的會議議程並不可怕，竅門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沒有嘗試過，怎知道難處？沒有

錯誤過，怎糾正？而一份合適的會議議程是令會議順利的首要條件，所以更要把它做好。正所謂：

熟能生巧，所以不要質疑自己，每次從不足之處學習，便做到「practice makes perfect」了！ 

第二，自信可以使我更積極主動。要使學會有效率的運作，便需要幹事不斷提岀意見及不停改

進。可是，很多時間幹事們都較被動，所以我便要學習把氣氛營造得輕鬆一點，引領幹事們把不同

的意見說出來，大膽的提岀問題作為起步點，有不明白的地方，便應立即勇敢提出，一人一小步、

一個小意見，成果已足夠使人另眼相看。請記緊：學會是集結羣體力量而成的！ 

另一方面，我學會不少與人相處之道。要明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而且要深入了解幹事們

擅長的範疇，繼而分配合適崗位給他們，以達至各展所長，舉辦活動之時才會更順利。我認為這方

面，下年度主席、副主席需多花時間了解下年度幹事，先不要定斷每一位幹事能力，否則便「走

寶」了！互相多一點溝通，即使有不滿，都要多一點接納，或許這這些不滿可使學會改進，你甚至

明白了幹事們的想法呢！ 

再一次感謝老師們及幹事們的努力，希望下年度地理學會繼續順順利利的運作，多謝大家！ 



2017-2018年 青少年科學家學會主席 - 4D 胡俊賢 

 

我擔任青少年科學家學會的主席不經不覺已一年了，在這一年裡，青少年科學家學會舉辦了各

式各樣的工作坊和活動，例如：乾冰工作坊、葉脈書籤工作坊、豬心工作坊等等。 

撫心自問，我擔任主席一職，很多工作也算不上盡善盡美，例如統籌工作坊時，大多時間，我

們都要靠負責老師的帶領之下才能完成，而自己卻未能帶領一眾幹事，按部就班完成任務，這是自

己有所不足的地方。儘管如此，在這一年裡，我也看到自己有所進步，超越了自我，例如第一次在

沒有老師的提點之下，舉辦工作坊及活動。在活動進行中，雖然自己已經熟讀講稿，但親身上陣時

難免有所緊張。加上自己經驗不足，第一次在沒有老師的帶領下講解，進行實驗，以及指揮各幹事

負責不同崗位。 

雖然自己未能做到最好，但至少突破了自己的限制，不只因為多說多做，累積了經驗，亦令我

漸漸學習如何成為一個領袖，面對難關要臨危不亂。平日上台或廣播時的宣傳經驗，亦令我漸漸駕

輕就熟，起初面對眾人的注視時，不禁感到恐懼，直到現在上台宣佈，雖然難免會緊張，但絕對比

以往畏懼人群的自己，自我超越了。 

雖說一年的時間眨眼之間就消逝，但在一年之中，透過擔任此崗位，亦令我對自己有多了信心

和勇氣，以面對將來的難關和挑戰。感謝兩位的負責老師—蔡炫能老師與詹欣銘老師，給予我一個

彌足珍貴的學習機會和經歷！ 



2017-2018年 紅十字青年團主席 – 4A 陳卓恒 

 

在加入紅十字會的四年間，我不但掌握了急救、健康檢查等技能，更有幸獲選為總隊長，並與

一眾幹事及導師籌辦各項活動，累積領導及策劃的經驗。 

我擔任總隊長的職責不滿一年，已經歷了不少挑戰，例如在舉辦活動時效果不盡如人意，又如

開辦課程時會員不積極參與。面對種種困難，我亦曾經質疑過自己的能力。但在老師、幹事、會員

們的支持下，紅十字團隊往往能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關。 

作為總隊長，我在過去一年的表現中確實有不足之處。然而，在未來的日子裏，我一定不會辜

負會員對我的期望，努力改善自己，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團隊盡一己所能。 



2017-2018年 野外定向學會主席 – 3B 陳卓祈 

 

大家好！我是野外定向學會主席陳卓祈。我已經是第二年擔任定向學會主席，我記得當初我滿

懷鬥志，要發展定向學會，希望使保良局馬錦明中學的校名再次重現在全港學界精英賽的舞台上，

甚至再一次成為學界精英賽的大贏家。 

野外定向是項十分具挑戰性的運動，比起其他運動項目更為有趣，因為我們必須掌握純熟的地

圖閱讀技巧，才能盡快完成賽事。每次我參加比賽時，都會嘗試突破自己，希望以最快的時間找到

所有的檢查點，再返回終點。當我參加比賽後，我發現自己的完成時間比上一次更快，我就會感到

很滿足。加上多年來的比賽經驗，已經對閱讀地圖和使用指南針的技巧瞭如指掌，使我能每次都很

有信心地去參加比賽。每次的定向比賽，我都獲益良多，使我更渴望超越自己每次的紀錄。 

但是我發現在學校裏推廣定向運動很困難，本校招募新會員的人數未如理想。雖然今年仍然能

夠為學校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我個人認為整體學員不論在技術及體能方面都可以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如果有機會提升同學對定向運動的認知和興趣，例如舉辦一個有趣的定向推廣活動 –全民定向

樂趣日等，我相信能夠喚起更多同學的注意，提高同學對參與定向運動的意欲。同時，如果幹事們

能同心協力去培訓學生的技術和體能，我相信我校必定可以在全港學界精英賽中爭一席位！ 



2017-2018年 棋牌學會主席 - 4A 侯柏然 

 

我擔任棋牌學會主席一職，不經不覺已經兩年了。在這兩年間，我的得著的確不少，當初接手

棋牌學會時，我對行政事務及如何管理一個團隊一竅不通，經過兩年的鍛鍊，我總算成長了不少。 

棋牌學會度過成功的一年，我不得不感謝身邊的幹事及張志豪老師。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儘管我在棋牌學會的活動上有無限的創意，但每一次都要有幹事的協助及寶貴的意見，活動才能成

功。我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突出之處，每一次的活動都要集結大家的長處才能成功。至於張志豪老

師，他充滿經驗，往往能夠給予我最有有效用的意見，對於行政工作的確瞭如指掌，與他合作下，

我的確學習了不少寶貴及實用的知識。 

我衷心感謝各幹事的努力，以及張老師對我的包容，在你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你們成就了棋

牌學會成功的一年。對我本人而言，棋牌學會見證著我的成長。中二時，我已經是棋牌學會的幹

事，今年是我在棋牌學會工作的第三年，我對棋牌學會已經慢慢產生了感情，我希望在棋牌學會的

工作上，凡事都做到最好，不論是棋牌學會的壁報，還是比賽和活動。 

我的確很享受成為棋牌學會主席，亦感到無限的光榮。儘管下年棋牌學會可能物是人非，我亦

因為私人理由未有幸繼續擔任主席一職，但今年棋牌學會的成功，足以令我回味，我亦衷心希望下

年棋牌學會能做得更好。感謝各位幹事及張志豪老師﹗ 



2017-2018年 數學學會副主席 - 3C 馮啟原 

 

今年是我擔任數學學會幹事的第二年，往年的經驗令我慢慢瞭解會內的活動及工作。今年，我十

分榮幸可以擔任數學學會副主席的崗位。這兩年來，我遇上一位很好的負責老師—郭嘉恩老師，她教

曉了我們如何統籌會內的大小事務。這兩年裡，我們數學學會舉辦了不同的活動，例如：Rummikub教

學班、籌備中一簡介會、參觀玩具展、代訂計算機、展板製作等等。這些活動都十分有趣和有意義，

也可以幫助同學多認識數學知識。活動當中，我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協助舉辦升中簡介會，讓我了解到

學校內一些別具特色的教學方式和學習數學的方法。總括而言，今年擔任數學學會副主席一職，真的

很有意義！ 



2017-2018年 閱讀學會主席 – 5A 徐展浩 

 

感謝郭老師的邀請，讓我成為了本年度閱讀學會的主席。這個學年中，閱讀學會舉辦了不同的活

動，以鼓勵同學閱讀及促進校園閱讀的氣氛，例如書換書行動、不同的書展等，以及本年度首次舉行

的讀書會。 

在這些活動中，令我這位「初哥」得到了很多珍貴而有用的經驗和知識，例如如何跟不同年級的

同學分享讀書的樂趣。而且成為學會領袖，讓我學懂了如何領導各個成員，攜手舉辦不同的活動。 

雖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但是這年的時間，卻成為我難以忘懷的經歷，在此再次感謝郭老師、

閱讀學會幹事會及所有成員，並衷心祝願來年的學弟學妹，能夠秉承閱讀學會的宗旨，把閱讀風氣繼

續推廣。 



2017-2018年 辯論學會主席 - 5D 陶寶怡 

 

不知不覺間參加辯論學會經有五年了。在今年度我更嘗試跳出自己的安舒區，勇敢挑戰自我，

擔任了辯論學會主席一職。 

這一年，我們參與了不同的辯論比賽，如星島辯論比賽、新聯辯論比賽等。雖然很多時比賽結

果也未如我們所願，但是每場比賽都能使我們有重大的得著。我們在比賽前需預留一個星期的時間

作準備，不斷去搜集與辯題相關的新聞及資料等等。我們更需要花用許多的時間去撰寫稿件，使內

容清晰易明，令我方的立場更具說服力。雖然準備的過程十分艱辛，但每埸的比賽後，我能對現時

社會的政策有更深入的認識，如發展郊野公園的利弊，政府推行二級利得稅的好壞，廣深港高鐵應

否實施等，這都有助提升通識科上的知識。 

除了能深入瞭解香港的政策外，這更能令我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我們每埸的比賽需要分

為四個的位置，包括主辯、一副、二副和結辯等。這四位的同學必須要互相配合和幫助，才能達到

「四合為一」的功效。我們在台上需要互相交流如何應對友方同學的問題，更需要在比賽前熟讀其

他同學的稿件，以免有自相矛盾的情況發生。除了我們辯論的幹事以及會員有出賽的機會外，我們

於本年更舉辦了中三中四的辯論比賽，讓同學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辯論這個活動，從而對辨論有深

入的認識，以及能享受辯論當中的樂趣。今年我們的辯論題目生動有趣，以增加同學對辯論的興

趣。如「snapchat儲火功能利多於弊」、「成功路上好對手比好夥伴更為重要」等，都能吸引同學對

辯論的熱誠。在此，我很感謝各位中三中四同學的付出，你們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去籌備這次的比

賽，也感激能撥冗出席擔任評判的每位老師。 

擔任了辯論學會主席需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但能讓我明白背後活動籌劃的辛酸。每場的班際

比賽只有一個多小時，但背後的付出多於一個小時，甚至是一個月的時間。我們需要討論那個日子

較為適合進行比賽，比賽當中需要的物資，比賽當天的人手安排，評判的人數等等，都需要我們細

意安排及籌備。所以，我十分感謝一直支持、陪伴我的副主席、幹事，以及導師胡卓軒和負責老師

馬惠芝老師。 

最後，夏校長常言道「找對了舞台，你就是領袖！」期望各位能夠緊記這句說話，跳出自己的

安舒區，敢於接受自己生命中的不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