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體育科 升中簡介會宣傳短片拍攝 活動感言 

  

4A 彭奕縉 

  在這一次升中簡介會的預備過程中，由於是網上形式，我們團隊中的三位男同學對宣傳短

片的拍攝內容，都有不同建議，表達完各自的想法之後，我們嘗試整合意見，務求讓整個計劃

中所有人的意見都被考慮，每個成員都有足夠的參與機會。我從中學習到如何和組員們溝通，

互相尊重彼此之間的想法，再一起合作，拍攝出獨一無二的影片。 

  

  另一方面，很感激有是次特別的機會，由我們以學生的角度，介紹自己喜愛的科目。在過

程中，由構思、綵排，到正式拍攝，全都透過我們的合作而創造出成果。很高興，可以在這次

別出新意的學習中學得盡興、玩得盡興，令我有一次難忘的中學回憶。 

  

  最後，感謝體育科林敏華老師給予我們機會，亦感謝兩位拍檔和多位演員，盡力地完成自

己的任務。 

  

  

  



2020-2021 體育科 升中簡介會宣傳短片拍攝 活動感言 

  

4E 蔡悅兒 

  這次我們為網上升中簡介會拍攝體育科的宣傳短片，我第一次嘗試了攝影和製作，與隊友

們一起負責向大家介紹 POMA RUN 以及健身室。 

  

  在開始拍攝之前，我們已用心撰寫講稿，過程中令我更加了解學校的設施以及活動，及明

白團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在拍片的過程中，當時的我可能太緊張，常常忘記台詞，重拍了許多次，可是團隊中的林

敏華老師、施小姐、陸先生和隊友們都沒有因此而責備我，反而不停地鼓勵我，表示對我「有

十分的信心」，在他們的鼓勵之下，我才可以順利地完成拍攝。 

  

  在這一次拍攝過程中，我們度過了愉快的時間，使我明白朋友互相支持及鼓勵的重要，更

要的是謝謝老師們 (林敏華老師、張志豪老師、顏鈺佩老師) 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擁有一

次寶貴的經驗。 

  



2020-2021 越野跑隊 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 (虛擬跑比賽) 活動感言 

  

4C 范倩桐 

  我們在今天(2021 年 3 月 21 日)到沙田參加「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虛擬跑)」，我學會了「堅

持一件事」和「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在超級馬拉松活動中，每人都要跑大約 8 公里，這對於我來説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

從未嘗試跑這麼長距離，加上疫情關係，很久未有參加長距離的訓練或比賽。正想放棄的一刻，

我看到隊友們都在堅持著，內心也想跟他們一起完成。因為隊友，我學會了堅持，亦完成了我

在過去一年半中最長距離的一次街跑！ 

  

  這次的活動是以團體賽的形式進行，隊員之間必須互相配合，從前我以為長跑是一個「個

人項目」，但在越野跑隊中，我們有合作精神，長跑再不是「個人項目」，而是一個整體的隊伍，

期望未來的學弟學妹們在運動、學業上也可以培育出「堅持」、「團隊合作」的精神。 

 

 

 

  



2020-2021 閱讀學會 「白露沾書」晨讀活動 活動感言 

  

3D 陳珈翹、黎耀祖 

  起初得悉閱讀學會郭老師即將舉辦「白露沾書」晨讀活動時，我們二人十分雀躍，迫不及

待地向郭老師報名，而郭老師則邀請我們製作該活動的海報及負責宣傳事宜。這個任務並不容

易呢！即便如此，我們亦盡己所能去完成，這次活動讓我們明白團隊合作的力量十分强大，就

算遇上困難，至少我們也有同伴一同面對。 

  

  到了活動的第一天，校長也有參與！他鼓勵我們說，參加人數大約二十人已十分理想。我

們感到很鼓舞，更鼓起勇氣於小息時邀請更多同學加入晨讀聚會，令同學對這個活動有更深的

認識。才過了幾天，參加的同學越來越多，差不多有五十人，更有不少老師主動參與，使活動

錦上添花。 

  

  學校提供了舒適寧靜的環境給同學閱讀，在這裏，沒有喧鬧的聲音，只有輕輕的翻書聲，

使各位能夠安心地飽覽群書，閱讀氣氛因而更加濃厚。在此，我們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在百忙

之中抽空參與該活動。我們期待下一個閱讀活動能同樣獲得成功。 

 

  



2020-2021 山藝學會 活動感言 

  

3C 何天悅 

  以往從沒有想過自己會對山藝活動有這麼濃厚的興趣，也從沒有想過會敢於挑戰自己，更

從沒想過會為一次旅程而自行安排訓練活動，直至去年九月，在好奇心驅使下，跟隨保馬師生

參與山藝學會舉辦的遠足活動，才發現自己原來對遠足興趣盎然。 

  

  第一次要登上的是獅子山，一座自小就認識的山嶺，卻沒有想像過會花腳力攀上去。遠望

這個彷彿高不可攀的山頭，總認為自己體力不夠，卻只好懷著半疑的心情接受挑戰。走至中段，

我已筋疲力竭，僅存的信心已耗盡，只好向老師提出放棄。感謝老師和同學不斷鼓勵我，就連

路過的登山客也給我擊掌打氣，他們的笑容和陪伴燃起我的鬥志，讓我回復自信，咬著牙關堅

持行下去。登上獅子山頭的一刻，我真的很興奮，很滿足！坐在山上休息時，俯瞰山下無邊無

際的景色，山光水色，高樓低廈，盡收眼底。高樓大廈變得渺小，車輛猶如螞蟻般，配上綠油

油的樹木，風景十分優美。若不是有同伴和旁人鼓勵，以及自己堅持下去的意志力，我只會呆

呆地在山腳下等大隊回程，不會看得見這些美景，亦只會慶祝他人登頂，而絕不會親身感受到

充滿成功感的登山旅程。之後，我毫不猶豫地跟隨山藝學會挑戰難度更高的大東山和鳳凰山，

旅程愈艱苦，體驗愈深刻。 

  

  早前山藝學會老師公佈將會舉辦台灣登山交流團，當下我雀躍萬分，還未問准父母已立刻

報名參加。從那天起，我努力裝備自己，盼望能獲取遠赴台灣登山的機會，除了出席每次山藝

學會的訓練外，亦主動提出每星期一次的街頭健身班多加一次練習，接受每週五小時的體能鍛



鍊，務求為更高更遠的挑戰作最好的準備。 

  

  登山不但給我無窮的樂趣，亦令我經驗到憑著毅力可以超越限制，遇見困難時有同伴支持

的重要。此外要達成目標，必須時常準備，一步步邁步向前。期望未來的歲月，持續的登山體

驗會伴隨著我，讓我身心兩方面健康成長。山很大，可以容納不同的事物，縱然沒有同伴，上

山的旅途也是歷練自身的過程，走得多高，注定我們看得有多遠。 

  

*註：因應疫情，上述台灣登山交流團延期舉行。 

 

  



2020-2021 青少年發明家學會 可觀天文觀星活動 活動感言 

  

3A 馮美維 

  經過這次觀星活動，令我對天文學有多種看法，也令我發現，其實看似簡單的行星或行星

軌道，背後卻也隱藏了科學家上百年來的思想的結晶，才能得出多種結論，令我不禁反思科學

家的智慧其實往往不是出自於他們有異於常人的智商，而是他們有異於常人的觀察力，也許在

科學家眼裡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物，卻能引發無數思想。我對天文學具有濃厚興趣，以後也想

向科學方面發展，所以，我要學好科學，也可以先從身邊的事物觀察開始。 

  

  

3A 周雨欣 

  無盡的天際，充滿神秘，這一次觀星，感覺跟以前不一樣，以前，仰望天空時，只看到清

冷的月亮，這次再看，它身旁還有繁星，而每顆星星亦有自己的名字。點點星光劃破無邊的黑

暗，讓夜晚星光更見璀燦，還有晶瑩純淨的月亮，那晚星月交輝，令人神往。 

 

  



2020-2021 閱讀學會 香港圖書館節網上讀書會：上篇 ── 在寫作開始之前 活動感言 

  

4A 鄭裕雅 

  這次是我第一次在網上參與閱讀節。我對作家卓瑩的分享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她提到自己

的閱讀經驗和寫作技巧，建議要把好詞好句記錄到一個本子上。這使我想起自己亦嘗試過這種

方式，希望提升自己的寫作技巧。但我沒有使用正確的方式，只把看到的好詞好句記下來，沒

有分類，到最後需要找詞語或句子使用的時候，因為太過混亂而不想看，白費了精力。作家推

薦我們在記錄的時候將詞句分類，這樣不但方便找尋，還能讓自己思考分類方法。她的分享讓

我反思到自己的不足，也學到了一個正確而實用的技巧。 

  

  對學生而言，可能我們會因為功課繁重，沒有太多時間閱讀。但若能把平日擠出來的一點

點空閒時間進行閱讀，善用這個體驗，抄下好詞好句；或在某時某刻把自己靈機一觸想到的靈

感和好點子在筆記上記錄下來，只需要持之以恆，一段時間後，便能收集到不少寫作素材，好

好活用，就能提升自己的寫作表現。  

  

  此外，我也十分認同作家對閱讀的看法，能抽一點時間，靜下來，閱讀自己感興趣的課外

書，亦是一種在緊張的學業下幫自己放鬆減壓的好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夠多閱讀，愛閱讀。 

  

  

  



2020-2021 閱讀學會 香港圖書館節網上讀書會：上篇 ── 在寫作開始之前 活動感言 

  

4D 黎芷君 

  這次網上讀書會讓我獲益匪淺。我明白到培養閱讀習慣，可以由興趣開始。想提升寫作技

巧，閱讀文學雜誌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當中刊載的名篇佳作，都出自不同作家的手筆，

有豐富不同的主題，多變精彩的寫作手法，多閱讀這些作品，我們就能耳濡目染，努力吸取養

份，便能學得更好。而我們可以準備一本小筆記，隨身㩦帶，方便記錄，例如讀到好詞好句、

精彩的修辭等，便摘錄下來。最重要的是，要把詞句分門別類，例如「表情」、「動作」等，藉

此學習和累積更多詞彙和章句，從而提升寫作水平。 

 

 

  



2020-2021 中文科 校園茶會「一次品茶的體悟」 活動感言 

  

2A 鄭桂楊 

  父親常對我說：「喝茶要細品，人生的過程也要。」 

  

  那天學校舉行一個品茶活動，我和一眾同學都很期待。進入禮堂後，禮堂靜得出奇，只見

數張長桌，長桌上有喝茶用到的器具：茶壺、茶杯、夾子等等。而每張長桌旁邊都坐著一位老

師。 

  

  我和幾名同學坐下後，那位老師便拿出茶葉準備泡茶，第一壺是黃茶，茶色淡黃，味道甘

香，茶葉呈長條。在等待的過程中，使我想起父親對我說的話。開始喝茶，旁邊一位同學不理

茶熱，便大口喝了下肚，我細細品味。一股清香的味道在我的口中徘徊；這個場景像極了小時

候的我把茶一口喝下肚，父親在旁細細拿着茶杯在品茶。第二壺茶是鐵觀音，顏色較那壺黃茶

更加濃，味道也有一些苦，喝茶時，先是一點苦味，但很快那股苦味變成了甘香，雖然是鐵觀

音，但跟一般喝的鐵觀音有所不同，一般的鐵觀音有一股鮮甜，但這次品茶活動的鐵觀音，除

了鮮甜之外，還有帶一點甘香。 

  

  經過這次品茶活動之後，我算是理解到父親那句說話的意思：人生如茶樣的品質量，人生

的歷練就像沖泡時翻滾的過程，跌宕起伏，每一段經歷，都有一番滋味，喝茶慢慢品，苦澀鮮

甜，人生的滋味何嘗不是先苦後甜，如茶一樣，經歷千變百轉，才能收穫香韻。 

  



2020-2021 中文科 校園茶會「一次品茶的體悟」 活動感言 

  

3A 張迦欣 

  這次品茶與平日喝茶的體驗是天差地別啊！在短短二十多分鐘的品茶體驗中，令我有所領

悟。 

  

  走進禮堂便發現裏面的裝飾與平日迥然不同，每張桌子上都擺放不同的花花草草，有雕刻

精緻的陶瓷茶壺、白瓷通透的茶杯。 

  

  我們一邊看著茶藝師優雅地「暖杯」，一邊聽著禮堂播放的鳥鳴流水聲，彷彿自己穿越到

古代，成為了少爺小姐般。不知不覺，我們的行為舉止變得緩慢，內心也平靜下來，開始感受

這令人怡然自得、舒眉展眼的感受。 

  

  首先，茶藝師為我們泡了色澤較淡的茶，讓我們品嚐較醇厚、帶來濃郁甜香的「黃茶」。

「黃茶」的茶葉像一根根銀針般，與我們在平日所看到的茶葉大有不同。那款「黃茶」可以泡

三到五次左右，與獨立茶包不同，只沖一至兩次便淡而無味。不同次數所沖泡的「黃茶」都有

不同的效果。第一次沖泡時，「黃茶」的色澤偏黃，香氣很難聞到，味道也淡如清水。但是隨

着沖泡次數增加，「黃茶」的色澤加深、香氣變濃、味道突出，與一開始的濃度分別很大。 

  

  另外，茶藝師沖泡了一款令我印象難忘的「紅烏龍」。這與我平時喝到的瓶裝烏龍茶的味

道相差甚遠，還有「紅烏龍」的茶湯呈現橙紅色，色澤如紅茶般。當茶藝師打開茶葉的包裝，

茶香便撲鼻而來，比黃茶強烈許多，使人驚艷，誰知道紅烏龍的味道更為驚艷。在第一次沖泡



時，我一邊聞着陣陣「紅烏龍」的香氣，一邊聽着茶藝師講解用保溫杯與茶壺沖泡茶的原因和

區別，不知為何，那刻只感到一陣愜意。當我第一口嘗試到「紅烏龍」時，它的味道與我想像

中的完全不一樣，有一點甜甜的味道，口感甘醇，兩者重疊在一起，醇厚圓滑的感覺額外明顯。

在第二次沖泡時，色澤加深之餘，還有微微果酸的感覺。在第三次沖泡後，會聞到了茶香，入

口會感到和果酸重疊在一起，醇厚的感覺額外明顯，「刷新」了我對「紅烏龍」的認識。然後，

會聞到了熟果香，入口會有種果甜的味道在口中徘徊不散。 

  

  到了課室，「紅烏龍」帶來的香氣也久久未散，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果甜美。這款茶令我領

悟到認識一樣事物時，不能因自己的主觀見解而作出任何評論。所謂「未知全貌，不予置評」，

不要因為一些對不了解的事物的說法和看法，而去做出任何正面或負面的評論。 

  

  這次品茶的體驗令我獲益良多，不只是對茶的認識，還能令我從中領悟到待人處事的道理。 

 

 

  



2020-2021 中文科 茶藝班 活動感言 

  

3A 胡愷珊  

  第一次品茶時，我頓時感到身心放鬆，聽著大自然的聲音、聞著泡茶時的茶香、看著泡茶

師優雅有序的動作，令我更享受其中，希望自己也能藉由學習茶藝，做到專心致志、優雅地泡

茶，暫時脫離生活壓力。一心一意地耐性泡茶，讓自己可以更著重每一件事的細節。 

  

  課堂上導師的講解、指導和示範也非常詳盡易明，當中課程內容包括茶具的擺放方法、沖

茶的步驟、奉茶的禮儀和簡單清潔餐具的方法等等。 

  

  課堂練習的時間充足，導師從旁指導我們，提醒我們可改善的地方，也稱讚我們做得好的

地方。在練習的過程，發現自己愈來愈有耐性，先做好一個步驟，才做下一個，而非匆匆忙忙

地把事情完成。 

  

  總括而言，我十分喜歡茶藝班，四節課堂，讓我增加了對茶藝的認識，亦培養了對茶藝的

興趣。除此之外，它更訓練了我的耐性，提升了我的泡茶技巧，令品茶和泡茶提升了一個層次。 

 

  



2020-2021 《麥路人》學生慈善特別場 活動感言 

  

3A 胡愷珊 

  《麥路人》這部電影很有意思，令我很感動，這部電影生動地反映流浪人士的艱苦生活，

看了的確有點心酸，特別是當「媽媽」為了幫過世了的丈夫的母親還債，不惜犧牲睡眠的時間，

每天不停地做散工，最後卻因體力透支，不幸地過世了，留下無依無靠的獨生女兒。 

  

  另外「博哥」（郭富城飾）和「珍姐」（楊千嬅飾），這兩位主角表現出同理心，因為縱使

他們生活條件差，但仍然願意互助互愛，幫助身邊更多有需要的人。 

  

  同時，我亦在電影中領會到「不要介意去付出愛，因為當你願意在別人需要時幫助他，當

你有需要時，你同樣會得到別人對你的關愛。」最後「博哥」患上肺癌，但因治療費用昂貴，

因此「珍姐」賣了她多年來珍而重之的禮服，為了讓「博哥」得到治療，同時「博哥」曾經幫

過的人，也對他伸出援手。「就算人只有有限的力量，但仍然願意去幫助、溫暖身邊的人」，他

們的行為令我十分敬佩。 

 

 

 

  



2020-2021 寫作拔尖班 活動感言 

  

4A 鄔凱娜 

  作為今年的寫作拔尖班主席，儘管我要求自己認真完成每一次老師的囑託，但似乎在疫情

之下，我能為寫作拔尖班做的事情實在少之又少。網課期間，我以身作則，做到時刻認真聽講，

積極回答問題，幫助無法登入的同學。能為寫作拔尖班貢獻的事情已經大大減少了，因此我開

始格外注重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 

  

  寫作拔尖班伴隨了我大部分的中學生活，從中二開始，就已經在此獲益良多。不知不覺中，

已經做了主席兩年，一時間竟有些感歎。和曾經教導我，一起共進共退的學長們的回憶依然記

憶猶新，而如今我作為主席，已成為高年級學生，卻似乎在這兩年間沒有給低年級的學生帶來

一些道理或教導。現在我只希望自己所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能幫助他們，哪怕一點點。希望下

一個接手主席之位的同學，不懼困難，接受挑戰，未來寫作拔尖班依然是一片光明。 

 

  



2020-2021 視覺藝術科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 — 學校桌椅大改造  

中學組傑出作品獎 得獎感言 

  

4A 何熹宜、4A 林雅翹、4A 吳樂恩、4A 黃祉瑜、4E 岑卓諾 

  我們的作品名為「足球機」，把學生桌的抽屜變成了一個足球場，當中的意念是來自我自

小的興趣 —— 足球。我們運用了一些隨處可見的材料，如竹籤、紙皮等，把這些物料循環再

用，並賦予新的生命。製作期間，時間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解裝、重組、塗色等，都需要花上

一定的時間，然而我們最後都能在限期內完成，全靠我們分工合作；而我們有時會出現意見不

合的情況，但最後都能心平氣和地討論，並把問題解決。 

  

  

  



2020-2021 視覺藝術科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 — 學校桌椅大改造  

中學組傑出作品獎 得獎感言 

  

4C 莊少傑、4C 滕毅康、4D 何靖峰、4D 何子均、4D 吳嘉浚 

  香港地少人多，啟發我們以此作為是次創作的概念。本地居住空間都較為狹窄，而我們改

裝學生桌而成的「多功能檯」，正好讓不同家庭有更多可使用空間。作品中最大的特色是可延

伸，在製作可拉出來的延伸部分時，我們嘗試調整不同的鬆緊度，測試不同扣子的配合性，為

求用家在使用時感到更方便。 

  

  各位組員的繪畫天分不高，但對立體的認知則相對上較敏銳。製作期間，我們發揮了各自

的長處，例如有組員主力構思意念、有組員則負責繪畫設計圖及計算尺寸、有組員切割及組裝。

作品在外觀上雖然平平無奇，但包含了我們五人的心血和努力，所以得到獎項，絕對是一件值

得高興和紀念的事。 

 

  



2020-2021 保馬劇社 校慶音樂劇 活動感言 

  

5A 張倩盈 

  音樂劇是結合了不同藝術元素的大型演出，能夠參與演出，真是一個很難得的學習機會，

為了充實我的中學生涯，我決定參加二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音樂劇遠遠比我想像中困難得多，

唱歌、跳舞、演戲缺一不可，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團隊合作。音樂劇並不是一個人的表演，

學會怎樣與人相處亦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例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請教別人，共同進步。我

在戲中扮演的是一個妹妹角色，很容易演繹嗎？當然不是！要是這個角色只是單純喊「姐姐」，

直接刪除便好。這是一個擁有和我不同性格和行為的角色，我從中感受到挑戰，需要不斷探索。

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回憶和經驗，我想我畢業之後仍然會記住練習音樂劇時發生的一切。最

後，希望下年能繼續挑戰更多不同的角色，體驗更多不同的自己。 

  

  

5A 施卓翹 

  為慶祝學校二十五周年，本屆保馬劇社（包括我）有幸能參與是次音樂劇的訓練。劇社同

學在上學期一同參與訓練課堂，課堂與以往的大為不同，不單有戲劇訓練，更加設了聲樂及舞

蹈的課堂。在參加音樂劇前，我對跳舞唱歌只是略有興趣，並沒有深入了解。但經過參加音樂

劇，才知道原來唱歌不但要唱，亦要講求技巧。而經過導師專業的培訓後，我超越自己，學習

了唱和聲的技巧。學校踏入二十六周年，但我希望這音樂劇會有一個完美的演出。 

  



2020-2021 足球隊 北區中學七人足球比賽  

2019 碗賽亞軍 得獎感言 

  

5D 謝靖航 

  在這次比賽中，我們足球隊吸取了很多經驗，也展示了我們應有的水平和團隊合作的精神。

當在場上的隊員出了一些失誤，場下的球員會不斷鼓勵和作出提點，即使球隊落後也不斷打氣。

其實，在這次比賽之前，我看見隊員十分努力練習，每場都竭盡全力，不會像三年前大家還在

參加學界比賽那樣，為比賽而比賽，為踢球而踢球。現在，大家都有一種用心學習、求取進步

的心態，無論遇到甚麼對手，都不可以輕言放棄，要全力以赴！每位隊員都在努力為球隊付出，

為學校爭光，我也見到每位隊員都有足球球員應有的態度，比以往更具熱誠。因此在這個比賽

中獲得亞軍，實在是個不錯的成績！希望來年再有這個比賽，我們一定會力爭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