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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r students’ luxuriant experience on the “Taiwan University Trip”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areers Counselling 

Team, 20 of our students joined a university visiting 

tour organized by the HK Federation of Taiw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umni Association in  

summer. The students visited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cluding MingDao University,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uanpei 

University and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In MingDao Univeristy, they had their very first 

experience of 3-florr high rock climbing, which was  

a limit-breaking experience. Moreover, they visited the Japanese Studies Department and learnt useful 

daily Japanese and traditional origami. Students also joined a bakery class organized by the Catering 

department. 

In the YuanPei University, they visited the X-ray rooms and examined some human specimens in the 

Bio-medical Imaging Centre. It was a terrifying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they gained a lot of 

knowledge on anatomy. In addition, they also produced medicine using vaseline and other chemicals.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th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udents visited the studio 

and had a chance to become a news reporter with the first line of new reporting. Another eye-opening 

visit was to the huge and professional studio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Experience shared by 5B Lau Koon Yin, 5B Yan Hau Yin and 5B Kwok Ka Wun) 

(Edited by Ms Lam Wai Mei and Mr Lee Kai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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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於國際集郵競賽中為香港取得三面銀牌本校學生於國際集郵競賽中為香港取得三面銀牌本校學生於國際集郵競賽中為香港取得三面銀牌本校學生於國際集郵競賽中為香港取得三面銀牌    2018 第 35 屆亞洲國際集郵展覽於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 24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亞洲國際郵票展覽」是由亞洲集郵聯合會負責管理和推廣的一項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必須依循國際集郵聯合會（FIP）公佈的「競賽性規則」執行。從 1977 年起至 2017 年間，在不同的亞洲國家和地區一共舉行了 34 次亞洲國際集郵展覽，是次展覽正是第 35 屆舉行的亞洲國際郵展。 當中，青少年競賽組別有來自 14 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青少年，共157 幅作品參賽。香港特區共有 10 位青少年代表參與競賽，他們皆於過往全港「校際郵集設計比賽」中獲三甲成績。當中有 4 位是本校學生，包括 6A 譚皓穎、5A 葉瑩瑩、5B 戴昕及 5D 葉愷桐。他們的作品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評審後，獲得三面銀牌，成績斐然! 
    

    

    

    

    

    

     

    

    

    

    

獲獎同學及作品主題 6A 譚皓穎    
作品主題:  

Our Times(我們的時代) 5A 葉瑩瑩    
作品主題:  

Story of our attractive city  

– Hong Kong (香港故事)    5B 戴昕及 5D 葉愷桐    作品主題:  

Your Fate? Your Way! (命運) 

獲獎學生於展品前合照 

香港郵政署支持學生參與是次比賽 

香港郵政署助理經理王嘉韻小姐(本校舊生)陪同本校學生參與是次郵展競賽 

葉瑩瑩同學正向評審介紹她的郵集 與著明挪威郵票設計師及藝術家 Mr Martin Mörck 交流 

澳門郵電司頒發獎項予本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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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活動生物科活動生物科活動生物科活動————中六戶外考察中六戶外考察中六戶外考察中六戶外考察        

本校生物科老師於 9 月 27 日至 28 日帶領修讀生物科的中六同學到可觀自然教育中心進行 2 日 1 夜

的戶外考察，從中學習並實踐「生態學習」技巧。 

5.透相片    

      

2012012012018888----201201201201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四社社監及社長名單四社社監及社長名單四社社監及社長名單四社社監及社長名單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中六級同學訂購通識科試題匯集中六級同學訂購通識科試題匯集中六級同學訂購通識科試題匯集中六級同學訂購通識科試題匯集    

通識科將安排中五及中六兩級同學訂購公開試試題匯集(共兩冊，輯錄歷年試題及考試分析）， 

讓同學盡早熟習公開試試題設計，積極備戰。每套價錢為 $78。 

本年度四社社監社長名單 

 敬社 遜社 時社 敏社 社監 劉凱怡老師 李啟和老師 

何娉嫚老師 趙懷信老師 

陳嘉盈老師 唐瑞良老師 

李素華老師 黃俊佑老師 社長 4A 鄺雅倩 

5B 許澤崴 

5A 吳清韻 

4D 關家熙 

5A 馬美葆 

5B 吳亦翔 

5A 黃子芳 

5D 潘振峰 

▲考察上川之淡水溪流生態 

▲考察樹林內之碳循環系統 ▲透過收集、整合及演示所得數據，向同學展示學習成果 

敬社社監及社長敬社社監及社長敬社社監及社長敬社社監及社長 

敏社社監及社長敏社社監及社長敏社社監及社長敏社社監及社長 時社社監及社長時社社監及社長時社社監及社長時社社監及社長 遜社社監及社長遜社社監及社長遜社社監及社長遜社社監及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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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網上問答比賽校際網上問答比賽校際網上問答比賽校際網上問答比賽－－－－知識產權大決鬥邀請函知識產權大決鬥邀請函知識產權大決鬥邀請函知識產權大決鬥邀請函 

 

為進一步加強學生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及了解，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與由知識產權署舉辦的「校

際網上問答比賽－知識產權大決鬥」，以下為是次網上問答比賽的詳細資料︰ 

 

比賽日期︰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4 日  

網上鏈結︰               www.ipcontest.hk （將於 2018 年 10 月 15 日啟用）  

參賽組別︰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五）  

比賽簡介︰               參加學生須選擇相應組別以參加比賽。在開始比賽前，參加學生須填上 

姓名、學校名稱、班級、學號及電郵地址，於「知識產權大決鬥」網站回答 20

題有關知識產權的問題，並於「致勝攻略」及 「分享比賽」獲得額外分數。  

獎項及獎品︰           所有獎項分為初中及高中組，每組各設有： 

 

個人獎項個人獎項個人獎項個人獎項****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獎品獎品獎品獎品 

初中組初中組初中組初中組 個人傑出表現獎 3 名 $300 書劵乙張  

獎狀 

優異獎 40 名 $100 書劵乙張  

獎狀 

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 個人傑出表現獎 3 名 $300 書劵乙張  

獎狀 

優異獎 30 名 $100 書劵乙張  

獎狀 

*成績以最少時間完成答題且得分最高為基準。 

 

同學對參與是項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周詠麟老師。  
中四級李偉雄同學於中四級李偉雄同學於中四級李偉雄同學於中四級李偉雄同學於「「「「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大賽大賽大賽2018201820182018」」」」中表現出色中表現出色中表現出色中表現出色    

由政府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的「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8」，本校中四級李偉雄同

學從全港 4000 多份參賽作品中名列前茅，成為比賽中首 8 名，獲優異獎。 

以上相片摘自 M21.hk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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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書圖書館新書圖書館新書圖書館新書————本周精選本周精選本周精選本周精選    

《《《《樂活樂活樂活樂活‧‧‧‧散心文化導賞散心文化導賞散心文化導賞散心文化導賞：：：：中上環篇中上環篇中上環篇中上環篇》》》》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駱思嘉駱思嘉駱思嘉駱思嘉 針對香港不同區域的核心範圍作出導賞解說，此書是中上環篇，作者將以路線形式，帶領讀者遊覽港島最核心而又最有歷史的區域，讓我們重深處了解我們城市的文化。 本書特色 

� 小區域就能遊覽多個景點，遊玩更便利。 

� 約一小時的路線安排，輕鬆舒適。 

《《《《新生活判讀力新生活判讀力新生活判讀力新生活判讀力－－－－－－－－別讓科學偽新聞誤別讓科學偽新聞誤別讓科學偽新聞誤別讓科學偽新聞誤

導你的人生導你的人生導你的人生導你的人生》》》》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黃俊儒黃俊儒黃俊儒黃俊儒 謠言像病毒一樣四處蔓延，你無法消滅病毒，但可以強化自己的抗體！  老師說──信念可以轉移颱風……，你聽或不聽？ 新聞報導──濾掛式咖啡會溶出致癌物，吃鹽酥雞恐得大腸癌……，你吃還是不吃？ 科學家發現──狗狗不喜歡被抱，世界末日將屆……，你信或不信？ 小心！你即將掉入偽新聞的陷阱！ 沒有人能正確判斷每一則科學新聞的真偽， 也沒有人能輕易認定所有食安或健康訊息的對錯， 你唯一的應對之法，就是抱持著質疑的態度； 或者，追隨科學新聞解剖室，學習判讀的能力 ──讓自己的人生不再被誤導！ 
《《《《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圖像溝通圖像溝通圖像溝通圖像溝通××××策略創新策略創新策略創新策略創新××××商業設計思維商業設計思維商業設計思維商業設計思維，，，，搶占未來市場商機搶占未來市場商機搶占未來市場商機搶占未來市場商機》》》》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馬克馬克馬克馬克．．．．史努卡斯史努卡斯史努卡斯史努卡斯(Marc Sniukas),(Marc Sniukas),(Marc Sniukas),(Marc Sniukas),    帕克帕克帕克帕克．．．．李李李李(Parker Lee),(Parker Lee),(Parker Lee),(Parker Lee),    麥特麥特麥特麥特．．．．莫拉斯基莫拉斯基莫拉斯基莫拉斯基(Matt Morasky)(Matt Morasky)(Matt Morasky)(Matt Morasky)    譯者譯者譯者譯者︰︰︰︰溫力秦溫力秦溫力秦溫力秦    巧妙創新→找出新的成長機會→打造策略→推動新成長業務→精通商業設計思維的藝術 《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5大步驟，翻轉你對商業模式的假設，告訴你如何運用新穎的「圖像思考」、「創新策略」與「商業設計」，尋覓促進企業成長的契機，擴展既有業務、開創事業版圖！ ▲ 創新的商業模式與策略，有助企業把生意做大： 
� 時尚界零售商 ZARA 將二季為單位的傳統商業模式，革新為每月都是新週期，分店每隔幾天就進貨，不會有店面囤積服裝一整季。 
� 麥當勞在各家分店創造全新餐飲服務McCafe，滿足不同的目標顧客與不同需求。 
� 亞馬遜推出販售二手書籍的新活動，增加 20%的書籍銷售營收；使用者免費退貨的措施不但大幅提升顧客體驗，也移除了線上購物的消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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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類語小典情感類語小典情感類語小典情感類語小典    75757575 種描繪人物情感的種描繪人物情感的種描繪人物情感的種描繪人物情感的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安琪拉安琪拉安琪拉安琪拉‧‧‧‧艾克曼艾克曼艾克曼艾克曼    (Angela Ackerman) (Angela Ackerman) (Angela Ackerman) (Angela Ackerman) 及及及及    貝貝貝貝嘉嘉嘉嘉‧‧‧‧帕莉西帕莉西帕莉西帕莉西    (Becca Pugl(Becca Pugl(Becca Pugl(Becca Puglisi)isi)isi)isi)    譯者譯者譯者譯者︰︰︰︰蘇雅薇蘇雅薇蘇雅薇蘇雅薇 古今中外，不管是哪一部名作都有個共通點，那就是高超優異的「人物情感」描寫。 愛戀、憎恨、孤獨、盼想……若要能生動地描寫情節，讓在情感漩渦中的人物登場後令讀者印象深刻，寫作者不可或缺的能力便是：栩栩如生地描寫該角色的心理狀態。 然而，單單用理性思考，恐怕不管怎麼寫都只會賦予角色相同的反應，無法有所進展，不僅文字讀來毫無戲劇張力，過多的文字描述反倒使情感失真，或者情節鋪陳只仰賴對話，使得故事看起來索然無味……到底該如何能夠恰如其分、自然地原原本本呈現自己所創造出來的角色呢？ 本書將人類情感的喜怒哀樂分成 75 個詞條呈現，集結各種情緒會產生的行動、反應、心理模式，不僅可以幫助讀者在描寫登場人物的性格上能恰如其分，還能創造出使故事情節更有張力、且深具魅力的角色。 

《《《《物理有意思物理有意思物理有意思物理有意思：：：：你知道怎麼製作水果電池你知道怎麼製作水果電池你知道怎麼製作水果電池你知道怎麼製作水果電池

嗎嗎嗎嗎？》？》？》？》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程杰宜程杰宜程杰宜程杰宜 在抗日戰爭時期，有一次，游擊隊得到一個祕密情報：敵方的車隊下午會經過村前的大橋。 隊長立刻決定，在敵方到達時炸死他們，游擊隊的隊員聽完之後士氣高昂，大家表示一定要重創侵略者。他們迅速把炸藥埋在橋下，將引爆用的電線從炸藥包一直拉到遠處的橘子園，並接上電池和開關。只要一聲令下，便闔上開關，將電流送到炸藥包，在那裡會蹦出火花，引爆炸藥。 為了這次戰爭的勝利，他們一遍遍檢查每一個介面和線路。當檢查到電池時，發現因天氣太潮濕而漏電，導致電壓不夠了。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要前功盡棄嗎？」 「不！」幾個戰士主動請戰：「我們去橋下埋伏，時間到了再點燃炸藥包。」 「不！這樣太危險了！」隊長說，「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不能這麼做。」 聰明的你，替他們想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了嗎？ 
《《《《管他的呢管他的呢管他的呢管他的呢，，，，我決定活得有趣我決定活得有趣我決定活得有趣我決定活得有趣－－－－－－－－蔡瀾的瀟灑寫意人生蔡瀾的瀟灑寫意人生蔡瀾的瀟灑寫意人生蔡瀾的瀟灑寫意人生》》》》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蔡瀾蔡瀾蔡瀾蔡瀾 平穩的人生，一定悶。活得有趣，才能活得任性，活得精彩。 今天活得比昨天高興、快樂，明天又要比今天高興、快樂，就此而已，這就是人生的意義，活下去的真諦。 【蔡瀾語錄】 

� 活著，大吃大喝也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我早已退休，從很年輕開始已經學會退休。我一直覺得時間不夠用，只能在某一段時期，做某件事，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終結，隨緣吧。 

� 我想，能出人頭地的，都要在年輕時有苦行僧的經歷，所得到的，才能珍惜，對於人生，才更能享受。 

� 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以為最喜愛的事，卻是我最不喜歡的。我一生做錯了一件花了四十年才知道是錯的事，現在開始做我真正喜歡的。  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錄自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錄自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錄自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錄自「「「「商商商商務印書館務印書館務印書館務印書館」」」」及及及及「「「「博客來博客來博客來博客來」」」」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