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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曾有成校長

暮春三月，還是春寒料峭，乍暖還寒的時候，同學們剛過完春節，又再埋頭苦讀。面對第一
屆新高中文憑試和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的到來，試問有誰人可以停下來？不論是老師或是同
學，都為著學業成績而打拼，讀書從來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為著學業前途，世上又那有免費午
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師生們都明白這是恒久的道理，除了努力加油外，還需要有頑強的意
志和耐力，才可以取得最後勝利。麗澤的師生們，為著你們的努力，我們默默地為你們獻上祝
福，祝願你們成功！
教育局於2012年2月16日把新校舍正式移交給我們。感謝主！這個幾代麗澤人的夢，終於可
以成真，這是一個恩典！裝修工作隨即展開，期待著新高中第一屆畢業典禮在新禮堂舉行，日後
同學都可以在舒適的環境進行周會，這是何等美善的事情呢！
同學的學行一天一天進步，新的學習環境，正是給他們的獎勵和鼓舞，他們將有更多發揮和
表現的機會，這對於建立同學的自信和發掘同學的潛能是一個最佳平台，我們期待著同學的創
意，讓你們的天分盡情展現吧！

校舍新翼近況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儆醒。」詩篇127:1
本校於2012年2月16日舉行校舍新翼收樓簽字儀式，
當天教育局把校舍新翼移交給我們，由劉國偉校監代表接
收。
校舍新翼各項由本校自資的工程也隨即展開，例如禮
堂空氣調節系統工程、電動燈光升降架工程、禮堂專業音
響工程、加強保安工程、外牆校徽、校名工程等。而我們
更計劃打造一個可媲美電台、電視台的專業錄音、錄影及
樂隊排練及表演室，讓同學發展及發揮各方面的才華。同

電腦室

空中花園

時也著手構思體育健身室，讓同學強身健體、舒展筋骨。
預計工程耗資龐大，工時頗長，有些項目更要安排在第二
期進行，期望工程一切順利，工程人員平安，讓同學盡快
享用優美的校園。

禮堂

多用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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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周 弘揚中國文化
鼓勵同學接觸不同國粹
為增加同學對中國語文科的興趣，麗澤中學於2012年2月13日至
2月17日在校內舉行「中文周」活動。是次活動內容豐富多采，包括
話劇表演、午間粵語歌曲點唱、中文書法比賽、中文作文比賽、品德
情意壁報設計比賽、傳統美食製作班、及全校廣播猜字謎遊戲。

惜別周會

一年一度驪歌高奏的日子倏地到了。應屆畢業班同學（包括了中七、
中六兩級）早在開學初已作出最後階段的應戰準備，正是緊張得如箭在弦
之時，一眾學弟學妹於2011年11月30日特地籌辦了惜別周會，為他們的
身、心、靈打氣。精心演出的節目包括演唱、話劇、花式滾軸溜冰、舞
獅、致送紀念品等，學弟學妹將祝福與期盼都一一送上，讓即將離開母
校、展開人生新一階段的畢業班同學明白，在他們背後是無盡的支持，母
校的恩情、同窗的情誼將永遠伴隨他們。畢業班同學也趁此機會對母校、
師長表達感恩之情，他們相信麗澤不但與他們同渡成長歲月，更將要見證
他們的蛻變！在這特別富有挑戰的一年，麗澤上下一心，昂首闊步，開展
新的一片天！

畢業長跑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路
程：
完成時間：
活動目的：

2

2011至2012年度周年畢業長跑
中六級及中七級學生
2011年12月2日
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正
船灣淡水湖主壩
女子組：約三千米 男子組：約四千米
男子及女子的標準時間為40分鐘
為使學生能有不同活動經歷，令同學明白畢業
只是人生一個小小的階段，面前還有很多的挑
戰要面對，藉此活動激發同學互勵互勉、真摯
關懷的情感，使同學在中學的生涯添上一份動
人的色彩。

中英劇團戲劇教育計劃
本校藝術科為配合戲劇教育的發展，在本學年參加了中英劇團的戲劇
教育計劃，目的是讓學生初步認識戲劇的藝術形式，並能從戲劇中學習
角色分析、語氣、表達方式等戲劇表現技巧。學生透過4次的工作坊，從
遊戲、創作故事等活動中去實踐、學習，使他們能把所學到的技巧運用出
來。根據活動檢討及反思的結果顯示：達90%或以上的同學認同活動能達
到目標，並能擴闊他們的視野及培養興趣。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在2012年
３月３日舉辦了海洋公
園一天遊，當天同學了
除了能走出校園呼吸一
下新鮮空氣外，更能藉
此聯繫師生間的情誼。

海洋公園一天遊

「TEEN天有耆蹟」計劃
本校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中四級）參與了香港
房屋協會長者安居資源中心舉辦的「TEEN天有耆蹟」 計
劃參觀活動。在2012年2月13日下午，我們
一行三十人一起前往油麻地駿發花園2期
地下的香港房屋協會長者安居資源中
心。當天，學生透過體驗活動，認識了
長者老化的情況、長者安居資源中心的
設施、長者家居安全的知識及生活輔助
器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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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祭成長營
在2012年2月份，我校20多位中一級同學參與了「青春成長營」活動。當天，同學到
達創興水上活動中心，透過不同的活動，同學從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精神、提昇個人領導能
力及如何增強自信心。

實驗室開放活動
晉朝「魚洗」全接觸
實驗室每學年都會籌辦一至兩次的開放
活動，活動目的主要是透過一些富趣味性，甚至帶有一點
刺激的實驗，吸引同學到實驗室。在有別於平日課堂的氣
氛下，讓同學能自由地親自進行及操控一些實驗活動，藉
此引起及提高同學們對學習科學的興趣，而活動的對象則
以初中同學為主。
2011年11月15日舉行的活動是以「晉朝『魚洗』全接
觸」為主題，在活動舉行前，校方特於香港中文大學購買
了一件仿古文物 ── 魚洗，讓同學能夠親身接觸這件千多
年前的仿製晉朝文物。當時見到同學們都很興奮地一個接
一個把玩這件難得一見的魚洗，並互相作比試，大家的反
應都十分熱烈。

歌唱比賽
由學生自治會主辦、音樂科協辦的歌唱比
賽，已於2012年1月17日圓滿結束。當天氣氛
熱烈，參賽者和表演嘉賓的忘我演出，令大家
樂在其中，陶醉不已。期望下學年再為大家送
上一場精彩的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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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營
2011年12月22至24日福音營於元朗
大棠渡假村舉行，活動內容豐富，除了詩
歌敬拜、見證分享晚會、早上靈修及集體遊戲
外，同學們更集體挑戰高難度的高空繩網陣，面對
困難，師生之間互相支持，以愛彼此激勵，共同完成了
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飛短留長」髮型設計課程
主辦單位：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活動日期： 1. 上課學習 2 月 7 日至 2 月 28 日（逢星期二）
2. 參觀香港髮型協會 2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活動對象： 中三級至中四級學生
活動目的： 透過髮型課程及參觀協會，讓學生多元發展，並對髮型設計
工作有初步了解。透過比賽，讓學生發揮所學，提升自信心。

家教會親子一天遊

職業訓練局參觀活動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一天遊已於
2012年2月12日順利進行，參加人數達80
人。一眾老師、家長及學生先到達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參觀，然後再到大美督燒烤，當天大家度過了一
個既難忘又快樂的假日。

2012年2月24日，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安排老師帶領
本校中四、中五同學前往職業訓練局九龍灣大樓的開放
日參觀。是次參觀的是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及青年學
院。旅遊業培訓中心具備全亞洲最佳及最先進的訓練設
施，同學可藉此了解西式廚務、西式包餅、客務及導遊服
務等，讓同學大開眼界。中心更以精美點心及豐富的遊戲
來招待同學，使同學們吃不停口，樂在其中。至於青年學
院，則展出了各個課室及設施，讓同學們更深入了解青年
學院所提供的課程，幫助部分有志升讀職訓局課程的同學
作出明智抉擇。

2011-2012年度部份學生成就
比賽/活動/項目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網絡欺凌」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明日領袖獎」計劃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2011 青苗學界進步獎

「歡樂與夢想──我的華夏之旅」
攝影、繪畫和遊記創作比賽

「網絡欺凌」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主辦單位

獲獎學生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傑出青年協會及教育局

青苗基金

國家旅遊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辦
香港中國旅行社承辦

紅花湖——情迷夕陽樹影

二胡獨奏初級組季軍：梁豪傑(1A)
中學組笛子獨奏初級組優異：鄧思遠(3B)、江詠恩(5D)
冠軍：廖楚瑩(2B)
明日領袖獎：關佩嬋(5A2)
張敏聰(6A1)、潘玉晴(5A1)
進步獎：
徐楊瀾(2A)、孫嘉宇(2B)、伍嘉全(2C)、周嘉華(3A)、許錦豪(3B)、
堀井雪江(3B)、陳頌聲(3C)、黃偉星(4A1)、林淑芬(4A1)、
蔡漢葉(4C)、葉雅麗(5A1)、劉烷欣(5A2)、王倩彤(5A2)、
陳育敏(5B)、黃麗明(5C)、左金麗(5E)、余楚球(6A1)、
葉麗汶(6A2)、趙小正(6B)、張展智(6C)、黃宇文(6E)、
李立麟(7A)、區志欣(7B)
攝影組優秀獎：
陳玉惠(3A)

廣東巽寮——相交輝映

陽江——陽江魚影 惠州西湖——西湖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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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努力不懈，
今天的珠寶人生──

區國球校友專訪
簡介： 六福集團於1991年成立，並於1997年5月於香港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590）。主要從事各類
黃鉑金首飾、黃金裝飾品、鑽石首飾、天然翡翠、寶石及其他配飾之採購、設計、批發及零售業
務。現時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新加坡、美國及加拿大共有超過860間六福珠寶零售店。
校園記者：何淑儀（5A1）、鄧紫君（5A1）、龍瑞珊（5A1）、黎方楠（5A1）、李開媚（5A1）

在茫茫人海中，你有沒有想像過，與你我
擦肩而過的就有一個麗澤人。從麗澤出來的
學子們走進了社會的各個行業。從事教育行
業的，從事配音行業的，從事玩具製造業
的，也有從事珠寶行業的……你我有否
想過，在我們耳熟能詳的六福珠寶裡
有這麼一位麗澤人。
六福集團集團總經理，在我
們看來是多麼嚴肅的一個職稱，
然而我們這一位區國球校友卻毫無令人畏懼的嚴肅感。從踏入
區校友辦公室的那一刻開始，我們便體會到那像家般濃濃的親
切感。辦公室裡，擺放著他和家人的合照。觀察細微的區校
友，似乎從我們木訥的反應中看出我們的拘謹，也便開始和我
們有一句沒一句地開著玩笑，好讓我們這些後輩舒一舒緊張
感，也讓生硬的氣氛巧妙地變柔和，變愉快。

區校友的麗澤緣
區校友和葉樹榮先生一樣，
對麗澤有一份獨特的情感。區校
友在與我們的言談間，又再一次
勾起對麗澤中學的回憶。那是一
條長滿木棉花的長馬路，那是一
段充滿懷舊藝術氣息上學必經
路。那是一塊靜謐的，不受雜人打擾的學習之地。區校友形容
中的麗澤，就是沙漠中的綠洲，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地方。
區校友對麗澤也有著一段奇妙的「八年之緣」，在區校友的細
說之下發現，區校友在學習家族事業之後仍在夜校進修，而進
修的夜校玫瑰書院租借的就是區校友所念念不忘的母校，是他
記憶中的那個沙漠綠洲。
區校友對麗澤念念不忘的不止那環境靜謐的校園，還有那
讀起來字字都蘊含深意的校訓。區校友對麗澤的那份愛，很
多都因為麗澤那份傳統的味道。麗澤所保留的良好的中國傳統
文化觀念和道德。也正因為如此，區校友在工作的時候都不忘
秉持著麗澤「自強不息」的校訓精神，儘管眼前的困難再大再
多，也絕不輕言放棄。

集團總經理區國球先
生代表六福集團從立
集團總經理區國球先生及其他管理層代表六福集 法會議員謝偉俊先生
團在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先生手中接過 手中接過「東周刊香
港服務大獎2011」
「優質顧客服務大獎
櫃員服務組別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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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校友的事業路
區校友之所以與珠寶事業結下深厚的情感，這與他的
父親有著分不開的關係。區校友的父親正是從事珠寶首飾
這一行的，而區校友從小在父親的薰陶下，也對這些獨特的
「翡翠金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為他其後與其他同業
創辦六福集團並成為集團總經理；協助及帶領六福珠寶在中
國，乃至世界勾畫一幅事業藍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六福珠寶從剛開始的一間只有廿多人的小珠寶店變成今
天你我耳熟能詳的珠寶品牌，裏面裝載著像區校友一樣的員
工的辛勤付出，裝載著他們對這個行業的投入與專注，這也
是區校友認為成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六福集團於1997
年成功在香港聯交易所上市後，成績一直受人矚目，取得了
輝煌的成就，也贊助了許多大型選美的盛事。就如我們所知
道的，香港小姐所佩戴的珠寶首飾和后冠也都是由六福珠寶
贊助。雖然六福有今天這樣輝煌的成就，但區校友仍然有這
一顆謙遜的心，他也告誡我們：「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但只要堅定地朝著目標走，總會有出頭的一天，你總可以站
在高處俯視過去的辛酸足印，那時你變會滿懷欣慰。」

港姐后冠的故事
在談到事業這個嚴肅的話題時，區校友也不忘向我們提
及一些工作上的逸事。當初獲得港姐冠軍的某佳麗，在得到
冠軍殊榮後，竟做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愛舉動。這位可
愛的港姐在得獎後不知該如何處理那貴重的后冠，躊躇思索
多時，還是把后冠寄存回六福集團，保管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取回。這也讓我們想到，許多人為未來設定很多追求目標
去拼搏，但是當你終於擁有這一切，你卻變得茫然不知所
措。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應該像區校友所說的那樣做事要有
計劃，亦要把握機會，並懂得知足，很多事情不應該強求，
也不必強求。
在與區校友的交談中，我們聽到了，得到了很多。字裡
行間我們也領略了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還有區校友對麗澤
學子們的希望與祝願。最後區校友也不忘勉勵我們：「自古
成功在嘗試，身為學生的我們應該遵從校長、老師、父母的
教導。在他們的循循誘導下，一步一腳印地走向屬於我們的
成功之路。」

成人中的孩童，熾熱的玩具心──

葉樹榮校友專訪
簡介：香港英和玩具有限公司總裁、啟帆集團有限公司（00646）始創人及資深的玩具專業人士。從事玩
具貿易多年，與國際玩具業的生產，銷售巨頭有密切的聯繫和接觸，並有良好的私人交情。曾任職
國外某大玩具公司副主席，在香港有自已的品牌公司和設計公司，出口歐、美、日市場。在取得孩
之寶玩具中國地區總代理後，專門成立英和玩具公司進軍內地市場。
校園記者：陳麗娟（5A2）、吳麗瑩（5A2）、周慧敏（5B）、覃淑嫻（5B）

麗澤八十多載的年華歲月中，培育出一代有一代的莘莘學
子。這其中有這麼一個，在茫茫人群中，他不是最耀眼的一
個，但卻有著驕人的成就。他就是我們這期校訊所訪問的校友
──葉樹榮先生。

葉校友的夢想
正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葉樹榮先生年輕時，是一個有「多
心」的孩子。也和我們一樣，有著數不清的「夢想」。但說實在
的，他並沒有一個特別的夢想，真正的夢想。但嚴格說來，從商
也許就是他最嚮往的。從小時候開始，他的思想，所做事情的途
徑，基本上也是符合從商這個大路向的。為甚麼會有這種說法
呢？在葉校友自己看來，他學過很多東西，但這其中沒一樣能讓
他真正陶醉，嚮往的。然而，做生意是唯一一件，他堅持了，也
做成了的事。
在葉校友的眼中，從商是一種途徑，而不是一個目的。作為
玩具製造業中數一數二的一位人物，當初為什麼會選擇玩具這一
行呢？其實這一切都是隨遇而安的結果。葉校友並沒有刻意地為
自己定下玩具這個目標。更多的，他覺得自己是掉進去玩具這世
界了，走不出來了。既然走不出來，便要盡自己的能力，能做多
好就做多好。後來，葉校友也漸漸發現自己對玩具的這份愛，這
份濃厚的情感，並不是一開始那種帶有功利意味的目的。

葉校友的成功與失敗
一次機緣巧合，葉校友的公司根據三個意大利年輕人的圖稿
製作出了當時炙手可熱的玩具形象——忍者龜，也正因為如此，
許多人稱葉校友為「玩具大王」。但他自己並不這麼覺得。他認
為自己並不是甚麼「玩具大王」，也沒有甚麼「玩具王國」，自
己不過是一個從事玩具行業的小商人罷了。那麼這個玩具商人在
他的玩具事業上，有沒有甚麼令他感到開心的事呢？葉校友覺
得，成功便是開心了。製造出一件玩具，能賣，便是開心了。但
是，開心並不與金錢成正比。相比之下，能得到認同，是一種內
心的收穫。用收穫來衡量的開心，是最簡單不過的了。其實，做
玩具是有一定的風險的。有風險當然也少不了失敗，但要在每一
次失敗後都學聰明點。成功者也是靠很多失敗者得屍骨堆疊，
才能到達頂峰的。失敗的案例總是多過成功，所以更應該為成
功感到高興。同是也要學會面對、處理失敗，因為失敗不僅傷害
一個商人的財政，更可怕得是，它傷害你那熾熱的雄心。他給我
們講了一番他對兒子說過的話：「當你面對一堆問題時你會怎樣
解決？問題向來就不是一個個出現的，而是嚇倒我們的一堆。那
麼，你就應該學會將它們各個擊破。當問題愈來越愈少了，也就
容易解決了。而最後，解決不了的，就要學會服輸，學會從容地
面對它。」這就是葉校友對待困難的一套方法。

其實葉校友也是一個愛好攝影的人，他也經常用攝影去比
喻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他覺得對待問題事情時要做到這三
部曲：一、鎮定。二、冷靜思考。三、客觀對待事情。然而，
第三條往往是最難做到的。當人們面對錯誤時，永遠覺得自己
是對的，想盡辦法說服自己錯的是別人。這樣是解決不了問題
的。我們不應該一開始就認定自己的正確性，後退一點，看多
一點，你就會清楚一點。就像照相一樣，當你站在前面時，你
會覺得後退一兩步，不過景觀闊一些。而實際上，整個構圖已
經不一樣了。所以，我們必須謙虛一點，少一點主觀色彩。

葉校友的璀璨人生
除了家人、事業之外，在葉校友眼中，朋友、消閒也是不
可或缺的。那他又是怎麼在這之間作出平衡呢？他認為對待這
些事必須在權衡每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過後，才知道甚麼時候應
該把甚麼事情放在首位。如果你想多方面得到收穫，那你必須
兼顧多方面。再者，就是要專注。對待這些是事情要有目標，
這目標必須是你能力範圍之內，否則就不要去想，以免給你自
己無形中設置了太多框架，限制了自己。做事要做得專注，玩
也要玩得專注。每一件事情都要玩得投入，玩得深入。要懂得
用實際的角度看事情。夢是非常好的，但是白日夢是很浪費時
間的。當你把你的夢篩選、濃縮為你的目標後，你就要一直勇
往直前，沉著、專一地去做。
其實葉校友除了對待事業，家人盡心盡責之外，我們也提
及過葉校友有很多嗜好，有如攝影，收藏手錶等。其實這位
大人的內心也有一顆小童心。葉校友認為，任何一行，只看數
字做事的話，永遠都會缺乏一種歸屬感。用數字衡量生意，就
算你成功了，你也不過是一部電腦罷了。你在事業上要取得成
就，你就必須喜歡上班。做你喜歡的事，一定是最開心的。雖
說葉校友是從事玩具製造業，但他仍很喜歡買一些玩具回來，
這不是為了抄襲，而僅僅是因為喜歡。在他看來，玩玩具並不
需要有年齡限制，喜歡就買來玩，而且這也是他的事業，只有
對事業有個人的興趣，你才會過得開心，對每天的繁冗的工作
才不會厭煩。
葉校友是一個重感情的人，是一個不忘本的人。他對麗澤
這一所母校有著絲絲縷縷的情感，對於麗澤的學弟妹們也有深
深的寄語。葉校友認為時下的年輕人都有兩個通病：
一、現在的年輕人的專注力普遍不夠
二、不夠自我反省。香港社會每個人都喜歡做「賴人」。
「你錯我對」的視角是該摒棄的，不用這種方法看待事
情對我們自身更為有益，虛心是成功所必須的條件之
一。
成功不能用甚麼方法去衡量，我們永遠
看人都比自己好。成功做成了一些令自己
自豪的事情就好，不要用表面的尺度去
量度自己。
總而言之，做事最重要是要專
注、身心投入。沒有一樣東西是
容易的。如果有，那麼這一次只
是僥倖，再做一次就不能做出同樣
的效果了。所以每做一件事情，都
要將自己最好的資源（時間、精力
……）投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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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mix a Ph.D from HKU, a
very busy Research Assistant, a young and energetic classic
English teacher and a fat NET from the USA? You get a team of
very different people working hard together to teach English in a
creative way at LCMS.
Ms. Cheryl Ng and Mr. Cary Yurk, English teachers
for S5A1 are developing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module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r. Jasmine Luk.
Her Research Assistant, Ms. Betty Hui, is responsible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recording during all sessions. This year, Ms. Ng
and Mr. Yurk developed a Halloween module helping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alloween and the Chinese Hungry Ghost

Festival. Students were very excited to put on Halloween skits
in English!
At the moment, the 5A1 class is learning how visual
media uses certain kinds of language and images to promote
or sell a product or service. The students ha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 the end will have to
produce advertisements to promote something in English.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approach, our students will find
it interesting and fun to learn English. In addition, they are
developing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using them i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genres of media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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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there! It’s been a great pleasure meeting
all of you in Lai Chack in the past few months.
As a new English teacher, I really enjoy
learning and working with my students in a
supportive and stimulating environment like
here in our school. If you are curious to know
more about me, here are some random facts
about myself:
(1) Reading is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to do. I used to read a lot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2) Laughter is my best medicine.
(3) I do believe that learning English doesn’t have to be dull
and painful, as long as you have put your heart into it.
(4) My poodle is my best mate EVER. I am pretty sure he’s the
cutest creature in this entire world.”
Ms. Queenie Wong

“Like many of you,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I went
to local schools until I moved to Canada in my mid teens. As
a child, there were three things I loved most – animals, exotic
cars and sports. I would spend hours reading about dogs and
the latest automobiles, and I never got tired of playing football.
In my twenties, I passionately searched and pursued things that
I thought would bring me happiness and deep satisfaction.
These included romance, education and career. However, my
pursuit resulted in many hurts, bondages and disappointments.
Finally, in my despair I committed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the
author of life. Since then, I have been experiencing love and
freedom. He also teaches m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Jesus’
invitation still opens to all today. Do you want to receive him
into your life?”
Mr. Alex Lee

學校發展委員會：
顧問：曾有成校長
成員：李潔明老師（統籌）、陳淑媚老師、歐陽嘉恩老師、呂紅香老師、何楚翹老師
《校訊》總編輯：陳淑媚老師
校園記者：何淑儀（5A1）、鄧紫君（5A1）、龍瑞珊（5A1）、黎方楠（5A1）、李開媚（5A1）、
陳麗娟（5A2）、吳麗瑩（5A2）、周慧敏（5B）、覃淑嫻（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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