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考歷史．教導人生 

——專訪李名山老師 
 

本校歷史科教師李名山教學多年，一直盡心盡力為學

生授業解惑。他日前接受敝報專訪，詳談他的成長歷程、

教學策略、教子妙方乃至運動之趣。 

現就讓我們揭開這位業餘歷史學家的神秘面紗，一

探究竟。 

 

名山的歷史舞台 

《史記》有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這是所有歷史學家的理想，亦包括李名

山老師。這樣一位與歷史有深刻淵源的老師，究竟當

初是為何邂逅這門學科的呢？ 

他分享道，自幼喜歡觀察事物，洞察背後之因

果和變化，思考歷史問題，再作出評論，將心得體會於與人交流。而通過

學習歷史，又能進一步幫助自己理解身邊、社會乃至國際的變化，受惠無窮。因而歷史無疑是最適合

自己的舞台，這不解之緣便如是結下。 

 

既然李名山老師對歷史情有獨鍾，又為何不繼續進修，成為專業歷史學家呢？ 

他坦言，雖對歷史有很大熱誠，但考慮到工作前景，以及對自己是否達到歷史學家的嚴苛要求有

所保留，因此在大學內做過兩三年研究後，選擇做一個全職教師。即適合自己，又可從事喜歡的學科，

還能教書育人，一舉三得。 

 

教學策略 

李名山老師深愛歷史，成為了歷史教師，但中學的人文學科普遍被學生視為背誦科目，沉悶無趣。

他的教學又如何應對？筆者幸蒙名山老師授課，發覺學生於課堂每每全神貫注，十分投入。原來，李

名山老師在背後是下了許多功夫的。 

他認為多用適合的圖像和影片有助學生學習，他亦不時分享與主題有關的細微趣事，拉近課題與

學生的距離，並從不同角度展現歷史，從而吸引學生；他亦給予學生充足的堂上小休時間，培養上課

情緒，學生的精神集中力和表現也因勞逸結合而更佳。 

 

思考方法 

除了課堂上的外在形式，他亦有談及課業的內在理念。而這一點，他所教授的通識和歷史又有所

共通之處。他認為，通識科就是在教青少年，「用大人的思考方式去理解世界」。他談到時下許多中學

生單一化地看問題，將分析與論證簡化成判斷，但單一的角度並不足以全面地觀察和思考複雜的世事。

例如簡單的問題：CY 是否一無是處？或許他的缺點你可以信手拈來，但想必不會任何優點都沒有吧？

而中學生在通識科議題做出判斷時，常會出現偏頗乃至極端，可能寫十個論點全是數落 CY 的不是，

而忽略了他值得欣賞的地方。 

歷史的一大趣味亦在於用不同的觀點去評價一位人物或者事件，在基於各自的理由之上，或會出

現截然不同的結論。古語有云，「成王敗寇」，又聞「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往往難

以輕易地下判語，遠至楚霸王項羽，近至毛澤東，便帶來了不休的爭論，更遑論歷史長河中的千千萬



萬。因此，無論是通識還是歷史，任何判斷和結論都應經過全面的思考並建基於理據之上，通過多角

度和理性的思考去理解。 

但在以上種種之外，還有一點令其執教的課堂變得生動有趣，那就是他的個人風格。名山老師說

話中氣十足，聲線雄壯，學生讚歎之為「霸氣外露」，上他的課，身影未見，一句雄渾的「GOOD MORNING 

CLASS」便由遠襲來。名山老師對此笑道，這些都是學生們的愛戴。 

 

付出與得著 

看來聽他講課，是不會沉悶了，但他自己教書

幾十年，來來去去都是教授一樣的內容，難道他自

己不會感到枯燥乏味嗎？ 

他說從來沒有這種感覺。其一，學生的盛情和

對他授課的期待，讓他在教學中找到樂趣和充實感。

其二，他時常會多作思考，嘗試做出突破，並旨在

「讓每一個上完堂的學生能有所得著」，不負學生所

望。他亦笑道：「有一年，我教一級五班的歷史，有

人問我一課書教五次會唔會覺得悶，我話唔會，甚

至教多一班都得！」而他教書講到投入之處，即使

是在冷氣房中，也會熱血澎湃，出一身汗。 

可見，名山老師雖離開大學多年，但對歷史的

熱誠不減反增，更推而廣之於學生，此精神與態度

讓人甚是欽佩。 

 

嚴師與慈父 

那麼在教學之外，李名山老師又是怎樣的呢？ 

他除了是一位老師，亦是一位父親。既為人師，

又為人父，面對兒子和面對學生又有些什麽分別？

李名山老師就說到，學生與老師間的距離感較遠，

除非學生突然鬧情緒，反則都一般自律性強。責罵

一句，學生們大多懂得收斂。但自己的兒子就不同，始終在不同的場合、崗位上，形象性格都會不同。 

比如有一次在見家長時，李名山老師向其父母談及他們的子女十分聽話，完全是榜樣；家長卻十分詫

異，說到自己女兒平日在家怎地沒禮貌，簡直就是霸王！表現行為與在學校的大相逕庭。他亦笑談，

「我個仔其實都霸霸地啦」。 

 

事實上，讓我們捫心自問，對待父母和老師，在家中和學校，態度不也是有所分別嗎？ 

故此，他在管教兒子時會以較婉轉柔和的方式教導，再慢慢教化他，和對待學生的方式有所差別。 

 

平日教導的學生至少都有十二、三歲，但自已的兒子只有十歲半，還在唸小五，又應教導他甚麼

呢？李名山老師主要訓練他背起責任，例如在鐘點傭工的離職後，要他多做家務，從而提升其責任感，

從前不做家務的他現今已懂得洗碗抹桌子呢！ 

 

 

 



期望 

作為老師，又會否如其它父母般對自已的兒子會否有很高的期望？李名山老師就認為，每個人都

有自已的想法，不能強迫子女跟隨父母的想法而行動。因此任其自由地發展，隨自已理想的職業而努

力。但是自已仍會堅持和鼓勵兒子發展語文、電腦等重要技能，因為這些對於職場乃至人生路上的打

拼十分重要。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兒子七、八歲時曾笑說過日後拿綜援也不錯。他笑說也許是妻子在社會

福利署工作，接觸到綜援案例的緣故吧。所以說，家人對小孩的影響也不能少覷！ 

 

生活方式 

另外，李名山老師的羽毛球技術高超有目共

睹，原來他從大學時期起已有持續運動的習慣，

以前專注於長跑，因為喜歡速度感；而之所以熱

衷於打羽毛球，是因為喜歡其帶來活力的感覺。

在當中，他尤其喜歡在羽毛球運動中使對手疲於

奔命、左右奔波所帶來的滿足感！  

最後，李名山老師亦鼓勵大家多做運動，因

為當做運動時，只專注於其中，可以暫時忘卻刻

板的生活軌道，有助減壓。而且，過程中會釋放

出安多酚，使心情愉快！ 

 

 

 

李名山老師享受教學，享受與學生相處，在訪問過程中也可

見一斑。見他高興處說得手舞足蹈，配上抑揚的聲線和誇張

的笑聲，訪問儼然成為了他的另一個課堂，教的卻不只是歷

史。 

人說︰「教師用心教，也用身教。」除了在課室內學到的歷

史與思考方式；在課室外，李名山老師那種積極思考，享受

工作，享受生活的態度，也很值得我們仿傚。 

 

 

 

 

訪問︰張愷鑫、龍曉楓 

文稿︰張愷鑫、龍曉楓、張智傑、馮子聰 



 

網絡小說 

 

網絡小說流派  

或許你沒看過網絡小說，但你肯定聽說過「同人」和九把刀，他們和網絡小說都有很大關聯。 

 

網絡小說泛指在網絡平台上發表的小說。它的起源並沒有一個

具體的說法，世界各地都有網絡小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的作者九把刀就曾經是一個網絡小說家，在網上發表小

說，受到注目後，將小說結集出版。 

 

而『同人』則是中國及台灣網絡小說發展出來的八大小說流派之一，其餘

七個流派為：修仙、凡人、都市、無限、穿越、黑暗、耽美，各有奠基作

品及特色，並因為網絡資訊流動迅速的優點，網絡小說內容不斷創新，風

格通俗，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同時也有因應社會熱題開出新的小分流派，

例如 2012 年年尾的末日預言，就帶起一股寫末世文的熱潮，從喪屍到自然

災害，充分表現網絡小說作家們的創意。這個小分流派就叫做『末世』了。 

 

八大流派之同人 

生活裡的娛樂少不了電影、小說和電動遊戲等等，相信許多人都嘗試過幻想脫離原本作品劇情的情節

來滿足自己喜好。你以上的動作就屬於『同人』（Fan Fiction）了，『同人』也可以稱為二次創作、二

點五次元創作，它涵括所有類別的事物、創作方法，發源自日本。在這裡主要介紹網絡同人小說。網

絡世界的便捷配合其本身廣闊無限制的創造性，使它成為中國網絡小說八大流派之一。除此之外，它

還在歐美、日韓等地區大受歡迎。部分在中國流行的小說主題在西方國家只有印刷版，甚至無人問津，

只有同人小說在網絡上活躍，例如曾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故事裹一個個催淚的悲劇與最後開放

式的結局，也刺激起讀者的思考，於是西方網絡上就出現不同類型的哈利波特同人小說了。不過，廣

闊的創造空間有時也會招致原作者的不滿。美國網絡作家 Steven Vander Ark 的《哈利波特辭典》，

便在出版後遭原作者 JL.罗琳控訴其侵害著作權，最後獲得法院判勝訴。 

  哈利波特同人創作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nidw9RzkgA806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internet&n=30&ei=utf-8&y=%E6%90%9C%E5%B0%8B&fr=FP-tab-img-t&tab=organic&ri=21&w=640&h=480&imgurl=www.tuverde.com/imagenes/2011/10/site_internet.jpg&rurl=http://www.tuverde.com/2011/10/claves-para-entender-por-que-contamina-internet-y-como-reducir-el-impacto/&size=166.2+KB&name=...+para+entender+por+qu%C3%A9+contamina+<b>Internet</b>+y+c%C3%B3mo+reducir+el+impacto&p=internet&oid=2b29dd32b047aa34cd47982428e71d2d&fr2=&fr=FP-tab-img-t&tt=...+para+entender+por+qu%C3%A9+contamina+<b>Internet</b>+y+c%C3%B3mo+reducir+el+impacto&b=0&ni=72&no=21&ts=&tab=organic&sigr=139nt3d6c&sigb=13uc42fcb&sigi=11it8trb6&.crumb=K1/kHrf7wec


盜版問題 

平時有在看網絡小說的同學看到 VIP 節章的時候有給錢嗎？如果有，

你可就是個乖孩子啦！皆因現在網絡小說盜版問題嚴重，不少人透

過盜版網站看小說，令網絡上出現了大量盜版網絡小說網，更有專

門的手打組為讀者提供優質的文字質素，實在猖狂。 

 

一般國外小說多以實體書形式發售，而且西方知識產權意識極強，

民眾都會自覺抵制盜版小說，那我們國家呢？大家都知道盜版小說

是錯的，但爲什麽還要去支持呢？因為貪方便？不願付錢閱讀小說？

要知道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上盜版網很大可能會受到病毒的攻擊，

到時可就真是得不償失了。而且看盜版小說同時也是對作者的不尊

重，不尊重作者的勞動成果！ 

 

可愛的多啦 A 夢變成了格鬥遊戲主角﹗ 

 

大家有想過網絡小說是作者們怎樣寫出來的嗎？平時中文課上叫大家寫篇區區幾百字的作文，就有不

少人叫苦連天了，更何況他們？網絡小說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定期和固定的更文(更新文章)，所

以想要有讀者，作者們就要每天都更文，而更新個幾千字則是必須的。想想，在大部份作者都只是業

餘的情況下，每天抽出自己的空餘時間來寫作，無數個日夜，堅持不懈。在你看每一個節章的時候有

想過嗎——作者到底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坐在電腦前一字一句地打出你所在看的一切。他有在生病嗎？

他沒有靈感很痛苦嗎？現在幾點了？凌晨了嗎？他，累了嗎？ 

 

他們這麼辛苦爲了什麽？金錢？相信只是小數。有空請大家去一些原創小說網論壇的作者專區看看，

更多的是因為熱誠、喜愛、幻想、憧憬……他們有的抱著一堆初稿考慮著要不要開始，有的則在連載

一段時間後想知道讀者怎麼想，但不管哪一種，他們的心裡都有一團火，燃燒著他們的熱情。 

 

說真的，網絡小說不貴，你每看一千字多數也只是給幾分錢，就像不少作者在作品上架前所說的——

你喝少一瓶汽水，吃少一餐麥當勞，就已經足夠看完一本網絡小說了。看到這裡，請停一停，好好地

想想，作者的心血，所付出的一切，真得不值那一瓶汽水，一餐麥當勞嗎？ 

 

網絡小說專用詞 

坑文、大坑、太監文這些由網絡小說所衍生出來的專用語，相信各位網絡小說的支持者應該不陌生，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爲什麽要用這些詞語形容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來源： 

 

有一天，一群太監纏著紀曉嵐要他講故事，紀曉嵐不想講，但那群太監實在是太纏人了，沒辦法，他

只好說道：「好吧，我就講一個。從前，有一個太監……」然後隨手而立。太監們等了好半天也沒見

他有下文，於是就問：「下邊呢？」紀曉嵐手一撒，道：「下邊？下邊沒有了啊！」然後大笑而去。 

 

各位聰明的讀者一定猜到了這個笑話就是太監文一詞的來源，哈哈哈，用講故事講到一半來形容寫小

說寫到一半就停止，的確是很貼切。現在知道了這個笑話後，以後再看到別人用太監文時，會不會也

想大笑三聲呢？ 

撰文︰鍾丹妮、關文慧 



   惡搞？戲仿？ 

     二次創作？  
 

 

 

二次創作是指把一些已有的圖像、影音或者文字創作，加以改編的活動。 

有人稱二次創作為「再創作」，也有人稱之為「惡搞」，文雅一點的叫「戲仿」。 

年輕人的無限創意，使生活上的小事，社會上流行的話題，通通都化成了惡搞的題材。 

一方面以宣泄內心的不滿，另一方面，亦有一種遊戲的樂趣。 

除了看後一笑，有些惡搞項目，也很有思考的趣味。 

 

 
(左) 以童年時與長大後對家人說「愛」的目的，諷刺時下年輕

人對父母說「愛」都有功利目的。大概我們都應該想想，自己

是不是屬於只懂得伸手要錢的一群。 

 

(右下) 蘇軾情感高遠的詞《水調歌頭》被改編成抒發獨身男士

的心情的《光棍詩》。還原句引用「此事古難全 / 但願人長久」。

不知蘇軾泉

下有知會作

如是想……

(小編還是鼓

勵大家去看

看原作啦…) 

 

 

 

(左) 比較男

女在不同場

合的衣着。

不知道是為

了突出女性

愛美的特質，

還是同情女

性要花更多

時間、金錢

裝扮自己。                                



                                  

蘋果產品固然也是熱

門的題材。這幅圖就

調侃了把電話設計得

越來越大，電子記事

簿卻越變越小的現

象。 

 

 

 

 

有人說「二次創作」上不了檯面，只是私下玩樂之作。但實際上，二次創作也是創作，只要

不是單純剽竊意念，抄襲成品，有設計、有想法的二次創作絕對可以不只是玩笑，而值得大

家欣賞和尊重。 

 

 如荷里活 Scary Movie 電影系列(港譯《搞乜鬼奪命雜作》)就

用搞笑方式重現經典電影場面(如《奪命狂呼》、《鬼眼》等)，

劇情無厘頭，亦欠邏輯，卻大受觀眾歡迎，系列電影拍完一集

又一集。 

 

(左圖是此系列電影第四集， 

港譯《搞乜鬼終極奪命雜作》) 

 

華人的電影世界也有類近的製作，劉鎮偉執導，周星馳主演的

電影《西遊記第一百零一回之月光寶盒》及《西遊記之仙履奇

緣》，就是根據中國名著《西遊記》中唐三藏與三位徒弟取經

打妖的故事改編而成。當中羅家英飾演的唐三藏一首「ONLY 

YOU」在網上廣為傳頌，而周星馳演的孫悟空與朱茵飾演的

紫霞之間的愛情故事更被視為經典。 

 

 

大家還記得這句對白吧﹗ 

「曾經有一份真摯的愛情放在我面前，但係我冇去珍惜，

到冇左的時候先至後悔莫及，塵世間最痛苦莫過於此。

如果個天可以畀機會我番轉頭的話，我會同個女仔講我

愛佢，如果係都要在呢

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

希望係，一萬年。」 

 

 

 

 



YOUTUBE 也是二次創作的大本營，如歌詞改編，MV 製作。當中包括以下幾項︰ 

 

 

有網友將何韻詩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成議論港孩問題的《叛孩是怎樣煉成的》。無線

電視節目《荃家福祿壽》中王祖藍將張惠妹的《聽海》改編成探討母子關係疏離問題的《聽

媽》，都是有趣得來有意思的改編。 

 

 

《叛孩是怎樣煉成的》 

改編何韻詩歌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議論孩子被嬌生慣養的「港孩」問題 

 

「慣靠父母接濟 服侍完全妥備 

閒時呻悶就唱 K 似公子溺愛縱壞到  

只會遊戲 傲慢欠禮公主 未曾早起 

永靠父母照顧 自立從無戒備 

無人餵飯就會死 煉製香港孩童 不會自理 

廿歲亦叫媽媽 幫手 阿四」 

 

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Hn08Dre5bk 

《聽媽》 

改編張惠妹歌曲《聽海》 

探討母子關係疏離問題 

 

「請你告訴我 今夜點解你會懵左 

上網上得多 行過 乖仔你都冇望我 

等我亦上埋線 網上期望可以一見 

為何又係我 ONLINE 先 才可以靠近」 

 

 

 

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CxZGvLT6Xw 

 

 

美國人喜歡惡搞影片，但亦有「善搞」的網站，例如：「二的二十二次方網站」。 

（目標金額是 2 的 22 次方，即美金 4194304 元, 可到 http://2tothe22.wordpress.com/看看） 

站主先在網站放了一個連結，一開始這個版面只需 2 元，Ａ以 2 元買下，版面就自動跳成 4

元，Ｂ再以 4 元買下後，站主扣掉一部份，剩餘的金錢由Ａ拿走。 

假如賣得順利的話，Ａ可以賺雙倍，Ｂ未來也能賺雙倍，Ｃ、Ｄ、Ｅ、Ｆ、G…直到最後一人

都可以賺錢。 

它的本意並不是要讓人「賺雙倍」，而是想幫人享受「以雙倍賣掉」的滋味，最重要的還是「善

搞」的本意，這些網站目前也累積了一些人氣，而且越來越受注目。 

 

 

製作這次專題後，小編對二次創作更加有興趣，每次見到有關的圖片時，都會嘗試理解當中

的意思。二次創作並不討厭，我反而很欣賞創作人有這樣的頭腦和意念。我十分支持本地二

次創作，更不希望有人扼殺了這個空間。無論是怎樣的創作，只要有想表達的內容，不攻擊

他人，對他人做成傷害，就已經是好的作品。 

 

 

專題︰李樂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Hn08Dre5b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CxZGvLT6Xw
http://2tothe22.wordpress.com/


 

 

詞筆達意 

笑忘書 

作詞：林若寧 

作曲：張敬軒 

編曲：潘雲峰/馮翰銘＠The Invisible Men 

 

要背負個包袱 再跳落大峽谷 

煩惱 用個大網將你捕捉 

還是你 拋不開拘束 

你昨夜發的夢 到這夜已告終 

沉下去 頭上散落雨點沒有彩虹 

你還在抱著記憶 就似塊石頭很重 

 

得到同樣快樂 彼此亦有沮喪 

童話書從成長中難免要學會失望 

經過同樣上落 彼此墮進灰網 

沉溺 煩擾 磨折 何苦 多講 

 

    我們每個人隨著長大都一定會面對不同的挫折和

難受的經歷，詞中人把壓力比喻成包袱，偏偏沒法放

下壓力，自己卻又愁思而苦纏，為生活忙碌、放棄理

想，人，就只有更為愁苦而失落，詞中人直指自己的

天空只有連續不斷的下雨，望不見彩虹直指自己再沒

法找到希望。我們只是為住日的記憶與遺憾過活，一

直沒法釋懷。 

    後來我們發現一切原來都不會再像小時候讀的童

話書一樣簡單，我們學會面對失意，經歷人生高峰，墜

入低谷更經歷被落井下石的悲哀，詞中人沉溺在過往的

失意，為自己對煩惱的苦纏不休感到煩擾、被磨折。或

許一切都無謂多講。 

    人生如遊戲，即使玩得很愉快，就算擁有很多物

質，亦不一定得到幸福,，人成長了總是很容易自尋煩

惱，在快樂的時候仍為了煩惱而苦纏不休，未完全地休

息又要投入工作了，捱不下去仍要捱下去，詞人認為連

上帝亦沒法使他有力氣面對新一天的挑戰。成長了總會

為面對不同抉擇，為這些決擇而苦惱，同時又要兼顧日

常忙碌的工作，詞人的無力感同時不斷增加。 

    兒時，糖果也令我們滿足，單純的快樂已經教我們

開心一整天，但今日我們卻有太多顧慮，快樂與我們同

時也漸行漸遠。我們希望找到真正的快樂、真正的滿

足，驀然回首，原來那真正的快樂，真正的滿足就是往

日那最單純的快樂。 

    與其自怨自艾，倒不如接受世事豈能盡如人意這個

事實，學會釋放自己，學會笑看人生。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tIXhBRnnoATFy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9B%B8%E5%AF%AB&n=30&ei=utf-8&y=%E6%90%9C%E5%B0%8B&fr=FP-tab-web-t&tab=organic&ri=9&w=800&h=600&imgurl=www.thecreativepenn.com/wp-content/uploads/2008/12/istock_writing.jpg&rurl=http://www.thecreativepenn.com/2009/03/19/99-brilliant-writing-andbook-links/&size=720.1+KB&name=Here+are+99+great+links+to+writing+and+book+resources+tweeted+this+...&p=%E6%9B%B8%E5%AF%AB&oid=975c7aa806c66e6f11b6d3895f3178e0&fr2=&fr=FP-tab-web-t&tt=Here+are+99+great+links+to+writing+and+book+resources+tweeted+this+...&b=0&ni=72&no=9&ts=&tab=organic&sigr=12d79lpqm&sigb=147vgboep&sigi=125j4a6tk&.crumb=K1/kHrf7wec


我快樂到孤獨 我缺乏到滿足 

遊戲 就算愉快不會幸福 

人大了 開心都想哭 

我每日要生活 我每日要鬥苦 

捱下去 連上帝亦也許沒法攙扶 

我前路有右與左 面對抉擇難兼顧 

 

擁有同樣寄望 彼此亦有苦況 

棉花糖從成長中曾送你愉快天堂 

經過同樣跌盪 可會學會釋放 

童話 情書 遺書 尋找 答案 

曾經...曾經...回憶當天三歲的波板糖 

編輯︰蔡美雪、陳詠琳 

 本欄接受同學投稿。若同學有喜歡的歌詞，並有一些心情、思考能隨著歌詞抒發，歡迎投稿至

學生報《詞筆達意》。稿件以約 500 字為宜，來稿宜以電腦打印，附姓名、班別、筆名(如適用)

交莊志恒老師。或電郵至︰puiyinlane@yahoo.com.hk。來稿一經採用，同學可獲書卷作鼓勵。本

報保留對來稿的使用及刪節權。 



中文學會、學生報主辦 

三十五周年校慶  

徵文比賽 

 
比賽細則︰ 

比賽分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與 高級組(中四至中五) 

 

初級組︰ 

字數限制︰不少於 450 字 

 

題目︰ 

一節 ______ (自選形容詞)的課堂 

我眼中的恩主教書院 

 

高級組︰ 

字數限制︰不少於 800 字 

 

題目︰ 

可自擬題目，唯題材須與校園生活 / 校園文化相關 

(如 校園一隅 / 下課鐘聲 等) 

 

參加辦法︰ 

同學可將稿件繕寫於原稿紙上，又或打印於 A4 紙上(字體大小 12)。 

連同姓名、班別、學號、文章題目交予袁玉英老師、莊志恒老師或呂偉宇老師。 

 

評判︰ 

初選︰陸佩蘭老師、莊志恒老師、呂偉宇老師 

決選︰(高級組) 張世偉副校長、黃家樑老師  

      (初級組) 陳麗芬老師、袁玉英老師 

 

獎項︰ 

每組設冠、亞、季及優異獎 

4 月 15 日截稿 



編者的話 張愷鑫 

不知不覺，學生報《培賢里》已經踏入第三個年頭。每一期刊物，都充滿了所有編輯成員的心血。

一直以來，我們都致力於以學生視角和中立態度，展現林林種種，或社會時事，或校內「風雲人物」

的專訪，或潮流熱點…… 時至今日，同學們對《培賢里》的意見和回饋我們也聽了很多，並也正不

斷致力進步，只盼以筆桿為同學展現精彩，我也在此感謝所有編輯成員的付出和讀者的支持。 

除此之外，學生報願廣納有志之士。只要你也想用筆墨綻放文字之花，想體驗一番刊物編輯和記

者的工作，歡迎加入我們；或者你想借文字，訴說對時事的見地、生活的曲折或其他任何事，歡迎所

有形式的投稿，只需聯絡莊志恒老師即可。 

 

借步說話  莊志恒老師 

學生報成立兩年多，還是很「新」的學會，還有很多人以為學生報與學生會有關。開始的路總是

難走。每一位學生報的成員，由刊物的定位、取材，每一個專題、訪問，寫出的每一個文字，都花過

心機。希望同學手執一本學生報，能認真閱讀，妥善保存，興許在若干年之後在抽屜底發現了一本已

發黃的《培賢里》，也能讓你想起中學時的某事某人某地。 

這一期出版之日，中六級同學正努力地應付模擬考試，為公開試作預備。要特別借此感謝的，是

一批以前總編輯郭曉琳、前副總編謝民思、羅啟盈為首的中六級學生報成員。沒有你們的努力，學生

報頭兩年的路會更加難走。去年的兩期《培賢里》、一期六四特輯、一期高考放榜特輯，回首再看，

其實都頗見水準。謝謝你們的付出，希望你們考試順利，能夠找到自己的理想，別忘記你們喜歡寫作

的初衷，並有一片康莊的前路，偶爾也可以到校網看看有沒有新一期的《培賢里》上載。 \ (^___^) / 

中六級前學生報成員 

謝民思、羅啟盈、郭曉琳、嚴凱琳、陳振昇、譚俊洋、曾諾詩、曾廣熹、呂靜恩、 

張珮珊、李永健、蘇俊銘、何佳健、周家鈴、劉秀文、黃思宇、陳曉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恩主教書院學生報第三期  

《培賢里》編輯委員會     

出版日期︰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總編輯︰張愷鑫 

副總編輯︰龍曉楓 

成員︰ 

劉貝羚  關文慧  鍾丹妮                     學生報現正招募新成員， 

李樂怡  林恩彤  陳泳霖 歡迎對文字、編輯或記者工作有興趣的同學 

蔡美雪  馮子聰  張智傑                         有興趣的同學請聯絡莊志恒老師 

顧問老師︰莊志恒老師、溫佩芳老師、林詠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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