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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是學年的中途站，學校在上半年為同學準備了多元
化的活動，從九月的畢業班足球賽，到十月的運動會，十一
月的秋季大旅行，到二月的普及運動雙週，誰說林護的同學
不是活力充沛，動靜皆宜？

    除了運動項目外，參與音樂表演的同學，也同樣忙碌。十二月的青年音樂匯演，為音樂比賽揭
開序幕。今年，本校的中樂團與管絃樂團雙雙報捷，奪得金獎殊榮。接著下來的校際音樂節，從二
月底到三月中旬，持續個多月的賽事終於結束。期間，校園內樂韻飄揚，在不同的角落也不難找到
為比賽而努力練習的同學。校園生活多姿多采，只要同學把握機會，積極投入，總能找到適合自己
的活動。正如我在中七的畢業崇拜中提到：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因此我們必須裝備自我，爭取
每一個機會，努力嘗試。

    最近常看見同學於午飯時只匆匆吃一包撈麵，甚或只是一件壽司，便算是午餐。同學在成長階
段，需要注意均衡飲食以及適量運動。在此希望家長們，多些了解你們子女在校的飲食情況，鼓勵
同學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家長要擔憂的事情實在不少。正如近期的城中熱話，一個十四歲少女的懷孕自白，又或是穿著
校服的女生與穿著便服的男友在地鐵站月台上公然親熱的一幀照片。家長們當然不希望事情發生在
自己子女身上，要防犯於未然，我們必須保持緊密合作。學校固然會為同學解釋正確的性教育觀念
，家長也應保持開放態度，與子女討論他們在成長時面對的種種疑問，鼓勵子女與你們「談情說性
」，以免他們因無知而鑄成大錯。

    下半年的校園活動安排將會逐漸減少，好讓同學於此期間，可以專心學業。統一測驗後不久，
將會是六月的期終考試，家長們，請鼓勵你的子女收拾心情，努力讀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小六同學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2008-09 梁樂彤



新高中中文科簡介 

 

新高中課程簡介 – 中文科                   陳志偉老師 

 

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新高中課程將於明年推行，為恐家長及同學對新

課程仍不大瞭解，故特此向各家長介紹本課程，希望各家長於選科時能輔導貴

子女。 

 

現行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已經由範文教學改為培養學生語文能力為主導的

能力教學，教學亦改以學生為本，中文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生讀、寫、聽、說

的能力。新高中課程為現有會考課程的延伸。新高中課程分必修及選修兩部

份，上述理念仍得以充分落實。讀、寫、聽、說的培育組成課程的必修部份，

除此以外，學生需要於三年之內完成不少於三科選修科目。同學除了在新高中

第三年參加文憑試外，還需要就選修科及其日常學習表現作校本評核。 

 

本校新高中中文科將採平衡制度，即同學須於新高中一年級下學期開始，

於修讀必修科之餘，同時修讀一個選修科，並計劃於新高中三年級上學期完成

所有選修，讓同學可以專心應付考試。學生須於三年內按分班上必修課，選修

部份則可按同學意願選擇其他老師開設的校本課程。本校新高中一年級之課時

設計如下： 

 

 上學期 下學期 暑假 

新高中 選修（三） 必修部份 公開 

三年級 必修部份 必修部份 考試 

新高中 選修（一）及（二） 選修（二）及（三） 

二年級 必修部份 必修部份 

準備選 

修課業 

新高中 必修部份 選修（一） 

一年級 必修部份 必修部份 

準備選 

修課業 

 

有關選修方面，中文科早於 07/08 年度進行問卷調查，得悉第一屆新高中

同學的選修科興趣，並配合課任老師的研究範圍，最終決定由五位老師開設最

少五門選修科，供同學於三年內自行選讀，它們分別為「影視及名著作品改

編」、「新聞與報導」、「小說與文化」、「文化專題」及「翻譯作品選」

等。詳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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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中文科簡介 

 

09/10 新高中一年級 10/11 新高中二年級 11/12 新高中三年級 

小說與文化（1) 新聞與報道（1) 新聞與報道（2) 

小說與文化（2) 影視及名著作品改（2) 影視及名著作品改（4) 

影視及名著作品改（1) 影視及名著作品改（3) 小說與文化（4) 

文化專題（1) 翻譯作品選讀（1) 新聞與報道（3) 

小說與文化（3) 文化專題（2) 文化專題（3) 

 

為了更準確知道同學的選課意願，中文科於年初已完成了模擬選課，大部份

同學都可按自己的興趣和意願修讀心儀之課程。讓我以 A 班同學的選修課為例，

A班的陳同學可於高中一年級時選修「小說與文化（1)」，高中二年級時修讀「影

視及名著作品改編（3)」，最後一年則修讀「新聞與報道（3)」。同樣地，A班的

李同學可於高中一年級時選「小說與文化（2)」，高中二年級修讀「影視及名著

作品改編（2)」，最後則修「新聞與報道（3)」。因此，陳同學及李同學將一起上

必修課，但於選修課時，他們將分別到不同的老師班上學習。 

 

本科已盡可能尊重同學的意願，可是，由於每選修課之名額不能多於四十

人，故有必要設定一個公平、公開的挑選機制。詳情暫定如下： 

 

第一個選修 依該生高中一年級上學期中文科考試成績決定選科次序 

第二個選修 依該生高中一年級下學期中文科考試成績決定選科次序 

第三個選修 依該生高中二年級上學期中文科考試成績決定選科次序 

 

本校計劃於新高中課程重開中國文學科。 

文學科亦分必修選修兩部份。必修方面，課程依文體分類，配以文學史先後

次序，設範文供學生精研，同學須參加公開考試。選修方面，本校將開始「作家

追縱」、「名著欣賞」及「文學專題及當代文學作品選讀」三門，同學須連同日常

課業等進行校本評核。由於每屆只有一位老師教授文學，故同學未能如語文科般

可以選擇老師或選修課。本科很高興獲得吳聲展副校長首肯，擔任第一屆文學科

老師。 

由於每屆的文學班名額只有二十人，故只能依照中三選科規定，依同學於中

三級的總成績及其選科意願決定。 

 

最後，文學科是新高中課程的一門選修科目，故此，本科組希望修讀此科之

同學對中國文學及文學創作有濃厚興趣，能為美的尋求願意付出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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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成績 

 
 
參賽項目 比賽成績 獎品 

中樂團比賽 中學組 (30-90 人) 金獎 柏斯琴行獎盃一座  

獎金 1000 元 

管絃樂團比賽  中學組  金獎 柏斯琴行獎盃一座 

獎金 1600 元 

管樂團比賽 中學組  銀獎  通利琴行獎盃一座 

獎金 1200 元 

 
        

                    

  中文科  

姓名 班別 參賽項目 成績 

姚詩朗 1E 詩詞獨誦 亞軍 

唐之靈 2E 散文獨誦 亞軍 

郭詠昕 1A 散文獨誦 季軍 

蕭尚勤 3E 散文獨誦 亞軍 

 

普通話科 

姓名 班別 參賽項目 成績 

歐陽頌恩 1A 詩詞獨誦 冠軍 

林康宜 2B 詩詞獨誦 冠軍 

司徒惠珊 1E 詩詞獨誦 亞軍 

梁樂彤 4D 詩詞獨誦 亞軍 

梁樂彤 4D 散文獨誦 亞軍 

雷珮珊 1B 詩詞獨誦 季軍 

胡靄琪 1E 詩詞獨誦 季軍 

胡楚君 3C 詩詞獨誦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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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成績 
 

The 6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The 6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was held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2008. 55 students and one class (1E) in our school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solo verse speaking, solo prose reading, 
Shakespeare monologue and dramatic duologue classes, while the group competitor 
joined the mixed choral speaking class. Thanks to the hard work of all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volved, there were 21 winners in total, including five 
champions, seven first runners-up and nine second runners-up. Congratulations!  
The details of the winner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E Mixed Choral Speaking Champion 

So Clarence Hao Yu 4E F4 Boys English Solo Prose Reading  Champion 

Yip Pui Ming 4E F4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Tong Chi Ling 2E F2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Chan Chun Yin 1E F1 Boy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Tse Kai Yeung 6L F6 Boy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Hung Wing Yan 2E F2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Hau Wing Kei 1D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Wong Yee Ching 1D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Kwong Cheuk Yi 1E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So Wai Ching 1E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Tsang Ki Yan 1E F1 Girls English Shakespeare 
Monologue 

1st runner-up 

Fung Yan Ki 6F F6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Wong Man Tsun 4E F4 Boys English Solo Prose Reading 2nd runner-up 

Wong Kei Fung 3D F3 Boy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Sum Ka Man 2D F2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Au Yeung Chung Yan 1A F1 Girls English Solo Prose Reading 2nd runner-up 

Wong Mang Ying 1B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Fung Nok Sze 1E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Ng Ting Yuk 1E F1  Girl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Ho Chung Yin 1E F1 Boys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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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速遞 

                 
聖公會林護紀念中學第三十六屆畢業典禮已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四日在本

校禮堂舉行，有幸邀得香港聖公會鄺保羅大主教主禮。當日與會嘉賓、應屆畢業

生及家長把禮堂坐得滿滿，氣氛莊嚴肅穆但又洋溢著喜悅和溫馨。 

畢業典禮開始時，本校管弦樂團奏起莊嚴的音樂，在持旗手引領下，嘉賓、

校長及教師徐徐步入禮堂，繼而由馬偉利牧師領禱及李賜源校監致歡迎詞。梁麗

琴校長於校務報告指出，本校學生在學術及課外活動方面能均衡發展。暑假期

間，本校合唱團遠赴北京，參加中國國際合唱節，於青少年組別中勇奪金獎。在

體育運動、學藝比賽及社會服務等各方面，同學亦有傑出表現。一如既往，本校

的公開考試保持驕人成績，黃慧如同學更於中學會考考獲「十優」。我們深信本

校全人發展的理念得以落實。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暨主教長鄺保羅大主教為是日主禮嘉賓。鄺大主教訓勉同

學無論環境之順逆，仍要好好準備自己。陳嘉炫及王慧瑛同學代表畢業生致謝

辭，感謝鄺大主教的訓勉和母校多年培育。 

嘉賓除了頒發獎學金及獎品予獲獎同學外，亦頒發長期服務紀念品予服務滿

十年以上的教職員，今年共有八位，而獲頒發獎學金的同學超過一百六十人。最

後，在鄺大主教的祝福中，畢業典禮圓滿結束。 

 

 
三十六屆畢業典禮嘉賓合照 

 
鄺保羅大主教與得奬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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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速遞 

2008-2009 年度福音週──「係咪 friend 先？」 

中學生涯匆匆數年，同窗的情誼、老師的關愛，是我們最珍貴的回憶。本

年度福音週以「係咪 friend 先？」為主題，舉辦了一系列活動，讓校園充滿福音

和友愛的氣氛。 

 

福音週於去年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6 日舉行，其中的活動包括第四屆「穌

歌之王」詩歌歌唱比賽，一如過往，該活動深受同學歡迎。同學以美妙的歌聲敬

拜父神，令台下觀眾深受感動；而在午膳時間的詩歌敬拜，敬拜隊 Loyalty 以激

昂的音樂、感恩的歌聲，吸引了不少同學捧場。 

 

除了繼續舉辦往年大受好評的活

動，福音週亦加入了別出心裁的嶄新活動

──「利媽咪奇案實錄」，通過一連串校園

定向遊戲，讓同學了解更多聖經知識；活

動中同學學習與朋友合作，令雙方友誼更

進一步。此外，在「夠唔夠 friend？」活動

中，團契同學更「明查暗訪」，蒐集老師們

的童年剪影、貼身用品、至理明言等，讓

同學配對，加深大家對老師的認識。而基

督徒舞蹈機構 Dancers of God Power 亦來

到同學的當中，載歌載舞，並向同學分享信仰經歷。 

 

本年度福音週中，我們很榮幸邀得深水

埗潮語浸信會的傳道人余國超先生，及基督教

銘恩堂的梁永善牧師在週會的時間作信息分

享。兩位講員風趣幽默，同學在笑聲中對信仰

領悟更多。團契聚會時間，梁校長亦親臨當

中，與同學分享信仰；對於難得與校長作「真

情對話」，同學言語間也難掩興奮之情。在早

會的時間，我們亦邀得幾位基督徒同學及老師

作見證分享，同學不只對基督認識更多，亦對身邊的老師和同學了解更深呢！ 

 

「友情」是最亮的星，「夠唔夠 friend？」正是希望同學透過不同的活動，

學懂珍惜身邊的老師和朋友，亦明白神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摯友。雖然本年度福音

週活動已經圓滿結束，但福音工作不會就此停止，願林護師生繼續互助互愛，校

園充滿基督的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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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速遞 

推廣林護  認識林護            學校推廣組 

 

 每年十月至十二月期間，林護中學會推行一連串活動，重點介紹林護中學學

術及非學術的成就，幫助小六學生家長認識林護中學的辦學理念和發展路向。 

 

(一) 林護簡介會及校園參觀 

兩項活動已於 2008 年 11 月 20 日及 22 日 

上午舉行，共招待了七間小學約四百名學 

生。期間由第一組別的學生領袖及中二級 

同學負責簡介，並由學生長帶領校園參觀。 

       

(二) 林護開心大發現 

                           參與活動的小六同學被分成多個小組，以競賽的

形式完成各區域的任務，以準確度及速度為評分

標準。活動的目的是讓同學從遊戲中學習，提升

英語溝通能力，創作力和團體合作精神。 

      

 

(三) 升中簡介會 

2008 年 11 月 22 日下午在本校禮堂舉行。 

今年參加的家長人數由以往的七百跳升至 

一千一百餘人，有 57%的升幅，成效受到 

確認。簡介會活動包括梁麗琴校長介紹學 

校概況、麥卓生副校長講解中一學位分配 

辦法、還增設家長環節。姚王靜玲女士有兩名子女在林護就讀，談話中她

表示對林護的信心及分享如何幫助子女適應中學的英語教學，體驗真切。

對於家長對林護的愛護和支持，我們在這裡再次致謝。 

 

(四) 林護中學生活體驗日 

                       參加學校為聖公會仁立紀念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及中華傳道會呂明才小學。每間小學選派十位同學，

分別於 24/11、26/11、27/11 三天，走進中一課室，

過一天中學生活。每位同學均獲派中一級小導師一

名，「貼身服務，專人指導」。雖然同學們只相處短短

一天，離別時已有依依不捨的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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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速遞 

 

國錦標賽男女團及單項的冠軍。        梁錦華老師、黃寶珍老師 

很大貢

獻。

          

乒乓球名教練岑淮光先生訪校紀要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十六日，原居 

北京的名乒乓球教練岑淮光先生蒞臨 

本校參觀。 

 岑淮光先生是前中國乒乓球協會 

教練委員會副主任、前北京乒乓球協會副

主席、 國家體育榮譽獎章得者。岑先生本

人是新中國第一批乒乓球國手，後期曾擔

任中國青年隊男女隊主教練，培訓出莊則

棟等多位世界冠軍；亦曾多次帶領北京隊  二排(左四)起：劉崇詩副校長、岑淮光教練、 

奪取全

近年退休後，岑先生以其豐富經驗繼續為中國乒乓球的體育發展作出

本校乒乓球校隊在奧青乒乓球訓練中心受訓，岑先生正是該中心的榮譽教

練。今次他特地到本校訪問，和本校同學分享乒乓球運動的見解，實在是難得的

學習機會。岑先生給我們的乒乓球隊很多寶貴的意見和指導，使我們獲益匪淺，

岑先生的到訪是對本校乒乓球隊最大的鼓勵和支持。  
         

 
的籌備，「英語閣」的「新翼」 ENGLISH STUDIO 終於在去年底十

錄音、錄影、製作音樂及多媒體影像；更可運用各種軟件， 

 經過多月

二月落成啟用。座落在林許蒙恩樓三樓的 ENGLISH STUDIO 自成一角，環境清

靜，地方寬敞。內部全新裝修，傢具及電腦器材都重新購置，還收藏有質量豐富

的各式電腦軟件。 

 同學可以在這裡

製作「專業水準」的影音作品，下面的網址可以找到同學的心血結晶 :  
     www.youtube.com/watch?v=fZswUyovqmo. 
 成

第一是訓練同學運用電腦軟件製作多媒體影

立 ENGLISH STUDIO 有三大目的。 

 

。

善用。同學只需在下面網址 

eature=related

像  第二是令同學通過影音製作，擴闊溝通 

表達的途徑。最後當然是希望在「英語閣」 

的製作實驗過程中，增加使用英語表達的機會 

和提高能力。  

 ENGLISH STUDIO 是所有林護同學的寶    ENGLISH STUDIO 幕後英雄 

地，同學應該珍惜

下載申請表即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p0662lZ7B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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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考察團分享 

 學友社國民教育計劃 
南京考察團分享                        5D 葉玉靜、5E 鍾萃婷 

 

  我們去年參加了由學友社主辦的「國民教育計劃」，並於「校報簡報比賽」

中得到優異獎，得以免費參加為期十天的學習團。是次學習團的目的地為上海、

蘇州及南京。 

  是次國民教育計劃分為兩大部分：校報版面設計及簡報比賽。我們以北京胡

同的減少，引申至文物保育的探討，並就此題目制作了我們的校報。這次高中組

比賽共有二十隊隊伍進入決賽，決賽以版面陳述簡報為題，選出十隊優勝隊伍。 

  十隊優勝隊伍（約三十人）參加了於去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六日舉行的高

中學習團。主要的景點包括上海新天地、蘇州寒山寺、南京長江大橋及靜海寺等。

透過兩天一次的小組討論及一連兩天與南京東南大學教授的互動交流，我們對中

國國情有更深入的了解，並對國家近年的變化有更多的感悟。 

  這次學習團中，我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蘇州的拙政園和南京的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殺遇難同胞紀念館了。 

  拙政園是蘇州園林的代表，在中國園林建築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說是中

國園林建築的典範。拙政園的建築精妙非常，只是一個看似平平無奇的亭閣，已

體現了春、夏、秋、冬四季的獨有特色。古代設計師的智慧確實不可小覷。飽覽

山水秀麗、園林典雅的拙政園後，我們認為滿園的蓮花不是拙政園的象徵，巧奪

天工的建築表達手法才是精要之處。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殺遇難同胞紀念館中，館內的氣氛和展品的震撼是平日

我們在書本中讀到的史實遠遠不及的。生還者的見證和特別設計的展館「十二秒」

把慘絕人寰的屠殺場景再次呈現眼前。隱約聽見當年遇難同胞的低聲控訴，他們

的竭力掙扎歷歷在目；那陣愁雲慘霧，我們不禁為他們的遭遇灑淚。  

  忘不了這短暫而美麗的十天，無論上海、蘇州抑或南京，在嫵媚風光中，我

們獲益良多；學習團的含義，我們將銘記於心。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我們認

識和感受我國文化。  

  感謝這片神州大地贈我倆不平凡的回憶和驚喜。 

 
                          蘇州拙政園                                               葉玉靜及鍾萃婷攝於南京中山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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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理想」計劃 

         7H 施嘉姮 

  限於 154 公分的身高，我確實觸不到實實在在的天空 — 做不了機師，做不

了空姐… 但「I Can Fly !」  這計劃讓我觸到了心中那獨一無二，似是遙不可及

的天空。 

 我應許過自己在中學時期以至日後，都得抓住可以令自己成長、衝出校園、

突破自我的機會，享受盡情投入而帶來的滿足感！去年我參加了 0708 年度第三

屆國泰航空舉辦之「飛躍理想計劃」。計劃旨在增進青少年對航空業的認識，鼓

勵我們展翅高飛，奔向理想，同時回饋社會。我有幸於千名學員中脫穎而出，成

為一百位獲獎者之一，可以免費到訪日本東京交流四日。期間參觀多項先進航空

設備如當地飛機餐製造廠等，結交到來自不同地區學校的團友，令旅程錦上添

花，畢生難忘！ 

 在最初四個月的計劃中已結交到一群知心好友，在日本團中認識到更多同道

者。我們都是活在當下、創意無限，而且大家的 AV (Aviation)  知識也不是太高，

沒有「代溝」。在這次的海外旅程中，不用像一般的要做報告，令人可以毫無牽

掛的寓學習於遊玩。我們可以參觀日本航空公司 JAL、日本機場機庫等；到訪這

些地方都需特別申請的，以後相信難得相同的機會。我們穿著「魔術貼式」的日

本機師空姐服；在飛機起飛的地方一躍而起；品嘗新鮮製成的飛機餐等；這次旅

程精粹所在是不平凡的體驗：日本人的熱情寬待、團友們夜夜笙歌、在日本看第

一次的日出…… 

最初參加這個計劃，辛苦構思如何落實社會服務，結果換來智障兒童每一張

天真的笑臉。現在回望，得到海外旅程反只是額外的獎勵。但在旅程中我明白到

凡事以最真誠、投入的態度，所得的必定意想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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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風航」歷奇活動  

 

 

 

 
               

乘風航的活動照 

P.12 

 

 

 

 

 

  還記得在那個風和日麗的早上，我們一大班同學齊集學校的有蓋操場，參加名為《乘

風航》的兩日一夜歷奇活動。 

 「嘩！」這就是我看到「乘風航號」的即時反應。那是一艘仿中國式的三桅船，不但

設備齊備，而且船隻新簇簇的，真是令人一見難忘的「訓練營地」。 

 以「訓練」來形容我們在船上的經歷實在不足，應該稱為「試煉」「鍛鍊」。負責船員

設計了一系列的活動，如「逃生演習」(或俗稱跳海)、駕駛快艇等，激發參加者丟開心理

的包袱，突破自己。果真是一個比一個有趣，一個比一個驚險，我最難忘的是「海上摘寶」

的任務 -- 隊友要同心合力地將一塊膠軟墊變成隊友的「浮台」、再由站在「浮台」上的

隊友想辨法「智取」高於海平面 3米的信物。  

 這個活動的難度極大，海面的浪花及海底的水流令參加者不能控制地隨水流移動，而

且弄不清當時海面的情況，真是「逆水行舟」。對比起平靜的游泳池暢泳，參加者必須多

用兩倍的力量及精力，去維持「軟墊」的浮游不定。每一個人都由衷地領略到在困境中互

相合作的重要性，同時明白到自己體內的潛能是無窮無盡的 – 人生的一切，只在乎有沒

有勇氣去面對和戰鬥。(黃汶俊  4E) 

  這是一個晴朗的早上，我跟隨大隊登上了一條名為「乘風航」的船，船長就是我們的

領隊，劈頭便問我們來「幹啥」。對，我來幹啥？天曉得，我也不在乎；所謂「Adventure」，
也許就是玩玩吧了！ 

 午飯後的下午是第一項任務。大伙兒給分成五組，得過五關斬六將。不要問我切實幹

過甚麼，我只知道事後我很累，雙手都瘀紅了。但我第一次真正認識「信」這個字 – 為

了完成任務，我「信任」組員把雙腳懸空的我從船邊扯回來；為了完成任務，我又和其他

組員「守信」地把墮進了海的組員拉回來。 

 第二天早上，烏雲密佈，陰沉之極。大伙兒下了水，先繞著船在寒風與冷水的交煎下

游圈，接著要游到五百米以外的海邊搶灘。我和組員圍著那塊小浮板拉扯著，前方的拉浮

板前進，後方的拖浮板踏水，好不辛苦。我們遙遙領先、我們大墮後、我們「觸礁」受傷、

但還是苦撐苦撐下去 -- 是倔強，也是堅毅。 

 兩日一夜的乘風航完結了，所謂的「Adventure」，並非我想像的簡單敷衍； 其中包

含悲喜對錯；也曾退縮，必須面對，最後克服 – 生活就是如此。(鄭穎渝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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