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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LMASS on its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YLMASS has been very close to my heart.  We started 

working together since 1999 when the school sent its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to Singapore for an overseas expedition and school exchange.  

YLMASS has been very forward looking in its attempt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provide life-wide learning so that its students 

develop good character and acquire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The school, staff and stakeholders stand in good stead to build the 

present and prepare its students for the future.  I wish YLMASS every 

success to realise its goals and aspirations for its students.

Kelvin Tay  
Principal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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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覺，元朗商會中學踏入四十周年了，為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本校今年將舉辦一系列的

活動，其中包括十一月的開放日和學期尾的聚餐，與同學、老師、家長和畢業生一同盛大慶祝，分享

創校四十年來的快樂成果。

    商中育才四十載，本校一直以誠、樸、勤、奮培育英才，鼓勵同學自強不息，追求卓越，我們

的畢業生有的成為政府高級官員，有的成為資訊科技界的創業先鋒，更有不少是醫生、工程師、律

師、建築師等專業人士，他們都在各行各業綻放姿采，為香港作出貢獻。我希望，元朗商會中學全

體師生，繼續秉持校訓精神，同心合力，繼往開來，為自己、為學校、為家人、為社會創出更美好

的將來。

    最後，祝願四十周年慶祝活動順利、成功！

    四十年的時間實在不短，本校自創校以來，一直保持優秀的成績，並且獲得區內居民的認同，全

因學生和教師都秉持著「自強不息」精神，追求卓越。同學為著自己的目標勤奮用功，最後達成理

想，獲得美滿的前途；學校亦不斷提昇教學設備、改善校園環境、更新施教評核、完善校政組織，使

師生都得到最佳的學與教環境和支援。

    在今、明兩日，本校舉行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一方面提供機會展示同學多才多藝，擁有卓越成

就的一面；同時，我們亦希望藉著回顧過去，前瞻未來，師生同心揭開更光輝的下一頁。

    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本校會繼續以自強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邁步向前。最後，我祝願本校校

譽昌隆、學風永盛；各位老師桃李滿門、學生成才；同學學業猛進、錦繡前程；在座各位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四十周年校慶啟動禮陳建業校監 MH 致辭

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陳建業校監 MH 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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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法團校董會

陳建業校監MH

張志鴻校董 葉慧貞校董 鍾彩芬校董 謝詠章（替代）
校董

鄧國新校董 方文利校董 樊仕明校董 黃元弟校董戴耀華校董MH JP    

彭少衍（替代）
校董   

車偉恒校董 陳文輝校董 何文輝（替代）
校董   

黎玉朝校董

郭興坤校董 巴鎮洲校董 佘恩典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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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incipal

Ms IP Wai Ching
    Welcome to this special edition of  the school 

magazine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While  the  theme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Variety Show  is ODYSSEY, which marks  the 

growth  journey of our school and our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and dream and  reach 

beyond what  they  think  they  can  achieve,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interesting and  fulfilling 

school life portrayed in this publication, which also 

records  the growth and nurture of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in YLMASS, will give 

delight  to our readers. You can find plentiful  fruits and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have put  in their best efforts to sail smoothly through the many 

challenging times and worthy experiences. 

    As well, this magazine will provide a HOMECOMING and REUNION experience 

for our alumni and teachers who have  lots of memories of YLMASS, this second 

home of ours.

    While YLMASS aims at preparing  tomorrow’s  leaders with character and 

intelligence, we strive to develop students as well as teachers, empower them for 

achievements and support them in their goals and dreams, whatever their different 

intelligences or talents and backgrounds. 

    With the contributions of past and present school managers, advisors, principals, 

teachers, parents, alumni, students and  the supporting staff,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reputation in Yuen Long. It is our school‘s goal that our students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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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earn and graduate with good character, language ability, globalized vision and a 

caring and serving heart  to achieve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We are indeed nurturing ‘quality citizens who are socially responsible and 

equipped with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 love for Hong Kong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quoted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who shared at the Chief 

Executive Summit on Quality Education on 2nd June 2018 what she hoped Hong 

Kong's future generations would become.

    As we move forward, YLMASS has built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and we seek 

to establish  it as one of  the premier schools  in Hong Kong. With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stakeholders,  I am fully convinced that our students are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to excel both academically and in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o become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with character and intelligence living out the core values of 

our school.

    It  is  indeed my honour and privilege  to have served YLMASS  in  this very 

special position, which also pens the final chapter of my career in education. During 

my term of service, any pleasing progres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kind support of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the whole staff, and  the good efforts of  the students, alumni and 

support of parents. 

    I am convinced the new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will surely be leading our 

school successfully  to embark  into a new era and all YLMASSians will keep on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t full gear with our synergy and our self-strengthening spirit. 

    Three cheers for YL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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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陳文輝先生

副主席	 何文輝先生	 梁詠賢女士	 陳仕傑先生	 葉慧貞校長

總務主任	 喬嘉儀女士	 劉天生主任

財務主任	 劉天生主任

稽核主任	 楊曉燕女士

中文秘書	 伍鳳珊助理校長

英文秘書	 林潔珊主任

康樂主任	 冼杜強先生	 廖文璋主任

委員（家長）	沙潔汶女士	 鍾錦玉女士	 張靜雅女士	 胡春月女士	 馮淑文女士	 李威祥先生

	 邱佩儀女士	 劉金鳳女士	 賴小雁女士	 吳偉洪先生	 葉愛娣女士	 黃慧成先生

	 黃詠芷女士

委員（教師）	丘志良副校長	 鍾彩芬副校長	 黃永業老師	 馮子豪老師	 陳寶源老師

第十八屆（2016-2018）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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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商會中學家長教師會成立於1984年8月8日，自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歷史。本會的

成立目的是為家長和教師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提供更多機會讓教師與家長接觸，加強彼此

的聯繫和合作，共同創造美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身心成長和學業發展上，得到適當的關

注和培育。

    首先，我謹代表家長教師會祝賀元朗

商會中學四十周年校慶！商中四十年來作

育英才，培育不少傑出學生，作為家長，

能見證學校四十周年校慶，實感光榮。

    本人兩名兒子均畢業於商中。自他

們入學，本人有幸加入家長教師會。自

2016年起，更有幸擔任家長教師會主

席，並秉承家長教師會的宗旨，積極組織

家長會議、管理會務及參與學校事務，支持同學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例如，本會每年都與

學校合辦中一迎新日、家長日及春節聯歡等活動，藉此加強家校溝通。本會也為家長舉辦講

座和工作坊，讓家長掌握最新的教育資訊以及與子女溝通的有效方法，又資助同學參加校際

朗誦節和體育賽事，資助出版和提供獎助學金，讓學生有多元的學習機會，豐富學習經歷。

    本人亦有幸代表家長教師會參觀澳門旅遊學院。作為家長，我們都關心學生發展，透過

這些參觀機會，我們更能掌握同學出路、發展前景等。而透過緊密的家校合作，家長可以更

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和行為表現，明白子女的需要；學校亦能針對學生的需要，指導學

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發展。 

    最後，本人謹此呼籲各位家長繼續鼎力支持本會會務，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學生成長，

並祝願商中校務昌隆，繼續培育人才！

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文輝

簡介及宗旨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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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本校每年均舉行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日，通過家長和教師面談，加強家校聯繫，了解學生在學校及

家中的學習、操行、交友、個人成長、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表現。

    本會每年為會員安排多次家長講座和家長工作坊，邀請專業社工、心理學家等主持，讓家長掌握有效與子

女溝通的方法，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春節聯歡晚會為本會一年一度的盛事，當晚，本

會歷任榮譽會長、會長、主席、顧問、委員、家長、

友校校長、教師、學生等均歡聚一堂，共賀新禧！除

了抽獎及表演環節外，

本會亦頒發「家長教師

會獎勵計劃」之傑出學

生獎、服務之星獎和體

藝 之 星 獎 ， 表 揚 在 學

術、服務及體藝方面有

傑出表現的學生，鼓勵

他們繼續努力上進。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陳文輝主席致辭。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日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春節聯歡晚會

家長教師會委員於聯歡晚會表演。

主席於聯歡晚會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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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令春節聯歡晚會更順利舉行，本校每年均組織家長義工，協助聯歡晚會工作，並製作活動襟花，透過活

動增加交流，令彼此關係更親密融洽。

    本校家長教師每兩年舉辦一次親子旅行，讓家長、教師、學生有機會親近自然、放鬆身心、樂聚天倫。同

時，本校讓旅遊與款待科同學負責策劃行程及擔任小導遊，參加者都能盡興而歸。

    為 拓 展 同 學 視 野 ， 促 進 兩

地 文 化 交 流 ， 本 會 亦 積 極 支 持

學 生 參 加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 如 資

助 「 上 海 文 化 交 流 與 考 察 之

旅 」 ， 由 本 校 教 師 帶 領 學 生 到

上 海 考 察 ， 了 解 內 地 的 最 新 發

展，同學獲益良多。

    本會每年均舉辦「中一級班際小

盆栽種植比賽」。比賽中，各班代表

介紹他們悉心種植的小盆栽，並分享

種植心得。活動附設盆栽慈善義賣，

籌得款項全數撥捐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作慈善用途。

家長義工

親子旅行

文化交流團

小盆栽種植比賽

34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家長教師會



主席	 莊展銘

副主席	 胡煒俊	 關子翰

秘書	 黃可欣

司庫	 吳文雋

常務委員	 張志鴻（校友校董代表）	

	 麥和科	 曾繼業	 黃鳳鳴	 陳美華	 尹曉鋒	 鄭智升	

	 黃識穎（學生會代表）

    韶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母校創立迄今已屆四十周年。在這

可喜可賀、值得紀念的日子裏，作為元朗商會中學校友會主席的我，實

在感到萬分驕傲和榮幸。

    歷屆校友會積極為母校籌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四十周年商中人

盆菜宴、足球、籃球與排球校友盃和校長與教師榮休典禮等等，成功招

聚不同年代的校友濟濟一堂，實有賴各校友會成員、學校、家長和學生

的攜手合作和付出。

    四十周年是母校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校友會定必繼續加強校友之間的凝聚力，促進彼此的連繫、

溝通和感情。另外，本會亦致力提供平台予校友貢獻自己的專長，扶持學弟學妹以回饋母校，冀望大

家朝著豐盛生命、貢獻社會的目標邁進。過去校友們的積極回應每每令我深感欣慰和鼓舞，在此我衷

心感謝大家對本會的鼎力支持和無私奉獻。

    展望將來，校友會將會繼續籌辦多元化活動，希望各方能踴躍支持和參與，延續與共享創校四十

年的喜悅和情誼。其中，籌備成立足球隊是重點項目。我熱愛足球，欣賞當中能體現的體育精神。在

一場競賽中，碰撞、輸贏在所難免，但最重要的是比賽中承載了友誼、團結、公平、尊重和互相體諒

等精神內涵，促進共融，令社區關係更美好。而這也是我對商中校友會未來發展的願景。

    我們需要學校、家長和校友的信任和支持，推動校友會往前邁進，就讓我們同心攜手讓校友會繼

續發熱發亮。本人深切期盼能帶領校友會把點滴力量凝聚成河，與母校不斷勇往向前，繼續為社會培

育更多人才，讓母校的光輝歷史延續下去。

第九屆校友會主席

莊展銘

第九屆校友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2017 – 2019）

本屆校友會主席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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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慶祝元朗商會中學創校四十周年這個可喜可賀的日子，能夠在紀

念特刊留下片言隻語，深感榮幸。此時此刻，讓我憶起母校生活的往事

點滴，也讓我聯絡到歷屆校友，一起重溫當年在校的美好時光。

    自2010年加入校友會後，我先後與四屆校友會的幹事合作，在協

助籌備各項校友會活動期間，我們建立起深厚感情，更認識了不少優秀

校友。其中不少學兄學姊更成為母校的現屆學生家長，令我不期然想起

「商中人薪火相傳」的承傳精神。

    最後，在此再一次祝賀元朗商會中學四十周年生日快樂，並祝願母

校辦學成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第九屆校友會副主席

關子翰

    原來本人畢業已經第十一個年頭，在構思這篇文章的時候，所有腦

海的畫面像剛剛在眼前發生一樣，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回到現在，不禁

感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無論是在學時，還是畢業後，我都為自己是一名商中人感到十分自

豪。「商中出品，必屬佳品！」不知道大家又是如何成為一名商中人呢？

    還記得中一開學前，每名中一同學都必須參與升中銜接課程。當時

大家來自五湖四海，還未曾放得下自己小學的名字，但不知不覺間，大

家都漸漸投入了這豐年路二十號中學的懷抱。

    大家喜歡商中的原因各有不同，是因為能夠在小息、午膳或放學後在籃球場上激情比拼？還是因

為陸運會前夕披星戴月的留校完成場地設計而日久生情？也或許是學校後方那間信安文具店店長的嘻

笑話兒教你回味不已？我在這裡有笑有淚的走過了七年，實在萬分慶幸可以在商中第四十個年頭留下

片刻掠影！

    縱然歲月如光，轉眼即逝，但在母校生活的點點滴滴，至今仍歷歷在目，總讓我們有太多的回味

和無盡的思念。在母校四十周年之時，謹送上祝福，代表一段相思，一片真誠。祝願商中校譽日隆，

桃李滿門。

第九屆校友會副主席

胡煒俊

本屆校友會副主席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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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聞母校創校四十周年誌慶，興奮莫名，謹借特別一角，抒發對母

校懷緬之情。母校在地區教育貢獻良多，畢業校友人才輩出，深得家長

們的信任和稱許，我身為校友一份子，與有榮焉。

    昔日校園生活點滴，依然歷歷在目。母校設備完善，環境清靜，校

風淳樸；師長們博學多才，教學認真嚴謹；同學們情同手足，彼此切磋

砥礪。校長和老師對同學循循善誘，諄諄訓誨，身教言教，學生受老師

感召和薰陶，自然守規自重。師長除了傳授知識外，還教導我們待人接

物的態度，正是我們日後做人處事的引路明燈，在成長路上，時刻給予

我們體貼關懷和輔導，課餘時間與同學打成一片，亦師亦友，難怪深得

學生愛戴。

    母校設有多個不同的學會和興趣小組，讓同學按自己的興趣和專長自由參加，發揮潛能。我當年加

入了童軍旅，培養了一份「智仁勇」的精神，立志服務社群。回想那些年，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時光

飛逝，數年中學生活瞬間過去，同窗均升讀大學，繼而踏入社會工作。本人於一九九九年考進香港科技

大學修讀工商管理會計系，畢業後加入其中一所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計工作，考獲註冊會計師

資格，現職該行合伙人，事業上算是略有小成，惟不忘母校多年的教誨，夙夜匪懈，暮鼓晨鐘，未敢怠

惰，努力工作，貢獻社會，毋負母校多年悉心栽培。

    值此四十周年校慶的好日子，謹向母校致以最誠摯的感謝和祝福，祝願母校桃李芳菲滿天下，校

友英才輩出，校譽昌隆輝煌！

    也盼望在校師弟妹薪火相傳，再接再厲，精益求精，讓校務蒸蒸日上，校友願與師弟妹共勉之！

第八屆校友會副主席

鍾浩齡

2016 - 2017會員周年大會

歷屆校友會主席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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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男子籃球賽、五人足球賽及排球賽

校友會燒烤晚會

商中人盆菜宴

校友校董張志鴻先生（右一）
帶領商中同學乘坐小型飛機翱翔天際。

活動花絮

榮休老師與一眾校友在球場上互相砌磋球技。

《衝上雲霄》飛行事業生涯研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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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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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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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任校監

鄧同光校監
（1978 - 1994）

鄭 科校監
（1997 - 2004）

戴耀華校監
（2010 - 2015）

蔡創業校監
（1994 - 1997）

鄧國新校監
（2004 - 2010）

陳建業校監
（2015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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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培光校長（1978 - 2002）

吳麗華校長（2002 - 2015）

葉慧貞校長（2015 年至今）

本校歷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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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

李智康  冼嘉豪  冼偉賢  姚煒樑  余煒樂  吳文雋  關子翰  何明剛  鄭嘉寶  黃可欣  陳雅欣 
Joanne Beth DAVIES  黃詠珊  徐雪娟  譚靜妍  金燕虹  莫曉嵐  李麗虹  王國娟  鄧慧娟 
黃鳳鳴  黃思欣

第三排：

袁偉信  楊日明  曾繼業  陳仲焜  文錦濤  駱豪威  文富財  馮子豪  趙潤鋒  秦旭望  楊家寶 
盧麗珊  陳亦儀  張曼金  張恒恒  宋凱恩  李賢娟  李素真  梁亦珺  陳亦彌  蘇慧茵  陳美華 
林凱琪  梁凱欣  李程欣

第二排：

陳寶源  郭永成  陳綺玲  鄧廣義  黃瑞儀  廖文璋  伍鳳珊助理校長  丘志良副校長  鍾慧晶助理校長 
黎志祐  劉天生  林潔珊  黃永業  姚淑萍  黃國健

第一排：

鍾彩芬副校長  張志鴻校董  陳文輝校董  車偉恒校董  黃元弟校董  方文利校董  佘恩典校董 
郭興坤校董  陳建業校監  巴鎮洲校董  鄧國新校董  戴耀華校董  黎玉朝校董  何文輝校董 
葉慧貞校長  謝詠章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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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 學校行政組

學校發展組

生涯規劃組

輔導組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組

學生關顧組

訓導組

公民及環境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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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數學科

科學科

英文科

通識科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

科技及體藝科 校務處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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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優質學校在香港計劃（QSHK）

    自2016-17年度起，本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主辦，為期三年的「優質學校在香港」

計劃。此計劃以全人發展的理念推動學校全面提昇學與教效能。本校期望透過此計劃，讓同學有更全面均衡的

發展，同時亦為教師提供更多專業支援，從而促進本校持續發展及改進，提供更優質教育。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本校全

體教師參與「優質學校在香港」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大會於兩

個 時 段 安 排 接 近 三 十 個 平 行 環

節，分享有關推動全人教育及提

昇教學效能的實踐經驗。

  本校教師定期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學習社群，與友校教師交流分享，藉以提昇教學效能。

葉校長（前排左三）出席啟動禮。

當日有近六百名校長及老師出席，場面盛大。

英文科黃詠珊老師（左圖）及冼偉賢老師（右圖）參加學習社群，與同工分享經驗。

通識科李程欣老師擔任
講者，主題為「當學習
課程碰上藝術創作」。

體育科黃永業老師（左三）及鄭嘉寶
老師（左二）細心聆聽講者分享。

葉校長（中）與其他與會嘉賓
分享心得。

啟動禮

「優質學校在香港」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教師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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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課堂示範

本地交流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本校與教育局及Microsoft Hong Kong分別合辦兩場通識科公開課堂示範，讓同工交

流教學經驗與心得。

獎項

黃鳳鳴老師（中）榮獲Microsoft 2017
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卓越教師獎項。

駱豪威老師（左）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15年
度優秀教師選舉中脫穎而出，獲頒發優秀教師（教
育管理組）獎項。

公開課堂主題：「知
識建構法」及「適異
教學法」於通識教育
科課堂的實踐 Microsoft創新教師2017-2018啟動禮暨工作坊

黃思欣老師（右二）參加由教育局舉辦之「中學教師
專業考察交流團（長沙）」研習課程。 

曾 繼 業 老 師 在
「 學 與 教 博 覽
2017」擔任演
講嘉賓。

本校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參與試教初中
科學科新課程內容。梁凱欣老師(左圖左）及陳
美華老師（左圖右）於課程研討會上分享教學
經驗。

本校五名老師參與由教育局及香港大學合辦有
關跨學科語文學習的培訓課程，其中曾繼業老
師（中）在分享環節中擔任講者。49 元朗商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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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黃鳳鳴老師獲

Microsoft  Hong  Kong邀請代表香港

前往新加坡參加名為「Mic r o so f t 
Educat ion  Exchange」之交流活

動，與來自全球九十一個國家及地

區共三百位教育界精英就有關創新

科技教學法交流心得。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丘副校長及四名老師前往上海參訪上

海市田家炳中學，與當地教師交流，藉此了解內地中學在推行

STEM教育的最新進程。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葉校長參加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的「香港中學校長領導研習班」，進行一系列考

察及研修活動。

新加坡

黃鳳鳴老師（右四）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精
英老師分享教學經驗。

上海

海外交流

黃 鳳 鳴 老 師 （ 左 ） 與
Mic roso f t環球教育副總裁
Anthony Salcito合照。

上海及香港兩地中學教師大合照。

葉校長（左三）與教育界同工交流心得。 葉校長（左一）到訪上海紐約大學。

上海之旅令本校教師加深了解內地教育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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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活動

比賽第二，友誼第一。

健兒的汗水與海水交織在一起。商中老師聯同校友組

隊參加龍舟比賽。 有金豬作慰勞，疲勞盡消！

賽前集訓

賽事結束後，消暑提神的西瓜比獎杯更為吸引！

雖然活動當日氣溫驟降，但無損一眾
老師行善決心。

飛鏢活動為教師減壓。

龍舟比賽

公益金百萬行 飛鏢活動

商中老師台型十足！

元朗區教師籃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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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胡翰琛 丘慶霖 利雲曦 李日朗 吳清涵 李順強 謝諾賢 譚祖源 鄭迪臣 馮鳴禮

第二排：劉穎欣 洪漫鈺 朱穎桐 樊綺琪 李 琳 單紫媛 黃芷穎 周卓瑩 趙 錦 楊晨曦

第一排：蔡文希 曾 悅 張寶珮 馮顯淋 姚煒樑老師 林凱琪老師 劉慧琦 葉緻昕 張巧炘 謝崇俊

第三排：文晉暘 劉峻杰 周浩麟 倪瑋言 陳柏熙 黎遠哲 戴裕庭 余榮熙 莊錦豪 彭聖偉 陳煥朗 姚卓鈞

第二排：張詠彤 李芷君 周 慧 江 穎 葉曉桐 李孝妍 陳可柔 梁愷懿 曾泳之 王樂雯

第一排：陳嘉焜 李樂謙 梁焯然 袁誦希 吳文雋老師 李智康老師 吳卓恩 楊穎淇 林映妤 郭韻瑤

1C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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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林心悠 陳庭殷 陳紫茵 許芷瑋 張家瑜 梁心儀 林樂瑤 江嘉希 黃逸盈 陳伊澄

第二排：莊銘宇 羅穎欣 陳凱晴 黃雪晴 郭穎妍 陳汶禧 麥佑安 馬思詠 朱晨毓 黎曉晴 陳浩賢

第一排：林言諾 卓祐熙 林兆聰 駱浩均 鄭嘉寶老師 黃詠珊老師 黃樂兒 鄧俊賢 陳衍丞 周 曦

第三排：梁倬熙 吳梓灝 曾富謙 王明智 梁浚晞 陳晉希 陳樂恒 黃力維 田曜霖 梁益菁 鄭俊彥 鄧亦喬

第二排：黃明軒 林曉澄 謝煦樂 楊穎童 吳嘉宜 陳希敏 陳嘉安 連珮姍 胡安盈 林卓翹 黃因瞳 陳樂瑤 陳荃蔚

第一排：潘卓加 鄒采琳 盧泳如 黎政浩 梁亦珺老師 李素真老師 張宝盈 黃紫欣 吳希瑤 謝依霖

1A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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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李枷熹 劉民鋒 梁焯然 麥秉晞 楊旨豪 文鶴樺 林錦威 黃煜昇

第三排：李樂熙 李雅韻 冼希桐 杜靜芝 周鈞雅 李卓琳 李洛嬋 郭麗琳 勞泳欣 余瑋庭

第二排：鍾鈺姍 曾鈞倩 陳卓然 冼珮汶 楊洛瑤 金善柔 羅蓉蓉

第一排：吳汝鍚 王瑩淇 鄧璟恩 楊樂怡 張恒恒老師 關子翰老師 陳浠怡 嚴詠勤 邢藝菲 陳俊杰

第三排：陳家浩 蔡浩賢 郭晴風 黃耀彰 鄭宇威 張學安 趙焯鏗 蘇國麟 洪震浠 梁嘉軒

第二排：吳詠怡 葉照思 鄧穎霖 麥心一 鄭秋錡 黎 昊 曾可欣 梁凱詠 許穎嘉 陳詠桐 鄧汶欣

第一排：馬曉琳 鄧穎賢 陳思恩 馮靖雯 徐雪娟老師 馮子豪老師 羅志豪 吳卓堯 許銘峻 蘇弘毅

1E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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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陳兆能 李朗均 萬兆東 陳佳聰 陳俊毅 鄺偉杰 林澤文 楊嘉俊

第二排：李佳俊 李旻謙 陳雅嵐 黃可茵 何蕙晴 李燊堯 梁福妙 梁梓謙 鄭柏俊

第一排：文采妍 甄芷晴 黃穎儀 甄芷琪 文錦濤老師 黃可欣老師 唐鳳明 張樂怡 何嘉藍 杜敬怡

第三排：黃穎詩 區穎熙 陳勝陽 周浩森 陳鎮銘 蔡子軒 黎文煒 黎力豪 洪銳森 黃駿禮 袁詩瑋 鄧靈心

第二排：林嘉芙 林倩儀 林珮雯 陳荃芮 梁慧玲 黃穎琳 Narag Kezra Leigh 呂芷淇 李曉彤 李溥源 呂嘉妍

第一排：韓樂希 黃崇昊 黎展廷 招梓彤 蘇慧茵老師 黎志祐主任 莫倩炘 陳秭盈 刁珮茵 吳樂堯

2S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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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梁楚翹 溫裕廷 林穎欣 蘇明慧 林芷盈 陳春林 林 郵 譚雅文 李 洋 梁嘉淇 廖心怡 李俊毅 羅仲言 鄭齊鵬 謝澤坤

第二排：楊鈺盈 李卓泠 姚家蔓 李思朗 周曉珊 曹心兒 李梓怡 鄭海珊 黃晞琳 朱銘江 謝澤曦 陳思辰 高駿鏵 吳宇軒

第一排：勞慧雅 袁家玟 葉璟宜 潘佩紋 宋凱恩老師 莫曉嵐老師 林子傑 宋福禧 莫泳琳 袁淑芬

第三排：梁溢昊 倫韡碩 鄧振桁 胡璟謙 黎栢良 李嘉熙 林德諾 蓋思倫 洪耀斌 倪志豐

第二排：周宗熙 陳玥盈 杜希怡 王嘉欣 吳嘉琪 李珈縈 郭靜瑜 黃洛潼 陳梓柔 陳梓欣 杜汶駿

第一排：郭鎧同 楊振澤 王璟洋 李曉穎 梁樂睿 曾繼業老師 幸尚君 黃煒華 梁仲軒 張 嵐

2M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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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曾皓愷 姚宇謙 霍浩然 文煒琛 梁兆基 陳日朗 張文謙 陳俊文 鄧鉑謙 鄧銘熹

第二排：余俊彥 辛寶兒 蔡詠詩 盧映霖 鍾善儀 馮凱茵 簡韻妮 梁可宜 黃詩允 鄧曉晴

第一排：譚梓宏 周振楠 王振淦 冼祐霆 黃永業老師 鄧慧娟老師 郭紀言 梁璟霖 冼筠曉 黎悅彤

第三排： 謝竟成 陳景匡 陳炯光 何 睿 陳治權 陳珈汝 許永澤 曾家齊

第二排： 林靜雯 李彩妍 楊紫晴 彭靖晴 何珈欣 柯寶淇 潘曉桐 羅思敏 張思晴 劉嘉欣

第一排： 杜文靜 陳宇婷 劉劍瑤 蕭詠錡 梁凱欣老師 冼偉賢老師 陳朗然 張翰韜 陳進逸 黃駿旻

3C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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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黃逸俊 盧文杰 林皓朗 馬俊賢 林君河 溫曉楠 梁倬諾 黃嘉寶 梁志楷

第三排：梁晉榳 方浩兒 江偉濠 譚倩彤 陳思名 陳芍璇 吳珈瑩 鄧亦烺 馮科傑

第二排：吳家欣 陳影彤 陳穎欣 林熹鎔 吳祉瑩 吳珈嫻 黃嘉慧 陸倩瑩 方穎欣

第一排：陳思明 葉鎮明 黎其傑 陳楚傑 劉天生主任 陳寶源老師 鄧靜恩 梁嘉琪 梁卓儀 翟凱懿

3A

3M

第三排：丘廷臻 戴學賢 林雋坤 林雋現 張駿軒 梁鍏楓 李 強 趙智強 陳俊賢 馮文軒

第二排：陳卓希 李雪宜 張俊倩 高潔瑩 凌綺琳 林芷柔 江蔚琦 劉芷菁 高紫晴 陳卓嵐

第一排：莊詠瑜 朱嘉欣 黃洛馨 鄭麗敏 王國娟老師 余煒樂老師 黎子胄 林逸賢 楊 鍊 呂浚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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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歐浩楠 梁竣盛 張皓凱 黃兆聰 林鋯銓 蘇浚翰 陳玉麟 龔嘉熙 李梓然 李明陽

第三排：陳曉彤 鄧雅文 嚴穎宇 曾凱瑤 王安橋 溫梓柔 盧靜儀 錢伊藍 陳思彤

第二排：梁紫晴 張楚琪 陳卓盈 高紫瑋 黃采萱 黃詩嵐 楊 宜 江苑筠 黃詩惠 陳凱盈

第一排：何文德 麥晉榮 許景淇 黃子璁 文富財老師 姚淑萍老師 彭恩羚 鐘嘉詠 林潔茵 陳雅妍

第三排：梁伊健 陳煒嶟 劉卓軒 廖梓銘 何城有 李銳霆 雷偉軒 何家維 鄭諾庭

第二排：鄧文軒 鄧穎琳 陳映霖 尹晨樺 袁嘉賢 黃秀芬 巫佳穎 吳梓榛 賴秋詩

第一排：翁鋈文 鄧琮熹 徐頌淇 陳穎伃 譚靜妍老師 謝詠章助理校長 莊卓螢 徐婉妮 梁浩賢 張浩龍

3E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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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麥國僑 謝卓旻 張詠心 黃愛琳 郭卓妍 楊寶怡 吳祖珊 陳穎橦 張銘詠 鄧皓朗

第三排：李皜晴 吳以嵐 張影如 黎雅媛 林可瑤 葉韻睿 江碧喬 黃曉霖 許頌程 廖愷媚

第二排：廖維朗 蔡家軒 王譽霏 林俊豪 盧樂曦 譚偉光 鍾嘉樂 李擅灝 葉俊濤

第一排：曾宇浩 梁康延 蔡子裕 鄧柏灝 陳亦彌老師 廖文璋主任 曾浩然 黃冠熹 蔡灝旻 譚旻樂

第四排：賴禮翹 李秉框 劉駿琦 尤嘉賢 梁晉維 吳灝然 劉子恒 馮雨婷

第三排：郭泳儀 吳家陽 謝 萱 賴卓盈 羅穎桐 梁加僖 黃芷晴 許曉瑩 吳卓盈 曾敏惠 梁珮珊

第二排：鄧卓妍 黃可宜 戴潔婷 王穎舒 黃韻詩 溫晞佑 林芷猷 林景琪 莫凱伊 吳宛穎

第一排：鄭 寧 陳鍶藍 朱艷霖 張 盈 林潔珊主任 李程欣老師 陳倬瑤 范綺琳 朱樂兒 莊敏儀

4S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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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林思悅 吳嘉明 許雲楓 洪嘉駿 鄭立暉 楊柏榮 馮家進 陳梓榮 蔡正浩 黃耀霆 葉 穎

第一排：吳嘉敏 吳嘉殷 黎子琪 賴曉嵐 陳亦儀老師 黃瑞儀主任 馮樂民 黃嘉欣 鄧琛妍 陳梓瑩

第四排：梁然政 袁先銘 丘逸衡 詹達誠 鄧景程 陳柏禧 柯炫頎 黎澤峰 梁焯琋 吳文熙 黎俊傑

第三排：吳俊鏵 鄧希賢 吳慧儀 梁倚淇 張媛婷 容禧渝 麥珈綺 陳珮瑜 陳筱雯 鄧進揚 梁文傑

第二排：李駿宇 陳冬至 張倩瑜 蔡穎彤 鍾翊蓉 黎彩欣 陳匡瑤 鄒沛宜 林逸駿

第一排：張駿哲 江 鏵 李俊杰 張卓倫 秦旭望老師 黃國健老師 梁可怡 鍾可盈 黃珮琳 陳善榆

4M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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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排：樊詩穎 朱巧欣 黃渼媜 劉倩婷 黃奕霖 余雅婷 黃曉欣 朱韋燕 文曉晴 林綽橦 馮靖涵

第二排：鍾銳灃 張浚銘 賴楗森 英貞淳 楊展翹 陳梓榮 葉韋延

第一排：呂芷希 葉倩僮 陳雅婷 謝凱穎 李麗虹老師 陳雅欣老師 譚澤亨 陳彥君 梁雋彥 蕭朗添

5C

5S

第三排：姚智浩 吳健烽 黃喜駿 周德誠 楊浩賢 鄭曉川 李振邦 陳 超 周駿軒

第二排：余俊諺 馬俊揚 張嘉銅 蔡澤煒 楊 凡 黃冠熹 卓浚義 馬文迪 何銘哲 胡栢豪 王胤正

第一排：文曉桐 黃珮嵐 何婉澄 李 懿 陳美華老師 鄭嘉琳 鄧婉婷 朱曉悠 梁詠琛 楊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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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劉昌樺 黃浩勤 張志聰 洪琛源 黃俊豪 郭岳生 彭凌龍 曾子晉 梁家軒

第三排：周思慧 曾詠湤 嚴倩婷 陳思敏 吳采樺 謝曉妍 莊佩兒 羅迪佟 陳安妮 彭子珊

第二排：張禧婷 周 敏 龔芷晴 鄧彧琛 王佩彤 簡嘉穎 梁倩穎 李翕澄

第一排：葉華朗 黃穎碧 王巧茵 許海嵐 張曼金老師 黃鳳鳴老師 陳可兒 袁天欣 周詠梅 屈嘉軒

第三排：江 靜 鄧卓盈 梁浩權 郭洺誌 葉澤添 吳兆聰 胡梓正 梁俊培 黃詠嵐 鄧淑文

第二排：何靖詩 雷雨紛 劉煦盈 林嘉源 馮曼穎 胡善怡 林紫怡 黃思琦 蔡曦彥 楊綽琪

第一排：杜映緩 楊青霖 顏諾彤 謝文倩 黃瑞儀主任 袁偉信老師 何健瑋 鄧天樂 郭浩禧 陳偉權

5A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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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劉慧恆 朱守澧 黃信濠 李子羿 楊曉晴 林柏康 許俊傑 顏逸浚 鄧穎崙

第三排：杜穎光 鄧卓儒 卓景朗 陶君豪 林爾陽 諸榮俊 鄭灼仁 呂子豪

第二排：陳漪陶 鄧曉盈 何軍宜 盧芷晴 邱沛嵐 黃識穎 丁嘉悅 王穎晴 鄧浩瑩

第一排：張浩霆 鄧駿華 邱 裕 湯芷淇 陳仲焜老師 何明剛老師 宋麗珠 洪若琳 潘曉楠 黎皓霖

第四排：林錫源 張文嚴 譚瑋鋒 曾子灝 陳朗杰 劉偉良 鍾震華 羅楷耀

第三排：何妍潁 林斯雯 林卓潼 劉愛珊 黃卓妮 伍凱琳 胡嘉儀 林樂怡 董慧敏

第二排：許穎琳 馮苑柔 汪榆翎 劉曉霖 魏愷儀 林綺璇

第一排：黃永業老師 Joanne Beth DAVIES 關子翰老師 余煒樂老師 冼偉賢老師 丘志良副校長 葉慧貞校長 

 駱豪威老師 鍾彩芬副校長 陳綺玲老師 譚靜妍老師 鄭嘉寶老師 林凱琪老師 徐雪娟老師 秦旭望老師

5E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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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朱建聰 嚴傑豪 曾祥浚 胡浩飛 高朗維 趙浩賢 朱德謙 歐 力 李湯生 朱啟然

第三排：麥悅婷 鄧子晴 吳柏欣 曾曉瀅 陳曼琳 陳穎欣 何佩莎 莊詠誼 游非菲 余心妍 梁巧嵐 蔡欣珈 鄧家欣

第二排：文嘉琪 黃善淩 李詠詩 關芷晴 劉嘉盈 鍾家欣 蔡欣珈 何泳德 馬芷蔚 王敏琪 林 靜 曾瑋琳

第一排：黃永業老師 駱豪威老師 李麗虹老師 Joanne Beth DAVIES 黃瑞儀主任 丘志良副校長 葉慧貞校長

    李賢娟老師 鍾彩芬副校長 陳綺玲老師 李素真老師 趙潤鋒老師 李程欣老師 鄭嘉寶老師

6S

6A

第四排：陳源燾 陳志鵬 李俊澔 陳昊熠 黃王禧 黃德朗 鄭鈞澤 洪俊隆 李熊鈞 朱昊天 陳俊銘 蕭柏樂

第三排：羅善庭 張振之 胡樂行 湯胤昊 林烙誠 李俊藝 陳瑋浚 鐘嘉朗 黃志龍 葉展榮 楊焯壕

第二排：倫尚志 張永浩 林莉茵 鄧凱欣 李慧瑤 陳嘉希 黎安婷 王崑巒 陳進熙

第一排：黃永業老師 Joanne Beth DAVIES 楊日明老師 關子翰老師 梁凱欣老師 丘志良副校長 葉慧貞校長  

 盧麗珊老師 鍾彩芬副校長 廖文璋主任 鄭嘉寶老師 譚靜妍老師 林凱琪老師 黃鳳鳴老師 鄧慧娟老師  

余 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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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俞凱嚴 吳浩賢 駱梓鋒 潘客良 文培雄 麥俊軒 黃健斌 劉炫希 劉曜遠 陳灝君

第三排：張曉琳 莊依蓓 劉曉桐 劉曉澄 廖希允 曾家雯 李灝弘 鍾賦寧 張子鍵 楊佩婷 張格鳳 易可縈 黃樂怡

第二排：鄧雯詩 羅曉楠 姚雪琪 柯采君 李康琪 楊敏樂 鄧凱怡 劉璧瑗 何惠嫦 張梓芹 袁詩婷

第一排：黃永業老師 Joanne Beth DAVIES 駱豪威老師 陳亦彌老師 丘志良副校長 葉慧貞校長 鍾慧晶助理校長 

    鍾彩芬副校長 黃思欣老師 李素真老師 黃瑞儀主任 黃詠珊老師 張恒恒老師 鄭嘉寶老師

第四排：關禮賢 張耀鴻 吳希宇 張諾文 陳廷封 陳頌軒 黃瑋鈞 馮嘉俊 羅國榆 胡卓藍

第三排：歐陽永康 岑健輝 吳梓龍 周煒濠 陳兆龍 廖凱彬 蔡善琛 尤銘賢 鍾泓博 李榮俊

第二排：施曉琳 莊詠雯 何哲曦 高 珩 曾泳潼 林秀雯 陳敏嘉 吳子瑜 李樂欣 何樂禧 鄔雪敏 徐甯津 郭巧琳

第一排：黃永業老師 冼嘉豪老師 Joanne Beth DAVIES 梁凱欣老師 林潔珊主任 丘志良副校長 葉慧貞校長 趙潤鋒老師 

鍾彩芬副校長 鄧廣義老師 伍鳳珊助理校長 曾繼業老師 鄭嘉寶老師

6M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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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part of the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provided at YLMASS, students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be active users 
of English. As participants they can join  in summer English programmes to enhance their speaking skills  in a fun way. 
English Wednesdays are for sharing ideas and opinions with teachers and fellow schoolmates. Lunchtime games related 
to festivals such as Easter scrabble provide a chance to brush up on spelling. Song dedication over the school’s sound 
system allows students to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to friends and teachers while enjoying English music.

    As students grow throughout  their  time at YLMASS,  they can  take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terms of English. 
Students who join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help organize events, encourage younge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provide 
great  leadership models. Some examples are  the English Day Camp for  loc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elping with 
lunchtime activities and English fortnight inter-class events (e.g. dramas, debates and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s), as well 
as interviewing teachers over the school intercom about their lives. All of these responsibilities are managed well by our 
mature and friendly team members.

    Students enjoy  joining English competitions and YLMASS regularly wins prizes  in them. In recent years, students 
have  joined the  ‘Speak out, Act up!’ competition, winning  the second place  in 2018 and Act up! Star Award  for Best 
Acting.  ‘Film It’  is another EDB Net Section competition,  in which students create a short film in English. Students are 
regularly commended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winning a senior Merit award last year.

    All in all, YLMASS provides students with rich and interesting opportunities to use and extend their English skills in 
fun and rewarding ways. We will always endeavour to give students these natural, real-world English experiences.

    The program has enhanced  the  sense of  competence,  responsibility  and  teamwork among  these English 
Ambassadors, who regularly deliver quality English activities to the students at large.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regularly assigned to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to hold English Fun Days for  leadership 
training as well as enhancemen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English Ambassadors Training Programme

English Fun Days in Primary Schools

67 元朗商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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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primary schools 
join our YLMASS English Day Camp every year, 
enjoying the great  fun and excitement of a wide 
variety of  intriguing English activities with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teachers. The 
annual activity is eventful and memorable! 

    I t   is   a   wonderfu l   and  joyous  Engl ish 
immersion programme which our students enjoy 
tremendously. In addition to enjoyable English 
lessons with young, energetic and  inspiring 
teach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sports and social activities to  indulge 
in during the program. 

    On English Wednesday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ideas and opinions about their daily 

lives and current affairs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fellow schoolmates 
on campus. They are expected 
to polish their spoken English  in 
a more relaxing way outside the 
classroom. 

    Every year, our students are given 
chances to perform English drama on 
stage. Students always have a great 
time  act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mini drama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ter-c lass  debates  are  run 
annually  to help senior  form students 
see  the power of deploying  rational, 
reasoned arguments and compelling 
evidence in action. 

    To mak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more exciting 
and  engaging,  a wide  range  of  English  games  and 
competitions are organised on a  regular basis  to allow 
them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by competing with 
one another. 

YLMASS English Day Camp

ENGAGE Summer Immersion Programme 2017

English Wednesdays

English Fortnight – Drama Performances

English Fortnight – Competitions

English Fortnight – Inter-class 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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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科每年均舉辦不同活動，包括社際辯論比賽、社際朗誦節、參觀活動、觀賞音樂劇、講座等等，

讓學生在書本以外，體味中國文字的趣味和美感，並且認識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

    透過社際辯論比賽，學生能夠進一步掌

握和提昇口語溝通技巧，鍛鍊團隊合作及個

人論辯能力。

    社際朗誦節設有詩詞朗誦、二人朗誦、歌詞朗誦、個人短

講、初中講故事等比賽項目，讓同學展現才華。同時，學生可

透過觀摩對手的朗誦及演講技巧，互相學習，精益求精。

    為了營造校園閱讀風氣及鼓勵學生養

成良好的閱讀習慣，積極分享閱讀樂趣，

圖 書 館 與 中 文 科 定 期 合 辦 不 同 的 閱 讀 活

動 ， 包 括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 午 間 閱 讀 分 享

會、作家講座、書展等。

社際辯論比賽

社際朗誦節

多元化閱讀活動

年度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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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參觀由元朗區文藝協進會舉辦的「習書遊藝   正己修身    羅澄波書法展」，本校學生對書法有更多、

更深的認識。在活動中，知名書法家羅澄波先生更即席揮毫，令同學大開眼界。

參觀書法展

午間閱讀分享會

學藝廊閱讀閣 好書分享會及作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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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激發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以及培養良好的數學思維，本校數學科及數學學會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數學

活動，例如初中問答比賽、午間數學挑戰賽、速算活動、定向活動及探究活動等等。另外，本校設有各級奧數

隊，讓學生於課堂以外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數學知識，以及交流學習數學之心得，從而提昇彼此的數學

水平。

中三級

奧數隊

數學學會

班際數學及科學問答比賽

中一級

中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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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活動

數學定向比賽 

中一級奧數隊 
速算活動

午間數學挑戰賽：七巧板

數學探究活動

圓周率比賽
計算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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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透過體驗式活動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加深學生對學科相關議題的認識。另外，本科提供機會讓

學生了解社區及不同群體的需要，建立學生對不同社群的同理心。

    同學透過參觀及分享環節，掌握社會企業的定義和理念，同時亦了解當中的營運模式，並認識弱勢社群如

何在社企中受惠。

    這次活動中，參加者為了生存，須盡力販賣以報紙和漿糊製成的紙袋，以此支付租金、伙食、醫療等必要

開支。如賺不夠錢，他們便要借高利貸，有可能墮進萬劫不復的深淵，感受貧窮帶來的絕望。學生不僅加深了

對貧富懸殊議題的認識，還能夠反思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情況，從而積極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全球性問題。

參觀社會企業

國際十字路會──掙扎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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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須穿上特製「高齡體驗衣」，走進鄰近的社區環境中，包括公園、斜路、天橋樓梯、車站、街市、商

場或醫療設施等，以體驗長者的需要和感受，從而學習與長者相處時應有的尊重及同理心，更學懂如何表達關

懷及非暴力的溝通技巧。

模擬高齡體驗衣活動

74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校園剪影    學與教
通識教育



    本校的科學教育著重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老師在課堂上給予不同挑戰，鼓勵學生分析資料、積極討論、

進行研究，以自主學習的方式建構科學知識。同時，為了提昇本校學生的科學素養，在每年十月份，本校都會

舉辦接待同區小學生的科學日營，一方面讓本校學生透過設計遊戲及實驗鞏固已有知識；另一方面讓參觀者明

白到科學其實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此外，本校老師定期在實驗室進行有趣實驗，使學生在課後也能夠接觸到

科學知識，延展其學習興趣；本校亦投放資源，成立科研小組，致力培訓科研人才，讓同學發掘日常生活的難

題，嘗試應用科學方法提昇生活品質。

校內探究活動

設計保溫壺

探索社區天氣研究 聯校科學展覽

科學課

科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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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科學日營

校外科研活動

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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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科領域中，開設經濟、旅遊與款待、中國歷史、歷史及地理合共五個科

目。本學習領域透過課堂學習與校外活動，帶領學生探索古今中外的變化，認識當代社會發展，幫助學生了解

自己、社會及世界，以促進健康的個人發展，成為富有知識、自信及責任感的人，從而為家庭、社區、國家，

以至世界謀求幸福。

歷史科

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獎勵計劃

中西區歷史考察活動

歷史文化互動探究活動

經濟科

中國歷史科

活字生香─漢字文化體驗展覽

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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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朗圍村─古情．新貌2016」
活動中，本校學生擔任導賞員。

參觀國泰城

DSE地理研習課程─長洲考察活動

澳門遊學團

DSE考察為本試題工作坊─海岸管理

參觀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

地理科

旅遊與款待科

QSHK台灣多元體驗學習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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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教育領域中，本校初中課程設有資訊與通訊科技、設計與科技，以及家政三個科目，旨在為學生提

供全方位學習經歷，並鼓勵他們將所學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高中課程則包括資訊與通訊科技，以及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兩科，藉著多元化的教學模式，提昇學生的學科知識，讓他們為未來升學及事業作充分

準備。

學生作品

機械人挑戰賽

學生學習製作應用程式

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

設計與科技科

3D LED裝飾燈
銅片蝕刻

音樂盒 相架機械玩具 

電腦科學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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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科

學生為畢業典禮準備茶點
招待賓客。

校際健康食譜烹飪比賽                                                        
社際烹飪比賽

營養早餐活動

營商體驗

卓越商業大賽

工展會營商考察香港會計師公會「企會財考試」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烹飪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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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

體育活動

惠州集訓（女子籃球及排球隊）
ASICS香港十公里挑戰賽

百仁基金beHERO Run

游泳課 划艇機訓練 保齡球課

棒球課
曲棍球課 飛鏢課

閃避球錦標賽
Nike Franchise

元朗區體育節十公里長跑賽事

    本校一向致力培育學生在體藝方面的發展。為了推動健康校園文化，本校體育科近年積極引入多元化的運

動項目，並為學生提供參與本地及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藉以提高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從而鼓勵他們追求健康

的生活模式及態度。此外，本校深信音樂及視覺藝術能夠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力及審美觀，以及提昇他們的

文化認知，促進全人發展，因此積極為學生提供多種多樣的音樂及視覺藝術體驗活動。

陸運會演出

本校管弦樂團在2017年藝韻盃獲得
季軍殊榮。

體育科

音樂科

綵排

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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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鈴隊

視藝課

合唱團分別在春節聯歡會及校慶開放日中表演助興。

合唱團前往大學會堂參加校際音樂節。

對藝術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可
參與課後的畫藝精進班。

除了個人創作外，同學亦有機會參與集體藝術創作，發揮團隊精神。

視藝科

校內集訓 香港手鈴節
合唱團

視 藝 科 梁 亦 珺 老 師 （ 右
三）帶領高中同學參觀友
校畢業展覽，獲益良多。

葉 校 長 （ 右 一 ） 與

「年畫設計比賽」得

獎者合照。 

視藝活動

本校學生參加「輕鐵
情繫社區三十載」繪
畫比賽。

視藝科與聖雅各福群會合
辦 「 藍 屋 」 社 區 藝 術 計
劃，參賽同學學習以平板
電腦設計圖案。

由本校學生合力創作的壁
畫為校園添上斑斕色彩。

在視藝課堂上，同學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藝術媒介。 82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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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校本生涯規劃課—「我的夢想」

中四級升學系列—校友分享

生涯規劃週活動—搵工大行動

生涯規劃週活動—時間管理篇 中五級職場參觀—IBM

中二級校本生涯規劃課—「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生涯規劃週活動—職業博覽

中三級選科座談會

中二級校本生涯規劃課—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生涯規劃週活動—中一及中二
級班際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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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模擬放榜

ARCH Community Outreach—面試工作坊

香港城市大學獸醫學學士
課程介紹講座

本校生涯規劃室正式啟用。

高中同學參加美國麻省理工
創新學院活動。

中 五 級 生 涯 規 劃 活 動—
教師分享「從興趣出發？」 

百仁之友—行業探索（嘉賓：萬希泉創辦人沈慧林先生）

與香港美國商會領袖面談

香港大學「生涯規劃在港大」講座

中五級生涯規劃活動—
參觀香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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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領袖生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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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問答比賽

義工活動

廉政公署互動劇場

敬師日

學生演講分享：欣賞及關愛

早會活動：Joyful Steps健體操

學生繪畫四十周年校慶心意卡。

Teen使計劃

價值教育

86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校園剪影    學生成長支援
輔導組及德育組



參觀心理衛生會

教師健康講座及活力操練習

心晴賽馬會喜動校園計劃

校園講座

活力操推廣計劃 學生大使證書頒授典禮

中一級學生和老師在禮堂一同享用營養豐富的早餐。

營養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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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同學為自己悉心種植的小盆栽物色新主人。

同學身體力行，為保護大自然出一分力。

關懷弱智顯愛心活動

中一級班際小盆栽種植比賽

宣傳防止山火活動

本校同學以鼓、笛子及喇叭合奏了多首優美樂曲。 同學化身聖誕老人，將歡樂帶給在場人士。

88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校園剪影    學生成長支援
公民教育組及環境教育組



中三級【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學習團

高中東北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

高中西安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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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學生成長支援
國民教育組



「形影商隨」成功當選17-18年
度元朗商會中學學生會內閣。

學生會在四十周年校慶開放
日中擺設了多個攤位遊戲，
與眾同樂。

聖誕綜合表演是商中一年一度的盛
事。同學除了可欣賞各班精彩的表
演外，更有機會贏得抽獎禮物，滿
載而歸。

順利完成聖誕綜合表演後，幹事成
員在操場上拍攝大合照。

在萬聖節鬼屋活動中，各同學的扮相
維肖維妙，幾可亂真！

學生會幹事成員於禮堂外為宣傳
活動作最後準備。

學生會成功舉辦「光影留情」活動，為同學拍下珍貴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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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年度活動
學生會活動



全場大合照

六社社長一同宣誓，承諾「友誼第
一，比賽第二」。

主禮嘉賓齊來為參賽同學打氣。   

樸社蟬聯全場總冠軍寶座。

各社健兒全力以赴，為隊伍爭取佳績。

中六級同學不分你我，在班際接
力賽中互相支持。

女童軍大合照

各社同學悉心佈置比賽場地。

各制服團隊成員步履整齊，精神抖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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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年度活動
陸運會



老師和工作人員拍照留念。

工作人員耐心向運動員講解比賽細則。

健兒發揮拼搏精神，務求創出佳績。

老師團隊已準備就緒，誓要在師生賽與學生較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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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年度活動
水運會



本校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夏令營

戶外挑戰日

香港童軍大會操

旅務委員就職暨童軍宣誓典禮

隊長訓練營   先鋒工程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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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制服團隊
童軍



女童軍百周年國際大露營

對外服務

女童軍百周年國
際大露營

暑假營—繩網歷奇

暑假營—野外定向 復活營

女童軍周年大會操

試後活動—麵包製作工作坊

宣誓禮

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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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制服團隊
女童軍



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聯誼活動

在步操訓練中，隊員均認真聽從隊長的指令。

隊長和資深隊員負責訓練新隊員。

中一迎新日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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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制服團隊
交通安全隊



2017年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新界少青團周年隊際比賽

新加坡中正中學聖約翰救傷隊交流活動 

C組總成績全場總冠軍 
‧家居護理比賽C組冠軍 
‧制服檢閱比賽C組冠軍  
‧步操比賽C組冠軍  
‧助理監督盾第一名

本校混合見習支隊十周年隊慶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周年大會操

本校混合見習支隊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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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制服團隊
聖約翰救傷隊



2015

2016 2017

（左起）歐錦興老師、丘副校長、
葉校長與時任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先生

大合照

商中師生前往新加坡進行交流活動

其他活動

獅隊

昂步棧道籌款活動

野外鍛鍊科

新加坡學校到訪本校 

97 元朗商會中學

校園剪影    社會服務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長幼愛無限

扶少活力操

扶少師生競技同樂日

捐血日

探訪被遺棄動物

探訪喪親兒童

童樂

奧比斯籌款晚會

載．融愛－籌款晚會

饑饉三十

聽障活樂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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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社會服務
扶輪少年服務團



少年警訊周年大會2017

少年警訊

於2018年，本校榮獲公益少年團傑出
學校殊榮。此外，梁璟霖（3C）、周楚
穎（4S）及莫凱伊（4A）獲頒最高榮
譽獎章。

張運兒同學（左一）獲選為公
益少年團傑出團員，代表香港
遠赴韓國參與交流活動。

關懷弱智顯愛心活動

中一級班際小盆栽種植比賽

元朗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午餐聚會暨學校支會龍虎榜頒獎典禮

本校榮獲2017年度元朗區少年警訊學校支會冠軍。得獎
學生與各名譽會長、校董、校長及老師一同拍照留念。

元朗區指揮官李偉文總警司（右四）及方文利校董
（左三）與本校師生一同拍照留念。

元 朗 區 少 年
警訊海上遊

其他活動

元朗區少年警訊四川文化交流團

校園攤位遊戲

公益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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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社會服務
公益少年團及少年警訊



「金禧百龍賀回歸」群龍匯演

元朗區戊戌年英歌賀歲──英歌群英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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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地區活動



「元朗圍村──古情．新貌」

101 元朗商會中學

校園剪影  地區活動



加拿大文化及英語夏令營

日本大阪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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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遊學團



新加坡交流營

韓國升學及文化考察團

台灣升學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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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遊學團



台灣單車學習體驗團

生涯規劃台灣之旅──郵輪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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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遊學團



台灣地理考察團

內地一帶一路探索交流團

追夢神州北京、上海交流團

澳門遊學團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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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遊學團



本校戲劇學會憑劇目《皮阿斯的結局》勇奪14/15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最高榮譽獎    評判推介演出獎，並獲邀於屯門大會堂

演奏廳作公開演出。本劇目同時榮獲以下獎項：

☆傑出導演獎：張朗齊（4A）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於15/16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欺凌》榮獲下列獎項：

☆傑出劇本獎（學生集體創作）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導演獎：秦婉婷（3M）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吳健烽（3A）  雷雨紛（3S）  吳宛穎（2S）  黃可宜（2S）

於16/17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嵐珊加菲》榮獲下列獎項：

☆傑出劇本獎（學生集體創作）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導演獎：雷雨紛（4M）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演員獎： 秦婉婷（4A）  羅穎桐（3E）  吳宛穎（3E）  黃可宜（3C）

戲劇

15/16年度劇目：《欺凌》

14/15年度劇目：《皮阿斯的結局》

16/17年度劇目：《嵐珊加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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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藝術發展



12/13: High School Musical 2
英語音樂劇

13/14: Grease

14/15: The Sound of Music

15/16: Annie

107 元朗商會中學

校園剪影  藝術發展



    盧伍旋獲民政事務局頒發「2017年多元卓越獎學金」，現就讀香港大學

理學士學位課程。盧伍旋多次代表香港前往意大利、法國及韓國等地參加自

由式輪滑賽事。他曾榮獲多項本地及國際性獎項，其中包括：

    南華早報傑出學生獎2016    優異學生獎（運動員）

    2016運動燃希望基金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第十六屆亞洲滑輪溜冰錦標賽    自由式輪滑季軍

    2016全港自由式輪滑公開賽    花式繞樁亞軍

    林衍宏於2016年參加由香港新一

代文化協會舉辦的「香港青少年科技

創新大賽15-16」，與六十多組本地中

學生競賽，最後榮獲數理工程（高中

組）二等獎。

    此 外 ， 林 衍 宏 的 作 品 「 智 能 手

機 全 景 攝 影 自 拍 電 動 裝 置 」 獲 「 第

三十一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遴選委員會評審選拔入圍，並獲邀前

往上海參加全國賽決賽，其後更獲選代表中國遠赴美國洛杉磯，參加「第68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ntel  ISEF）」，他所設計的裝置其後更

申請專利。

    同年，在南華早報主辦的「傑出學生獎」中，林衍宏榮獲全港第三名

（科學家及數學家）。

盧伍旋（16-17, 6S）

林衍宏（16-17, 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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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傑出學生



    羅泰杰在政府首屆設立的「香港卓越獎

學 金 計 劃 」 中 ， 獲 頒 獎 學 金 港 幣

二十五萬元（每年）負笈澳洲國

立大學修讀林業科學理學士學

位 課 程 。 該 計 劃 有 六 百 多 名

尖 子 申 請 ， 經 遴 選 後 ， 共 有

七十八名學生脫穎而出，獲資

助前往外地升學。

    何麗喬在舞蹈方面表

現卓越，多次獲得校外

比賽獎項，例如第42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公開組金獎、

第42及43屆全港公開

舞蹈比賽公開組芭蕾舞

金獎、香港亞洲獨舞大賽

舞藝精英賽2015專業組獨舞

亞軍等。此外，她於2015年7月參加迦南

之星國際芭蕾舞大賽，榮獲全場冠軍，並

獲頒獎學金，遠赴首爾修讀國際芭蕾舞暑

期課程。同年，何麗喬獲頒南華早報「傑

出 學 生 獎 」 。 何 麗 喬 現 就 讀 香 港 演 藝 學

院，主修舞蹈。

    溫靖薇及陳偉權於2016年分別獲選「第十一屆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

高中組及初中組優秀學生。他們經過多重考驗，包括命題寫作、面試、入選

後的自我介紹及個人表演，到最後階段鬥智鬥力的遊戲，才能脫穎而出獲得

優秀學生的殊榮。

羅泰杰（14-15, 6E）

何麗喬（15-16, 6D）

溫靖薇（15-16, 5E）、陳偉權（15-16,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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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慧欣、賴凱莉（14-15, 5C）

區仕文（16-17, 6S）

宋麗珠（17-18, 5E）、

溫梓柔（16-17, 2E）
鄧凱怡同學（16-17, 5M）、

王穎晴同學（16-17, 4E）

高錕夫人頒發獎項予鄧慧欣（左二）及
賴凱莉（右一）。

    鄧慧欣及賴凱莉於2015年參加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舉辦的「牽手．承諾藝術創作

獎勵計劃」，她們共同創作的水彩畫獲高錕夫人親自從眾多參賽作品中選為四份優異作

品之一。是項計劃是以「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及其夫人彼此無私奉獻的愛情故事作為主

題，創作題目是「牽手的承諾」。

    於2016年，區仕文榮獲由英文虎報舉辦的「第五屆通識寫作比

賽」亞軍。他在參賽作品中探討香港政府如何處理平均預期壽命上升

的情況，在全港一千九百多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殊榮。

    於17-18及16-17年度舉行的「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香港賽區）」，宋麗珠及溫梓柔分別榮獲高中

組及初中組銅獎。

    在 香 港 大 學 舉 行 的

「 香 港 校 際 模 擬 法 庭 比 賽

2017」，鄧凱怡及王穎晴勇

奪 最 佳 證 人 獎 。 透 過 是 次 活

動 ， 參 賽 同 學 不 僅 學 習 了 不

少 法 律 知 識 ， 更 提 昇 了 英 語

會話能力及辯論技巧。

區仕文（右）

溫梓柔

 宋麗珠（中）

鄧凱怡

王穎晴（右）

110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校園剪影  傑出學生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六

日，本校舉行了「四十周

年校慶啟動禮」。當天，

在陳校監MH致辭與師生

一同回顧本校發展歷史

後，校監、校董、校長、

全體老師與四十名學生代

表一起鳴放彩炮，為四十

周年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校董會委員及一眾師生為校慶活動「打響頭炮」！

全場舉起「四十」的手勢，慶祝商中創校四十周年。

校董會委員主持「切金豬」儀式。

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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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開放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廿四及廿五日，本校舉行為期兩天的校慶開放日。是次開放日活動豐富，當中包括各

科組及學會的攤位遊戲、才藝表演、科學學習體驗、制服團體學習體驗、主題講座、「商中歷史E定向」等。除

此之外，本校特設「歷史長廊」及名為「愛‧回憶」的房間，讓來賓走進時光隧道，回顧本校歷史。兩天的開

放日，獲得不少友校校長及師生、本區市民、本校校友等支持，使校園洋溢著熱鬧及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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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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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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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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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周年校慶綜藝表演日的主題為 Odyssey，這豐富精彩的旅程於二零

一八年四月廿七日在元朗劇院隆重啟航。綜藝表演分早、午、晚三場，節目

內容包羅萬有，包括管弦樂團及手鈴隊演奏、獨唱及合唱團表演、中國舞、

中文戲劇，以及英語音樂劇。

    演出前，全體表演者熱烈歡迎嘉賓進場。十二位社長對學校真摯的心聲和祝願，令每位觀眾感受到「商中

人」的熱誠。隨著本校管弦樂團演奏的悠揚旋律、手鈴隊清脆悅耳的鈴響和合唱團動人的歌聲，全場嘉賓、家

長、校友及師生均投入現場的歡樂氣氛中。而中國舞優雅綽約的舞姿，更帶領觀眾進入仙境。至於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表演環節莫過於中文話劇和英語音樂劇，演員在戲劇、

舞蹈和歌唱各方面都盡展所長，將全場氣氛推至高潮。

    在劇院的專業支援及燈光、音響等一流設備配合下，各表

演者將才藝發揮得淋漓盡致，令觀眾賞心悅目。三場表演均備

受來賓讚許，掌聲雷動，十分成功，祈願我們的旅程繼續發光

發熱，承傳商中精神。

嘉賓進場前拍照留念。

（左起）葉校長、陳校監MH與
丘副校長合照。

三場表演均座無虛席。

是次演出獲得眾多友校校長、老師及學生鼎力支持。

陳校監MH（前排左二）與本校教師團隊

綜藝表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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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開始前，嘉賓與師生拍照留念。

在本校音樂科蘇慧茵老師指揮下，合唱團獻唱《You Raise Me Up》。

在獨唱環節中，王胤正（5S）及廖愷媚（4S）分
別獻唱《倔強》及《Flashlight》，歌聲扣人心
弦，令人聽出耳油。

手鈴隊演奏
管弦樂團演奏

四位司儀為綜藝表演揭開序幕。

名為《雨中花》的中
國舞表演令歡眾看得
如痴如醉。

綜藝表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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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戲劇表演，劇目名為《Step by Step》。由於劇情豐富，結構緊湊，現場觀眾反應熱烈。

英語音樂劇為觀眾帶來極盡視聽之娛的享受，將現場熾熱氣氛推至高峰。

綜藝表演日圓滿結束。一眾表演者與幕後工作人員走到台前謝幕，為綜藝表演劃
下完美的句號。

綜藝表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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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say school  is a place where knowledge 

is  gained;  some  consider  school   to  be  a  safe 

haven  and  a  second  home,  providing  shelter  and 

help  in  times of need. However,  to me,  the school 

is  the  experience  of  a  l ifetime  in  which  lessons 

can  be  learned.  It  is  a  place where  ideology  can 

be introduced and embraced. 

    My  life  turned 180° when I  received the news. 

I  was  blown  away  by  the  fact  that  I  was  one  of 

the  lucky  individuals who  entered YLMASS. The 

introverted  and  awkward me  had  no  idea  about 

what  I wanted  to  do, who  is  to  trust  or what  is  to 

come.

    My  f i rst   and  most  embarrassing  year  was 

in  Form  One.  For  the  ent ire  t ime,  I   was  l ike  a 

goldf ish  in  a  sea  of   p i ranhas,   feel ing  l ike  the 

weirdo  of  the  crowd,  the  lonesome  wolf   which 

struggled  to  find  a  place  for  itself.  I  was  just  too 

scared  to  try  anything.  I   missed  out  on  al l   the 

major events:  the adrenaline pumping Sports Day, 

the  joyful  Christmas  party  and  even  the  spooky 

haunted house. My existence in school was wholly 

neglected. I tried my very best to fit in,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e   f o l l ow ing   yea r,   see ing   t he   pa the t i c 

experience I had the year before, I opted for some 

changes:  a  change  in  personality  and  a  change 

in who  I was.  I mistakenly chose  to put a mask  to 

cover  who  I  truly  was.  I  started  to  blindly  follow 

trends,  str ict ly  agreeing  with  others  just   for   a 

slight  chance of  acceptance. The plan,  of  course, 

backfired.  I was  hated  by many  because  I wasn’t 

genuine  enough.  Soon  there  was  no  one  by my 

side. All the so-called friends left and betrayed me. 

I  was  the weirdo  again,  and  there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that  I  had  finally  done  it. Yet,  I was  just 

fooling myself.  

    Then  things  changed.  I  remember  i t   was  a 

gloomy afternoon.  I stood outside  the School Hall, 

alone.  There  I   saw  the  school  motto  engraved 

above  the  stage:  Simplicity,  Integrity,  Dil igence 

and  Perseverance.  For  some  reason,  the  word 

“Integrity” struck me so, like a bolt from the sky. At 

that moment, I finally realised that to be part of an 

integrated whole,  to  be  a  real YLMASSian  and  to 

be a  real member of  a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re honest not only  to people around us but  to 

ourselves.  I  then  told myself:  it’s  time  for  another 

change. 

    And so there came my third year. It was so far 

phenomenal,  and  ever  since  I  dropped  the mask 

and  the  costume,  people  started  to  accept me. 

They  began  to  approach me,  asking me  to  join 

class  activities.  It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my  life 

as I found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 can trust. All the 

         My School Life in YLMASS Champion (Junior Section)
By Cheung Ho Hoi, Jason of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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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janitors and helpers of the school guided 

me  through  the  darkness  all  this  time.  I  start  to 

appreciate  how  beautiful  everything  is  around  us 

and  how  nice  the  school's  surroundings  are. The 

basketball  court  is  always  fi l led  with  sweat  and 

action,  and  the  garden  is  composed  of  love  and 

passion,  completely  representing  the  vibe  of my 

dream school. 

    People  always  complain  about  the  dull  and 

indulgent  environment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Ye t ,   to   me,   my   schoo l   has   done   much   more 

than  just  teaching  me  how  to  add  or  subtract. 

It  has  changed my ways  of  thinking.  Integrity  is 

at  times  considered  obsolete  in  our  competitive 

society. There are  fakers,  imitators and scammers 

everywhere .   These   tox ic   ind iv idua ls   see   the 

world  through  filters  for  cash  and  fame,  chasing 

bl indly  after  false  rewards  but  losing  who  they 

really  are  on  the  inside.  In  this  school,  I’v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ity.  It’s  not 

just about not  telling  lies but  to be our  true selves 

while maintaining  strong moral  principles. Without 

integrity,  power,  knowledge  and  fame  are  of  no 

use.  It  is  only  by  showing who we  truly  are  and 

upholding morals can we save ourselves and  truly 

l ive  our  l ives.  Integri ty  should  not  only  be  our 

school motto but also our aphorism in life. 

    From now,  let’s  all  embrace  this  ideology and 

be a proud and pure YLMA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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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 ve   yea rs   ago ,   I   was   s tand ing   ou t s i de 

YLMASS,  a  band  one  secondary  school  where 

many  top  students  study.  I   looked  at  the  el i te 

students  coming  out  of  the  school.   They  were 

in  tidy  uniform,  looking  very  busy.  I  was  only  a 

leaden-eye  boy with  rosy  cheeks,  eating  sweets 

with my  dirty  hands.  I was  rather  unsophisticated 

and  still  didn’t  realise what my  future would  hold. 

Yet,  there was one  thing  I was  sure  of;  I wished  I 

could be just like them one day.

    Two  years  from  that  day,  I   came  back  and 

became  a YLMASSian. The moment  I  knew  I  got 

into YLMASS was  like  a  red-letter  day  for me.  It 

was such a great honour!

    In  the  first year of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I 

discovered  how  versatile  the  senior YLMASSians 

are and hoped that  I could be the same. However, 

I  was  too  shy  at  that  time.  I  refused  to  join  any 

school club as I was an introvert. I had a hard time 

meeting  new  friends  and  so  I  suffered  from being 

isolated  by  some  of  the  classmates.  During  that 

dark  period,  I  had  lunch myself  almost  every  day. 

To make  things worse,  I  focused  too much on my 

studies, making me  very  tense.  Luckily,  it  didn’t 

last  for  long  because  a  kind-hearted  teacher, Ms 

Chan,  gave me  a  hand.  She  listened  to my  story 

and  tried  to  understand me. With  the  help  of Ms 

Chan,  I developed an  interest  that helped  improve 

my social skills. It was then that I was reborn. 

    In my second year,  I met my  two best  friends, 

Jimmy and James. I still didn’t have a lot of friends 

at  that  t ime,  so  they  played  a major  part  in my 

l i fe.  They  were  always  there  for  me  no  matter 

what,  comforting me  and  asking me  to  be more 

optimistic.  From  then  on, we  have  been  showing 

support  for  one  another. Our  friendship  feels  like 

an  eternity. Never will  it  stop  or  disappear. Thank 

you for bringing a gleam of hope to my school life. 

A  fr iend  in  need  is  a  fr iend  indeed.  Jimmy  and 

James, thank you. Without you guys, I am nothing. 

I  trust  that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This  year,  i t   is  fortunate  that  I   am  here  to 

witness  the YLMASS  40th Anniversary. The  older 

the school gets, the more mature I am. I am proud 

to be a YLMASSian, a student from on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Hong Kong.  It  is where  friendships  are 

developed  and  dreams  are  realised.  It  shows me 

what  true  friendships  are,  leading  to  a  panoramic 

view  of  my  bright  future.  Thank  you  and  happy 

birthday, YLMASS. 

First Runner-up (Junior Section)
By Kung Ka Hei, Hale of 3E

            My School Life in YL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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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flew in the blink of an eye. I can’t believe 

half of my Secondary Two life has passed already! 

I t ’s   somet imes  s t range  when  I   wa lk   past   the 

Secondary One  classrooms  –  to  see  that  a  new 

batch  of  students  have  replaced  us.  They  look 

rather timid, which reminds me of myself two years 

ago.

    In  September  2016,  I   entered  YLAMSS  as 

a  studen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ay might  have 

been sunny, cloudy, or even stormy. To be honest, 

I can’t really remember it as I focused my mind on 

the schoolyard  that day.  It  looked  like a maze and 

that novel feeling is impossible to re-experience. 

    My  hear t   was  pound ing   qu ick ly   as   I   was 

going  to meet my  new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I   was  nervous,  l ike  any  other  f reshman  in  the 

classroom. Fortunately, everyone seemed  friendly. 

I  sat  down and observed my  classmates  quietly.  I 

still  remember  all  the  thoughts  racing  through my 

head:  “Oh! That  boy  sounds humorous”,  “This  girl 

is  easy-going”,  “That  one  seems generous”,  “That 

girl  looks  just  like me,  rather  timid.  I’ l l  try  to  be 

friends with her!”. After a while, I finally plucked up 

my courage and started a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them. 

    I t   was  just   the  f i rst   day  of   school ,   but  we 

chat ted  l ike  o ld   f r iends  who  had  known  each 

other  for  five  to  ten  years.  I  can’t  remember what 

we  talked  about,  but  our  laughter  is  hard  to  be 

forgotten. 

    Nothing  special   seemed  to  happen  on  my 

first  day;  I  didn’t  lose  or  break  anything,  I  didn’t 

participate  in  a  big  project,  nor  did  I  accomplish 

anything. However,  to me,  it’s  the most  precious 

day.  That  was  the  day  that  marked my  special 

journey  here  in YLMASS. As much  as  I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day,  I  know  that  no  one  can  do 

so.  Therefore,  I  should  cherish  each moment  I 

have until the graduation day. I can then recall the 

memories made with my  schoolmate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to make my experience extra special. 

Second Runner-up (Junior Section) 
By Li Sze Long, Karen of 2M

The First School Day in YL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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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one  of  those  stereotypical  spring  days 

at  school.  The  air  was  sultry with  a mixed  scent 

of  rain  and  grass,  which  was  odious,  to  me  at 

least. Again,  I  pulled  an  all-nighter  in  the  library, 

preparing for my HKDSE.

    Fumbling through the dark way home, I sighed 

in  fatigue  and  frustration.  I  was  exhausted,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eing muddleheaded  for 

my misty future.

    Abruptly, out of the corner of my eyes I caught 

a  glimpse  of  shimmer,  and  it  quickly  expanded. 

I   was  completely  cloaked  in  the  bl inding  l ight. 

Seeing  a  t ime  machine,   which  looked  exact ly 

l ike  the  one  f rom  Doraemon,   I   leaped  onto  i t 

instinctively, perhaps I craved for some changes in 

my life utterl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lashlights shone at 

me  and  a  calendar  on  the machine  flipped  open. 

The pages  kept  flying,  until  it  stopped on  the  one 

that stated “1st September 2013”.

    I   snapped  open my  eyes  in  panic  but  then 

realized that I was in front of a building with which 

I was wholly familiar - YLMASS.

    I  instantly  noticed  that  I  had  travelled  back  in 

time, becoming a Form One student again. Frankly, 

I  was  genuinely  ecstatic  to  begin  everything  all 

over again.

    Rushing  up  the  stairs  swift ly,  I  accidentally 

bumped  into Mr  Sin  but  he  didn’t  recognize me 

at  all. More  accurately,  I  passed  through  him  like 

a  stream of  smoke.  I was  tremendously  petrified, 

with my mouth wide open. Snapping back to reality 

I immediately dashed into the classroom numbered 

104, reaffirming my existence. Yet, no one greeted 

me and the room remained hushed.

    Sudden ly,   ano the r   g i r l   w i th   a   b r igh t   red 

backpack  hopped  into  the  room  blissfully.  To my 

astonishment, we looked the SAME!

    “Hey,  calm  yourself  down!”  a  voice whispered 

to me  in my mind,  “It’s  impossible  to  have  two  of 

you  in  one  dimension,  so  you must  be  invisible 

to  them. You  have  solely  one mission  -  to  help 

yourself, and you can probably learn something.”

    “Come on, how can I possibly interact with the 

younger me?”  I  groaned  but  I  could  only  hear  an 

array of buzzing sound.

    I   dragged  mysel f   towards  “Winnie’s”   desk 

unwi l l ingly.   She  was  dedicated  to  the  pi les  of 

homework  in  front  of   her,   running  through  the 

answers   t ha t   she   f i l l ed   i n   t he   n igh t   be fo re . 

Suddenly,  she  came  across  a  page  which  was 

blank,  causing  her  palm  to  immediately  become 

sweaty.

    “Tick-tak,  t ick-tak…”  the  second  hand  was 

tiptoeing  across  the  dial  at  a  high  speed. Winnie 

chose to peek at her neighbor’s work, with her pen 

embarked  on  dancing  smoothly  along  the  empty 

page.  I wasn’t  startled;  instead,  I was  terrified  of 

what would happen next.

    My past seemed to be repeating.

Champion (Senior Section)
By Yim Sin Ting, Winnie of 5A

Growing up Doesn’t Mean Forgetting Your Dream

Topic: Imagine that you travel back in time using a time machine. It was in 1978, the year in which YLMASS 
was founded. Write a story about your journey. Give a title to you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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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Miss  Chan 

scolded grudgingly, “Copying homework is never a 

decent method to learn!”

    “ I…  I…”  she  s tu t tered  in   awe  and  began 

shedding  tears,  yet  everyone  else  couldn’t  help 

but laugh at her.

    “Follow me!” Miss Chan  snarled  and walked 

out  of  the  door.  “Winnie”  needed  every  ounce  of 

her  energy  for  every  step  as  she  could  probably 

foresee the punishment she would receive.

    Miss Chan  frowned  and  glared  at  her,  and  of 

course,  told  her  how  inappropriate  it  was  to  do 

something  l ike  that.  Her  eyes  were  sti l l   raining 

down  droplets  uncontrol lably.   In  the  end,  Miss 

Chan drew out  a pack of  tissues  from her  pocket. 

Winnie didn’t accept it, nor did she apologise. She 

turned  and  ran.  She  didn’t  understand why Miss 

Chan was  being  so  harsh  on  her;  and  yet,  every 

single word  from Miss Chan’s mouth was  for  her 

sake.

    I wished  I had  found means  to offer a helping 

hand. Miraculously, a stack of memo pads fell onto 

the ground and  I hit upon a wonderful  idea as  if a 

genie in a bottle could hear my desire.

    “He l lo ,   i t ’s   me  -   the   fu ture   you, ”   I   jo t ted 

down  on  the  paper.  “Teachers  teach  us  not  only 

knowledge  in  textbooks,  but  also  necessary  and 

crucial  lessons  about  our  life. Don’t  pout  or  think 

that she picks on you. You ought to ponder on your 

faults and apologise to her. Be courageous, that is 

how we grow up.” I stuck it on her desk tightly.

    When  she  saw  the  paper,  her mouth  opened 

in  the  shape  of  an  “O”.  Simultaneously,  I  could 

d i s c o v e r   t h e   s u b t l e   c h ange s   o f   h e r   f a c i a l 

exp ress ion .   She   s tood   up   f i rm ly   and   da r ted 

towards  the  staff  room  in  determination. At  that 

t ime,  I  could  see  a  sentence  on  the  paper  that 

stated,  “Thank  you,  future me.  I’m wholeheartedly 

curious about what you’re doing right now. Are you 

preparing to become a writer?”

    I  was  quietened  by  the words  and  could  feel 

the  warmth  that   was  ro l l ing  down  my  cheeks. 

Solitude  and  hopelessness  began  surging  up  in 

me.  Ult imately,  I  burst  into  tears  and  crumpled 

onto  the  ground. Being  a writer  has  been my  life-

long  dream,  but  I  could  only  bury  it  in  the  deep 

ocean  of   my  hear t   and  le t   i t   s ink .   Her   words 

somehow  reminded me  of  my  favourite  quote  -  

“live your dream”.

    I  eventually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e 

voice  inside my head. However  immature “Winnie” 

was, she was much more determined when it came 

to pursuing dreams.

    If  I  had  listened  to my  heart,  I wouldn’t  have 

been  so  stressed  and  desperate  to  live  up  to my 

parents’  expectations.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I walk  the path  laid down for me by others, 

but  rather  I  should  tread my own path,  or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surmount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summit   a l l   the  hi l ls .   Becoming  a  lawyer  or  an 

accountant might  bring me prestige  and privilege, 

yet I will never be contented.

    I  suddenly  lost  consciousness,  and woke  up 

on  11th March  2018. As  the  first  hint  of  sunlight 

and,  a  light  tinge  of  day  blue  leaked  across  the 

eastern horizon, slowly erasing the stars, I decided 

to actually “start everything all over again”.

    The air remained sultry, but the bloom and the 

leaves reigned with no hints of surrender.

    My worries were groundless, so I just left them 

to the b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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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ay  not  bel ieve  me,  but  I   have  new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LMASSians: good 
news and better news.

    Here  is  the  good news. YLMASSians are  rule 
fol lowers.  They  know  how  to  fol low  classroom 
rules  like  raising  their  hand  before  they  speak  in 
class. They also wait  in  the  lunch  line  to buy  their 
food.  In  addition  to  adher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lassroom  and  tuck  shop,  students  follow 
the  rules  regarding  the  use  of  special  rooms  and 
the  school  hal l .   For  instance,  they  do  not  eat, 
drink  or  run  in  the  laboratory  and  remain  quiet 
when  entering  the  hall. You may wonder why  this 
characteristic is good. The reason is that it implies 
that YLMASSians will be successful  in  their  future 
as  they know how to behave and are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misbehav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ware  of what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do, bring or say in school or in public. By following 
school rul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ct according 
to  a  society’s  expectations  in  terms of  acceptable 
s tandards  of   behaviour,   and  thus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society can be ensured.

    Here  is  another  good news. YLMASSians  are 
responsible. They  show up  in  every  class  on  time 
and always come prepared. Moreover, they always 
make  sure  they  have  done  their  homework  and 
have brought everything they need for class. They 
also listen actively to the teachers, respond to their 
questions, and ask them questions if there are any 
materials  that  they are  confused with or uncertain 
about .   Fur thermore,   they  s tudy  for   tes ts   and 
examinations  ahead  of  time,  to  avoid  cramming 
right  before  a  test  or  an  examination.  Besides, 
they  try  to  study  the materials  in  depth,  from  the 
general concepts to the more specific ones in each 
subject. Some students use flashcards for revision 
while  the others design self-quizzes  to  see  if  they 
have a firm grasp on the concepts. But why is this 
characteristic  good? The  reason  is  that  it  shows 
that YLMASSians will be successful in their future. 

Responsible  people  can  be  trusted,  and  they  can 
also  earn  a well-deserved  positive  sense  of  self-
esteem. They  usually  get  further  in  life  because 
leaders  prefer  to  promote  those  who  can  work 
without constant supervision. 

    Now  for  the better news. YLMASSians always 
correct their mistakes. They never play the “if only” 
game. People who  play  the  “if  only”  game  justify 
their  failures  and  struggles  by  saying  they would 
turn  things around  if only x, y, or z would happen. 
For example, “If only I had more time yesterday, I’d 
have  done my  revision.”  “If  only  I  had  a  high  IQ, 
I’d  get  good  results.”  But  for YLMASSians,  they 
will not justify their failures to anyone. They simply 
admit their faults and correct their mistakes. When 
they  hand  in  their  homework  late,  they  admit  that 
they  are  wrong  and  go  to  di l igence  classes  to 
finish  their  homework,  to  prevent  turning  a  little 
mistake  into a big problem. When  they violate  the 
school  regulations,  they will attend  the Endeavour 
Scheme  to   do  schoo l   serv ices   as   a tonement 
f o r   t he i r   f au l t .   So ,   once   aga i n ,   why   i s   t h i s 
characteristic  good? The  reason  is  that  it  shows 
that YLMASSians will  be  very  successful  in  their 
future. This characteristic allows students  to  learn 
from  their mistakes.  In  addition,  it  can  help  them 
build  their  relationships. When students can admit 
that  they  are wrong,  they  show  others  that  they 
value  truth. That makes  them not  only  trustworthy 
but  also  approachable,  because  others  know  that 
they  can  admit   their   mistakes.  Therefore,  th is 
character ist ic  of  YLMASSians  aids  them  to  be 
successful in their future.

    Am I being too biased? Not at all. YLMASSians 
do  have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y  even 
have  other  good  characteristics  that  I  have  not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I  believe  that  they will 
develop mor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be even 
closer to success, contributing to a more wonderful 
school in the future. 

First Runner-up (Senior Section)
By Wong Wing Ching, Chloe of 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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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grave appreciation 

and  gratefulness  towards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in  which  I  study. 

I t   is   a   band  one  secondary  school   located  in 

the  centre  of  Yuen  Long.  It  is  widely  renowned 

b e c a u s e   o f   i t s   a d v a n c e d ,   s u p p o r t i v e   a n d 

ha rmon ious   l ea rn ing   env i r onmen t .   W i th   t he 

ass i s t ance   and   encou ragemen t   r ece i ved   a t 

school, my  schoolmates  are  able  to  live  up  to  the 

school's motto: “Integrity, Simplicity,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Among  all  aspects  of my  school, 

what  I  like most  about  it  are  the  teachers,  school 

arrangements and ambience.

    Firstly,  having accommodating, perceptive and 

passionate  teachers makes  us much  obliged. No 

matter how occupied the teachers are, they still give 

a helping hand to the students in need. For instance, 

Mr Lok, who teaches me BAFS, tutors our Secondary 

Six  students  and marks  their mock papers  so  that 

they  can  be  better-prepared  for  the HKDSE. This 

is despite how busy he  is with marking and  lesson 

planning. Moreover,  Mr  Lau,  who  is my  History 

teacher, has  taught  in my school  for over 30 years. 

His  passion  for  teaching  is  undeniable. He works 

at  school  until  8  p.m.  every  day  to  give  feedback 

on our essays and edit new notes for us. He  is also 

down-to-earth  and  will  show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eness to those who fail to hand in assignments 

on  time as he understands mistakes happen. There 

are numerous outstanding  teachers whom  I  cannot 

fully  list  here. They put  their  hearts and  souls  into 

guiding our intellectual and moral growth, helping us 

to be more capable and well-developed. Therefore, 

having  these  incredible  teacher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like my school.

    Second l y,   t he   schoo l   a r rangemen ts   a re 

thoughtfully made. For example, each  lesson  in  the 

summertime is 5 minutes shorter than the one in the 

standard  time, ever  since  the school was  founded. 

As  a  result,   students  can  concentrate more  on 

the  lessons during  the blazing  summer. Moreover, 

students at my school are not  required  to arrive at 

school as early as students in other schools in Yuen 

Long. Do  you  think  that  arriving  at  school  before 

8:00 a.m.  is an arduous  task?  I  undoubtedly agree 

with  that.  Fortunately,  as  long  as  students  at my 

school  can arrive at  school  before 8:35 a.m.,  they 

are  not  regarded  as  late.  Students  at my  school 

can  rest more  and  be more  prepared  for  a  new 

school day. Apart from this, my school hosts various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mes, giving us preciou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rough activities. The more 

vivid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the more  interested 

and  bl issful   the  students  are.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it  is  apparent  that my  school  strikes  to 

give a qu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us, to help us 

learn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hus, I  like my 

school.

    L a s t   b u t   n o t   l e a s t ,   t h e   r e j u v e n a t i n g , 

e n t hu s i a s t i c   a nd   am i ab l e   amb i en ce   o f   t h e 

s c h o o l   g i v e s   m e   a   s e n s e   o f   b e l o n g i n g .   I 

consider my  school  as  a  home  for me  because 

of   the  approachable  and  car ing  teachers  and 

schoo lmates .   Whenever   I   f ee l   depressed   o r 

stressed,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comfort 

Second Runner-up (Senior Section) 
By Yap Wing, Anna of 4M

Topic: Write a letter to the editor discussing why you like YL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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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cheer me  up.  I  can  feel  their  love  for me 

even when  they  simply  pass me a  pack  of  pocket 

tissues without  saying  a word. Not  only  do  I  feel 

their concern for me, I also feel their support when 

we do  revision  together  after  school. Additionally, 

my experience of being a house member helps me 

understand more about  teamwork. Each member's 

contr ibut ion  is  crucial   for  the  Houses.  The  six 

Houses are like a big family which connects all the 

schoolmates. Hence,  the harmonious ambience of 

my school is what I like the most.

    All  in  all,  the  remarkable  teachers,  thoughtful 

arrangements  and  the  amicable  ambience  of  the 

school  are  the  reasons  I  appreciate my school.  In 

my point of view, these are its best characteristics. 

I   feel  grati f ied  as  a  student  at  my  school.  I t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my  school  this  year  and 

it  is  indeed  a milestone.  I  wish my  school many 

prosperous years to come.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to my sharing.

Yours faithfully

Anna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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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了商中只是短短兩年有半，但對這裏的歸屬感卻根深蒂固，大概是小時候就有過了邂逅。

    那年剛升上幼稚園高班，我兩位當時正就讀商中的姐姐經常在家中分享着於商中的一點一滴，那些穿着佈

滿油漆的社衫照，一群藍色校服的合照等等都讓我有了好奇，商中到底是怎樣的呢？一次巧合，我二姐成功把

我給混進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和商中見面。第一次見識了其廬山真面目，比起當時稚氣洋溢的幼稚園，中學的

氣氛令當時的我驚奇萬分。這次更是個冒險，我就是個秘密，到商中的哪處都要保密，以免遭人發現。我姐帶

我到整個學校都走了一遍，這就是我與商中的第一次。

    或許這麼多年前的事早就給忘了，但印象深刻的總應被記在腦海中，珍而重之。

    但與商中的緣分還長着呢！

    小六升中時毫不猶豫就選了商中而且成功了，當時的喜悅一是來自家中的意願，就好比繼承了姐姐的路，

二是源於我心中的那份熟悉，又可以再見面了。

    一進商中，率先接觸到的是班，當時大家都十 分 腆，口中就是有話但又說不出，生怕尷尬，這是每位中

一生都必定遇過的。當時的班主任陳老師不斷嘗試把大家拉近，一直解答着同學疑問同時，更親身與我們溝

通，嘗試融入我們，她的用心造就了我們班的團結，大抵商中每一位老師都懷着一顆這樣的心，才能有如今的

商中。

    當然除了班，更大的圈子有學會，有着共同興趣的人聚在一起，一起交流，一起練習，一起打拼，他們可

以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但他們都有着共同身份    商中的一份子。商中造就了一屆又一屆的英才，精神亦不

斷傳承、延續。我慶幸自己進了籃球隊，剛進時有着一群好師姐，有着她們的教誨，慢慢地步到現在中三，現

在我亦是別人的師姐，我懷着那顆不變的心去享受着籃球，將以前的教誨一一傳給師妹，這份傳承令商中得以

繼續鼎盛，火苗的傳遞，是為了有着更多的光。

    而說到社，這算是頗大的圈子，上至老師，下至中一都可為社一份子。社的穩固不只關於社長，更重要的

是社員，社這個大家庭的融合令整個商中變得團結，每次為社出一分力的我都會感到自豪。以前羨慕的有着斑

斑油漆的社衣，到現在我也擁有了，更附送着一份歸屬感    對於社，更是對於商中的歸屬感。

    感激我進了商中，遇到商中的人和事，有着與商中的每一份回憶，這些點滴宛如沙粒，一點一滴地累積，

聚沙成塔，聚成了我心中的商中塔，但我與商中的路還長着呢！這座塔必定愈聚愈高，更是美好！

初級組冠軍

3E 林潔茵（誠社）
商中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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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的時候，天朗氣清，夕陽的第一道光打在元朗商會中學的外牆上。我再次踏進商中的校門，帶給了我

無比的動力奮勇向前。

    站在同一個校門時，那時的感動縈繞在我的腦海。

    那一天是個炎炎夏日的日子，我初次踏進商中，突然有股感動就如瓶蓋噴然而出，湧上心間。同學們那熱

情又溫暖的目光，就如夕陽溶化我心。他們積極向我介紹這個大家庭，又有不同活動可以參與，令初來乍到的

我能夠迅速融入這個大家庭。隨即映入眼簾的是，有一位同學不小心跌倒了，竟然不少同學蜂擁而至，立即上

前關心那受傷的同學。

    「其傑，你不是要找老師嗎？」鎮明同學把我由回憶喚回現實。我立即奔往教員室。突然有把熟悉的聲音

捲入我的耳蝸。「早晨啊其傑！」雖然這不過是一句「應酬」的說話，但這種人情味就是一種愛。

    繼業老師拿着兩支滅火筒甩了熱汗向我奔過來。就是呢！那是銜接課程的第一天啊！我又竟然再次墜進了

回憶，久久不能自拔。

    繼業老師向我耐心教導我使用 滅火筒，雖然我當時是首次接觸這新奇的事物，但經過他的諄諄教導，不消

一會兒便輕易掌握了。他，在放學後再不斷豐富我的知識，我像在石礦中找到寶物一樣。那種堅持，不斷為學

生「尋寶」，使我越來越覺得商中充滿愛。三個炎夏過去了，現在的我，已經跟從前變得不一樣了，變得更堅

毅，更聰明，更……

    校工源叔推着手推車徐徐地朝我走過來，「你要用的咪高風，我已經放進你的教室了。」確實地，我從來

沒有遇見過這麼友善的校工。那溫暖的目光、仁慈的笑容，全也烙印了我的腦海。

    三年了，我不能忘記亦是您們呢！輝叔     您曾經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協助過我，令我在漆黑中找到螢火

蟲；源叔，您是我的開心果，經常對我說笑話，又帶給我「寓工作於娛樂」這道理；儀姐，您每天也風雨不改

地為商中作第一道防線。

    我走着走着，不禁想到了……對啊！我最感謝的就是她    葉校長。

    兩年前的校長室彷彿重現眼前，校長和藹地對我說道：「恭喜你其傑，祝你考獲全級第一名。」其實校長

不只是關心學生的成績，同時也關心同學們的興趣、日常生活等，就算是瑣碎的事情也希望了解，從而給同學

們意見，並在各方面作出不同的栽培，從而達致全人發展。還記得，校長經常在小息找同學們談天說地，不但

令同學們消除壓力，更促進了這愉快生活的校園。

    「同學們請立即到禮堂……」一股熟悉的聲音圍繞着我，把我從回憶牽回現實，他到底說甚麼呢？「其

傑，快點到禮堂去吧！今天是商中四十周年的開幕禮呢！」啊！我激動得雙手微微顫抖着。商中啊！這麼多年

了，您仍為學生春風化雨、作育英才，真是十分可敬啊！在我加入商中以後的人生裏，我卻不再淪為一個平平

無奇的中學生，全靠各「商中人」，卻令我實現了很多理想……

    同學、校工、老師、甚至校長的愛，是我人生裏的一點光啊。提醒着我在遇任何困難時亦需奮勇向前，我

當時確實是多麼如此無畏 無懼，並使我感到商中是一個和諧溫暖的家。各位「商中人」，我是多麼感激您們。

曾經，這個世界是多麼美好。同學，是我的良伴；老師，是我的園丁；校工，是我的精神支柱。葉校長，使商

中踏進第四個十年，繼續作育英才、春風化雨。

    最後，我更想告訴學校的是：祝商中四十周年快樂，希望繼續秉承着「誠、樸、勤、奮」這校訓。希望學

校也繼續能做到標語一樣：師生同心開來業，鯤鵬展翅綻姿采！

初級組亞軍

3E 黎其傑（樸社）

商中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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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間遮風擋雨，有一種愛。」每個人生活在這世上，哪有不曾經歷過挫敗、風霜，跌進一個看不到盡

頭的深淵？但同時當你在外屢受風霜，家的門永遠為你打開。

    很多人經常說，學校就是我們第二個家，我起初不太認同，常常有考試，要交功課，又會隨時被罵，這是

家的溫暖嗎？所以我常盼望着黑色暴雨警告的來臨或是因天氣惡劣而要停課。

    也許有時人就是矛盾，當你回到學校，你慢慢就體會更多了，感受更多，有社際活動、學會活動、老師、

同學……在班上每天對着一群與你一起共度患難，一起歡笑的同學，忽然，你會感覺到些少的暖意。又或是當

你感到困擾，孤立無援，回到這個家，那些猶如父母的老師，便會把這些繩結，一層一層地解開。年少時，每

個人總會有個夢想，每個人總會對前路感到迷惘，但這個家就正正是指路明燈，指引着你，任何時刻，永遠的

陪着你走。

    如果學校是第二個家，我想，這是個大家庭，有上千個兄弟姊妹，有上百個長輩，每個兄弟姊妹間都 有一

種連綿不絕的關懷暖意。在社的家庭裏，不論年齡相差多少，彼此也沒有代溝；相反，彼此是活潑、熱情的兄

弟啊   ﹗當你跌倒，他們二話不說的扶你起來；當你做事沒有信心，他們給你一個擁抱，是個多麼窩心的支持激

勵啊﹗每個人的興趣皆不同，在學校裏分好不同興趣的學會，在學會裏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回想起當時第

一次參加話劇比賽，學會裏的成員彼此有着一團火，團結起來，同心協力去完成話劇比賽。當中一起哭過，一

起笑過，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去完成一件事，就算當中經過辛酸的訓練，付出一定的汗水，但這經歷不就等同於

家人嗎？當中彼此扶持和關懷，不猶如家人對我們的呵護嗎？

    除了關懷體貼的兄弟姊妹外，當然也少不了一群常常苦心勸勉我們的父母。當我感到前路迷惘，又或是在

考試中感到緊張、害怕和沒有信心，他們也主動積極去幫助我們，教我如何選擇走正確的路，指引我該走的

路，並會給適當的建議和意見，同時亦少不得那體貼苦心的囑咐。我記得當天氣轉涼時，那些老師們都不忘叫

我們多添衣服保暖，叮囑我們不要病倒，嘩﹗這囑咐把寒冷天氣裏的冷意和冰霜都給融化了呢﹗

    在抗拒回校同時，想着這一點一滴的關懷暖意，其實那些的功課、考試、責罵相比起，這些長輩的關懷、

這些兄弟姊妹的扶持，都好像變得微不足道了。不論你甚麼時候遭到挫折，陷入困境，這些家人都會挺身支持

着你，一直關心你，這不就是家人的暖意嗎？起初我都不懂，但當你經過多一會兒，沉澱多一會兒，你就會感

悟，其實商中是一個很美妙的地方。甚至現在我到了中三，餘下三年時間便要畢業了，開始不捨得，不捨得待

在商中的時間愈來愈少，不想面對要離開商中的時刻。但我深信，就算未來我走得多遠，商中這扇大門仍然會

打開着，等待着我隨時回家。放心，就算到八十，對商中猶如家一樣的感情永不更改，到未來，就算我飛得多

遠，也不忘商中這扇門一直為我而開，不忘商中這個家，更不會忘記「愛回家」。

初級組季軍

3M 黃嘉慧（中社）

商中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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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間遮風擋雨有一種愛，從六歲到八十也不更改……

    對我，以至對很多人來說，商中是個既可愛又溫馨的大家庭。曾有人說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換得今世的擦

肩而過，更難得的是我們能在這七十億芸芸眾生中遇見了大家。也許是每天早晨剛踏入校門之際就見面，面露

微笑地跟我們打招呼的保安姨姨；也許是儘管在寒風凜凜的嚴冬內也定會提供溫暖人心的食物給我們的小賣部

姨姨；也許是在各種活動上也願為我們伸出援手的校工叔叔；更遑論與我們每天相見、相處、相交的老師同學

們。每一位都是這大家庭的一分子，與我們一起走過這四十年的秋與冬。

    商中，是個滿載歡樂回憶的遊樂場。莘莘學子也無不熱切期待每年的秋季旅行，在綠草如茵的郊野公園上

任意狂歡遊玩，伴隨着燒烤爐炭火裊裊升起而與友人談天說地。各路健兒也無不為每年的運動會而勤於練跑，

期望在賽事當中為社爭奪殊榮。班會分子也無不為聖誕歌唱比賽而密鑼緊鼓，不時籌備練舞的寶貴機會，讓同

學都能在當日 綻放光彩。這些美好的時光也紛紛被相機定格，將永遠存入我心中的相簿。

    商中，是棵為人遮蔭而聳然矗立的老榕樹。每位教師也春風化雨，作育英才。他們既以句句金石良言激勵

我們，又孜孜不倦地對我們循循善誘，期望我們終有一天能茅塞頓開，明白箇中道理。在每節課堂中既有充實

的教授內容，也有欣喜暢快的陣陣歡笑。臉上總是掛着微笑的老師處處愛護，每每包容，真摯誠懇的教學理念

要把我們都包圍，無限量供應的溫暖愛心要把我們都淹沒。每位良師也助我得以努力拼搏，繼續奮鬥。

    商中，是個艘艘漁船停泊的避風港。在考試中取得不如理想的成績、在家庭內與家人爭執連連，在比賽時

因緊張而失準……挫折試煉在青春期內比比皆是，多不勝數。唯有回到這裏，我們的重壓負擔才得到放下。於

放學期間與親近的老師傾談心事，於小息時段和身邊同學盡訴心中情，恍如家人的他們定會成為你最好的聆聽

者，為你奉獻上最坦誠的擁抱。每當變幻時，唯有商中依舊不變，各種人事也 會替我說聲加油，遞上一枝火柴

燃亮這無邊的黑暗，迎來那憧憬的光明。

    商中，是個青春路途上的中轉站。每個人也得經歷那寂寞的十七歲。縱然未知前景迷茫，不用怕。縱然漫

漫長路崎嶇，不用怕。在踏出商中校門後，你才會發現這一切一切都來得如何寶貴。逆境使你學會堅強，回憶

使你學會珍惜，眼淚使你憶起歡笑，冷漠使你憶起熱忱。在進一步涉入這塵世俗事之前，多麼慶幸我們曾相遇

在這屬於大家的歸處    這既可愛又溫馨的商中大家庭。

高級組冠軍

5M 陳偉權（誠社）

商中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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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聽人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是我們的第二個家、是一場仲夏夜之夢。在商中這兒，四年過去了。光陰似

箭，日月如梭，日子雖過得飛快，可是一點也不乏趣味。人生百態，皆匯聚於此；百般滋味，皆湧上心頭。

    商中與我，確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它，記錄着我的成長，與此同時，我也看着它慢慢改變。剛進來商

中，看見那些倚着欄柵、看着試圖拼命要爬出去的樹木。它們紛紛伸出「橄欖枝」，與這些小大人們招手，歡

迎他們的到來。這裏既陌生、又熟悉，之前來過若干次；這裏的面孔，看着不太友善，但是當我嘗試着努力與

他們交談時，他們也向我報以真摯、溫暖的微笑。它，照亮了這無盡的未知，給予我勇氣繼續踏上這茫茫人生

的一段無盡旅途。

    商中與我，是多麼友好的朋友，陪伴我無數的歡樂、憂傷、喜悅的時刻，和我分享同樣的感受。初中時的

我，是個口沒遮攔、不知天高地厚的頑皮小子，最喜歡拿老師開玩笑、與朋友分享，圖個樂子，比如那位先生

上課時跌倒、這位老 師患了感冒、那把高了些許度、那把活似米奇老鼠的聲線。我是個出了名不尊重老師的壞

學生。

     商中的各個老師春風化雨、有教無類，對學生拼盡全力教導、循循善誘、語重心長的跟我們分享他們的人

生的領悟，教導我戒掉那十根手指頭都數不完的陋習。我們在商中這六年光陰裏邊，學習了如何銜接社會的階

段。要是陋習沒有獲得根治，將來可是要壞事的。幸得老師不辭勞苦的教導、指引，讓我得悉到自身的不足，

讓我們有了一個避風港，也讓我們能在老師的悉心庇護下，從幼小軟弱的豆苗漸漸長大。

    從前，我是那麼的魯莽而不自知。在商中，我並不孤單，因為有很多的同伴與我一同前行。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雖然它，外表看起來沒有經過整修，但是它，自從會考高考的年

代，就已經見證了那些哥哥姐姐們去面對取得大學入場券的公開試。商中一直在關愛着這一屆屆的畢業生長大

成人，為這個社會服務，又或是為這些「小大人們」裝備了淵博的知識、清高的氣 節、容忍的雅量，讓他們可

以面對着社會上這無盡的難關。

    正當我抱怨着滿袋子的功課書本，我知道我以後面對的是滿桌子的工作；正當我有滿腔悲憤鬱結、愁緒滿

腦，我知道我以後面對的是更多的煩惱與遺憾。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快樂的時候真的太少了，以至於我們可能會因為忙碌的工作而忘

記了休息、忘記了家庭，甚至還忘記了快樂的那份滋味。商中這裏的快樂氛圍，讓我永遠都記着這份快樂的滋

味。它，苦澀中帶有一點甜，伴我度過這段青蔥歲月，尋覓到知識的趣味和人生的真諦。它，辛辣中帶一點甘

甜，想起某次我們班在班際接力賽以些微身位，結果只得了亞軍，我們都也興奮的衝上去跑道，大家都歡呼

着、緊緊的圍了在一起。這歡呼聲彷彿響徹了整個大球場。

    我時常擔心着、害怕着，我未來的生活或不如我的預期。但在商中這裏，有了大家對我的照顧與關愛，我

不怕自己一個人尋找未來。因為我知道，我不是孤身一人，有它，常存在我的心裏；因為我 知道，有它，為我

遮風擋雨，在我累的時候，總有他喜愛那個我噓寒問暖；因為我知道，有它，給與我勇氣、自信與能力，讓我

不再怕面對挑戰難關，讓我能迎難而上、遇強愈強。

    「明白到有你居於心深處，我不再是獨行，前路有你共行，留下雙雙足印。」感謝你，我親愛的商中，在

我的生命裏出現！

高級組亞軍

5M 何健瑋（商社）

商中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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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已經五年了。

    數年的光陰足以讓我對這裏生出依賴。不論是老師的循循善誘，同學的互相扶持，校工的善意微笑，皆不

用言語已了然於心。相處的時光已讓我對這裏無比熟悉：課室的位置、上課的鈴聲、甚或是小賣部的薯餅香，

也深深存在於我的腦海中。

    踏進那灰色大閘，必先會跟詢問處的儀姐問句好。別看她嚴肅的總是板着一張臉，其實她是最友善。

記得有次颳着狂風暴雨，我站在門前踱步，儀姐瞧見了，一言不發走入儲物室，把傘塞入我手中，說：

「冒失鬼。」

    大門往右轉，是中庭和自修室。若在午膳時間，這兒必充滿了同學用餐的歡聲笑語；若在放學時間，則變

成了同學用功的好去處。三五成群，要不討論功課，要不溫習，最是勤奮。

    大門往左轉是學藝廊，儼如小型的圖書館     我最愛便是放學來這兒看看架子上別人送贈的書。開卷有

益，若是閱讀同好，學藝廊自然是必去之處。

    在操場旁是我幾乎每天也會路過之地：小賣部。紅藍長凳上時時坐滿着人，最是熱鬧，「阿姨」總愛與老

師、同學閒聊，笑逐顏開。而我，總要在經過時買些零食，解解饞嘴。到了不夠零花錢時，小賣部更是我的救

命稻草。有數不盡的回憶逗留在小賣部。

    沿樓梯而上，便是課室，一層是一年的歲月，細沙長漏，成全了我的今天。每間曾待過一年的課室，一桌

一椅、黑板壁板，無不承載着記憶，是珍貴的沉重。

    最後我到了禮堂，一進便可見「誠樸勤奮」四個大字。下年便要面對文憑試的挑戰，這四個字校訓激勵

我，要我信實，要我簡儉，要我不懈，要我拼搏，要我自強不息。四字之誨，是父親曉以之大義。

    又回到最初的灰色大閘，抬頭看「元朗商會中學」六字，回顧身後斑斑足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湛湛藍天映着綠白色外墻，這是家的倒影。

高級組季軍    

5A 吳采樺（樸社）

商中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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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評判、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元朗商會中學的學生，今天很榮幸可以在這裏向各位介紹我校的校訓。我校創校至今四十

年，歷史雖不算特別悠久，但也是頗有歷史，是元朗區內第一組別的英文中學。我校一直以校訓「誠樸勤奮」

教導每一位學生，提醒我們為人要誠樸為尚，處事務必勤奮盡力，無論是工作或是學習，我們都應該抱持這種

態度。

    「誠」是我們立身處世的重要品德。宋代朱熹提過「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誠」就是一種真實不欺的

美德，要求我們說真話，做實事，反對欺詐、虛偽。在學校裏面，我們與同學交往是打開心窗的，大家志趣相

投就會走在一起，男的有時會大談美國籃球賽，女的則會分享潮流新趣；若對方的行為有不妥當時，我們會當

仁不讓，責善勸告，不會為對方隱瞞，有時更會請老師幫忙。我們學校是不准同學帶手機上課室的，回校後至

放學前，同學都必須將手機放入指定的手機儲存箱。不過，手機的引誘實在太大，去年就有中一 同學在午膳期

間在街外偷用手機，結果被其他同學發現，並向老師舉報。偷摸行為是明知故犯，即使不被發現，也難免忐忑

不安；只有待人真誠無偽，才可問心無愧，坦然寧靜。因此，我校的校訓首要重誠，提醒我們為人要表裏如

一，做事要光明磊落。

    年青人都注重外表，假如不加管束，就會沉溺物質，不能自拔。因此，我校的校訓提醒我們要學習樸素。

我們要做好學生的本分，不要過分追求物質。我校校歌裏面的一句歌詞「樸無華飾」一樣，我們不要羨慕華麗

的修飾，只需要乾淨整潔就可以。我校的校服，顏色純樸，式樣簡單，女生是普通的連衣裙，男生一律藍襯衣

白長褲，這份清新簡單的純樸之美能滌蕩人心，也教會我們美的精粹。

    我校校訓中第三個字是「勤」。「勤」是做事盡力，不偷懶。從我的觀察來看，我校的同學都勤謹學習。

舉個例子，每逢星期三，同學們就會湧到教員室，以英語與老師交談，談電影、說興趣，盡力爭取鍛鍊英語的

機會。除了注重個人學習外，我們也不吝 時間，積極參與社活動。我校有一個傳統，就是在陸運會前畫大布。

假如是在九月份進行陸運會的話，社長就會動員全社社員在暑假回校畫大布。出席的人數不是三、四人，而是

十幾二十人。我們在炎熱的夏天，自願離開舒適的冷氣間，在有蓋操場與汗水、油漆、同學為伴，盡力完成每

年的傑作。這幅大布象徵了六社的團結精神，也展示了我們一心為社的心思。

    校訓第四個字是「奮」。「奮」是一種積極向上，不放棄，投入進取的美好狀態。在遇到困難時，敢於迎

難而上；遇到挫折時，不灰心洩氣。例如當考試成績不理想，我們不會貶低自己，悲觀地想：「唉，我就是太

笨了，沒辦法」，而是重整旗鼓，為自己定下目標，加倍努力。我校初中的同學都有一本學習紀錄冊，除了記

錄每天的功課外，還要每月訂定目標，設計溫習時間表，每個學期與班主任檢討計劃成效，了解自己的學習狀

況，爭取下次的進步。我們相信保持對學習的熱忱，在學習的路上就能走得更遠。

    校訓不但可以培養同學 擁有美好的品德，亦可以像一盞明燈，成為同學成長路上的指引。希望我這次的介

紹令各位更加了解我校校訓的意義，也希望在座各位細心咀嚼你們母校的校訓一言一辭，感謝母校帶給我們語

重心長的提醒和智慧。多謝各位。

4M 吳嘉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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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評判、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我很榮幸代表元朗商會中學，向各位介紹我校的校訓。元朗商會中學創校至今已四十年，一直以

「誠、樸、勤、奮」教導每一位學生，提醒我們為人要誠樸為尚，處事務必勤奮盡力，無論是工作或是學習，

我們都應該抱持這種態度。

    誠樸，是指誠實、樸素，是我校對每位學生所盼求為人的態度。誠實，對考試，對同學與老師之間的相

處，甚至對自己的坦然相對都是無比重要；樸素，就如我們校歌中「樸無華飾」一句一樣，提醒我們時刻謹記

學生的身份，在服飾上要保持樸素，在日常生活對物質不追求，更要保持心善樸拙率真的態度。

    勤奮，是指勤勞、奮鬥，是我校對學生學習及工作上的期盼。勤勞，是課堂學習時的勤學苦練，即使先

天有些小缺陷，也能用勤來補庸；奮鬥，指代表學校參賽時要發奮圖強，在學習及工作上遇到挑戰時要奮勇

面對。

    誠，是立人之本；樸，為懷志之衷；勤，是成事之基；奮，為恆久之柱。我校在過去一萬四千六百個晝夜

裏本着「誠、樸、勤、奮」的宗旨，作育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令每位商中學生都懂得誠樸為尚，勤奮盡力的正

確態度。

    多謝各位！

各位評判、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我很榮幸代表元朗商會中學，向各位介紹我校校訓，元朗商會中學創校至今已有四十年，一直以

「誠、樸、勤、奮」教導每一位學生，提醒我們為人誠樸為尚，處事務必勤奮盡力。無論學習定或工作，都應

該保持這種態度。

    感謝母校四十多年來為香港作育英才，如今桃李滿門，這是歸功於我校校訓。它帶領我校同學邁向卓越的

人生。

    「誠」，是對老師誠實而無欺，不會言而無信，亦是對朋友真誠相對，敞開心扉地相處。

    樸無華飾，反璞歸真，恰如其分。莊子曾說過「樸素而天下莫與之爭美」意思是樸素可稱美於天下。我校

整潔的藍色校服雖十分樸素，卻是氣宇軒昂，落落大方。

    勤奮的人是時間的主人，這是校訓的精華所在，課室裏書聲琅琅，自修室裏滿滿埋頭苦幹的身影，這 個美

麗的畫面體現了它的意義。

    「奮」，奮鬥。舉一個例子，部分同學統測成績不如理想，但他們沒有灰心，更是發奮圖強！這難道不是

校訓中「奮」的最佳詮釋嗎？

    校訓的護航，令我再不怕失敗！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最後，再次祝慶學校四十周年。相信我校繼續以校訓「誠、樸、勤、奮」的精神，帶領師生勇往直前，再

創高峰！我十分喜愛元朗商會中學，你呢？

4M 洪嘉駿

2A 陳秭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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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家一同聚首	元朗商中

不經不覺已經創校	四十周年

我地學校一直秉承	一個校訓

在座每位都知係	誠樸勤奮

唔知大家	有冇留意

班名已經唔係	ABCDE

至於點解會變	CSAME

主因學校好注重	德智體群美

創校四十年	六社依然存在

商社非常團結	返社人人到齊

中社似個天堂	又似個避風塘

誠社好多精英	全部都係菁英

樸社似個屋企	大門為你開啟

勤社認真霸氣	跑步唔會喘氣

奮社似棵大樹	日日為你遮蔭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意義深長	永垂不朽

Into forty years
YLMASSians always here

    我校以「誠樸勤奮」為校訓，培育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均衡發展，並以此為各班命名。

    社文化更是商中的一大特色，一般學校大多只有四

社，而商中卻有「商、中、誠、樸、勤、奮」六社。

本屆六社分別以「團結、天堂、精英、屋企、霸氣、大

樹」作為自己社的象徵，寓意六社人才濟濟，團結一

致，六社如家般庇蔭社員。

    商中踏入第四十個年頭，商中人（YLMASSians）
一直都在。我們樸社選擇以Rap的形式來創作啦啦隊的

口號，這是我們

的獨特風格。

《Rap of Mass》

冠軍：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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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眾誠凝大愛

中函樸厚建學堂

四序勤耕揚正氣

十方奮翼展輝煌

    商中多年來為莘莘學子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和師資，校訓「誠樸勤

奮」旨在培育學生成為誠實、簡樸、勤奮的人，因此我們以「誠樸勤奮」創作

標語，並以「商中四十」作為每句的開首，為商中四十周年校慶添上色彩。

    標語內容方面，商中老師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地培育學生，期望他們能養成樸

厚的氣質，成為勤奮好學的人。「勤」是我們人生路上重要的價值，所謂「書山有路

勤為徑」，只要勤奮向前，定當無所畏懼。

    商中過往創下了無數驕人的成績，展示輝煌，顯現出「自強不息，博見登峯」的精神，讓所有學生都能引

以為傲。

亞軍：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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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商社

    第一段介紹了商中六社，指出「誠樸勤奮」是人

生道路上的重要態度；第二段提醒我們要好好珍惜中

學生活的點點滴滴，莫待畢業後才驚覺後悔。

    第一首詞提醒我們要好好管理時間，不要虛度光

陰，使人生道路上留下遺憾；第二首詩講述學校創校

四十載，師生關係和睦融洽，教師春風化雨，學子品

學兼優。

商中創校四十載

六社在立成校訓

誠信第一為君子

樸素輕裝顯修養

勤勞登山站絕頂

奮鬥最後盡開顏

點點滴滴校園夢

尋尋覓覓共友伴

浪蝶應悔不自愛

驀然回首，看見詞一首。

【光陰一去不復返，空回想，難再覓，學子暗自在嘆息。

光陰易逝，縷衣難戀，勸君要珍惜。】

再看燈火闌珊處，有着詩一首。

【華年創校風景新，師生融和照真心。

				四十年華一朝過，品學兼優每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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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建校四十載

情同一家充滿愛

挫折失敗不氣餒

努力學習再重來

品學兼優滿光彩

氣勢澎湃如大海

老師攜手育英才

時代變遷仍不改

商中商中我最愛

    今年是商中創校四十周年，學校本着「自

強不息」的精神，不僅向學生傳授知識，更注

重 於 學 生 的 品 德 教 育 ， 令 一 眾 學 子 能 夠 茁 壯

成長，不斷培育出品學兼優的英才，無論在學

業還是體育等不同範疇方面都能屢獲佳績。此

外，創校四十年內，老師一直用心教導學生，

仿如家人般關心照料我們，師生建立出溫暖而

融洽的關係。我們希望能藉着這個口號向學校

的校董、校長和老師們表達我們對商中無限的

感激和敬愛，祝賀商中創校四十周年。

優異獎：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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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不怕洪爐火，春風化育英才多。】

    寓意真金不怕洪爐火，比喻品質好、意志堅強的

人經得起任何考驗，就如商中。本校創校四十年，一

直是品質的保證，四十年即使經歷了任何考驗，仍然

能保持着教育品質。四十年裏，學校老師春風化雨，

培育出不少精英才幹的學生。

【自強不息四十年，誠樸勤奮，都在目前。】

    「誠樸勤奮」是本校的校訓，學校希望商中人

凡事都抱着自強不息的精神，自覺地努力向上，永

不鬆懈。

【奮力奮鬥意志堅】

    商中師生四十年內為學校，為學業的奮鬥，堅毅

不屈。

【商中精神，一馬當先！】

    四十年來商中的精神一直帶着我們向前走，即使

以後的五十、六十，甚至一百年，商中人都會繼續秉

承着商中精神！

商中不怕洪爐火，春風化育英才多。

自強不息四十年，

誠樸勤奮，都在目前。

奮力奮鬥意志堅，

商中精神，一馬當先！

優異獎：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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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創校四十周年，多年來培育了不少人才，當中蘊含着不少愛，才能有教無類，讓學生能夠發揮潛能，

盡展所長。

春風化雨四十載 桃李滿門育成才

艱苦逆境不悲哀 德智體群美常在

師資優良心扉開 勤學苦讀不惰怠

商中人人盡顯愛 攜手邁步創未來

優異獎：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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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

高級組

冠軍：1M 班

冠軍：5E 班

亞軍：5M 班

亞軍：2S 班 季軍：3M 班

季軍：4S 班

壁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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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設計比賽

六社社盾設計比賽

運動服設計比賽

冠軍

樸社

2E 陳玥盈 2M 林 柔 3A 劉芷菁

中社

勤社 奮社

亞軍 季軍

商社 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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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校園的角落

4A 謝 萱

4A 吳家陽

4A 曾敏惠

4E 陳倩榆

4A 溫晞佑 4A 李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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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五景」文件夾

（17-18 年度中四級視藝科學生畫作）

「校園五景」行事曆

（16-17 年度 JA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學生設計商品）

DIY 立體月曆 金鑲玉書籤

組合告示貼炫彩原子筆環保袋

五彩積木螢光筆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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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的近況如何？可否談談您離開商中後的生活？

吳：我現在的生活很愜意和愉快。昔日工作第一、家

庭第二，退休後有較多時間與家人相處，照顧他

們，也有更多機會一同外遊。同時我也非常注重

身體健康，不時參加各種運動班，一方面維持強

健的體魄，另一方面可以舒展身心。若有空餘時

間，我也會參加一些音樂活動和社區服務呢！

問：您是否已習慣離開商中的日子？

吳：商中伴我渡過多姿多彩的歲月，退休後難免感到

不習慣，時時會想念商中和昔日並肩作戰的同事

們！因此，每逢商中舉辦大型活動，如畢業禮、

陸運會、春節聯歡等，我都會積極參與其中，重

溫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問：您在商中工作時有什麼趣事及難忘片段？

吳：記得首年在商中執教時，我出任中一班別的班主

任。中一同學純真活潑，偶爾一不小心錯口喚我

作「媽媽」，全班登時哄堂大笑，他們的可愛表

現教我回想起來也會心微笑呢！

  此外，我也曾負責戲劇和英語集誦訓練，同學對

比賽的認真和拼勁實在叫我難忘不已。我校學生

多才多藝，有不少善於藝術、縫紉的同學一手包

辦戲劇的佈景，甚至服裝、髮飾等製作。當時，

我與學生時時於家政室趕製戲服，即使週末也

不敢懈怠。同學們一張張認真的臉孔、一聲聲

真摯的鼓勵互勉，構成了一段段師生同心向目

標奮鬥的回憶，着實是我教學生涯不可多得的

珍貴片段。

  談起深刻的片段，也不得不提社際和班際音樂比

賽了。當年我主要任教英文和音樂科，在一次

社導師會議上，同事提議舉辦社際音樂比賽，

作為音樂教師的我亦希望藉此提升同學對音樂的

興趣，自然熱烈響應。最後在多位同事的鼎力支

持下，社際和班際音樂比賽終得以順利、圓滿舉

行。記得當年還有同事以結他為學生伴奏，一同

唱出首首英語民歌呢！近年，我在活動上重遇一

位校友，他憶起當年以歌曲《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  drunken  sailor》參賽的畫面，我倆

談得不亦樂乎呢！

  升任校長後，使我難忘的事情更是多不勝數。例

如於二零零三年，我校邀請到新加坡學校一同舉

辦文化交流畫展，更有幸獲新加坡駐港領事蒞臨

主禮。學生在活動中活用英語與新加坡學生交流

兩地文化及繪畫技巧，獲益良多。此後同事們更

積極為同學爭取交流機會，如邀請日本的中學與

我校師生互相交流，開拓視野，十分難能可貴。

問：有沒有一些令您印象難忘的同事、學生或家長？

吳：一直以來，商中的老師都非常愛護學生，不論在

吳麗華校長
（1979 年至 2001 年在商中任教；2002 年至 2015 年在商中擔任校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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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或個人成長方面都對同學關懷備至。不但樂

於在課後及假期為學生補課，更致力為他們舉辦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包括體育、舞蹈文藝及制服

團體等。我很感激這個同心同德的團隊一直陪伴

商中成長，使學生能在老師的指引下力求上進、

精益求精。

  在我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教我難忘的學生不

計其數，商中學生總是那麼有禮、勤奮和堅毅。

憶起創校初期，刁校長曾邀請新界交通部外籍警

司為我校交通安全隊的成立作主禮嘉賓，而那次

是我校首項全英語活動。當時，一位中二女生獲

選在典禮上代表致辭，她不僅主動向我請教演

講技巧，還對練習一絲不苟，不斷反思求進。她

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印象極為深刻。此外，曾經

有一位英語辯論隊的隊員在賽前患上感冒，但他

竟不畏艱辛，堅持訓練，最後在賽事中取得最佳

辯論員的獎項，足見商中學生堅毅不屈的精神。

我亦十分感激各位學生的家長，商中歷年來各項

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實在有賴歷屆家長教師會主

席、副主席、委員，以及一眾家長義工盡心盡力

的支持。

問：在您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一些令您引以為傲的

事情呢？

吳：能夠成為商中的一份子已足夠使我引以為傲了！

當年在刁校長的領導下，同事同心協力，學生勤

奮學習，終使商中在創校後短短日子躍升為第一

組別中學，更於1997年成為第一批獲教育局認可

的英文中學，當時一眾師生、家長都為這個上下

一心努力得來的成果而驕傲不已。此外，商中學

生除了學業成就卓越外，在課外活動上一樣成績

彪炳，如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救急扶危的信念、

童軍及女童軍對社群的貢獻、公益少年團對籌

款、捐血活動的不遺餘力等，他們熱心服務的精

神非常值得欣賞！

  現在，有不少商中的舊生都成為了社會棟樑，回

饋社會，甚至有校友修讀博士後，在香港甚至外

國的大學執教，每位校友的成就都使我十分欣

慰。但要論最使我自豪的，莫過於商中師生對商

中的歸屬感。即使我現已退休兩年餘了，但在街

上遇上昔日的學生，他們都不吝分享近況，又熱

情關心我的生活，相信沒有比這份深厚的師生情

誼更值得引以為傲的了！

問：有沒有一些感動的時刻？

吳：感動的時刻的確不少呢！其中之一就是新翼校舍

落成的時候。同事們為使每  班學生都享有標準的

課室和良好的學習環境，決定把教員室和會議室

改裝為課室，減少流動班，使課時可以得到更充

分的利用，而新翼的落成亦意味着商中邁向更美

好的一頁，使我十分感動。

  此外，我在任期間適逢商中三十周年校慶，一眾

舊生乘校慶開放日之際回到母校回味昔日的校園

生活，與我暢談近況，實在是個難得的共聚機

會。而最使我感動不已的，就是辦學團體元朗商

會，以及家長教師會、校友會為我籌辦的退休校

宴了！感謝當晚每位出席的嘉賓、校友，他們為

我送上的每句祝福都是彌足珍貴的，記得當時幾

位校友更為我送上一首英詩，於我來說的確別具

意義。

問：對商中師生有什麼寄語？

吳：感激商中每位教師對學生的關顧及對實踐教育理

想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各位日後能繼續秉持迎難

而上的專業精神，協助學生迎接成長路上的各項

挑戰。同時亦冀望商中的每位同學以品學兼優為

目標，終身學習，奮力奔向理想。最後，謹祝商

中校譽昌隆，再創高峰，攜手邁向金禧、鑽禧，

以至百年校慶，祝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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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dmire all  things 

beau t i f u l .   I   used   to 

introduce  to my English 

classes pleasing novels 

and   mov ies ,   operas 

and plays, and so  forth. 

There   was   a   song   I 

particularly liked in those 

days when  I  taught  at 

school: Getting To Know 

You   f rom  the  motion 

picture The King And I. The intro goes like this:

It's a very ancient saying, But a true and honest thought 

That if you become a teacher, By your pupils you'll be 

taught

As a teacher I've been learning, You'll forgive me if I boast 

And I've now become an expert, On the subject I like most

Getting to know you! 

   

    Thu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was usually how we 

broke the ice in the first lesson. As the lyrics continue:

Getting to know you Getting to feel free and easy

When I am with you Getting to know what to say

Haven't you noticed Suddenly I'm bright and breezy? 

Because of all the beautiful and new Things I'm learning 

about you Day by day 

    The  first  lesson would go on with memorising new 

names and making new  friends,  always ending up  in 

uproars of  laughter when English names were revealed, 

and peculiar names spelled out (not necessarily students’ 

own names, but those they had heard of): 

Bucket, Bonaqua, Burger, Chanel, Cola, Comma, Devil, 

Lizard, Psyche, Rolex, Sweet, Water, Zinc… The lineup 

could never be exhaustive. 

    English  is  not  an  easy  language,  but  a  strong 

motivation plus an enjoyable  learning process makes 

it  easier  to  learn.  I made no apologies  for  urging my 

English classes  to watch, among others,  the movie  ‘My 

Fair Lady’.  I hoped my students could find ways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entertainment.  I hoped they would enjoy 

listening to such fine songs as  ‘Wouldn’t  It Be Loverly’ or 

‘the Rain  in Spring’, while comparing  their own accents 

with  illustrations of Cockney English and  the Received 

Pronunciation articulated by  the brilliant performers.  I 

hoped I could inspire them to savour the witty lines of ‘Why 

can’t the English’, ‘You Did It’, ‘Without You’, to name but a 

few.

    Teachers  are  not Mr-Know-It-Al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fit  from each other,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There were  times when my students knew  things 

better  than me. One typical example could be the use of 

the computer.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always a prefect or 

a monitor who knew the computer well, one who probably 

had much better computer knowledge than me, to handle 

the gadgets during  those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lessons. Without such a person I would have to 

spend perhaps half a  lesson  fiddling with  the equipment 

before I could start  teaching. But  it was not all. For  there 

was such a computer wizard  in a Form 4 class. He knew 

that  I was using an IBM80386 computer, and told me he 

Mr KWAN Chung Hin 
(Teaching at YLMASS from 1978 to 2011)

MY SCHOOL, MY PUPILS, M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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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found some ‘very powerful’ software which could ‘work 

like a pointer on a display and allow a smooth control of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Hence he provided me with 

a large stack of floppy disks when I had the slightest idea 

how a mouse could work. This chap later joined Google in 

Silicon Valley and has now established his own enterprise 

in Science Park.

    I accepted that a generation gap was  inevitable, but 

I did  try  to  remedy  that. Obviously bombarding students 

with  “work hard, stay  the course…” was an  insensitive 

and obsolete act.  I would become a bore when murmurs 

were heard:  “long-winded”. So  I  changed  the diction 

to  “Enjoy”. When someone mimed and murmured  “…

actually this … actually that…”, they made me understand 

I had this  ‘assumed cliché’:  ‘actually’ uttered all  too often. 

I was even  reminded  that  I  had pronounced  the word 

‘Disney’ like its Chinese conversion  from  the English 

pronunciation (/diksni/ instead of /dɪzni/) and since then 

I came  to be very careful whenever  I had  to speak  this 

word again. There were ‘actually’ numerous occasions and 

an endless list of things I learned from my students when I 

taught. 

    An incident gave me a deep impression when I once 

chatted with  two  junior girls  in  the discipline room. Being 

the discipline master 

I  sometimes  had  to 

repr imand  naughty 

s tuden ts .   Bu t   t h i s 

time  the conversation 

went on smoothly and 

was  about  to  end  in 

small  talk. Then  out 

of  the  blue,  with  no 

warn ing   a t   a l l   one 

girl  broke  into  tears. 

Her  companion  sat 

calmly, watching her. I was quite taken aback,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the matter was, but  to no avail.  I could only sit 

tight and wait for what would come nex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 crying ceased. Then came the broad smiles. 

As both girls beamed proudly  they explained  it was their 

usual prank, and I had fallen victim to their practical  joke. 

Are teachers actors? Many students could do better!

    My pupils taught me well. I had learned to be an actor 

myself. The classroom has things in common with the stage. 

Many a  time had we  indulged ourselves  in  role plays  in 

scenarios of mini dramas: ‘A Christmas Carol’,  ‘The Happy 

Prince’,  ‘The Open Window’... As a teacher I  learned to be 

a producer, a scriptwriter, a director, but these parts would 

later be taken up by students themselves. I also learned to 

become a competent public speaker, bearing in mind when I 

spoke in front of students there was always a vast audience. 

I  learned to speak with an attitude of serving the audience, 

and to deliver something to them what I had, for I would have 

let my pupils down if  I was all along boring and plodding. 

And there was more. Incited by some nosey pupils I had the 

audacity to sing on stage, albeit my coarse voice and wrong 

beat. And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some school band 

members I took up the hobby of playing the saxophone. 

    I  am  thankful  to my pupils, many of whom have 

become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ir  profession. 

Now that  I am retired  I meet with different groups of old 

students every now and then. I have been taken up to the 

sky  in a single-engine plane, and to sail  the harbour  in a 

yacht.  I have also gone hiking and cycling with them and 

their children, and I have rowed in a dragon boat with them 

during Tuen Ng. Could you ask for more when some old 

students care to make a retired teacher’s life so colourful? 

    I am in debt  to the school. The school had given me 

much as  far as my teaching career was concerned. The 

then principal Mr TIU Pui-kwong allowed me a six-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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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 to enrol in a 

refresher course 

f o r   E n g l i s h 

teachers  run  by 

the  then  Institute 

o f   L a n g u a g e 

i n   E du c a t i o n . 

T h i s   c o u r s e 

included  a  four 

month  lecturing 

session,  a  one 

month stay-in course at HKU, and a one-month practical 

course  in  the UK. The course did widen my views  in 

English  teaching.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to 

associate myself with other teachers, and as the lecturers 

had foretold, a  lifetime experience to  live and to  learn  in 

Edinburgh to which I was assigned. 

    There were  inspirations  for  advancement.  ‘You'll 

forgive me  if  I  boast’,  for during  the  time when  I was 

teaching at school, I studied and earned some credentials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notably a Hong Kong University 

master’s degree  in educ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chool, I joined examination boards of the then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uthority, and had been appointed senior 

examiner  in HKCEE and HKALE.  I also expanded my 

scope being a part-time  lecturer of  the Adult Education 

Section  i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a  tutor  of 

English in a British Council course. While taking charge of 

scout activities in school, I had taken up the post of district 

commissioner  in  the District Scout Association. Other 

commitments  included serving as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s Hong Kong Regional Society, and 

chairman of  the Yuen Long Discipline Teachers Liaision 

Group. Trivial as  these may seem,  I  take great pride  in 

having all  these done during my days as a  teacher  in 

school.

    Reminiscing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joys  of 

teaching  in YLMASS, my gratitude goes to the school,  to 

my students, my superiors and  those who have worked 

with me. May  I congratulate  the school and  the school’s 

sponsoring body,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for  forty years of achievement. With  the motto  ‘Integrity, 

Simplicity,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I am convinced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for our youngsters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a holistic education anchored 

in an active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academic programme 

while promoting a culture of passion in inqui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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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的近況如何？習慣退休生活嗎？

劉：尚算習慣退休生活，但很想念商中，所以陸運

會、畢業典禮等大型活動盡可能出席。一看到教

育報道，也會想起商中的發展。退休後，我喜歡

四處遊歷，勤運動、多閱讀。

問：在商中教學多年，請問有難忘事嗎？

劉：難忘的事很多，最記得在1981至1982年度，負責

的交通安全隊在全港性比賽獲勝，比賽在電視錄

播，我校贏得總冠軍！參賽的八位同學獲得免費

到日本交流的機會，是我校第一批學生到日本考

察！當年能夠到外國交流很難得，是人生的里程

碑！

  另外，曾經做過誠社社長，設計過誠社社徽、社

旗     以風帆象徵乘風破浪、迎難而上的奮進精

神！而地理考察營也讓人印象深刻。幾天的活動

攀山涉水，同學堅忍不屈，不怕艱苦。雖然歷程

辛苦，但大家也留下快樂的印記。

問：請問您多年來對商中有何感覺？

劉：商中就像我的家一樣，總是掛念商

中。颱風時，擔心校舍門窗、校工

安全。這兒是我從二十幾歲到六十

歲生活的地方，歸屬感愈來愈濃。

可以說，我的生活，是由商中與家

庭組成。

問：多年的教學生涯，有印象深刻的學生嗎？

劉：有很多。最快樂是學生考試、課外活動取得好成

績。其中有一位早期校友李漢祥，現為嶺南大學

校董，曾擔任過城市大學、公開大學校董，讓人

驕傲！也有不少校友與我分享生活點滴，例如小

孩的照片、旅行紀念品，看到學生生活快樂，我

也很欣慰。

問：多年來的教學生涯，請問有遺憾的事嗎？

劉：當然有。有些學生會考成績不達標，無法原校升

讀中六，不禁失落。因為在我心中，每位同學也

有潛質，實在可惜。也有一些學生家中變故，亦

為他們感到難過。

問：最後，您對商中有何寄語？

劉：商中四十周年了！會有更多的六十周年、八十周

年……希望老師繼續為商中努力，期望老師能兼

顧工作和家庭，多保重身體，別忘記關顧家人；

學生為自己人生努力，人生起跌難免，只要朝着

自己目標奮進，乘風破浪，總有希望！望各位

皆以商中為榮！

最後，最重要的不是社經地位，而是健康

快樂！祝願各位生活幸福！

前排左一為劉老師。劉老師全家福。

劉華瑛老師
（1979 年至 2013 年在商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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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眨眼間，您離開商中已有近八年了，您的近況

如何？

陳： 我很好呀！我的退休生活蠻充實的。平日我最喜

愛踢足球，即使到現在，我們一班商中的男同事

和舊生也會定期在球場上互相切磋球技。即使前

幾天氣溫急降至只有六度，我們仍風雨不改，在

球場上較量一番。除了足球，我們一班商中老友

記，例如吳麗華校長、關仲顯主任、陳少安老師

和何妙珍老師等等，也會相約行山，到大自然呼

吸新鮮空氣。

  此外，我也喜歡和家人一起外遊。近年較難忘的

旅程是二零一六年的北歐之旅。我們一行十人到

北歐看極光，實在令人歎為觀止！記得我們在聖

誕老人村的時候，我寄了很多聖誕卡予商中舊同

事啊！

  最近，我獲得元朗商會郭興坤主席及鄧國新副主

席邀請，由二零一六年八月起擔任元朗商會秘書

一職，主要負責文書及會計工作。這是一份朝九

晚六的全職工作，日子過得十分充實。

問： 這樣看來，您已經完全適應退休生活了吧？ 

陳： 對啊！現在已適應了。但我記得於二零一零年退

休後初期，我未能適應不用上班的日子，每天早

上總會自然醒來，更會常常不自覺地走回商中校

舍。其實，我的家就在商中附近，但不知怎的，

無論我要往哪裡去，即使目的地在商中校舍的反

方向，一雙腿也會不由自主地走回商中校舍，

好像一定要走過來看看才滿足似的。現在想想，

那時我就好像一輛開啟了自動導航的汽車一樣，

而目的地就是商中。也許在我心目中，商中就是

我生命的中心點。畢竟我在這裡已工作了三十多

年，我想即使已離職，內心也未能一下子適應下

來。商中就是我生命裡第二個家。算一算，差不

多退休兩年後，我才沒有不由自主地走回商中校

舍這個習慣呢！

陳天送老師
（1978 年至 2010 年在商中任教）

問： 始終是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地方，一時未能習慣也

是理所當然的。那在商中的歲月裡，有沒有一些

令您印象難忘的同事？

陳： 在商中，與我最投契的是關仲顯主任。我們都是

商中的創校老師，當年一起打江山。其實未加入

商中之前，我們已經相識。當時我們都是幹勁十

足的年輕人，每天雖然只有廿四小時，但我們花

在工作的時間往往多達十六小時呢！我們是工作

上的好夥伴！大家都以商中為家。你知道嗎？我

的四個兒女都是在商中畢業的！眾所周知，關主

任的愛兒不但畢業於此校，更繼承父親衣缽，現

時在商中任教呢！當年我們老師常常笑說：商中

出品，必屬佳品！

問： 哈哈！說得真好！作為創校元老，有沒有一些令

您引以為傲的事情呢？

陳： 於一九八四年，我獲委派參與成立家長教師會的

籌備工作。我還清楚記得家教會於翌年八月八日

正式成立，致力為學生謀求福利，例如獎學金及

助學金等。過往，我一直擔任家教會秘書一職。

由成立至今，家教會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以

運作暢順，實在令人非常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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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比較印象深刻的，不得不提有關提升學校設

備的事了。於七、八十年代，普遍學校都沒有安

裝空調系統。直至九十年代初，為了提供更舒適

的學習環境，學校計劃安裝空調系統。原本我們

計畫安裝附設冷卻水塔的空調系統，但由於擔心

有關設備容易傳播退伍軍人症桿菌，危害師生健

康，因此最後決定在禮堂安裝分體式冷氣。此項

設備在當時的中學校舍並不常見，在這方面，商

中可謂同業的先導者。其後，全校教室也陸續裝

設冷氣，為同學帶來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問： 您在這三十多年間，有沒有甚麼趣事或難忘片段

可跟大家分享？

陳： 最難忘的當然是創校那段日子了。還記得當年學

校成立之初，由於新校舍仍未竣工，因此我們

需要借用位於元朗新村的元朗商會小學二校的校

舍上課。那時我們獲安排使用位於六樓的課室，

因此每天上課也要花多點力氣，走六層的樓梯，

哈哈！還有，我仍記得學校首屆的中一共有八班

呢！多厲害！

  創校首年，刁校長委派我和劉明新主任負責編排

上課時間表。在那個沒有電腦的年代，我們用了

三天的時間便完成了這艱鉅的工作。為了慰勞我

們，刁校長帶我們到當時遠近馳名的南華飯店大

快朵頤！

  大約在一九七九年的復活節期間，我們正式遷入

現時商中的校舍。在使用新校舍之前，我負責代

表校方驗收校舍。我需要走到學校每一個角落，

甚至要走到天台檢查水井。其實我也不懂得驗

樓，但總得硬著頭皮去做。當時我仍很年輕，只

好邊做邊學了。

  記得遷入校舍不久後，學校教員室（即現時105
室）被爆竊。那個年代尚未流行裝設閉路電視。

為了防止爆竊案再次發生，刁校長曾下令我、關

仲顯、曾展忠及張林成四名大漢輪流於星期六、

日通宵留守教員室。我們需帶備睡袋席地而睡，

幸好這份輪班工作只維持了一個月而已。現在回

想起來也覺得很有趣呢！

　

問： 說 起 刁 校 長 ， 可 否

談 談 您 對 刁 校 長 的

印象？

陳： 在較早時期，刁校長予

人 的 印 象 較 為 木 訥 、 沉

默寡言、不苟言笑。但自從

他於一九九五年學懂唱卡拉OK後，便醉心於唱

歌，人亦變得非常開朗。記得刁校長曾邀得浸會

學院（即現時浸會大學的前身）音樂系教授私人

教授他唱歌技巧。此後，每逢有教師聚餐或春茗

等活動，我們定必有唱卡拉OK的環節。眾所周

知，《男兒當自強》是刁校長的飲歌！在我心目

中，也許這首歌是繼校歌之後，最能代表商中的

一首歌呢！

問： 據我所知，您也有不少首本名曲的！

陳：  似乎你有做過資料搜集，哈哈！我最喜愛唱英文

經典金曲，包括《Yesterday》、《Words》和

《My Way》等等。

問： 今年是商中創校四十周年紀念，有沒有甚麼話想

對商中師生說？

陳： 希 望 商 中 全 體 老 師 繼 續 全 情 投 入 教 學 工 作 ，

全 心 全 意 教 導 學 生 ， 為 商 中 作 出 更 多 貢 獻 ，

帶 領 學 生 爭 取 更 佳 成 績 ！ 我 亦 希 望 商 中 學 生

能 夠 以 身 為 商 中 一 份 子 為 榮 。 祝 願 各 同 學 身

體健康，學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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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的近況如何？可否說說您離開商中後的生活

概況？

陳： 我的近況可以說是優哉游哉！哈哈！我現在每天

早上七時便起床，吃完早餐便外出跑五公里。回

家後看看報紙、書籍，睡一睡午覺，再多跑五公

里。退休後，運動的時間多了很多，更不用擔心

因運動得太累而影響第二天的工作。

  除了跑步，我還喜歡踢足球。其實，我讀中學時

已很喜歡踢足球，後來加入了商中，跟同事聊天

時，欣喜發現原來有二十多位同事都喜

歡踢足球。我們一拍即合，組成足

球隊，定期切磋球技。現在我每

逢 周 末 都 會 和 自 己 的 朋 友 踢 足

球；逢星期一，就會跟商中舊同

事和校友一起踢。那些校友，

當他們還是中一新生時已跟我們

踢球，現在有的已經成為牙醫、

老師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呢！現

在，有很多校友都知道我們每逢星期一

都有足球聚會，大家只要有時間就會「不請自

來」呢！哈哈！ 

問： 可以分享一下當年加入商中後的感受嗎？

陳： 當然可以！還記得當年，商中尚未有會考班，學

校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當年共

有八班中三，每班的人數也頗多。是否很難想像

呢？商中的學生都很純樸，即使偶有頑皮一點的

學生，只要我擺起一副嚴肅的樣子，他們便會立

刻乖巧起來。哈哈！我當年可是會「扮惡」的！

  另外，商中其中一樣令我覺得很驕傲的是師生關

係十分好。當年的教員室沒有「門禁」，學生

陳志強老師
（1982 年至 2016 年在商中任教）

可自由出入。每天一到小息、午飯、放學時間，

便會有大批學生入教員室找老師，有的問功課，

有的純為聊天。那時的教員室，真可說是「門庭

若市」！我想就是因為這樣，師生關係漸漸建立

起來，學生對商中都有很強的歸屬感。現職老師

中，也有很多是商中人呢！

問： 在商中任教三十多年，有沒有甚麼難忘事？

陳： 最難忘可以說是剛加入商中的那段時間，我和幾

位同事的早茶聚會。當年，我每天早上都會擔任

「柴可夫」，上午六時半便從家出發，去不

同的地方接載同事。我由佐敦到旺角、

旺角到荃灣、荃灣到元朗，總共要一

個多小時呢！當回到學校泊好車後，

我們便會去茶樓飲早茶，吃飽後便

回校努力工作。後來，那間茶樓結

業了，我們便轉移陣地，去學校附近

的茶餐廳吃早餐。可惜，最近那間茶

餐廳也抵不住加租而結業了。幸好，我

們幾個又覓得新的聚腳地。現在，當我回商

中代課時，我一定會參加這個早餐聚會。

 

問： 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一些令您印象特別深

刻的學生？

陳： 我臨退休前任教4C班，當中有一位同學真的令我

印象深刻。那時，剛升上高中的他對未來有點迷

惘，未能確定人生目標，上課時不是太專心。對

於這樣的學生，我只得慢慢引導，多花時間跟他

聊天，幫助他多認識自己，從而希望他能確立人

生方向。後來，那位同學畢業後升讀副學士，繼

而憑著優秀的成績升讀大學，聽說他現在已適應

大學生活，還「上莊」了，真的很替他高興。其

實每個學生都可能會有迷惘的時候，但只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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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幫助、引導，相信他們最終必定能夠一展所

長，貢獻社會。

問： 現在回想起在商中的日子，有沒有一些憾事？

陳： 一九九七年，有一位任教經濟科的同事離世。大

家未能一起共事至花甲之年，這也算是一件憾事

吧！現在回想，也有點唏噓，真的要好好珍惜眼

前人。

問： 那麼，在商中時有沒有一些感動時刻？

陳： 唔……與其說感動，不如說一說感受最深的一件

事吧！刁校長退休那年，我真的很捨不得。我

跟刁校長共事了近二十年，當中有很多難忘的回

憶。當他要退休時，我真的萬分不捨。

問： 您對商中有甚麼寄語嗎？

陳： 學生就不說了。我只想跟老師說：教導學生時要

多站在他們的角度想，多關心他們的感受。當學

生感受到你的關心，不但能拉近大家的距離，其

實對學生的學習也有幫助呢！

問： 今年是商中創校四十周年紀念，有沒有什麼話要

向商中說呢？

陳： 希望商中能一直傳承「重情」的傳統，同事、師

生之間的情誼是很值得珍惜的。大家要多溝通，

共同努力，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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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的近況如何？可否說一說您離開商中後的生活

概況？

柯： 我 現 在 的 生 活 很 愉 快 。 我 平 常

生活簡單，一般就是做家務、

看電視，我尤其喜歡看晚上重

播的舊劇集！現在偶爾也會下

廚，生活挺愜意的，不同的是

較以前晚睡吧，哈哈！另外，

我兩個兒子都在加拿大生活，

我會經常前往探望他們，順道

欣賞加拿大的自然風光。雖然

我經常到加拿大，但暫時沒有

打算移民到當地，因為我從小

就在元朗長大，與這塊土地結下

很深的情誼，實在捨不得離開呢！

問： 還記得當年加入商中的日子嗎？

 
柯： 當然記得！我於1979年加入商中，有幸能參與

籌辦豐年路新校舍的開幕典禮。當時我與曾展忠

老師一起訓練學生表演體操、彈網、音樂律動

等等。還記得當時曾向元朗體育館借取地墊等物

資，一班學生幫忙將地墊由體育館五樓搬回商

中，要知道，當時體育館還未有升降機呢！回想

起來，當時一班學生真很投入服務！

問： 可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當年在商中的主要職務嗎？

柯： 我 的 主 要 職 務 是 與 曾 展 忠 老 師 一 起 主 理 體 育

組，例如舉辦活動，組織訓練等等。體育運動

的範疇很廣，例如球類運動、水上活動、體操

及舞蹈等。當年最忙的時候，早上六時許便回

校進行各種球類訓練，放學後繼續其他練習，      
甚至周六也會回校為校隊集訓呢！當時的活動

雖然緊湊，但我卻十分享受那段日子。可能因

為我昔日在學時也曾是多種球類活動的院校代

表，同時亦很喜歡音樂，因此，我在職以來一

直都樂在其中！  

問： 多年教學生涯，有沒有一些令您印象難忘的同事

或學生？

柯： 叫我難忘的同事可真不少呢！在商中任職這麼多

年，同事之間都相處得非常融洽。我和吳麗華校

長、葉慧貞校長，以及其他老師，例如劉華瑛、

劉柯美珠老師
（1979 年至 2014 年在商中任教）

王國娟、何妙珍、尹愛萍老師等等多位均份屬好

友。其中我與鄧青槐、陳天送、關仲顯老師等更

算是識於微時呢！當年，我們一班好同事會在每

年的散學禮後聯誼一下，相處得很快樂。

即使現在大家有各自的退休生活，但我們

偶爾亦會聚首一堂，吃個晚飯、一起郊遊

等等，藉以聯繫彼此的感情。而另一位教

我難忘的同事就不得不提刁校長了！刁

校長熱愛唱歌，他曾於學校的聖誕聯歡會

上演唱流行曲，我和黃永業老師更安排了

一班學生為他伴舞呢！當時的氣氛非常熱

烈，台上的刁校長及伴舞學生與台下的師

生打成一片，猶如置身演唱會一樣，情境

教人十分難忘。

  至於學生，我記得多年前曾有一位住在學校附近

的學生擒獲一名潛入商中偷竊的賊人。這名見義

勇為的學生正是我校的童軍成員呢！

問： 在商中多年，有沒有令您感動的時刻？

柯： 當年刁校長榮休的畫面，至今仍然印象猶深！

記得當時的學生都很尊敬和喜愛刁校長，所以

十分踴躍籌劃榮休活動。那時於散學禮上，學

生代表向刁校長致送「金咪」，喻意祝願刁校

長繼續發展他在歌唱方面的興趣。隨後中一至

中六級的學生逐一上台與刁校長握手致謝，最

後全體老師在禮堂夾道歡送刁校長離開。說起

這個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呢！這份真摯的師

生情誼實在令人動容。

問： 那 麼 您 在 商 中 的 歲 月 裡 ， 有 沒 有 發 生 過 遺 憾

的事？

柯： 應該沒有甚麼遺憾的事。記得當時退休，與鄭嘉寶

老師交接得十分順利，所以我很相信商中體育組未

來必定能發展得更好！惟一讓我覺得有點可惜的

是，在我的榮休宴上因受時間所限，未能一一與蒞

臨的友好、舊生詳談，實在有點抱歉呢！

問： 您對商中師生有什麼寄語嗎？

柯： 我衷心祝願商中校務蒸蒸日上！希望不論是在這

裡就讀的學生，或是任職的老師，都能秉承商中一

貫的愛校精神，視這裡為家，積極投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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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青槐老師
（1979 年至 2014 年在商中任教）

問： 您的近況如何？可否說一說您離開商中後的生活

概況？

鄧： 我的退休生活很不錯啊！沒有了束縛，閒時我會

上網、聽音樂和看電影。年青時，我非常熱愛運

動，因此現在也不能停下來。我現時最愛的運動

是玩Pokemon  GO。你沒有聽錯，這確是一項

有益身心的運動！首先，這個遊戲規定玩家每天

最少要步行多少步，這令我的生活變得有規律。

而透過這個遊戲，我更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

友，從而擴闊了社交圈子，更重要是這遊戲

令我認識更多香港的新地標。

  此外，我定期也會與老朋友及舊同

學聚一聚，有時更會相約商中舊同

事一起外遊。現時，我獲聘為補

習班導師，所以我每星期都會回來

商中一次。另外，我偶爾也會在商

中「客串」當代課及監考老師。因此，

我其實並沒有離開過商中的，哈哈！整體而

言，我現在的生活蠻愜意的！

問： 還記得當年加入商中的日子嗎？

鄧： 怎會不記得呢？雖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那段

日子實在教人難以忘懷。你知道嗎？其實商中

兩位退休體育老師曾展忠及柯美珠是我的中學同

學！我們以前一起在元朗公立中學唸書的。我本

身是元朗商會小學畢業生，但那時仍是六十年

代，商中尚未成立，因此我便升讀其他中學了。

在預科畢業後，我升讀了浸會學院（即現時浸會

大學的前身），之後還在該校當上導師。在那裡

工作大概一年多後，我便加入元朗商會中學這個

大家庭了。

  您知道嗎？在商中禮堂上方掛著的「誠、樸、

勤、奮」四個大字，亦即是商中的校訓，是先父

鄧同光親筆揮毫的。他是其中一位商中創校人

士，也是商中第一任校監。記得商中於一九七八

年成立的，第二年在爸爸的引薦下，我便加入了

商中。轉眼間，一教便三十多年了。

問： 在這三十多年間，您有什麼趣事或難忘片段嗎？

鄧： 那時我和其他老師，例如文富財、廖文璋和黎志

祐等人，都是初出茅廬的年青人，大家幹勁十

足，精力充沛，因此份外投契。我們在下班

後經常一起打籃球或踢足球，更曾試過

因玩得太晚，乾脆在學校教員室留宿。

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教員室席地而

睡，結果第二天早上，有一位女同事

回來時赫然發現了在地上熟睡的我們，

於是拿了掃帚將我們弄醒。現在想起來

也覺得很有趣！

  其實能夠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共事多年，

是一種福份。不說不知，我和廖文璋從小便認

識，可算是世交，因為我們各自的爸爸是十分要

好的朋友，而廖的哥哥更是我的小學同學，也許

這是一種緣份吧！即使現在見面的次數比以往仍

在商中工作時少，但感情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問： 在您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一些令您引以為傲的

事情呢？

鄧： 儘管我並非體育老師，但由於我擔任課外活動主

任一職，因此曾參與不少訓練校隊的工作，例如

乒乓球隊。還記得我們商中校隊曾在屯門及元朗

區校際乒乓球比賽中，在六項賽事裡囊括了五項

大獎，成績驕人。有一次，商中男子乒乓球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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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校際巡迴賽，雖然對手一開始已遙遙領先，但

我校同學並無氣餒，反而沉著應戰，愈戰愈勇。

最後我們以些微分數險勝對手，反敗為勝，大家

無不歡喜若狂。教人難忘的並非那個獎座，而是

參賽同學那份堅毅不屈的精神。作為老師，當我

看到自己的學生透過運動學會了畢生受用的人生

態度，實在令我感到非常鼓舞，同時亦為此而感

到自豪！

  商中建校四十年，我能夠見證著它由零開始，從

當年寂寂無名的學校，發展至今成為區內其中一

所受到不少家長和學生歡迎的第一組別中學，我

作為商中一份子，也感到無比驕傲。

問： 除了引以為傲的事外，在商中有沒有經歷過一些

動人時刻？

鄧： 早陣子，我回來參加了商中的四十周年校慶開放

日。那天遇見不少當年曾教過的學生，他們大多

已成家立室，有些更牽着兒女回來。有幾位舊生

雖然看上去已屆中年，但當日仍堅持穿著學校社

衣。相信他們和我一樣，很愛惜這校園，很懷念

以往在這度過的歲月。當日，看著商中校友、師

生濟濟一堂的場面，十分感動。

問： 今年是商中創校四十周年紀念，您有什麼話要向

商中說呢？

鄧： 不經不覺，商中已成立四十周年，有幸能與商中

一起成長，而在商中工作的日子亦成為我生命

中重要的一環。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已離世的刁校

長。至今我仍然很懷念與刁校長一起共事的日

子。此外，我亦非常感謝吳麗華校長、葉慧貞校

長及何子偉副校長在工作上曾給予我的支持和鼓

勵。祝願商中在未來有更多個更精彩、更璀璨的

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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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劍華老師
（1978 年至 2010 年在商中任教）

問： 可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退休生活嗎？

彭： 我的退休生活頗充實。我一星期有

兩日學習聲樂，課後還要練習，盡

力完成老師給予的功課。辛苦？當

然不會！因為唱歌是我從小到大的

興趣，所以我十分享受這學習過程。

另外，我閒時會參與義工服務，到護

老院與老友記唱唱歌，算是自娛又娛人，很

有滿足感。除此之外，閱讀也是我的愛好。我只

要一有空，便會去圖書館借書，近年我愛看健康

飲食與生活哲學的書籍，平日會參考書本煲些養

生湯水慰勞工作辛勞的女兒。最近，我正在學習

「斷捨離」的生活模式呢！活到老學到老，對我

而言，汲取新知識是一種樂趣呢！

 

問： 終身學習的態度確實很值得大家學習。在商中工

作多年，有沒有一些難忘時刻可跟大家分享？

彭： 最難忘就是創校初期，商中未有獨立校舍，需暫

借商會第二小學的課室上課，幾個月後師生才

能有屬於自己的校園。每當想到商中從當年那一

級八班的學生起步，在全校上下一心，攜手努力

下，逐步建立聲譽，攀升為元朗區著名的英文中

學時，心裡總是泛起無限感動。那時，每到校外

進修，介紹自己在元朗商會中學任教時，別校老

師都會非常羨慕呢！

  另一件難忘的事是我接受了刁培光校長的邀請，

專責處理圖書館的事務。我喜愛接觸新事物，

不介意成為開荒牛，那時圖書科課程必須自行設

計，要將所有技巧濃縮在一年完成，加上部分英

語詞彙艱澀，學生較難明白，如何有趣地講授知

識，可謂甚具挑戰性。幸而，當年教育局為在職

教師提供了圖書館主任培訓課程，邊學邊做，我

設計了一些卡通化的工作紙吸引同學；後來

我更修讀相關文憑課程，配合電子教學

發展的趨勢，在課程中加入正確使用互

聯網、尊重知識產權等元素。看到學

生有所得著，我有很大的滿足感。而

且，我在這些課程中結交了不少志同道

合的朋友，不時交換心得。退休後，彼

此仍保持聯繫，這些都是商中帶給我的難忘

回憶。

問： 那您在圖書館的工作中，有沒有一些令您引以為

傲的事情呢？

彭： 在零二至零四年籌備與完成圖書館電腦化及搬新

館是重要的事。尤其前者，我能夠在有限資源

下能夠完成任務，實在是喜悅萬分。新的圖書館

內，更增設了教師資源閣，方便同事們搜集資

料，當時大家的反應都很好呢！籌備過程中，非

常感激三位校長的鼎力支持，給予許多點子，帶

給我很多啟發。

問： 您在商中的日子，有沒有遇上一些令您印象難忘

的同事或學生？

彭： 最難忘的是已過身的刁校長及音樂老師黎太，

大家從創校開始就認識，情誼深厚，得知他們

突 然 離 世 的 消 息 時 ， 我 的 心 裡 滿 懷 不 捨 。 另

外，歷任的圖書館助理陳姑娘、郭玉玲小姐、

梁 頌 珊 小 姐 、 黃 鳳 英 小 姐 ， 每 一 位 都 非 常 盡

責，是我的得力助手。現任校務處會計張桂英

小姐，是商中第一任圖書館助理，與商中非常

有淵源！她們都令我印象深刻。當然還有一班

相交多年的好同事，退休後一班舊同事不時茶

聚、行山，樂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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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難忘的學生，一定是一班圖

書館領袖。早年願意到圖書館

當值的同學都是愛閱讀之人，

許多人上課前、午膳、放學都

會駐守圖書館，非常熱心。那

時，我每星期都會抽空與領袖們

開會，向他們介紹好書，以及分享

生活，慢慢建立起深厚感情，有些同

學更會視我媽媽呢！

  另外，雖然我沒有做班主任，但我喜歡認識學

生。因此，每當我見到常在圖書館安靜地看書的

同學時，我都會主動上前關心他們。現時在台灣

辦韓語教育中心的李三財校友，當年也是圖書館

的常客呢！這些在圖書館結緣的同學，都是非常

長情的，現時仍會與我相約吃飯話當年。

問： 您在商中的歲月裡，有沒有憾事？

彭： 我在商中的教學生涯，每一天都非常快樂，這裡

的師生、工友也是和藹友善的，所以當要離開

時，我是十分不捨的。事實上，我提早退休了，

未能在商中工作至六十歲是我最大的遺

憾。退休前數年，我的身體陸續出現

不同的小毛病，考慮到個人健康，只

好忍痛請辭。退休後我非常注意鍛練

身體，定期散步及游泳，感恩現在健

康狀況不錯。現在我不時回到商中監

考、參與商中的活動，可以與舊同事聯誼

一番，可見我對商中很有歸屬感的。

問： 最後，您對商中師生有什麼寄語？

彭： 「同心共創美好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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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的近況如何？可否說一說您離開商中後的生活

概況？

陳： 我的退休生活非常悠然自得。退休前，我一直沒

有注意自己的身體問題，直到得病以後才發現原

來這麼多年以來積累下了不少工作壓力，結果把

身體拖垮了，幸好手術順利，得以痊癒。退休以

後時間充裕了，我每天不但可以多睡一點，更有

時間照顧孫女，弄孫為樂，所以我現在非常享受

我的退休生活！

問： 當年您除了任教家政科外，還有教授英文科。為

什麼您會選擇這兩個科目呢？

陳： 這兩個都是我非常喜歡的科目。其實，我從小便

喜歡英文，中學時更受到了英文老師的啟發，

矢志成為英文科老師。畢業後，我便入讀羅富國

教育學院，那時除了主修家政科外，英文也是必

修科。畢業後，我便順理成章成為了英文及家政

科老師了。商中其實是我第三間任教的學校。最

初，我在九龍區一所中學任教，其後跟隨丈夫遷

入元朗，輾轉加入了商中這個大家庭，自此便與

商中結下了不解之緣。

問： 您在商中有什麼趣事及難忘片段？

陳： 我最難忘的是當年擔任初中班主任，並教授他們

英文的日子。我對學生非常嚴格，要求他們要有

良好的品格，例如待人有禮、上學守時、凡事易

地而處、樂於助人等等，因為我認為同學的品格

比學業成績更為重要。最初，因為我的嚴厲，同

學們一碰見我便感到畏懼。後來，他們感受到我

是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子女般看待，無微不至地照

料他們，因此漸漸對我改觀。我經常擁抱他們，

更會鼓勵他們擁抱父母和家人，因為我深信擁抱

別人能夠表達愛與關懷。

黃陳少安老師
（1982 年至 2011 年在商中任教）

問： 在您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一些令您引以為傲的

事情呢？

陳： 教初中英文時，我會要求學生大聲朗讀文章。不

單要他們在課堂朗讀，更要他們回家後向家長朗

讀，久而久之，他們的英文不但得到改善，更使

他們勇於以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養成良

好的英語溝通習慣。後來因為此事，不但得到家

長的答謝，也有一名男生因為我的啟蒙而成為了

英文老師，這是我最引以為傲的事。

問： 最後，您有沒有甚麼寄語送給商中的同事和學

生呢？

陳： 我希望商中的教職員和學生都能以在商中工作

及學習為榮。我讀中學的時候，曾經以「   Hard 

work  conquers  di ff icul t ies」作為週會短講的

題目，我希望商中學生能以此作為座右銘，克服

一切困難，將來為社會、為國家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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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可否請您跟大家說說初期的商中是怎樣的嗎？

蘇： 我還記得創校初年，商中只有下午班。因為當年

商中校舍尚未完工，幸得友校能於下午時段借

出校舍予商中師生上課。當年元朗區中學不多，

街坊得知元朗商會籌辦學校，大家都很期待。翌

年，校舍終於完工了。當時的校舍設備完善，而

且位於元朗市中心，交通便利，商中學生都引以

為傲呢！

問： 那當年的商中學生有何特質？

蘇： 商中善於運用資源開拓學生視野，學生有很多機

會參與不同的活動，因此他們大多見識較多，較

成熟。

問： 您認為現在的商中和商中學生與從前有甚麼分別？

蘇： 現在商中的發展更國際化，學生有很多海外交流

機會，亦在國際性比賽屢獲殊榮。學生體驗更

多，視野比從前更開闊。

問： 可分享一下您當年在商中點滴嗎？當中有沒有難

忘的事？

蘇： 創校初年，一切都是由零開始。我曾參與制定校

規，也協助成立商中女童軍130隊。而當中最難

忘的是有一次刁校長來觀課，我安排學生面對面

坐，互相討論對答，藉以訓練學生的溝通技巧。

整個課堂，學生都十分專心積極。刁校長課後稱

讚我的課堂教學，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

  另外，我當年是訓導老師，比較嚴厲。當我經過

走廊時，沒有學生敢在課室門口探頭張望。我

認為教學必須是先管後教，學生長大後終會明白

老師的苦心，必有收穫。當時商中每級有A至H

班，我常任H班班主任，為了讓學生專注學習，

蘇吳慧妍老師
（1978 年至 1989 年在商中任教）

培養良好品格，我會與學生約法三章，而且會嚴

格執行所訂下的規則。學生明白嚴厲出於愛，都

很喜歡上我的課。多年後與學生相聚，他們有些

更會熱情擁抱我、歡迎我，我感到很欣慰。

問： 說到學生，有沒有哪位學生讓您至今難忘？

蘇： 我不會偏愛任何一位學生，全都一視同仁。每個

學生都是獨特的，即使是頑皮的學生，我也會給

他機會改過。

問： 您與商中同事間有什麼趣事可跟大家分享嗎？

蘇： 我與同事融洽和諧，我跟柯美珠老師、彭劍華老

師、鄧青槐老師更是志同道合，大家都喜歡音

樂。當年，大家經常聚會歡唱，鄧青槐老師負責

彈吉他，我跟柯美珠老師、彭劍華老師負責唱

歌，樂也融融。後來，刁校長亦愛上唱歌，音樂

的力量真強大，原本內斂的他漸漸開朗起來。他

更常自備黑膠唱片，帶動全校師生唱歌文化。

問： 今年是商中四十周年校慶，您對商中有何寄語？

蘇： 邁向國際是優良的發展方向。商中資源較佳，願

更上一層樓，拓闊學生國際視野。師生共同努

力，讓學生成就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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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間，商中培育了不少菁英份子。他們除了學業成績出眾，在工

作上也努力求進，現在已成為了業界的頂尖人才。他們的成功，或多或少

都與母校鼓吹「自強不息」相關。

    猶記得，商中首任校長刁培光先生，他喜好歌藝，特愛「男兒當自

強」一曲。每逢聖誕聯歡，禮堂內定必響起刁校長的豪氣歌聲，而台下亦

有幾百人呼應唱和，場面好不熱鬧。 商中學生在耳濡目染下，焉能不受潛

移默化，成了自強不息的好兒女。

    商中的另一特色是師生情濃。每逢七月和十二月，不少校友都會結伴回校探望老師，聚舊話當年。每逢嫁

娶佳日，老師更會收到校友的婚宴請柬。不說不知，婚宴邀請中學同窗的確是普遍事，但婚宴中既有同窗，更

有自己當年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同場到賀，這些場面實不常見。由此可見商中師生關係的確非比尋常。

    最後，不可不提的是商中人的凝聚力。同學們對社有強烈的歸屬感。在學期間固然積極參與社際活動，即

使畢業後，同學們也念茲在茲，縱使無法出席一年一度的陸運會，也會在晚上抽空出席慶功宴。至於多年同

窗，更會自組旅行團，一行十多人上大陸，闖台灣，遊東亞，每年呼朋引伴，組織聚會，樂也融融。

    商中人自強、重情、念舊。能成為商中的一份子，是一種緣份，也是一份福氣。

    祝願商中繼往開來，培育一代又一代自強不息的商中人。

伍鳳珊助理校長

商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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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pleasure as the school’s NET to help celebrate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s 40th anniversary. As you may 

know, I come from New Zealand. I’ve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nearly 

nine years now and have been at this school for the past three.

    One question which  I’m asked from time to  time  is  this: Why did 

you choose to come to Hong Kong? My husband (who teaches English 

language at H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I wanted to work overseas, 

so we began thinking about where to go. When we started asking people 

about Hong Kong everyone we spoke to had only good things to say –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the restaurants are marvellous’, ‘the students 

are hard-working’…. And I must agree, all these things are true!

   

    I can certainly say the past three years at YLMASS have been very interesting and rewarding. I am happy to play 

my part in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more and to be brave and confident about doing so. Students here have 

shown me the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skills  for opening up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in study, work 

and in order to be ‘international’ citizens of the world. Step by step, steadily over the years, students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They prepare for tests and exams, they take part  in competitions, they join fu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deepen their experiences and understanding, not  just of  language but of  the many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use 

English as part of everyday life. Their enthusiasm shows me they understand how English can enhance and enrich their 

lives, professionally and personally.

    It’s great  to be part of such a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environment.  I wish  the school continuing success  in 

achieving its aims for all students, both now and in the coming years. Happy 40th anniversary!

Ms Joanne Beth DAVIES

Ms Davies (right) and her hus
band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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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of Music High School Musical 2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YLMASS for nearly seven years, 
in which  I  have had many unforgettable  school moments,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the English musicals. Our school has 
staged various well-acclaimed musical productions,  including 
‘High School Musical 2’, ‘Grease’, ‘The Sound of Music’, ‘Annie’ 
and ‘The Wizard of Oz.’ 

    As  a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English musicals,  I  really  feel 
pleased  to see how  the musicals 

hav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oth  the performers and backstage crew. Through a period 
of  intensive  training, not only have our performers had more confidence  in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English, but  they have also been exposed  to different  forms of performing 
arts such as singing, dancing and drama.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musical productions, our 
backstage crew has also gained a lot of hands-on experience in stage management.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ampl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our school can foster students’ aesthetic 
development and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thereby promoting all-round education among 
them. 

    Apart  from  the English musicals, what  I  cherish most should be  th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 have had with my students. I am sure that all these memories 
will never fade away even though time passes by.

    This year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and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school on this memorable occasion and milestone! May the school grow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for many years to come!  

My Impressive Moments in YLMASS

Mr CHAN Chung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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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ew scenic spot, the Tortoise Corner, was constructed outside the self-study 
room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Two Brazilian tortoises have been living in our school since 2016. Before the 
summer of 2017,  they  lived  in  the Biology Laboratory on  the  fourth  floor of our 
school. Only Secondary One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the Biology Club visited 
and took care of  them. They were brought  to the school  for  teaching Secondary 
One students about how to observe and conserve  living things. At  the time they 
arrived the school, they were only as big as a 5-dollar coin. They grew rapidly last 
summer. They are as big as a hand now. 

    The two tortoises have been showcased to plentiful students and our school 
visitors. Many people asked about  their names. They had been called as  ‘big 

tortoise’ and ‘small tortoise’ respectively for a year. With the hit of ‘Pokemon Go’, the smaller tortoise was then named as 
Squirtle and the bigger one was named as Wartortle. 

    The idea of moving the tortoises from the Biology Laboratory to the outdoor area outside the self-study room had 
been raised  for a  long  time. Moving  them to  the outdoor area allows more students  to visit and  take care of  them. 
However, the adverse weather conditions such as coldness and rainstorm may kill them. 

    Seeing  the  tortoises growing  larger and  larger  in  the  laboratory,  the plan of moving  their home was  finally 
implemented  in the summer of 2017.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laced  in a blue plastic  tray outside the self-study room. 
In that summer, they experienced a variety of hardship. During the hoisting of the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their 
home was flooded. They needed to swim up to the water surface for breathing. During the hoisting of the typhoon signal 
no.8, their home was blown away by strong wind. It was lucky that they were not hurt. During the hoisting of the very hot 
weather warning signal, they were exposed to strong sunlight and their home was almost dried up. Notwithstanding the 
adverse weathers encountered, their body size doubled after the summer. It was found that many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help take care of them during bad weather. 

    In 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two  lovely  tortoises 
and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a new giant tortoise tank was 
installed  outside  the  self-study 
room  in March  2018. The  area 
is  now  named  as  the  ‘Tortoise 
Corner’.  It  is hoped  that Squirtle 
and Wartortle  will  live  happily 
in  our  school  and  the Tortoise 
Corner will provide happiness and 
relaxation to our students around 
the year.

The Tortoise Corner

Ms LEUNG Ho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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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我在商中已工作接近七個年頭，雖

然時間算不上很長，但當中接觸的人和事都十分

難忘，編織的片段常在我腦海閃過。

    猶記得當初加入商中這個大家庭，我還是個

初出茅廬、教學年資淺的化學老師，對處理教

學工作或師生關係都不甚掌握，但我感恩能夠

在這裏遇到一班經驗豐富的同事，他們就像我

的師父，從容不迫的處事方式和獨到的見解，

令我獲益不淺，終生受用，致使我的教學生命

能夠不斷成長進步。

    另一群對我影響至深的是我的學生，特別是高中化學科學生。他們見證歲月怎樣磨練我的教學技巧。商中

學生陪伴我走過生命中的喜與悲，還記得一幕幕與他們共處的難忘時光：我生日時，學生們為我炮製驚喜，送

上蛋榚及生日咭；當我親人離世，學生送上心意卡，給我慰問與支持。

    商中不單是一間追求學業成績卓越、重視全人教育的學校，也是一處充滿「情」的地方。我衷心盼望商中

能有更光輝璀璨的未來，人們的情誼能夠歷久常新。

何明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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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求學時期，每天匆匆經過商中的閘門，原來早已

在十多年前與商中結下緣份。

    有幸於商中手執教鞭，見證商中四十周年紀念。在我

眼中，商中學生性格純真、為人正直、堅毅不屈、自信及

積極正面。每當我翻閱與學生的活動合照時，看到學生那

真摯的笑容，絲絲甜意滲上心脾。那一點一滴的生活，都

令人難忘，令人回味。

    因此，在商中這兩年間，我學會感恩，學會生活需要

一種態度，人生需要一種信念。時光在指尖滑過，告訴你

我：「珍惜眼前，珍惜擁有的一切，你就能得到幸福。」

我們阻止不了時光的流逝，卻能把握今朝，用行動去做好

自己，擁有幸福！

    商中學生們，珍惜現在，珍惜擁有，珍惜自己，一起

細嘗人生五味！

    在商中教學快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學生友好互助的學習風氣。過往教學經驗不算很豐富，但遇到的學生

也不少。而商中學生卻最令我感動，總給我驚喜。

    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敢於嘗試的精神給我很大鼓舞，甚至給我教學和藝術創作很多靈感。當他們需要應用

從未接觸過的顏料或素材，不但不抗拒，更嘗試用不同方法，創新呈現多姿多彩的作品。他們對藝術的熱誠讓

我教學有更大動力，以更多不同的教學方式，讓他們更熱愛藝術創作。

    另外，我很榮幸能參與商中四十周年設計工作。四十

周年設計工作給我寶貴經驗，與同事互助合作，精益求

精，樂也融融。設計工作也給我創作靈感，開拓視野，美

麗火花在腦海閃耀。能有幸見證商中四十周年的大日子，

實屬難得。藉此衷心祝願元朗商會中學四十周年活動圓滿

成功，再創輝煌。

袁偉信老師

楊家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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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母校已度過了四十年寒暑，欣逢校慶，令

我回憶起在母校就學時及執起教鞭至今的點點滴滴，感懷萬千。

    今日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日只是一個小女孩的我，帶著好奇的心情第一

次踏入商中校門，便有份說不出的親切感。這裡，為我們這些素不相識的同

學播下真摯友誼的種子，我們慢慢地磨合，一起放肆過，一起沉思過；當中

有歡笑，也有悲傷，大家更成為一生的摯友。這裡，也讓我們認識到不少教

學認真、敬業樂業、育人樹德的老師，為我們這群青澀的、懵懂的、迷茫的

莘莘學子啓蒙指路，搭建了追尋夢想、點亮前途的平台。 

    在這裡匆匆度過了少年時代成長的歲月，揮手告別後，做夢也沒想到，完成大學課程後，母校不但只是我

立志的起點、追夢的源頭，也是我開展個人事業、尋夢逐夢的地方。驀然驚覺，在這個承載著夢想的校園，

我已經不經不覺地度過了人生上半場的大部分時光。很感恩，這裡滿載收穫的感動、收穫的幸福。記得當初

無心插柳下回到母校執起教鞭，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日子才能調節身分的改變。昔日的老師，變成了今日的同

事，回想起第一次聽到老師們，特別是曾教過我的老師以「Miss  Chung」稱呼我，我的心裡充滿著不安和

尷尬，感覺怪怪的，在他們面前以同事身分討論校務和學生，更覺得有點班門弄斧。記得首幾年在母校的日

子，只會默默地工作，很少主動和他們聊天，皆因自己未能放下學生的身分，對他們仍心存對老師的一份敬

畏，我不知道為何會特別緊張害怕，很怕會因做錯事而被責罰。不過，我猜想他們應該感受不到我內心的戰

戰兢兢和忐忑不安吧！

    幸運地，身兼校友及教師雙重身分的我，得到不少昔日老師的愛護，當時年輕的懵懂、專業知識能力的幼

嫩和教學經驗的不足，都得到他們的包容、接納和提點，成就了今天的我。即使今天已長大成人，他們仍舊如

往昔般對我愛護有加，而面對他們的時候，我對他們依舊敬重如昔，因為「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這是母校

給我最珍貴的教導。

    幸福的我，在母校也認識了不少熱愛教育、志同道合的同事，他們都是誨人不倦、以愛對待學生。他們對

學生諄諄善誘，以互相尊重和信任建立親密的師生關係，並為學生指路明燈，幫助他們尋找人生目標；更有不

少同事努力發掘學生的才能，引導行為偏差的學生重回正軌。能與他們共事，為學生成長一起努力，是人生的

一大樂事。而母校給予我的，亦有多年來見證著學生的成長的寶貴回憶。在學生成長的路上，有些能在逆境中

堅持信念，找到出路和希望； 有些能找到自己的目標，發揮所長，在各行各業展翅翱翔；有些不但在自身行業

發光發熱，更能推己及人，積極回饋社會，推動關愛社區、國家及世界的活動，將一份關懷與愛心帶給有需要

的人。作為「生命園丁」的老師而言，最喜樂的事及最佳的回報，莫過於學生能如此健康地成長，這也是令我

感動的泉源！

鍾慧晶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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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憶往日的師恩，回想昔日的友情，驀然回首，人生中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際遇，有快樂的、有悲傷的，

有成功的，也有失意的，我相信這一切並非偶然。生命本是一切漂泊的浪漫之旅，遇見誰都是一份情緣。此

刻，令我想起聖經的說話：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傳道書 3: 1-2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春夏秋冬、四季轉換、日出日落，人是不能改變。人生各樣遭遇都按著時候發生，萬

事背後都有自有天意。在母校遇上的每一位，也是按時發生。很感恩讓我遇上曾扶持與幫助我的良師益友，

陪伴我走過人生豐盛與艱難的歲月，多年與我一起走過不同的春夏秋冬，這些精彩的生活早已定格在我的記憶

中，更在我的生命成長路上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記。

    人生這旅程或長或短，我們是沒能力決定，但生命的質素，我們卻有能力決定的，關鍵在於珍惜每日每

刻，感恩每人每事，疼惜自己，關懷生命，活出意義。母校鐫刻著我們的喜怒哀樂，承載著我們的薪火相傳，

記錄著我們的茁壯成長。願每一位商中的師生，珍惜這塊培育人才的沃土，傾注熱情、灑下汗水，讓商中繼續

成為造就人才的搖籃，讓更多年青人擁有能飛向夢想的翅膀。

    祝願

母校桃李天下

才俊如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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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右轉、再右轉

那一段石路，遠離如流水的車行

那一片天空，鑽藍底色上白雲漫遊

那一隅土地，偌大的校舍聳峙

二十個春天繫上二十個秋天

這裡是

汲取知識的綠茵場

駛往夢想地的渡海小輪

這裡是

活用知識的蔥翠台階

聚散、散聚、聚散、散聚的小渡頭

左轉、右轉、再右轉

同一段石路旁，

同一片天空下， 

同一隅土地上，

多少個春天和多少個秋天過去了

留下  一聲聲感謝

    在商中十四年，兩個身份，一份情。

　 

    七年的中學生活，懷念的是與好友在校園的足

印。與你眺望球場、走廊散步，與你和你在自修室奮

進不屈。流過的淚，笑過的眉，歲月爬上我們的臉，

青春卻依舊在商中蕩漾。

　　

    面對生活的各種難題，好友撐起我柔弱的身軀，

商中教我以堅強。

　　

    七年在商中的教學生活，學生從懶散到勤奮的蛻

變，清澈的眼眸、純摯的笑容，一個個和善的靈魂，

都出自他們不屈的初心。

　　

    面對生活的各種難題，我們努力撐起學生或倦怠

的意志，讓他們用力攀上堅強的頂峯。

陳綺玲老師 張恒恒老師

《給吾校》

14/15年度6A班合照；前排右一為張恒恒老師

16/17年度文學班同學於畢業後回校探望
張恒恒老師（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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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不知道可以和商中有這樣深厚的緣份。

    我是這樣認識商中的。八十年代，我還是小學生，有一天在電視看到

校際問答比賽，聽到主持人介紹商中是當天的參賽隊伍之一。我對「元朗

商會中學」這六個字特別深刻，事緣那時參賽的大都是市區的中學，那些

參賽學校的名稱對當時的我來說既陌生又遙遠。但商中，不一樣，商中和

我一樣在元朗。雖然不知道確實位置，但相信並不遙遠。商中那套校服的

顏色也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代表平和、寧靜、潔淨和希望的淺藍色，

多令人喜歡啊！

    我是這樣走進它的。一九八六年七月的某一天，我和朋友拿着成績表在街上找學校。是緣份吧！我們在街

上胡亂走着走着，竟遇見商中，「啊！原來商中在這兒」，我想起之前在電視上曾「見過」商中。於是戰戰

兢兢地走進去，感恩在禮堂門口遇上劉華瑛老師，他是我在商中認識的第一位老師，此後也是我的良師及好上

司。就這樣那令人愉悅的淺藍色走進了我的生命，我也走進了商中的生命。

    我在這裏認識了畢生的良朋好友，遇上了很多熱心教學、關心學生的好老師，如教了我們七年的柯美珠老

師、上課無比生動的何妙珍老師、嚴而有愛的蘇吳慧妍老師、慈祥的朱錦緣老師、讓我愛上家政課的黃陳少安

老師、唱歌動聽、字體秀麗的陳天送老師、鼓勵我修讀視覺藝術科的林錦華老師、不斷鼓勵我的陳志強老師、

會順道載我回校的丘志良老師、和我們打成一片的梁建桓老師、張志慶老師、尹愛萍老師、亦師亦友的陳國榮

老師、常給予機 會我的劉天生老師、精通中國歷史、出口成文的黎志佑老師、儒雅的趙偉建老師、和藹可親的

葉慧貞老師、視我們如子女的刁太等，遇上他們是緣分也是幸運，而且這並不單是師生的緣分，若干年後，是

另一種更長久的緣分。遺憾有一位老師，和她只有短短的一年師生緣。 

    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她的音訊，但她熱心教學，面帶微笑的溫柔臉孔常在我心中。她會用不同的方法培養我

們對英語的興趣：教我們寫英詩、做英語話劇、觀賞英語電影、閱讀英文報紙。有一次她走進課室，聲音沙

啞、說不了話，同學們興高采烈地誤以為可以有一堂自修課。但她卻拿起粉筆，在黑板上不斷寫字，她打算用

粉筆和黑板上一節無聲的課。當時，課室頓時鴉雀無聲，同學們肅然起敬，立即坐直身子、乖巧地拿著筆、專

心看着黑板。那一課，除了她用力在黑板寫字的聲音外，無比寂靜，這種寂靜無聲無息地如冬日的陽光滲入我

們的心房。她敬業樂業的精神也在我的心底埋下種子。她就是我中三的英文科老師──謝勵勤老師。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畢業離開商中四年後，因緣際會，我們一直敬重的刁培光校長聘請了我，非

常感謝他讓我回到商中這個家，使得我和各位老師的緣份得以延續。角色轉變了，昔日的老師成了我的上司、

同事、拍檔。同樣，二十年後的今天，我的學生也成了我的同事，商中成了我人生的一個歷練場。我何其幸運

和商中有這麼厚的緣份，在這裏我遇上了無數可愛的學生、傾力相扶的同事、不斷給予機會及鼓勵的上司，他

們源源不斷，一點一滴地注入我的生命，豐盛我的人生。

    商中今年四十歲了，大家上下一心，一同努力春風化雨，祝願商中繼續發光發亮，為社會培育更多的

人才。

    終於，我知道我和商中的的緣份縱使不是一輩子，但肯定也會超過大半輩子。 

徐雪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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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udied  in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for seven years.  In  those seven years,  I  came across a number of 
knowledgeable lessons. However, if you ask m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lesson in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what comes to mind is the first Use 
of English lesson.

    I was grateful  that my academic  result  in HKCEE was good 
enough for me to be promoted from Form Five to Form Six. However, 
this grateful delight only lasted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Another war, the 
HKALE, was approaching. 

    Everything in the A-level was far too demanding for a matriculation 
student. Even though I had already read the textbooks before lessons 
and memorized the content  in the textbooks,  it meant nothing. It was 
terribly difficult  to secure any good grades  for  the  future as every 
Form Six student in Hong Kong was terribly competent for a place in 
university. 

    It was 2nd September, 2005, the first school day of the academic year when I was in Form 6. I was welcoming the 
first lesson – the Use of English lesson. Different from now, Use of English was only counted as one-half of the elective 
subjects  like Physics or Chemistry. However, no one wanted to have an unsatisfactory result  in Use of English as we 
were  learning  in an EMI school. Therefore, my classmates and I were actually welcoming the  lesson with anxiety and 
seriousnes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esson, the English teacher introduced the syllabus for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After that, she 
asked the whole class a series of questions.

    ‘What is succes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uccess?’

    ‘How do you define success?’

    These bombarding questions made me nerve-racked as I didn’t have 
too much successful experience. My classmates and I debated for about 
ten minutes and drew no perfect conclusions. What we could barely 
accept as the conclusion was a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 If we have 
university degrees, we will have a highly-respected job, but what is next? 
Does  it mean I will be successful  if  I have a stable  job? We could not 
find any answers. Some students in other groups reckoned ‘high salary’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but again, what is next? 

    ‘It depends, depending on the status of your  life.’ This statement 
from my English  teacher ended  the  lesson.   Did we arrive at any 

A Lesson without a Conclusion

Mr TSANG Kai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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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answer? Did we come to a conclusion? This was  the  first  lesson which 
achieved no conclusion. Some students in my class got frustrated, it seemed that 
we wasted a lot of time in achieving nothing in the end! However, for me, I was 
quite keen on finding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irteen years passed by,  still  I  have not had  too much successful 
experience.  It  seems  that  I  cannot define success  right now. However, 
accidentally, one day, my parents defined it for me.
    ‘You are already my successful son.’

    I was confused by  their definition.  I am not  rich,  I am single,  I am nothing. 
However,  in  their mind,  I have succeeded  in doing anything  that  they cannot do.  I 

completed my high school studies  in a renowned EMI school  in Yuen Long.  I studied  in 
three top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successfully obtained university degrees. I have a stable job 
and a developing career. To them, I am their successful fruit for thirty years. 

    I really have to thank my parents for their appreciation.

    Yet,  I have a  lot  to  improve.  I still have a  lot  to do  for being a son, a  teacher 
and a scholarly person in university.  I am still making dreadfully a  large number of 
mistakes, and I am still making corrections as well as refining to be a better self after 

making  such  numerous mistakes, 
just  like a spaceman  in a spaceship 
chasing  for  a  star. The  distance  to 
success  is  extremely  long,  but  I  am 
approaching it closer and closer.

    Up to now,  I still cannot make a completely  true 
definition for being successful. Maybe at  the end of my  life  I still cannot 
find the key to success. Nonetheless, I can tell my Use of English teacher 
that at least I believe reflection is the key to approaching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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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were the days sealed with our spirited youth,
As spring comes and goes as perpetual truth.
Angry and brave were rash choices made.
Yet virtue grew amidst us stayed.

May summer be the fine-engined,
That crouched, dashed, hopped and grinned,
Agile were we shining on sports ground,
Where sweat triumphs in cheering sound.

Create not memories of long gone,
But minds and souls of forest fawn.
For winter shan’t be blizzards that torn,
Imprinted at heart may it live on.

With goal in sight shall we all be, 
As years laboured we persevere.
Care not as age counts in scores,
For wisdom has long arrived at doors.

Colours were autumn leaves synergized that pave,
A road to companions we in joy we wave.
More than sum of parts as we unite,
Shall it be all for good we behight.

Mr NG Man Chun

Season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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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大學畢業半年後，我才決定投身成為教師。至於原因，說起來

大家或許覺得老套，但的確源於相信「生命影響生命」。這份信念何時

萌芽？要算是學生時代吧，只是不到抉擇一刻也不自知。從前在這所學

校經歷的，沒有很輝煌，我只是個平凡的學生，但也每每被老師們關顧

着。從前無知，以為基本的師生關係和校園生活就是如此。就在此分享

一些過往的小經歷吧。然而，我可不會透露老師的名字呢！

    記得曾經某些負面情緒無處釋放，便滔滔不絕地寫在一向找不

到靈感的週記家課上。幾天後中文老師突然向我了解，當時非常驚

訝老師會如此重視，老師的幾句問候足以給我面對的勇氣。至於另

一小經歷，是因為某些原因而與老師交換信件，雖然只有那麼一

次，那封信字字窩心真誠，不帶一絲批判地道出我一直不願意面對

的不足，由此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某些人生觀。

    或許是以往被寵壞了，離開校園後，才漸漸發現別人的關心或真誠都不是理所當然的。我感激老師們讓

我在一個純粹而溫暖的環境下成長，在最容易胡思亂想的時期給予指引。也正因為如此，我在選擇職業上，

一直想從事與個人成長有關的工作，這不是甚麼偉大的念頭，只是個人的滿足感源自於此。「生命影響生

命」看似一個口號，我卻實實在在經歷過，所以我衷心寄望這份感覺能在這個校園一直傳承下去。

    我曾在課室怯生生地回答老師的提問，與同學把着臂遊走

校園每個角落。更多的時候，純粹獃在欄杆邊想東想西，校舍

上的一片天是我少年時的傾訴對象。未來會是甚麼模樣？沒想

到，多年後我會以教師的身份回來商中這個家。

    再次踏進這偌大的校園，每一隅都載滿青春的回憶，一顆

心比十二歲時更雀躍。學藝廊牆上那疙疙瘩瘩的油漆、球場上

此起彼落的歡笑、一張張笑盈盈的臉孔、一聲聲溫婉的問候，

那種親切、溫暖，正是我認識的商中。失意時，您搭過我的

肩；高興時，您為我拍掌     商中予我相守一生的好友。和藹

的您，教我關懷；嚴謹的您，教我堅持     良師授我的種種，

教我了解師者的使命。

    與 商 中 締 結 的 緣 份 ， 一 直 是 我 所 珍 視 的 。 衷 心 冀 望 ，

學 生 能 樂 在 商 中 成 長 ， 秉 承 校 訓 、 自 強 不 息 ， 堅 毅 地 邁 步

人生路。

陳亦彌老師

黃可欣老師

08/09年度陸運會，前排左二為黃可欣老師。

17/18年度秋季旅行，前排左一為黃可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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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驀然回首，這樣就過了四十個年頭，回想當年選擇升讀商中的原因很

簡單，第一是因為小學是元朗商會第二學校，第二是因為當年商中是一

所新校，所以中一學位特別多（有三百多）。

    商中歲月為我帶來非一般的經歷，當中點滴畢生難忘。

    自中一始，我擔任奮社的班代表、中二得到曾展忠老師的賞識加入籃球隊、中三擔任奮社總務、中四開始

擔任領袖生、中六擔任奮社社長及領袖生長。商中給了我很多機會去鍛鍊自己、發掘潛能，當中認識一班知心

好友與及亦師亦友的好老師，真是不枉此生！

    商中是富人情味的地方，在商中的七年生活，我結識了不同背景及性格的同學，而同學守規是出於尊重

老師及愛護學校，而不是畏於嚴格的校規。又記得有一年在曾Sir家寫陸運會號碼布，他還讓我們試玩電腦遊

戲，是用錄音帶接駁蘋果Mac機那款，相信現代的年青人不能理解是什麼一回事。這一切都是中學生活難忘的

回憶。

    商中給予很大的空間讓學生發揮潛能，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不但擴闊學生眼界，更讓同學之間建立深厚的情

誼。還記得我參加過的活動計有：籃球比賽、排球比賽、羽毛球比賽、田徑比賽、戲劇比賽等，真是多采多

姿，不亦悅乎。

    中學畢業後我升讀香港大學，還入住宿舍。商中的鍛鍊令我很容易適應甚具挑戰的舍堂生活，我還在三年

的大學生活中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及擔任不同的領導崗位。大學畢業後我立即投身教育行業，在我現職

的學校曾擔任籃球及田徑教練、訓導主任、副校長及於去年接任校長一職。以上所有的成就必定與我在商中的

七年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

    寄語師弟妹們，你們必定要把

握在商中的每一個發揮自我的機會，

珍惜身邊的老師和同學，這一切都正

在建立你，塑造你的將來。而商中的

每一位老師，你們春風化雨，桃纍李

碩，勞苦自不會白費，深信你們建立

的每一個商中人，將來還要造就更多

的人，把商中的精神傳承下去。

鄭思宏
1987 年中七畢業生

現職王肇枝中學校長

商中人—從尊重及自由生出來

相片攝於第一屆畢禮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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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皚皚白雪，銀霜滿地。在北國的清晨，收到來自香港好友的投稿邀

約，不期然勾起了異國遊子的鄉愁。離別依依，我記得，是當年我畢業

離開商會中學時的情愁 ……

    三十多年前，懵懂天真的我，在沒有父母或老師的指導下，自己報

讀商會中學。一切就這樣開始了。在這七年的學習中，我幸運地受教於

商中的良師們，比如中一班主任胡慧中老師的鼓勵和循循善誘，其他老

師如關仲顯老師、徐逢國老師，黎志祐老師，刁鄧可笑老師等的關愛，

讓我這個黃毛丫頭在商中的春風化雨下，茁壯成長。

    自大學畢業至今，一直從事教育工作。雖然現在的我在瑞典生活，但是我依然謹記商中校訓：誠、樸、

勤、奮，作為人處事的信條。面對瑞典和其他外國學生，我也常常勸勉他們應當以誠、樸、勤、奮的態度去成

就自己美好的人生。

    身為一位老師，我深切體會「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的任重道遠。在母校四十周年的特別日子，

我誠心送上祝福，並願母校的教育精神，能一代一

代承傳下去！                                                                         

葉惠興
1993 年中七畢業生

現職瑞典達拉那大學高級講師

相片攝於1992年。葉惠興於該

學年擔任商中總領袖生長、勤社

社長及校報編輯。

葉惠興現居於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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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在大家祝福下由村校寶覺小學升上了元朗Band One中

學：元朗商會中學，其後每一天都興奮的期待著上學！因為可以穿上讓我驕傲的藍

色襯衫跟白色長褲，穿梭在鄉間小路到元朗市區的路途上！ 

    進入商中就讀後，一開始就報名參加很多的課外活動社團或學會，如周敏學姐主持的辯論學會、中文學

會、象棋學會、集郵學會等，我當時參加課後活動的癡迷，就像我目前就讀小一的女兒一樣，總是下課後在校

園捉迷藏捨不得回家！期間交了許多的好朋友，留下了許多年少的片段及友誼。

    課堂上我常提問，也很愛看書，常出沒圖書館，大家都以為我很有學問，開學初，學友林嘉敏還跟大家猜

想我會是班上第一名，但因為英文基礎不好，課業的考試成績並不理想，商中三年都被編到E或F班，其中有兩

年是在浮動班度過。雖然課業成績不佳，但並沒有傷害到我的自信，這是因為老師們給予我機會學習及發揮自

己的才華！

    中二時我成為了集郵社的社長（全校七個年級），應該是創校以來最年輕的社長，而且繳會費的社員有

三百多人，當時盛況一時，學期末也獲得了學校頒發的熱心服務獎，印象中這可是我第一次獲獎，開心了很

久，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感謝當時的高志遠老師、以及陳國威跟雷芷茗兩位副社長的付出跟支持。

    中三時就讀E班的我，在不知名的情況下被推薦成為了新一屆的領袖生！我和許多成績優異的社長或學長

成為了糾察隊，協助老師管理校園的秩序。身處愛玩的年紀跟過分好動的同學組成的教室氛圍，在其中我建構

了自己在社會的初步價值，也領悟了一句話：「天助自助者，人重自重人」。在那時候，把唯一的放牛班學生

選為菁英班為主的「領袖生」，是代表了兩個意義：第一是學校有公平的制度，第二是表示我的努力和特質是

被老師們所看見的，在此感謝當時候推薦我的彭劍華老師。當年，學姐吳燕玲有次遠遠的喊著我的名字：三財

Prefect，讓我份外的記取在商會中學這份榮譽與驕傲，並期許自己可以持續：「抬頭苦幹，邁向傑出」！

    一九九五年六月離開商中以後，我常抱著哀愁、失落，其後幾年常常經過豐年路，感覺母校有著高高的城

牆，雖然我可以走進去和許多熟絡的校工聊上幾句，但離開總會帶著更大的失落，每每都去對面的「前進郵票

社」看一下老闆或到對面買一碗牛雜麵。

    一九九七年的八月，我抱著對自己人生的期許跟許多朋友的祝福支持，前往台灣就讀「國立僑大先修班」

及「世新大學」，開展了在台灣二十一年的求學與創業生涯。謝謝一路上遇上的貴人跟人間菩薩，非常榮幸在

今年329青年節獲頒中華民國107年度「青年獎章」，肯定三財在台灣的參與、奮鬥與公益方面的社會貢獻。

李三財
1995 年中三畢業生

維多莉亞韓語、易學網、就諦學堂創辦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先部傑出校友

107 年度青年獎章公益類得主

一封等待廿五年的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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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在台灣，時常回憶起在香港、在商中的成長歲月，在元朗運動場上和大家一百米接力的比賽、在走

廊上的微笑互動、在圖書館的靜謐。彭老師、溫老師美麗的笑，許

多老師的親切、各有特色的教學方式，都豐富了我的生命！

    感謝母校葉校長跟各位老師的厚愛，遠從香港邀請我為母校

四十周年校慶撰文，除了讓我和母校師兄弟們分享經驗及商中情

懷，也滿足我期待了廿五年「回歸商中」的那份渴望！衷心祝福

退休的老師平安快樂，母校跟大家都有更多個璀璨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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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GPS satellite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same 

year when YLMASS was established. Nobody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every mobile phone would be using this GPS 

technology forty years later. Even the thought that a phone 

could be portable was something  found  in science  fiction 

only. All thes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are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is coming up  in  the next  ten 

years, and I am probably being conservative 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n combined with a few othe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like blockchain and  robotics, 

will cause human beings  to re-think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Many people may not have  jobs, either willingly or 

unwillingly. Even the definition of a job will be redefined. Rather than doing tasks in the most efficient ways, humans may 

be forced to perform only  tasks that are very  inefficient  like psychiatry, music or poetry,  leaving the tasks that require 

efficiency but less creativity to machines.

    Education systems will unlikely catch up with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real world, but do not be afraid. Keep an open 

mind and a humble heart.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what I  learned at YLMASS as a student.  It prepared me well  for  the 

explosion of the Internet age that was ahead of me.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prepare students well for the upcoming AI 

age. Just like when the calculators, the PCs and the smartphones came out, we will do just fine in a world full of even 

smarter machines. 

CHAU Chit
1996 S.7 Graduate

Co-founder & CEO of Jide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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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形容我的母校，我相信沒有比「開心、和諧、自由」這幾個詞

語更適合的了。成為商中的學生是人生中最幸運的事情，在商中的七

年時光，我過得既愉快又充實。那個時候，功課沒有現在那麼繁忙，

容許我們有更多空間嘗試參與不同種類的課外活動；但我們不會因而不

重視學業，考試前我們會很自發地努力溫習。

    商中的師生關係非常融洽，特別是我的運動教練兼體育老師黃永業

老師，他發掘了我們許多的可能性，讓我在田徑場上大展所長。他亦是

我們的好朋友，與我們一起經歷許多成功和失敗，但他從不放棄任何一

位運動員，只要有心想練習，他都一定盡全力教。還有，另一位已退休

的體育老師，柯美珠老師，雖然頑皮的我們常常惹她生氣，但她從不會

放在心上，至今我們仍經常聯絡。有了這兩位體育孖寶，我在商中的每

一天都過得很充實和精彩。

    「團結、齊心、友誼」是商中帶給我們一眾同學的。鍾彩芬副校長是我中四及中五時的班主任，她美麗、

善良、堅強。她對我們充滿了愛，努力把我們一班三十多人，團結成了一家人。她的無私，讓我們每個同學都

樂於分享、互相愛護，我們會因為不想讓她失望而一起用心讀書、盡力考好會考。至今，我們這班同學大部分

都已成家立室，但我們仍然經常一起聚會和去旅行，我相信這份珍貴的情誼是源自鍾副校的愛心，她令我們團

結和信任彼此。現在，她已榮升為副校長了，她的毅力和堅持是我們的好榜樣。她是我們心目中永遠最美麗、

最可愛的班主任。

    此外，我要感謝葉慧貞校長，她是我們的英文老師，也是戲劇組的負責老師。還記得有一次，她帶著我們

由元朗一起搭車去尖沙咀文化中心欣賞音樂劇。她在繁重的工作中，也不忘抽出寶貴時間及爭取機會去擴闊我

們的視野及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沒有她給予我機會去大開眼界，初次接觸大型音樂劇演出，種下一份深厚的

情緣，我也不會以演員為我的終身職業。

    我的母校，元朗商會中學，不只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更重要是孕育了師生同心、互愛同行的氛

圍，讓我 成長後即使遇到高低起伏，也不輕言放棄，因我知道背後總有商中老師們的勉勵與支持。母校留給我

的，是人生中最美麗的回憶。

黃佩芝
2001 年中七畢業生

現職演員及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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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校既是元朗區內的英文中學，也是一所人才輩出的名校，在商中求學的五年時光讓我無比自豪。還

記得首次踏入商中校門時，心中非常雀躍，學校比小學的校舍大許多，更有三個籃球場，這些都讓我滿心期待

地迎接中學校園生活。在商中的生活果然真的是多姿多采，我不但認識了一生的摰友，更在學業及課外活動上

有不同的創新嘗試，當中的能力及技巧培訓令我畢生受用。從小學到中學，我一直都是步操銀樂隊隊員，在中

一那年，我們贏得全港總冠軍；雖然我只是負責表演道具，但這次獲獎的經歷令我十分難忘，我還記得當時獲

得的獎盃更在學校地下大堂擺放了至少一個月呢！

    商中是一所講求自律的學校，縱然求學時沒有每天早會，也不用排隊上課室，但我們總是自動自覺的努力

學習。這些看似瑣碎的事情，正正建構我們待人處事的態度，也都深遠地影響我的人生觀、職場管理及家庭教

育。還有，我想藉此感謝當時教我中國文學科的陳綺玲老師。她富有愛心、對學生無比關心，永 遠耐心的教導

我們，讓我們明白到知識與品格並重的重要性；這正好提醒我現在作為人父，對兩個小女兒的管教也以陳綺玲

老師作為榜樣。

    在此，祝願母校繼續發揚優良傳統，為香港培育更多人才，發光發亮！

鄭文瀚
2002 年中五畢業生

現職區域貨運銷售經理

鄭文瀚（左上圖，後排左一）和不少商中同學一樣，早已成家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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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Lam was the Guest of Honour for the S.6 Graduation Ceremony 2017. 

    My days  in YLMASS were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treasured memories  in 

my  life. The annual gatherings among our old buddies and  teachers have been 

the biggest highlight over  the years since graduation. Some of my classmates are 

doctor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like me, while others work as nurses, architects, 

accountants, teachers, bankers, writers, so on and so forth. Every single one of us is 

now dedicated to our role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YLMASS has inspired us to be better persons to contribute to our families and 

society. We were  taught how to be courageous and work hard  for our goals and 

dream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ho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my teenage life as well 

as to my alma mater YLMASS where I grew up. Congratulations to YLMASS on your 40th anniversary!  

LAM Po Sang
2003 S.6 Graduate

Associate Consultant of Hong Kong Eye Hospital & Clinical Assistant Professor (Honorary)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and Visual Sciences,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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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商會中學，我的母校，一輩子銘記。商中的六年時光，最難忘

的是各位老師循循善誘，不遺餘力、無私奉獻，給我們最美好的學習環

境；同學在學習和成長過程中互相扶持，一起艱辛奮鬥，共同走過會

考，至今仍是我生命中最要好的同伴。而商中最具特色定是六社的團隊

精神，尤其在陸運會及文化週，社長、幹事及社員眾志成城，通宵達旦

準備，向著同一目標奮發努力的時光真教人難忘。

    很感恩可以成為商中一份子，母校對我的恩情永生難忘。商中的

培育對我畢業後做人處事有莫大裨益，畢生受用。而商中校訓更是我

人生的座右銘，我的人生體驗讓我對校訓有更深刻的詮釋：

  誠    待人以誠、誠懇有禮

  樸    樸實無華、大方得體

  勤    將勤補拙、學無止境

  奮    奮發向上、自強不息

  母校，四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

 母校繼往開來，永遠昌盛！

徐麗婷
2003 年中六畢業生

現職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稅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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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路上，再次望見那大大的招牌，心血來潮般問自己，人生在世，真的是Never  too  late嗎？剎那間，

過往數十年的回憶有如走馬燈般在腦海掠過，當中少不了在母校六年間的點點滴滴：課堂上各位恩師的用心授

課和同學間的歡聲笑語，籃球場上的汗水和你追我逐，陸運會前社幹事們競賽式的籌備工夫，聖誕聯歡會上萬

眾期待的刁校長歌聲……

    「待下一節課時才專心一點吧！」「待下一場比賽才拼命吧！」「改天才跟那個同學解開心結吧！」「找

個機會再跟那位老師，或者校長，說句多謝吧！」

    大概，這些念頭當年總出現過無數次；永不會太遲，不是嗎？

    原來，種種曾經是現在式，每年每月每天都伸手可及的人和事，都有悄悄化為回憶的一日；原來，若當下不加

以珍惜，一切都只會成為回憶的一部分。回憶雖甜，但只能回味；當下，卻在咫尺之間，只待人們珍惜和掌握。

    不要讓今日身邊的摯友淪為舊相識，不要吝嗇對一眾恩師說一句感謝的說話，不要讓身在母校的的歲月僅

僅是成長的過程；珍惜眼前有如手足的同窗，有如父母兄姊的老師，有如家的母校。

    Now, or too late. 

    最後，送上對母校及一眾恩師的祝福，及祝願學弟學妹前程錦繡。

曾宗堯
2004 年中七畢業生

現職香港執業大律師

Never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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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說大學是年青人表現自己的舞台，而中學

就是年青人樹立目標、追求卓越的起點。在母校的六

年，不僅僅是知識層次上的躍進，也是我們從少年到

青年的轉變過程，我們從不諳世事逐漸變得通情達

理，雖然依舊年少輕狂，意氣風發，但是我們也在漸

漸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感情觀。畢業後，

我一直秉持商中老師的教誨，以及校訓「誠樸勤奮」

的勉勵，商中教給我的讓我受益終生。

    中學是青澀的，那個時候的我，與現在相比，幾乎是空白的。懵懂中我知道想要讀醫，可是那個時候的我

並不知道，當日所做的許多看似沒有意義的事情，現在卻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那時候，透過同學的引薦，

加入了扶輪少年服務團的大家庭。就這樣，我和很多扶輪社的「同事」齊心協力策劃與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活

動，心中總是有股莫名的感動    我並不是一個人。其他的事，即使只是一些零碎的畫面，但與那些熟悉的人

一起玩耍留下的笑聲，散落在課室，或商中的某個角落裡，今天都成了我珍重的回憶。

   

    商中教給我的東西雖然點滴，但卻細緻入微，有如微風細雨，潤物無聲。商中老師的教導讓我有勇氣到北

京大學學習醫科，到劍橋大學留學。我感謝母校的每一個人、每一棟樓、乃至一花一木。距離我上次執筆可能

已經有十年之多了，光陰荏苒，轉眼之間，我已經離開商中十四年了，一個偶然的機會，透過與老師的交談，

才得知原來母校今年四十周年，一種激動還有感動的情感湧上心頭，儘管我在商中的時間只有短短六年，但是

這六年卻是如此豐富多彩！回想中學的青蔥歲月，母校給我的實在太多太多，我難以回報，唯有在母校四十周

年之際，寫下些許文字，送上我的祝福，祝我的母校—元朗商會中學生日快樂！

黃庭耀
2004 年中六畢業生

英國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現職英國家庭醫學顧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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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中的回憶是美好的，因為有好老師。

    還記得中二時，黃陳少安老師（Mrs Wong）是我的班主任，有一次我

成績退步了，由考第五名，跌至第十幾名，她不單沒有責罵我，反而很溫

柔、很耐心地了解我的情況，還鼓勵我下次再努力。我沒記住她當時的每

一句話，但我永遠記得她的溫柔。Mrs Wong的責任心和關心學生的態度，

令我十分尊敬她。

    中四讀文科的我，最討厭的科目就是歷史。鍾慧晶老師（Ms Chung）

倒是有超能力能把沉悶的事變得有趣。中四、五時Ms Chung自製的教案，

早已發黃發霉，但到大學我還捨不得丟，因為偶爾翻看，你會發現許多創意十足的內容。例如用卡通漫畫去表

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遠因和導火線、希特拉在大戰時的暴政等。雖然我已經畢業了很多很多年，但那些卡通

畫面，至今我還記得一清二楚。Ms Chung一直以來善用活潑的手法教授歷史，她設計一連串有趣的教學活動，

打破課堂沉悶的氣氛，她以行動告訴我們：歷史科也可以很有趣！

    除了教授書本的知識，Ms Chung也是扶少團的負責老師。當中一年的密集訓練記憶猶新，包括未能依時完

成任務而罰洗公廁、徒手攀登幾米的高牆以克服畏高等等。其中最教我難忘的是在水中央跳水練膽，當時我在

未有準備好的情況下不小心掉進水裡，隊友們為了救不諳水性的我疲於奔命，使原本一個提升勇氣的活動，演

化成團隊合作及危機處理的體驗……這一連串的經歷，令我深深體會到當年扶少團的精神：「真誠、坦白、自

信、有愛」。這八個字亦成為我終生受用的格言。

    商中老師認真的工作表現深受學生愛戴，他們的教學熱忱及努力深具感染力。在商中的七年是難忘的。適

逢商中四十周年，在此表達我對各老師的尊敬、欣賞、感激，亦祝商中生日快樂，培育更多社會人才。

黃婷芝
2005 年中七畢業生

現職英皇國際（地產部）高級物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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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ll experience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life. YLMASS, was a milestone proudly 
achieved. My seven years of secondary school lif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e.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a shy and quiet student. Never had I  thought too much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life other  than the usual path on which one gets good marks 
at school, goes to a university and gets a good  job.  I probably had dreams then, but 
they were foreign and unclear to me. I didn't have enough faith  in myself.  I had yet  to 
discover m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Learning  from my mother school not  to  just be academically brilliant but also  to 
develop as a whole person,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my possibility and expand 
my horizons.  I didn't  just  learn textbook knowledge but  I  learnt about myself, my self-
limiting beliefs and the countless possibilities in life. Life truly is what you make it. 

    Be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act Club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high school 
experience. I formed strong bonds with my teammates and many of us still remain close. 

It was an empowering experience. I realised that I could achieve so much more than I thought. This belief has shaped my 
leadership skills and given me the courage to pursue many goals that I otherwise wouldn't believe I could achieve. 

    Our life journey is made up of a series of small decisions made daily. It's about having the courage to try. It's about 
doing things that make us feel uncomfortable but still push through them. I was able to nurture my courage and curiosity 
through the playground of YLMASS, where it has prepared me to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growth instead of fear. 

    I have worked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art-ups, and established a small business of my own, both in Australia 
and Hong Kong. Wherever my decision takes me, I made sure it is a direction that will lead me to become who I aspire to 
be, a leader who can influence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in whatever small ways I could. 

    As an alumnus, a sister and a friend to all my fellow YLMASS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share one of my favourite 
quotes: Shoot  for  the moon. Even  if you miss, you'll  land among the stars. Have the courage to pursue your dream. 
Always ask yourself, what's  the worst  that's going  to happen? Let's all change our mentality a  little  to embrace and 
celebrate failures. It only means you are one step closer to success.

    My last bit of advice?  Be kind and courageous. Most importantly, have fun. Special thanks to all the teachers that 
have taught me over the years. Without your selfless giving, guidance and love, I would not be who I am today.

LEE Man Yee
2007 S.7 Graduate

Project Manager of 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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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對白有云︰「人生有多少個十年？」，轉眼間我已經在商中畢業十年了。回想當年的我，雖然只是

芸芸商中畢業生之一，成績也只是中等，但母校卻給了我了一段難忘又珍貴的回憶。

    還記得升上中四的時候，由於這是文科班，因此班上的同學比例是陰盛陽衰（34女︰10男）；而且在同班

的男生中跟自己在初中時已稔熟的寥寥可數，所以令自己跟班上的同學相處出現困難，同時在學習進度方面也

因為課程的轉變而跟不上。

    幸好，身為班主任的李麗虹老師在沉重的課擔中，也會主動關心班上同學在學習及課堂以外的需要。她知

道我的情況後，不但引導我如何改善自己的社交技巧，而且鼓勵我參與班上及校內的活動（如大食會、旅行、

班際歌唱比賽等），使我「開竅」起來，更容易融入班上的同學圈子，最終既可結交更多班上的同學為朋友，

同時可以便於和同學切磋、交流學習上的困難，互補不足，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日子有功，這些困難在一

段時間後便迎刃而解了。從此， 我便視她為我在商中最敬重的老師。直到如今，她對我的教誨自己依然銘記在

心，在這裡我再次向李老師表示深刻的謝意。

    光陰似箭，當年畢業時正值三十周年校慶的商

中，現在已經四十歲了。身為校友的我，衷心期望

母校延續春風化雨的使命，培育更多品學兼優的社

會棟樑，昂首闊步邁向下一個十年─五十周年金禧

校慶，以及更多的十年……

區恩榮
2008 年中五畢業生

現職許兆鴻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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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f l ies ,   i t ’s 
exhilarating to express 
my  p leasure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the 
40 th Anniversary  of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 l   (YLMASS). 
I  absolutely  cherish 
and  treasure  every 
memory of my days  in 
YLMASS, particularly 
those episodes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4 and 5. Undoubtedly,  the  fantastic 
school life in YLMASS can never slip my min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school staff members in YLMASS, 
especially my  teachers.  Thanks  to  your  honorable 
profession, you gave me the strength and firm grounding 
for making the decision of selecting my current occupation, 
which is being an educator. I made up my mind and chose 
to be a teacher 4 years ago. In the past, I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guidance,  caring,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all my  fellow  teachers, who  gave me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ways commensurate with our personality, 
interests, talents and potential. Under such an all-rounded 
and compet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I was maturated to 
excel my competence in various areas. Honestly speaking, 
I’m very happy  to grasp  the  chance  to offer  our next 
generation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s what YLMASS 
teachers gave us, standing by students with their dreams, 
visions, hopes, and fea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o  further  fulfil my commitment  to YLMASS,  I have 
joined  the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this  year  and 
become one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Tremendous, 
wonderful and various events are well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throughout  the year, which enables me  to 
continuously  contribute  to YLMASS. We aim  to make 
YLMASS not  just a secondary school  to  its current pupils 
but also a harmonious  family  in which all YLMASSians 
can share the moments together.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lways groups of YLMASSians holding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and being very willing to have 
regular  reunions  no matter where we  are.  From  the 
Alumni Association’s point of view, enjoying the Poon Choi 
Banquet and organizing different sports competitions have 
not only connecte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YLMASS 
but  also given all Alumni members an opportunity  to 

WAN Hiu Fung
2009 S.5 Graduate

BAFS & Mathematics Teacher of ELCHK Lutheran Academy

flashback and appreciate  the overwhelmingly significant 
tradition and culture of YLMASS. 

    Besides, my  life  in YLMASS was mainly with my 
fraternity, which was all about  the volleyball and  football 
teams. Participating  in  these  two  sports  in YLMASS 
prepared me with an athlete’s mindset.  I  learned how to 
cooperate as a unit with my  teammates, work hard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aintain a balanced  lifestyle. This 
is what I acquired from an earlier age that motivates every 
action I take now. 

    One of my most memorable occasions was at  the 
HKSSF game when I was 16 years old (S.4) representing 
YLMASS.  It was a semi-final  football game. Regrettably, 
I was not able to finish the game. My left wrist was badly 
injured after a  fierce clash with an opponent  in  the air 
and eventually  I was sent  to hospital. My coaches and 
teammates  leaped for success because we had  just won 
the semi-final game  in  the penalty shoot-out.  I  received 
lots  of  blessings and best wishes  from many people 
after  the  injury,  but wha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s  that  the whole  team of  football  players  visited me 
at  the hospital  right after  the end of  the match. At  that 
moment,  I understood  I got  faith,  love, and everything.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YLMASS has given me a  fantastic 
sports  life and  let me realize  that hard work, dedication, 
and consistent practice could change me  into a more 
disciplined and organised person.

    I   am  so  proud  that  the  teachers,  the Alumni 
Association,  and  the  sports  teams have  brought me 
positive impacts to continue my success. On the pleasant 
40th anniversary of YLMASS, I wish my alma mater to be 
an even more successful school in the Yuen Long district, 
enlightening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become persistent, 
responsible,  respectful  and upright members of Hong 
Kong. Congratulations again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YL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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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 a decade since waving goodbye to YLMASS, reminiscences 
of the life therein have never ceased. Pieces of memories are stitched 
together  to create our own unique YLMASS story, yet  these may 
sound familiar to many: -

  dashing to the greenly varnished buildings at 8:34 am every morning;
  “greeting” the school Discipline Master (i.e. Kwan Sir) at the school entrance;
  painting the house-representing canvas before annual Sports Day, etc.

    I was not the sole author of my story, I wrote it conjointly with the people here.
 
    This is where we strike up life-long friendships, though it may sound a trifle platitudinous, not only from teams and 
groups where similar interests are shared but also from the class with which we spend literally every day. People come 
and go, yet these bonds happen to be genuinely maintained, and we cannot be more appreciative of that.

    Teachers here are irreplaceable, I mean it in all sincerity. They give a helping hand in pushing us to our “academic 
highs”; endeavour to trigger our passion in respective subject(s) or in life; and make the subjectively dull  lessons more 
interesting (or boring). To name a  few (by no means exhaustive) whom I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express words of 
gratitude in person to,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e stunning, amiable and forbearing Ms Lam (English);
  the hardworking, persistent and scrupulous Ms Wong (Economics);
  and the adorable, gracious and benevolent Ms Or (P.E.)

    The study here forms the backbone of my story. Amid huge uncertainties as being the guinea pig of the new school 
curriculum (i.e. HKDSE), we doubted, hesitated and worried yet also embraced dauntlessly  the challenge. As cool as 
a cucumber, we surmounted it. And here and there we all are now, dispersed around the city and the world, dedicating 
ourselves to our respective determined paths in life and excelling in them.

CHAN Wai Ki
2012 S.7 Graduate

Inspector of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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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MASS and  the  teacher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fostering our interests. I was fortunate in having built up my passion 
for the English subject here, which prompted my pursuit of English 
studies as a maj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ooking back 
sometimes,  the education  received  in YLMAS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al knowledge, which we 
might not have realized when being a student.

    Non-academically, my  lifelong hobbi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ur  to  five  times a week, we stayed after school or  returned on 
weekends to school to sweat, to laugh, and to spend valuable time 
at the school playground. Those sweats were never salty but sweet, 
and no perspiration could ever be  identical  to  those anymore. By 
joining the school Handball and Volleyball  teams,  I  trained up my 
persistence, diligence, endurance ... the list goes on. Sports teams 
of YLMASS have been flourishing whilst hearing names of YLMASS 
athletes in college or other levels is thick on the ground.

    My story here has ended yet it has brought me perpetual inspiration. It enlightens my life, enriches my experience 
and engenders remarkable bonds between us. Hitherto, I at all times proudly present myself as an YLMASS graduate.

    Last but not  least,  I cordially congratulate YLMASS on her 40th Anniversary and wish her continued success  in 
nurturing more pillars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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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已經離開商中六年，直至有天收到

老師的邀請，為校慶刊物撰稿，才知道商中即將進入另一個十年

了，但三十周年校慶的活動依然歷歷在目呢﹗

    回想起來，在商中度過七年的青蔥歲月真的讓我回味無窮。除

了有一羣一起成長、一起學習、一起嘻笑玩樂、一起在會考及高考

前奮鬥的同伴，還有一羣亦師亦友的老師，不但為我們提供無限量

的支援，還給予我們很大的自由度和信任。

    對我而言，商中不但是個

讓我成長，還是個讓我更

了解自己、發揮自己的地

方。在初中時，我們的學

業壓力並不重，沒有排山倒海的功課、沒有源源不絕的測驗考試，但這

並不是老師們懶惰，而是教導我們讀書學習從來不局限在書本上、老師的

安排內或在學校裏，而是取決於自己探索世界的熱情與動力。這不但讓我學

會自律，還給予我平衡參與課餘活動和應付校內學業的機會，好讓我能發掘自己

的潛能。在高中時，雖然壓力並不輕，既要學習大量的學科課程，又要面對公開試的迫近，還需要在課餘時間帶

領社務或會務，但在商中的環境及氣氛中，心情卻從不會沉重或孤單，而是覺得身邊總有著一大伙正面積極、互

相支持的同伴。

    所以，雖然已經畢業多年，但每當

想起校園的點點滴滴，還是會感觸良

多，多麼慶幸自己曾經是商中的一分子

呢！在此，希望商中繼續發光發熱，老

師們工作順利，同學們前程錦繡，共同

為商中創造另一個精彩的十年。

謝宗配
2012 年中七畢業生

現職民政事務總署聯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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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my graduation  from YLMASS  in 2013, 
I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joring  in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Despite leaving my alma mater for such a 
long time,  the memory created  in  the old  time has 
not  faded away.  Instead,  its  fruitiness has been 
gradually escalating as the aging of wine.

    Reminiscing about  the old days,  I still cannot 
believe  that  I  have  harvested  such  variety  of 
astounding stuff in my school life. The school valued 
an all-round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provided numerous 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 
where we could explore our own potentials  in our 
secondary schooling. 

    Particularly, the junior forms were a less pressured period in which we could have a lot of activities. We had sufficient 
time developing non-academic ambitions such as sports, uniformed groups,  interest activitie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I 
remember that I participated in the AYP program in junior forms, which wa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get a taste of 
outdoor camping. 

    More importantly, it is more than heartening to see the bond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my fellow students. Entering 
senior forms, I would say it was a period laden with quite a number of important decisions to be made on our own, for 
example the selection of elective subjects, choice of university or  long-term life planning. As a 14-year-old youngster 
with  the absence of much  life experience, a wrong decision made could sow the seeds of  future  regrets. Teachers 
were always supportive and patient  to  listen  to our needs and thoughts, and accordingly bringing more perspectives 
to us. Despite their  tremendous administrative and preparatory work,  they were willing to spend hours and hours after 
class doing counselling and having in-depth discussions with us. The power of their words and instructions was beyond 
measure. Moreover,  in view of our snowballing workload of assignments and assessments,  they were so considerate 
that they shared ways of maximizing what we could acquire with the minimal expense of time and effort as well as the 
techniques of triumphing over challenging exam questions. Not only do teachers distribute their knowledge, but they also 
act as life tutors as suggested by Confucianism to shatter doubts held by us, leaving us a lifelong legacy. 

    As my  topic  “Every Ending  is a New Beginning”  reveals,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had come  to an end, and  I 
welcomed a prosperous life in the university. The most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was the autonomy in which I needed to have my ow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in university.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since a greater extent of freedom is allowed in tertiary education – some undergraduates might 
lose their direction, but some could seize the chance to maximize the jewels they could shovel in the period.

    Throughout my university  life,  I stood  firm with my motto: Trying  is  the only option. Rewards of stepping away 
from the comfort zone are beyond imagination. Frankly speaking,  I was fortunate to experience an array of  invaluable 
activities, for example, joining the student society, doing outreach services, participating in an overseas service trip and 

HO Yuk Tai
2013 S.6 Graduate

Year 5 of Bachelor of Science in Global Economics & Finance,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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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ing in vari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y third-year study, I went for being an exchange student in Italy and tasted 
the overseas  lifestyle and studying.  Independence was not a challenge for me;  instead,  I  took  initiative to make more 
friends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rners of the world. 

    Having been promoted to senior years in university, I seized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in several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in order to experience the work culture and job nature. Time always sneaked away during the hectic work life, 
reminding me of the importance to treasure the prime and green years. Unlike the greenhous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e 
workplace requires a high degree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initiative to contribute solidly to the company. The problem-
solving and multi-perspectiv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cquired  in my education were highly beneficial  for me  to make 
informed and prompt decisions in stressful situations. 

    Every graduation  is supposed to be a pleasurable milestone which deserves clinking of Champagne goblets and 
celebration.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I will be turning another new page in my life history book. The world is changing every 
day, but our spirit and value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glow. 

    Last but not  least,  I am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write  this article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my dearest alma mater. Meanwhil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warmest and sincerest gratitude to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Without your nutrients and sunlight provided in 
the virtuous greenhouse during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I could not have flourished and accomplished those impossible 
missions. 

    Wish you all every success in your future endeavors and YLMASS another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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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ook out from my blazer pocket and unfolded 
the  two  thin pieces of  paper,  delicately placing 
them on  the  light oak  lectern. The sheets were 
bleach-white reflecting the shine from the spotlights 
overhead. My  eyes were  dizzy, my  legs were 
weakened,  and my  heart  was  thumping. This 
moment  felt  like  three years ago my  first Mock 
Trial competition. But  instead of standing before 
teachers,  this  time  I was delivering a speech  to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professors with big names.

    My  life  in YLMASS did not go much beyond 
studying until  I was  in senior  forms.  I was given 
many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One of  them was  the Mock 
Trial  competitions.  It was  truly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allowing me to compete and interact with the high-achievers from other schools.  I grew up being timid and 
ready to flush whenever I had to talk before a group of people, but these competitions emboldened me by compelling me 
to speak with (pretend) lawyerly confidence. Beyond my expectation, I was honoured to receive the “Best Lawyer” award 
in my first competition.

    Some of my  friends were amazed by how I could be  interested  in  the most daunting  thing ever—law. But  I did 
enjoy every single bit of the competitions. I enjoyed reading the case materials to anaylse the arguments on both sides; 
I enjoyed talking with my teammates to dig out the flaws in each witness’s testimony; I enjoyed writing my scripts and 
sharpening the words in them as if  I was going to a real court.  I  found out my passion that  led me to the subject I am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now.

    My  relationship with mock  trial did not stop  there.  In my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I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Advocacy and Mooting Society, which promotes mooting among law students. Simply speaking, mooting is the advanced 
version of mock trial that invites debates on real law instead of fictional facts given. In spite of my mock trial experience, 
it was a new start for me and I had a lot to learn not only because moot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mock trial, but also it was 
my first time being a leader of an established body. I panicked in delivering the inauguration speech, and my decisions 
during the term of office were not free from mistakes. But it was a memorable journey of learning and challenging myself.

    My experienc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both the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has taught me that knowledge 
in  textbooks  is only a corner of  the world.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ies  I was offered, which were  large parts of my 
school  life. My greed somehow drove me to take up too many duties and commitments and made me struggle while I 
was in YLMASS. But I am grateful for my teachers, who were considerate of my workload while keeping on reminding me 
of the importance of striking a balance. 

    I stood again behind the same lectern putting out my script, but this time I was giving a speech as the marking of the 
end of our term of office. Four years later, I am now about to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Chapters of life close, but they do 
not merely symbolise the end but also the beginning, this process going on and on.

YIM Wai Ho
2013 S.6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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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聞得一位中學同學訂婚了，才驚覺時間

過得如此之快。畢業原來已近五年，幾近比念書

的時間還要長。

    中學對我而言，大致是快樂的時光。撇除只

需上學，而毋須上班的因素外，不世故、天真而

衝動是可貴的特質。

    仍然記得不少在商中的有趣片段，鄰班朋友小息來探望我，卻被全班自覺地坐在位子上，或溫習或做功課的

模樣嚇跑；每日與同學們留在課室繼續做功課，從被清潔姐姐趕跑，到與她們「惺惺相惜」、成為朋友。回想起

來，特別感激高中三年的老師們，她們（數數手指，教導我的八位老師，全是女性）認真的教學，亦師亦友的態

度，促使我能不斷進步，打從心底的喜歡學習，及至現在，知性與靈性的知識仍深印腦海。也猶幸自己除了讀

書，各項活動都有過一點經歷，學生會、社、女童軍都玩過，上山下海、捱更抵夜，都是快樂的事。

    然則凡事都有定時，六年便是六年，離開中學，如願升讀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中同」散落四方，還是會

偶爾相聚，是彼此生活的一池清泉；同校的朋友不多，但每逢在偌大校園碰到，也會感到分外親切。大學裏逐求

的是理論基礎及獨立思考，多的是自由奔放，少的是凝聚向心，若無母校同學與老師的陪伴與結連，成長相信定

大大變調。

    去年終踏入職場，終究確切明白個人與社會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人變得世故成熟，但從事新聞行業，重要

的卻是一份天真和衝勁。及至現在，於不斷成長的途中，仍時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目前仍在元朗居住，每次遇見穿著校服的師弟妹，心裡都會有一點奇妙的感覺。我希望他們在這裡得到

的，比我昔日得到的多；我希望每年入讀此校的學生，都能在此處的蔭庇下，享受六年的無憂時光。我希望他

們知道，如果說青春是一首詞，中學的時光便猶如它的上半闋。如果說中學生不世故，我喜歡那份我也曾有的

不世故。

段曉彤
2013 年中六畢業生

現職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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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錯過了母校中六Last Day。

    學弟妹私訊問我，會否歸來留影留念。記得我中六Last Day時，他們中二，是當年中五在位扶少團長和奮

社副社長時，甫到商中的中一寶寶。那時的他們與Last Day距離很遠，還有四年。現在的我距離Last Day也很

遠，已過四年。今年我大學畢業了，慶幸他們還能記起這隻老鬼。 

    Last，能Last多久就多久。

    Last Day於我實在模糊，來來往往的拍照和急急攘攘的溫習，校服又被家母無情拋棄，遺落同學們的寄語

感言。大抵日月漸遠，事忙心便忘，顆顆回憶的銀珠落地，總有遺失。又大抵我從未離開吧，似乎沒有一個真

正Last Day。如要以中學六年生涯比作生命，那麼母校賦予我的學生身份早已死去。但因牽念，三朝兩日就回

魂到母校蹓躂，拜訪一下老師，耍樂一下學弟。最深銘的是奮社和扶少的根，時約見分享，時同行作伴，時警

醒告誡。趣在剛送走一批中六學弟，便要相迎一批中一學妹，哭哭笑笑，其魂應死而未死。

    因為這裡值得，我們才會孜孜不倦地回來。扶少學長計劃四年，始借機時

時回校，又籌組了奮社老鬼團兩年，暑假又可以再油大布。其實心知，那個

充滿耳語的課室，早變換了聲線；那場激動的球賽，早是另外一張稚臉。

我們曾經所愛的商中，也早就漸變成新世代的商中。一點一滴，看似細

碎；嬉嬉鬧鬧，看似無聊。但起碼我們記得，我們曾在這一手一腳創造

了幾年最美好的中學生活。曾經我們在這裡，一同活潑地長大，又一同

發奮，一同見證幾次花開和花落。

    Last，想Last多久就多久。

    年華指間沙，寄語共勉學弟學妹：享受青春，請注意保鮮！

    但願再來尚見：一襲青衿，少女幾笑，半度夕陽紅。

鄭智升
2014 年中六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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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bout  four years ago, my father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offering scholarships  for students  to study overseas. He  told me 
about  it, but  I did not  look  into  it because I  thought  I would not stand a chance.  It 
was not until Ms Lam asked me if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scholarship  that  I 
started considering  it seriously. After hours of research and paperwork,  I finished 
the application with help from teachers.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HKDSE,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saying  that  I was offered  the Hong Kong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That moment 

was arguably the turning point of my life.

    The Hong Kong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HKSES) was launch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support local 
students  to pursue studies  in world renowned universities outside Hong Kong.  I am currently pursuing a Bachelor of 
Science (Forest Sciences) degree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in Canberra, Australia. The ANU is ranked 
the 20th in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7-18.

    What happened to me  in YLMASS has shaped me significantly. My passion for  the environment might not have 
developed without YLMASS. I was involved in the AYP Programme which provided me with opportunities to connect with 
nature. The Gardening Club and Juvenile Horseshoe Crab Rearing Programme further consolidated my passion for the 
environment. I feel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study in Canberra, because it is surrounded by nature reserves and national 
parks which provide me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relax, just like YLMASS.

    Apart  from environmental programmes,  I also participated  in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YLMASS.  I was a 
member of  the School Band and a cast member of  two YLMASS English musical productions, namely High School 
Musical 2 and Grease.  I was also  i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ll  these activities were extremely beneficial  to my 
pers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kills that I acquired in YLMASS, I have been able to make the most of my university life 
in Canberra.

    Taking  up  leadership  posi t ions 
in  different  groups  also  improved my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leadership skills. 
Being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was definitely a challenging 
responsibility, but exceedingly  rewarding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the teachers who gave 
me a chance to take part in any leadership 
positions as those experiences were very 
valuable.

    As  I  have mentioned earlier,  I  am 
currently pursuing a Bachelor of Science 

LAW Tai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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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Sciences) degree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which offers high quality research-led teaching. 
The degree focuses o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levant  to the environment.  It also explor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specially for forest ecosystems.

    During the first  two years of my study,  I was  living  in a residential college on campus. The supportive community 
within the college embraces diversity, engagement and a culture of achievement. Many close bonds were formed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for example, playing sports, political discussions, group study and debates about which type of pasta 
is more superior.
   
    Canberra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Bush Capital’ of Australia because  it  is surrounded by natural  landscapes, 
nature reserves and national parks.  It means that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learn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immersing myself  in nature instead of drowning myself  in books.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many field trip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Canberra. Places such as the South Coast, the Kosciuszko National Park and Namadgi National Park 
are perfec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practice what we learnt from classes.

    My university  life  in Australia has been enjoyable, only because 
of all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that  I acquired and gained  in 
YLMASS. Without YLMASS, I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been studying 
in Australia. Thus,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that YLMASS 
has given me. Not only did YLMASS  teach me knowledge  from 
textbooks but also how  to be a  friend, how  to work as a  team… 
basically, how  to  live a  lif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members  in YLMASS who created  such a wonderful 
environment for us to learn, play and grow u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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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days, founding a secondary school is by no means an easy task, let 
alone running a reputable middle school in town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In the 
previous  four decades, my mother school,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has  nourished  numerous  talents  who  have  brought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So memorable  is  the time that  I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kid to a young adult in this renowned school.

    Having left my mother school for nearly three years, I am currently a Year Three undergraduate studying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ut the scenes I studied in YLMASS are still embedded in my mind. To many, tertiary 
education may be  the crucial phase  to  their  live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cern of  the  future career path. 
Nevertheless, secondary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stage to me as it entails myriad choices and dilemmas 
that will guide you to various destinations. Our teachers  in YLMASS resemble the beacons in this vast and boundless 
ocean, pointing the appropriate directions. When I received the result of the HKDSE Exam, I was particularly perplexed 
by the choices of my further study, but  luckily, my teachers, considering my interests and strengths, provided me with 
very concrete and useful advice, which guided me to my favourite major study – Translation, allowing me to have my 
wonderful university life now.

    Since  I was admitted  to  the Translation Programme,  I have engaged  in  intensive and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training, which  is considerably conducive to my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Being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is beyond 
doubt a challenging and demanding task, because it requires highly qualified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peech delivery 
techniques. Fortunately, I have received sufficient bilingual training in my middle school. In November 2017, I completed 
my  first attempt  to be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in  the Mainland-Hong Kong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Symposium 
organis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conducting English-to-Mandarin and Cantonese-to-Mandar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s. The event was  immensely  interesting because not only could  I be equipped with precious practical 
experience, but I could also learn from other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that I worked with.

    I am going to graduate soon, hoping that I can 
also bring contributions  to our community,  just  like 
what our senior students have done. I believe more 
and more talents will be nurtured by my alma mater  
in the future; I believe our school will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o accomplish  the splendid mission of 
education; and I believe the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be proud of  coming  from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WU Ming Lin
2015 S.6 Graduate 

Year 3 of BA (Hons) in Translation, HKBU

202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商中人語  校友來鴻



    要寫這六年來的點滴，說真的，不知該從何下筆。

    總說中學的時光是人生中最難忘的，的確如此。雖說六年，但對我來

說，最深刻的是高中的三年。

    說起中學，第一個浮現的當然是那班同班了三年的同學。有時候看著手機裡的照片，明明已經過了三年，

卻好像剛畢業一樣。對著這班同學三年，每天最少七個小時，比跟父母相處的時間還多，對我來說，他們是很

特別的存在，一種以後也不會再找到的感覺。說是家人吧，也還不至於，同學嘛，也太見外，朋友吧，是的，

是朋友，即使現在不是經常見面，但在我心裡，總有他們的位置。

    有人說，中學的朋友是最真心，會陪伴你最久的。現在回想這句話，才領悟到它的意思。在年輕懵懂的季

節裡，有那麼一群人每天跟你待在一起，大家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說八卦，聊是非，一起面對挑戰，一起成

長。就這樣，在你一生中最寶貴的歲月裡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笑臉，「中學同學」是一個不可取代的存在。

    離開了中學，再次獨自踏上另 一個未知的旅程，就像六年前剛升上中學一樣，害怕著，緊張著，卻又期待

著。升上大學，更多的是獨來獨往。即使認識到朋友，但大家的時間表不同，這個學期認識的同學，下個學期

可能因選課不同而少碰面了。大學多了一分自由，少了一分親切。現在回到商中，看著學弟學妹，想起以前的

某一天，我也和他們一樣倚著欄杆，聊天說笑；看著以前的教室，想起和同學一起上課的日子……回憶如泉

湧，周圍的一切都散發著熟悉的氣息。但即使再熟悉，也抵不住改變，新老師、教室裡添置的新用具、操場掛

著的新海報，我的身分也改變了，不再是穿著藍色校服，拿著學生證的學生，而是穿著便服，拿著訪客證的校

友。每次回去，總是既熟悉又陌生。

    一切都在變，但唯一不變的，是回憶，青春，「商中人」。

陳鈺宜
2015 年中六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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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時候到戲院看《不得鳥小姐》（Lady Bird），當中的這一場

戲讓我思考了良久。當Lady Bird與老修女談關於她的升學報告時，老

修女直指把Sacramento描寫得細緻非常的Lady Bird其實很愛這座加州

小城。「你不也認為它們其實是一樣嗎？愛與專注。」她說。

    Lady Bird在字裏行間中滲出對家鄉的愛，然而她卻老是對家人朋友們反

叛地說想要離開這個鄉下地方。到了最後，她如願以償到紐約讀大學了，卻倒是

開始想念這個鬼地方的人和事。在這短短九十分鐘的故事中，Lady Bird在高中最後一年、直到升上大學期間的

各種遭遇和心路歷程，正好戳中我的心坎。

    老實說，回想起中學時期愚笨天真的自己，少不了還真是有種羞怯到盡頭的感覺，但想深一層又會讓人發

笑。我想我那個時候跟所謂品學兼優的學生還是有一段距離的：為了不當上風紀委員而在風紀問卷上亂寫一

通、明明並非跨區上學卻老是遲到，放學後也不溫習不做功課只管在街上蹓躂吃喝到傍晚。

    曾經我也像Lady Bird般幼稚地地幻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也自命不凡實際上卻笨拙地追求各種光鮮亮麗的

目標；曾經也希望趕快升上大學、嚮往自由自在不受管束的生活，也時常自嘲自己不過是被困在名為學校的一

隻青鳥；曾經叛逆地幹過狡猾又壞心眼的小事，就把自己當成是不盲從主流的一股清泉。

    高中三年的確是一段很難捱的日子，但所幸的是遇上的同學總能陪伴左右，一起吵鬧一起奮鬥、遇上的老

師們也從不偏重哪個成績不錯的學生，反而重視我們將來到底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亦師亦友的關係難能可

貴。終於順利渡過艱苦的公開試，然後在大學四年征途上，卻總會吊詭地牽掛從前單純美好的中學時光。

    偶爾在來不及吃早餐的八半課上，會想起從前中學小賣

店熱騰騰的流心豬柳蛋包；偶爾在深宵「做紙」的時候，會

想起那時夜裏一邊向老師傳訊息，發出陣陣哀號一邊認命地

做著一份又一份Past  Paper的日子；偶爾在大學不同圈子之

間非必要作出選擇和放棄的時候，又會緬懷過去中學一整個

班級齊心準備聖誕表演的模樣。

    儘管表面老是嚷著打死不再回到高中的日子，但是在心

坎 裏 頭 不 知

何時已經無可救藥地愛上中學這個地方，想念當初可以坦白直

率、無憂無慮的光陰。

    也 很 感 激 ， 商 中 這 個 地 方 演 活 了 我 「 不 得 鳥 」 的 中 學

時光。

鍾嘉慧
2015 年中六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三年級

 不得鳥的中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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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was a new student,  I was  truly excited and  thankful  that  I  receive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my most preferred secondary school —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I benefited a  lot  from  its diversif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want  to  join.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oes not only enrich 
our secondary school life but also enables us to unleash our potential in different 
fields.  I  am sincerely happy  for my classmates  that  some of  them became 
outstanding sportspersons,  leaders, musicians and singers. For me,  I  took part 

in dancing activities throughout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and now I am so pleased 
that dancing becomes my profession and I am able to continue my journey in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If  I had not received those valuable opportunities,  I could hardly have become who I am today — a dancer with 
dreams — dreams of becoming the best that I can be and make my parents and teachers proud.

    After  joining  the Dance Club,  I gained various performing experiences annually because the  teachers believe  in 
every student’s potential and never stop giving us the greatest support. No matter performing in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spring gathering dinner or competing in district dance competitions and Schools Dance Festival competitions, they 
are all fond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forget. Moreover, they allow me to be an all-rounded dancer through learning other 
types of dance aside from ballet such as Chinese dance and contemporary dance. I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a Form 
Three student, I got the chance to perform a ballet solo and Chinese group dance in the school’s spring gathering dinner. 
It  is undoubtedly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me because I could dance my first ballet solo en pointe and I could also 
perform both Chinese dance and ballet on the same stage. Afterwards, I built up my confidence from these experiences 
and I have been more determined to set goals and realise my dream.

    Apart from this, the experiences have shaped me into a persevering person. It is always a crucial personal quality. To 
me, the most challenging question is how to try my bes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udy and dance. Sometimes I find 
that I have loads of work to cope with including working hard for my homework, projects, competitions and performances 
while forgoing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time. I know that I need to be extremely focused on what I have started to do 
at certain moments and do it persistently. Besides, I have to keep practising in the dance room during public holidays, 
summer vacation and even before the exams. It is hectic yet rewarding when I have been dedicating myself to something 
that  I am passionate about. Ultimately,  I  learnt  to be a persevering person  from those days and  I believe  that  I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a more competent dancer and a more 
mature person with  this vital quality. More  importantly, now 
when I  look at  the way that  I have gone through,  I discover 
that dancing is more than just my profession, dancing is also 
like a goddess. She leads me and inspires me in many ways. 
She gives me the courage to face challenges and allows me 
to tell stories of the adventures in my life.

    The  last but  the most unforgettable piece of memory 
is  from my  last  year  in  this  school.  It was  the  last  time 

HO Lai Kiu
2016 S.6 Graduate 

Year 2 of Bachelor of Fine Arts (Hons) Degree in Dance, HK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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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ing YLMASS in the Hong Kong Open Dance Contest with my favourite 
and representative piece of danc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should not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I do appreciate all  the motivations that  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have given  to me. Therefore, when  it came to  the  last year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life, I was for sure to make all my effort to pay it forward to the 
school  through my talent. Thankfully,  the trophy marks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perfect ending of being a student of YLMASS. I  truly wish that I can make good 
use of my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continue to pay it forward to the school and also 
the society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me to study hard for 
dancing in spite of any difficulties.

    Everyone has a dream. Everyone has their uniqueness.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have faith in the unique self. Also, I 
am beyond being grateful for every single opportunity that I have been given by the school which enables me to be one 
big step closer towards my dream. In addition, I really could not ask for more because I have got the endless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my dearest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hich are 
the vitamins for my life journey and until now, I know that even year 
after year, I could still get their support whenever I meet them or hear 
from them.

    “Once a Massian, forever a Massian!” is what I remember most 
from Principal Ms Ip's speech in the Farewell Ceremony on the last 
school day.  I believe that even many years  later,  I am still proud to 
say that I am a Massian. I am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is supportive 
and caring family. Last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once agai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wards all the teachers who 
helped me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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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graduation, most adolescents occasionally rewind their unique memories 
of the high school, and I am no exception. Among all the scenes that are invaluable 

and indispensable to me, I recognize that Road Safety Patrol in YLMASS has brought 
me a majority of heartwarming yet tear-jerking moments.

    Being the captain successively  for  two years,  I  feel utterly grateful  that not only did  I collaborate with a group of 
intelligent schoolmates from different levels, but I also met two “strong” teachers (Mr Lam and Mr Sin) who have given 
tremendous support  to us. The support doesn’t mean the sponsorship for celebration after  task accomplishments (like 
Sports Days), but  the  laughter and power of  team consolidation generated by  them. Before Mr Lam’s retirement, he 
sometimes joined our weekly gathering. I remember once he taught me how to be a “good” commander by pronouncing 
the word “ease” as  “egg” so  that  I could shout more  loudly and sharply. All people,  including himself, couldn’t help 
laughing at  that  time. The picture  is still so vivid  that  it could be a memory of yesterday. After he retired, Mr Sin has 
instead not  just  introduced more  thought-provoking games, but he has also motivated us  to have more  fascinating 
activities. More importantly, he is so good at capturing our memorable occasions by taking lovely photos or group selfies 
and sharing them on Facebook. Perhaps, we are not the biggest uniform group, but surely, our long-lasting laughter  is 
the greatest.

    Furthermore, I would describe RSP as “heartwarming” since our members help each other whenever necessary. The 
senior form students have provided advice on wise study strategies, whereas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have suggested 
innovative ideas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to be solved. Last year, I came back as an alumnus, checking on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1 Orientation Day. When I saw the gorgeous and stunning promotion boards, 
never had I thought that it could be done by just a few people. I felt so touche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s it really 
showed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in RSP. What’s more, I do need to emphasize that most of our members are both well-
disciplined and talented, which  is undoubtedly praiseworthy. Different members show their strengths: singing, dancing, 
designing and drawing, proficiency in foreign languages - you name it! That’s why they are so unforgettable since I can 
easily remember them by notic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retrospect,  I  think  the abovementioned  traits can be demonstrated not only  from RSP but also my  fellow 
schoolmates. Somehow, we are just like passing a blazing torch with an immortal flame, where we find our tradition, team 
spirit, diligence, perseverance… All people’s effort will definitely be the infinite fuel to the flame. The more effort we make, 
the more legends we will have. No matter what the difficulties are, as long as we stand together and get united, nothing 
can be our obstacle. All in all, I wish my alma mater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Proud to be one of us!

MA Cho Kit
2016 S.6 Graduate

Year 2 of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athematics,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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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 were asked to use a word to describe my memories  in secondary school,  I 
would choose ‘vivid’. Although I have graduated for almost two years, I could hardly 
forget the teachers, classmates or anything in YLMASS, which has been like a shelter 

to me. I am joyful to share some of my feelings about my lovely secondary school.  

    To be honest,  I  firmly  think  that  teaching  is a  tough  job.  It  requires enthusiasm,  full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urriculum and care for students. In my six-year secondary school life, most of the teachers are 
good and responsible. For  instance,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Three, my Chinese Language result was unsatisfactory 
and  I almost  failed. My Chinese  teacher Miss Yiu was a passionate  teacher. She asked me  to write a  log book  to 
record some activities I have joined or some memorable experience in order to have more themes in writing. Apart from 
homework, she did not mind us submitting more essays to her  if we wanted to have more feedback,  though  it  took a 
lot of her extra  time. Every  lesson, she took ten minutes to  teach us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by asking us to share our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issues. She was really an inspiring teacher and she helped me a lot in terms of my learning and 
being a mature person with critical thinking. Actually, all teachers that have taught me such as my class teacher Mr Sin, 
the two Miss Chans who taught me Mathematics and L.S., Mr Ho and other teachers aided me significantly in my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life. YLMASS is a place providing us with nourishment.

    Once you enter university or start working  in society, you will probably realize that  those good friends  in your  life 
come from your secondary school  life. They know all of your embarrassing stories and the crushes you went through. 
More  importantly,  they never  lie  to you or hurt you  just because they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you. Fortunately, our 
school is not only a learning center in which we merely acquire academic knowledge, but it is also a place to make your 
lifelong friends. Even now, from time to time, some of my friends from class 6E and I gather and talk about our university 
life and future careers.

    Thanks to YLMAS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teachers, I am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re are more 
challenges ahead but I believe our school has well equipped us with important attributes and we can solve any problems 
in the future.

NIP Kwan Lam
2016 S.6 Graduate

Year 2 of Bachelor of Dental Surgery, H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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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Abdul Hashir, a graduate  from class 
6S in 2017. After graduation, I have started my 

4-year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ying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urveying. 
In this article, I’d like to share my school life in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and in the University as well as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wards YLMASS.

    I enrolled into YLMASS back in 2011 and I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school at  that  time. Even  though  I barely knew Cantonese back  then,  I  think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ere very welcoming and patient with me as I attempted to communicate in my broken Cantonese. What’s 
more,  they even tried to correct  the mistakes I made so that I’d be able to speak Cantonese well.  I’m grateful  that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continued to communicate with me in Cantonese but not in English because if they had not done 
so, my Cantonese language skills would not have improved otherwise. I think that through their actions, they accepted 
me as a Hongkonger, or rather, nurtured me into becoming a Hong Konger by teaching me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exposing me to Hong Kong’s culture, and for that I’m truly grateful. 

    To be honest, I don’t remember much of my life in YLMASS right now, and it feels like a blur in my mind. However, 
some moments stand out,  including the Enhanced Smart Teen Project  in which we had to go on a camping trip with 
the Civil Aid Service when I was in Form Two. It was a fun 4-day-3-night event  in which we did a  lot of activities such 
as putting up  tents, going on hikes, and scaling a (small) mountain wall,  to name but a  few. The activities  taught us 
team spirit and teamwork,  the  importance of hard work, etc., as many activities required us to work  in small  teams to 
accomplish the tasks. For example, we had to grab something that was out of our reach, and to do this, our team had to 
work together to solve it.  In the end, one teammate had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 of another teammate to successfully 
finish the task. I think the year when I was in Form Two was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fun year of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and for that I’d like to thank my then class teacher, Mr Gary Fung . 

    Moving on to senior  forms,  it was nothing but working hard for  the HKDSE. Fortunately,  I had amazing teachers 
to guide me through this stage, especially my English, Chemistry and Biology teachers. My English teacher, Ms Lam, 
helped me with extra essays  just weeks before my English exam, which eventually made me achieve a perfect score 
in my exam. Also, Mr Tsang, my Chemistry teacher, helped me with extra mock papers during my study  leave and Mr 
Wong, my Biology teacher, answered many of my questions and satisfied my curiosity about science during and after my 
time in YLMASS. 

    Moving on  to my university  life,  it has been vastly different  from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For one  thing,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something I’m interested  in, which  is surveyi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 also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take or drop courses according to my fancy. For example, I decided not to take the Chinese course, and was able to 
choose some other fascinating courses such as a philosophy course. Moreover, as I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 took Spanish for one semester and have learnt to make small talk in that language as well as learning 
about the Spanish culture. Moreover, I am exposed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to broaden my horizons, such as being 
able to join a myriad of clubs including sports and cultural clubs. All in all, university gives me the freedom to make my 
own decisions an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four years of tertiary education according to my own wish.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for providing me with an excellent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for nurturing me as who I am today. 

ABDUL Hashir
2017 S.6 Graduate 

Year 1 of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urveying, H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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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商中二零一七年的畢業生。回顧六年的中學生涯，點滴回憶

依然歷歷在目，猶如昨日。商中在我的學習之長路上猶如一盞指路明

燈，促使我選擇並循着理想進發。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便是參與了模擬

法庭比賽。

　　

    自中三開始，我已選擇日後從事法律相關的行業。雖則平日有留意法律知識，但卻鮮有機會接觸及實踐法

律。後來得悉學校一直有參與中文模擬法庭比賽，便試着參加了。

　　

    我學習法律的路就從此開始：比賽前有一段時間供學生團隊做好準備，並有攻讀法律的校友及義工律師予

以支援。我在當中學會了不少審訊程序，例如如何進行主問、盤問及覆問等，以及如何將相關法例應用到案件

中。而嚴肅又緊張的比賽過程更使我明白法律在香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莊嚴及公正令我對法律肅然起敬。

由此，我對日後從事法律行業之志更 篤定，而這些都是商中賜予我的寶貴經驗。

　　

    然而，要向理想進發，需要的不僅是一腔熱忱，對學業和不同知識的追求也是不可或缺。在高中的學習生

涯中，各位師長一直是我們最堅實的後盾，正因 他們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的教導，才讓我們在這長跑旅程中始

終不懈、努力向前。相信這段時間的共同奮鬥，直到每一段過去的完結，直到四十年後的今日，會在每一位校

友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商中給予我們的，不僅是各科目的知識，更為一眾學生提供追求職業志向的協助， 學生帶來諸多寶貴的學

習經驗。現在，我在城市大學攻讀法律系，繼續追求我的志向。學習、課外活動、與同儕師長的共處，過去的

種種燃點起我奮鬥的動力，也造就了今天仍在學習路上摸索的我。無論日後如何，我也不會忘本，時刻感激商

中帶給我的種種。

余明欣
2017 年中六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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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Last Day？畢業未滿一年，尚且被時間嚇到，度年如日。商中到了不

惑之年，大概也會疑惑，不知自己有何吸引。或許這些可貴的人事物景只有商

中人懂。

    商中校舍不大，外觀也非華麗，但每次從二樓新翼環顧校舍，都可待上半個小時。備戰時偶爾閱讀余光中

先生的〈沙田山居〉，感覺文中意境竟與校景有點相似，遂寫下了這些句子：「陽光還未刺眼，讓我渺渺之目

在籃球埸上空舒展來回。五光十色的彩旗如波浪，使地上那串帶點醉意的黑影站不住腳，在浪裡載浮載沉。」

這非絕色光景，但我想商中人應該懂得欣賞。後來在文憑試作文卷上也借此景繪畫我不捨別離的回憶，想起最

後聖誕聯歡會結束後的畫面，還是心悸。

    校園無頂級設施，卻有令人引以為傲的信物    六社大布。剛正式註冊成商中人後，首先要體味執紙皮、

拆釘、貼麻雀紙的觸感。大布聯繫二百人對社的歸屬，先不論成效，但每人離校後，必會想念陸運會時望著

「對岸」六幅大畫布那微妙的感覺吧。

    另一信物是揮春。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習慣並嚮往以四字表明身分，如「商中排球」。那時與友人想：

將大學志願寫在紅紙上，有何不可？哈，大抵這也是祝賀語的一種。於是三個「商中中六」各自拿著他們的四

字志願合照，最後果真成了「港大社科」、「科大工程」和「理大視光」的一員。信念的強大也挺可怕。

   
    六年人事幾番新，變的是經歷，不變的是人事與回憶。大家的中六的冬末春初

也一樣，離別之際，任何在校園裡做的最後一個動作都可冠上特殊意義：最後旅

行日、最後校服上課日、最後陸運會，相機不可離身，Instagram也不可停止

更新。最後一次班際接力的片段，還是會時時回味—那年少輕狂、那青蔥歲

月，想必也回不去了吧。

    心境年輕就好！時而回首，卻記不起許多瑣碎的趣事，也記不起平日在

校舍裡互相問好的同學當初如何認識，有點可惜。於是曾一股腦連載四十幾

篇〈那些令人不捨的商中人和事〉，撰下與每位好友的相知點滴，當留個紀念

也好。寫到第四十五篇時快要應考，便懸著五位好友的份兒，容後再算。豈料一

拖便無了期，哈！近日心癢下筆，情懷卻與一年前無異，可怕，可怕！

    時間弄人，你想它背上龜 ，它便跑得比白駒過隙更快。

我相信，就算商中到了知天命、耳順，甚至隨心所欲之年，每

代校園情懷，都撼動著那一代的商中學生，每個「商中人」。

廖詠怡
2017 年中六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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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創建以來，承蒙各方厚愛，學

校發展暢順，校務蒸蒸日上。今年

欣逢四十周年校慶，舉辦多項慶祝

活動，一眾師生、家長、校友和各

界嘉賓齊聚一堂，分享喜悅，不勝

感銘。各活動得以圓滿舉行及本特

刊能順利出版，實有賴校董會、家

長教師會及校友會鼎力支持，在此

謹致由衷謝意。

213 元朗商會中學

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