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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陳君睿、3A 林博恩
3A 黃梓健、3A 王欣怡

學界知識王初中組亞軍
得獎學生

3A 黃梓健
本校同學榮獲全民知識王亞軍
得獎學生

最新校外獎項消息

學界知識王初中組傑出學校
(參與學校:120間)

主辦單位：聯合出版集團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聯合主辦

 ̶ 全民知識王第24名
 ̶ 全民知識王第27名
 ̶ 全民知識王第50名
 ̶ 全民知識王第59名
 ̶ 全民知識王第60名
 ̶ 全民知識王第70名
 ̶ 全民知識王第75名

3A 陳君睿
3A 林嘉程
3A 邱鈴瀅
3A 張城健
3A 林博恩
3A 梁浩軒
3A 蘇詩敏

全民國情知識大賽
得獎學生
全民參與人數
為1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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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林秋瑩 、6C 林芳羽
本校同學榮獲2021-2022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銀獎 2A 許志偉 、4A 施宇欣
銅獎 1A 古嘉慧 、1B 謝昊然
 4A 何章煌 、4A 黃歆瑤  

本校同學榮獲2022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6C 周凱瑩
本校同學榮獲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主辦單位：羅氏慈善基金

5C 關益航
本校同學榮獲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2021/22優異學生獎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5C 關益航
本校同學榮獲2021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 獲高中組優異生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合辦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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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校外獎項消息

3C 潘禮榮 、3D  蔡曉鋒
3D 郭益承 、5B  葉穗斌
5E 陳錦煌 、6A  梁弘慷
6A 林偉源 、6A  莫依龍
6B 林兆華 、6E  郭浩隆

本校同學榮獲荃灣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
活動國慶盃籃球賽 - 中學組冠軍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合辦
荃灣青年會 、荃灣籃球會協辦

男子甲組三級跳冠軍    5E 陳錦煌
男子甲組跳高冠軍     5E 陳錦煌
女子乙組鐵餅殿軍     3D 邱凱淇
男子丙組200米殿軍     1B 鄔政希

本校同學於荃灣及離島區校際田徑錦標賽獲優異成績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A 吳俊樂 、4A 楊益增
本校同學榮獲「金錢管理大挑戰 - 才德兼備理財動畫劇本創作」比賽 - 初中組優異獎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教育局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香港教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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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陳紀正

本校同學榮獲第65屆體育節射箭錦標賽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季軍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男子U19組別亞軍  4A 吳俊樂、4B 何浩北
         4C 葉學修、5D 葉嘉俊  
男子U15組別冠軍  2A 陳昊東、2B 趙㮾澄
         3B 劉英傑、3B 昝進傑    

本校同學於北區室內賽艇錦標賽暨同樂日
及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獲優異成績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2C 陳紀正 

本校同學榮獲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射箭比賽
- 男子反曲弓丙組第六名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射箭總會

6B 鄭智濤
本校同學榮獲新界地域室外射箭錦標賽-男子甲組第八名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青少年男子甲組 亞軍    6B 鄭智濤
青少年男子甲組 第六名   4B 許裕凱
青少年男子甲組第八名   4C 黃俊宇

本校同學於2021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獲優異成績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北區射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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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楊富程
本校同學榮獲水上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 中學組優異獎
得獎學生

最新校外獎項消息

主辦單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拯溺總會

亞    軍  4A 吳俊樂
優異獎  4A 楊益增

本校同學於「藝創荃城」繪畫比賽表現優異
得獎學生

3A 陳傅琳、3A 劉香梅
3A 黃依雯、3A 邱鈴滢
3A 王欣怡、4A 吳詠琪

本校同學榮獲逆境  夢飛行全港中小學演講比賽 - 中學組優良表現獎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保良局方樹福堂
荃灣區議會

主辦單位：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2B 匡楚渟、2B 吳佳瑩
3A 陳傅琳、3A 王欣怡

本校同學榮獲慶回歸普通話朗誦比賽優異獎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荃灣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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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er：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ertificate of Merit        1B MO ZIYAN    2A LIU HEI TUNG
               2A CHAN TING YAN  2A O KA YEE
               2B KUANG CHOR TING LISA 
               2C NAEEM MUHAMMAD HAMZAHAIDER

                2C SUFIYAN MUHAMMAD

               3A WONG TSZ KIN  3C ALI BASIT 
               3D CHAN YUK HEI  4A LAU LOK YI
               5D KOUSAR HALINA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2A HUANG YIHAO
               2B LAM SZE YUI
               4B CHAN CHUN PANG

Participants

亞     軍  - 中二男子組粵語詩詞組獨誦      2B 李城鑫

優良獎狀 -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6B 黃瀞儀

優良獎狀 -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4A 劉星宇 

優良獎狀 -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粵語二人朗誦  2A 鄭宗蕙、林欣穎 

優良獎狀 -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1C 張凌杰  

 

本校同學於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表現優異
得獎學生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Results

5A 歐    揚 、5B 房家樂
5C 關益航 、5C 何寶賢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樓宇安全學生大使計劃2021
得獎學生

5A 歐  揚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屋宇署

本校同學榮獲樓宇安全學生大使計劃2021泥泥泥Check啱位Challenge
 - 網上最受歡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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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獎     5B 李文熙 、5E 周韋橋 、5E 林澤宏    
三等獎     5C 李德霖

本校同學榮獲大灣區青少年粵菜達人廚藝比拼獎項
得獎學生

最新校外獎項消息

主辦單位：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職業發展促進會、中華廚藝學院

1D 蔡汶軒
本校同學榮獲好人好事「荃仁計劃」優異獎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民政事務署

5B 劉在弦 、5B 何忻燁 、5B 房家樂
5B 林若宣 、5B 施昀榕 、5B 郭宇輝
5B 鄔可豪 、5B 劉雨童

本校同學榮獲齊來認識認知障礙症比賽 - 網上問答比賽獎項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善愿會

傑出學術表現獎    6C 林芳羽
傑出體藝表現獎    6B 林兆華
傑出服務表現獎    6C 陳語諾

本校同學獲頒香港路德會協同獎學金

主辦單位：香港路德會

6B 歐子俊 、6B 陳偉楠 、6B 梁耀輝 、6B 林兆華
6B 彭雨楠 、6B 薛瑋捷 、6B 楊文杰 、6B 陳梦菲
6B 陳舒婷 、6B 陳婉婷

本校同學榮獲「i-Teen」領袖計劃 - 金獎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主辦單位：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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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中四通識課曾經學習公共衛生議題，講到沙士和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遠在
非洲，而沙士比我還年長，那時我覺得疫情離我們很遠，直到新聞報稱發現新
型肺炎，才驚覺病毒可以近在咫尺，或許就是所謂「凡事皆有可能」吧。

不過，這種「可能」不一定是挑戰，也可能是機遇。例如大學近年的「彈性收
生計劃」，放寬了相關學科的收生要求，尤以「STEM」  學科為甚。因此，令
必修科目失利，但其他科目成績優異的考生也有機會升讀大學。我也因此不必
由副學士或高級文憑開始我的大學生涯，少走許多彎路。

或許有人希望預知這些「可能」，這樣我們就能趨吉避凶。自古以來人們一直
嘗試未卜先知，算卦、占卜無所不用其極，下面這個想法則較為「科學」：

在拉普拉斯筆下有一位「智者」，他知曉宇宙中所有粒子的動量和位置，因而
通過簡單的公式——或許是牛頓運動定律，他能預測未來每一刻粒子的位置。
「對於這位智者來說，沒有任何事物會是含糊的，並且未來只會像過去般出現
在他眼前。」拉普拉斯如是描述道。不過，隨著物理學的發展，熱力學、混沌
理論、量子力學相繼出現，「智者」的存在遭到質疑，最後更被嘲諷為「拉普
拉斯妖」。

我們雖然不能藉著「智者」預知未來，但是我們更
應慶幸，慶幸我們的「自由意志」沒有失去。如果
未來早已註定，我想我們很難有動力拼搏——甚至
連「失去拼搏的理由」這件事也是註定的。正因「
凡事皆有可能」，我們才有了拼搏的理由。所以，
趁著拉普拉斯筆下的「妖怪」沒能走出書本，趁著
我們還能把未來掌控在自己手中，為自己而拼搏吧
，因為我們要做的不是迎接未來，甚至不是改變未
來，而是書寫未來。

凡事皆有可能 夏天

夏天同學現就讀
香港大學理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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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鈴鈴鈴鈴，鈴聲響起。從小到大這鈴聲都陪伴我，幼稚園三年、小學六年
再加上中學六年。然而我一直討厭這鈴聲，不管是上課下課，這鈴聲代表
束縛和管治，一點也不自由、不自在。只要鈴聲一響起，就不得不放下其
他事情。直到如今中學畢業踏入大學的大門，我才懵懂地意識到這鈴聲是
何等悅耳。

鈴聲對於中小學生而言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以前我不喜歡這種鈴聲，這
讓我感覺自己被人管着，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小息匆匆忙忙想要
下去吃個早餐卻被老師拖堂不能及時排隊，好不容易吃上幾口，鈴聲響起
就被老師和師兄師姐趕上樓。又或者上課時想去洗手間，老師卻堅持要下
課鈴響起才可以去。因此我時常感到厭煩，期待着何時能夠無拘無束。想
必一定有師弟師妹與我有相同的想法吧。

可是如今畢業了，想法與當時已是截然不同。鈴聲是一種束縛，可是沒有
鈴聲不代表沒有了束縛。來到了社會或是大學，確實沒有了鈴聲，卻需要
我們自己管理自己。像我來到大學，時間表都是自己編排，課程是否會撞
時間都要自己注意，課後時間雖長也要合理安排。是很自由了，但不知為
何讓人感到疲憊。這種疲憊感也讓我想念那相對無憂無慮的才記了。

現在想來在才記讀書的日子實在是輕鬆快樂，即使
有些小煩惱小情緒現在看來也不值一提。能夠與老
師打趣，和同學哄哄鬧鬧，互相鼓勵學習，也有師
兄師姐關心，確實暖入心脾。不過自己還是要繼續
向前走，也十分感謝多位老師幾年來對我的疼愛和
關心，否則自己也未必有今日，希望自己不會辜負
老師們的期待。同時也希望學弟學妹們能夠珍惜在
校時光，儘量提升自己的實力，只有強者才有相對
自由的權力。如今看來在才記的悲歡都值得懷念，
這是成長了六年的家呀。當時只道是尋常。

上課鈴聲 黃騰達

黃騰達同學現就讀
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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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在這六年讀書學習的路上，學會時間的管理和分配尤為重要。作為一個失敗的
時間管理者，我總是在deadline前才剛剛開始行動，直至筋疲力盡而止。妥善
分配時間，用20%的時間完成80%的東西，做自己時間的主人。所有需要做的事
情都有分重要和緊急程度的高低，永遠把重要且緊急的事務擺在首位，然後以
此類推。之後，為自己所想做或所需要做的事情設立一個計劃，付諸實踐，檢
視成果後做反省和檢討，再修改計劃，一直循環下去。以學習英文為例，每天
堅持聆聽有關英文的聆聽材料後發現成績並未明顯提升，檢討自己的學習方
法，嘗試轉變聆聽材料或者聆聽的方式，再付諸行動。

就是在這樣不斷的行動與檢討的路途中，我們站在知識之巔上，望盡天涯路，
才會發現自己的渺小。我們只是看到了知識的驚鴻一瞥，原來還有那麼多的不
足，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無窮盡的事物等待著我們探索和發現。不僅僅只是讀
書，不論你喜歡在操場上辛苦訓練，還是在視藝室內埋頭畫畫，亦或是喜歡用
相機捕捉生活上的點點滴滴，都會令自己變得更優秀。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
飛，我們會飛出LLC這片桃花源，去到廣闊的天地自由翱翔。

或許，這條長路漫漫，我們會歷經千辛萬苦，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
滄海。我相信無論遇到多少險阻，我們終會過五關斬六將，路的終點掛滿勝利
的旗幟迎接我們。

最後希望你繼續興致盎然地與世界交手，一直走在開滿鮮花的路上。

在才記讀書的路程已有六年，在畢業季這個轉路口，

大家都有了自己的選擇，有了自己的目標，開始各奔

東西，分道揚鑣。我也開始整裝待發，準備開始大學

的路途。回望六年在才記的經歷，才發覺時間飛逝。

六年來，個頭並沒有怎麼長高，眼鏡的度數倒是越來

越深了，所幸也結識了一些朋友、指引我前行的老師

們，才指引迷茫的我，照亮前路。

永遠在路上 施楠琪

施楠琪同學現就讀
香港理工大學
食物科技與食物安全 ( 榮譽 ) 理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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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呂中的這六年，我體會到了師生情、友情，更嚐到了
成長的滋味。

記得初入呂中之時，我還是一名新來港的學生，面對這
個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學校，我感受到了深深的迷惘。
那時的我粵語並不流利，英文更弱，在小學時僅得十幾
分。

但是，呂中這個大家庭卻令我得到了快速的成長。各位               
老師們學識淵博，更十分之關心我的學習生活，總是不               
辭辛勞地為我解答學業、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可謂是亦                
師亦友。在此我想對各位師弟、師妹說：無論你面前的               
難題令你感受到多大的無力感和挫敗感，請不要忘記，你仍身處在這個溫暖
的大家庭之中，你的身邊仍是眾多關心你的老師，不妨去向他們傾訴，讓呂
中這個大家庭一同為你分擔苦惱。

正是在呂中的溫暖之下，我擺脫了過去的靦腆與不自信，結識到了許多朋友
。在升上高中之後，我們在學習上互相幫助，一同向著同一個目標努力，友
情在共同奮鬥之中逐漸生根發芽。我們共同在圖書館中溫習，參考各種教科
書，共同完成往年的試題，交給老師評閱並完善自己，共同向老師及學長學
習，共同參與學校提供的各種補課班。我認為高中生涯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
的日子，因為我收穫的不僅僅是知識，更是此生難忘的友情。

正是在這樣的學習之下，我的英文的得到長進，由原本預計的及格成績提升
至符合大學入學門檻。在放榜的前一天，我還在為能否及格而憂愁，但在放
榜之時，從老師口中聽到恭喜的話語之刻，我品嚐到了喜悅的淚水是那樣地
甘甜，亦讓我體會到，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最後，我想給各位學弟、學妹們一點建議，希望你們能夠盡早地找到自己的
目標，認清自己和理想之間的差距，並朝著那個方向努力。這一路並不好走
，充滿了各種艱辛和迷惘，但在努力過後，你會發現一切付出都值得。希望
你們能夠盡快找到自己的志向並為此努力，最終品嚐到成功的喜悅。

學生分享

在呂中的六年 郭義文

郭義文同學現就讀
香港恒生大學
計算機應用 ( 榮譽 ) 理學士課程

11



學生分享

Hello, I am Daniel Lam. I graduated in 2020. Throughout my time in LLC, I 
became quite known well since I am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I frequently 
helped my classmates with their English work, and was seen as a kind of 
alternative to seeking help from teachers. However, a person can only be a 
native speaker of one language. Thus I was in a very similar situation while 
learning Chinese.
Like everyone else, I learned my native language from my mother. So, I was 
very good at speaking and reading. Nevertheless, I would make mistakes as 
well. So I would have to be careful not to become over confident thanks to 
high test scores. In fact, much of my class ranking came from my results in 
English. I am a poor speller and frequently make spelling errors. This is a 
point which I continue to work on.

By the time I graduated, I had learned Cantonese to a conversational degree 
and felt comfortable speaking about most topics with my peers. Cantonese 
is a very difficult language for English speakers to learn as is English for 
Chinese speakers to learn. I learned Chinese out of necessity as otherwise 
I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lessons and would have no friend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Learning English is not easy. When I try learning even a 
little of another European language I can see the difficulties.

Still English is, quite truthfully, necessary for everyone in the world. In the 1800s the British Empire 
covered 24% of the world's land and 412 million people called it home. The USA and Hong Kong were 
both once part of 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 Although it may seem unfair, having the 
most ships with the most guns really works. So, English is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is espe-
cially important in Hong Kong.
I would frequently try to read Chinese newspapers even though there are English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This was so that I could get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current events. Similarly, there is 
a lot of English media available. Being bilingual can broaden our horizons and bring new opportuni-
ties.
For me, learn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which only a handful of other people 
have had. I had to make sure my English level was on par with or equal to the US on topics such as 
poetry and Elizabethan English like Shakespeare when I took the ACT which is a public exam in the 
US. Despite the fact that my experience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students, they are similar in 
that we both had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out of necessity, though for different reasons.
Although, after graduating I returned to my home town of Spring Valley to live with my grandparents. 
I cherish the time that I spent at LLC. It was very difficult and made me want to give up several times 
and yet I persevered. Those difficulties are part of what made me who I am today. I hope I don't forget 
how to speak Cantonese in the US even though I have no use for it.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rom an LLC graduate
Daniel, Lam Kai Ming

Daniel, Lam Kai Ming, 

is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studying Crop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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