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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友同行」計劃 
  ──開幕禮  

曾卓銘 4A（輔導組長）  

輔導組一年一度的「摯友同行」計劃開幕禮，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

午膳時間於活動室開始了。  

高年級的組長同學早已準備就緒，預備了精美的禮物送給我們配對好

的學弟；在午飯後，我們都坐在活動室準備認識未來一年將一起同行的

「組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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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飯鈴聲過後，一群活潑開朗的中一同學魚貫入場，看到他們進入

活動室那一刻，感覺就如看見當年剛唸中一的自己，真是充滿了童稚的感

覺⋯⋯中一那年，我是「摯友同行」計劃的組仔，當時懵懂的我，慶幸有

組長師兄的陪伴，才讓害羞的我，較容易適

應中學的校園生活。晃眼間，我已由青澀的

中一新生，易轉身份，成為計劃中幫助學弟

的「組長師兄」，這份感覺真是既新鮮又令人

雀躍。  

當我仍沉醉在回憶時，聽到擔任主持的

同學已開展了遊戲項目。我們一眾組長亦透

過小遊戲和「組仔」們彼此認識，然後就約

定第一次的活動時間和地點；我和「組仔」

約了下次在圖書館見面，大家聊聊天，了解

彼此的興趣和習慣，然後才一起商議接下來的活動。  

我希望能在這學年裡，能夠好好照顧中一的學弟，讓他們盡快適應中

學生活，協助他們解決在學習或交友上遇到的困難，讓這青澀的一群，可

以在滿有關愛的伍華校園內茁壯成長，成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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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長講座 
中一家長講座已於 2019 年 10 月 19 日完成，感謝輔導組助理擔任司

儀，當天他們表現出色，應對從容自然，配合得宜，深受家長們讚賞。而

助理們也在活動中獲益不少，且讓我們一起聽聽⋯⋯  

2B 梁子騫（輔導組助理）  

很高興有機會擔任中一家長講座司儀，當天活動在下午二時舉行，我

先介紹駐校社工洪姑娘及宋姑娘為各位家長講解如何教導青少年；當社工

為大家講解後，我便帶領家長到各班課室進行家長會，過程雖然簡單而又

短暫，但我也很

緊張，幸好在家

長日前，鄧文麗

老師替我練習了

許多次，當天才

能流暢地表達，

令我明白到做任

何事都應要多作

準備，才能有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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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張嘉晉（輔導組助理）  

今年，我擔任輔導組助理一職，第一次的「任務」就是當中一家長日

的助手。那天除我以外，還有班上的幾位同學幫忙，他們負責當司儀，我

則負責接待家長。講座其中一個環節是邀請駐校心理學家許潔心姑娘主

講，家長們都專心地聆聽，希望在教導兒子成長時能更有方法和更輕鬆。

當所有內容講解完畢後，我們就帶領家長到課室與班主任面談。  

在活動結束後，老

師為了獎勵我們的參

與，更請我們吃下午

茶，真是令我喜出望

外。在活動裡，令我明

白到家長和老師，都是

很關心我們，對我們的

成長十分用心，所以我

們要感謝他們啊！  

 

2B 周智聰（輔導組助理）  

中一家長日那天，我很早就回到學校幫忙——擔任講座司儀。首先是

把各斑「班牌」搬到活動室，方便講座完結後帶領家長到各課室時使用。

然後我坐著等待家長到達，當講座快要開始時，我也漸漸感到緊張，幸好

所有的流程都順利地進行，而我只需要不徐不疾地讀出講稿就可以了，情

況並沒有心中所想的困難。而在座的家長們都很認真地聆聽，沒有打擾兩

位社工的演講。  

講座完結後，我便舉起那些看顧了很久的「班牌」，帶領家長們到所

屬的課室，我的工作便完結了，當我向老師交還「班牌」時，那天的工作

便完結了，而我也終於可以舒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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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成長課 
──「個人儀容整潔」工作坊  

 為讓中一級同學了解個人儀容整潔的重要性，本校輔導組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進行「個人儀容整潔」工作坊，內容包括教授學生如何掌握正

確手洗衣服、結領帶及燙衣服的步驟。  

同學先透過 Youtube 網絡，欣賞

由師兄拍攝的影片，指導中一同學

結領帶及燙衣服技巧，大大提升中

一師弟們的歸屬感。然後，班主任

分發預早替同學購買的領帶，讓大

家能即時實踐所學，同學們都爭相

向老師請教正確的結領帶方法，場面熱鬧積極。  

「好心情@伍華」  
專題日 

於 2019 年 12 月 5、 6 日，一連兩天午飯

時段在操場進行的「好心情@伍華」專題

日，已圓滿結束，以下是參加同學的心聲。  

1D 林珠偉（參加者）   

這次「好心情@伍華」專題日的攤位活

動，同學們都很樂意參與其中，當中有幾個攤

位更是大受歡迎，包括：「緝毒神槍手」——同學們通過對毒品禍害的了

解，發射橡膠子彈，逐一擊破毒品，遊戲十分有趣！此外，還有一個讓同

學抒發感謝老師或同學的心意牆，這面牆貼滿了同學們祝福語句的小紙

條，真是斑斕奪目。希望老師們在工作時也能收到同學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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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陳冠錡（參加者）  

在那天的攤位活動中，最受歡迎的遊戲是「去除毒品」。這個攤位遊

戲要求同學把鎗上的海綿子彈，發射到白板上的毒品圖案，每次同學射擊

時都會擔心射不準，所以同學們都聚精會神，氣氛真是既緊張又刺激呢！  

而我最深刻的遊戲是「你說我行」，因為這遊戲需要二人遊玩，十分

講求默契，遊戲要求一位同學要戴上眼罩，然後聽從另一位同學的指示，

走過一些障礙；場面詼諧有趣。  

還有一些攤位是讓同學寫

上一些打氣的字句，內容充

滿祝福；亦有些攤位是把夾

子夾在手袖上，由於那些夾

子上寫有一些負面的字句，

所以參與的同學要大力扭動

身體，努力把手袖的夾子甩

掉，代表我們要遠離負面思

想；還有「記憶力大挑戰」，

那是把一些卡片反轉後，憑記憶配對所有卡片。  

我覺得每個遊戲都很

好玩，也很有意義。而最

令大家雀躍的是只要集齊

六個印章，就有豐富獎

品，包括有聖誕造型的橡

皮擦、原子筆、紅蘿蔔外

型的橡皮擦、杯蓋等，而

兩天的禮物都不同，所以

令我們兩天都樂此不疲地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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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友同行」計劃 
──聖誕活動  

 

 

 

 

 

 

 

1D 李永裕（「摯友同行」組員）  

2019 年 12 月 21 日是「摯友同行」計劃的聖誕活動。那天早上，我

先回到學校集合，然後乘搭旅遊巴，大概 40 分鐘車程，我們便到達目的

地西貢戶外康樂中心了。  

我們先到禮堂聆聽約 15 分鐘的簡

介，然後往活動室參加社工為我們準

備的活動。社工姑娘給我們 4 張報

紙，讓我們把報紙疊在一起，然後通

過搶答題來取得主動權，把對方的報

紙撕開，最後被撕得最少的一方便可

獲勝。最初，我們被第 2 組撕掉報紙

後，便和第 3 組結盟一起撕掉第 2 組

的報紙，結果我們（第 1 組）和第 2

組釀成了兩敗俱傷的局面，最終竟讓第 3 組獲勝了。真是意想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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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結束後，老師讓我們自由活動。這時，同學來找我一起打桌球，

雖然我不會打桌球，但是仍然答應跟他一起去玩。最後我輸了給他，但是

卻增加了我對打桌球的經驗，也算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接著，我和另一位好同學一起打羽毛球。由於球賽十分激烈，球兒在

你來我往間，彼此互有勝負，而我們亦玩得大汗淋漓；就在此時，老師通

知我們要回學校了，我倆只好互相約定下次再對決。  

那天真是愉快又難忘的一天！因為我感到和同學之間的關係親密了很

多，還有，認識了一些高年級的師兄，讓我感覺到在校園內更有安全感。  

1D 蔡駿宇（「摯友同行」組員）  

在 2019 年 12 月 21 日那天，我參加了

「摯友同行」舉辦的活動。那天我們去了西

貢戶外康樂中心，在那裡有多設施，每位組

員都玩得十分投入，十分開心。  

首先，所有組員在九時前到達活動室集

合，等候老師點名。然後，乘坐旅遊巴向西

貢戶外康樂中心出發。  

到了康樂中心後，我們先到禮堂聆聽關

於中心的設施和安全規則；接著，到活動室玩了一些小遊戲，例如：足球

機和氣墊碰碰球。玩完遊戲後，就是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了！那裡有許多

球類活動，例如：籃球、桌球、乒乓球等，那些都是平日上課時，較少機

會可參與的活動，所以，我感到很興奮，想每項球類也玩個夠。  

自由活動後，便是午飯時間，我們不消一刻已吃光桌面上的飯菜；在

收拾碗筷後，我們又可以自由玩樂了，十分輕鬆呢！所以當組長通知要離

開時，我真是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乘坐旅遊巴返回學校解散。幸好組長

在車上告訴我，在復活節假期時，我們又可以再玩一趟，令我由失落的心

情瞬間轉為期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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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成長課 
——「友情歲月」講座  

2B 王銘杰（參加者）  

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的成長課，我們全體中二級同學

到禮堂參與由善導會主持的講座。內容是由一位曾經加入

黑社會和曾經吸毒的更生人士為我們作分享。他名叫「細

強」，年少時因一時貪玩和好奇而加入黑社會，亦從此走上

歧途，令美好的人生都在監獄裡度過。  

他多次語重心長地勸導我們要謹慎選友，否則就會重

蹈他的覆轍，在監獄中虛度寶貴的歲月。「細強」回憶監獄的生活時，不

時歎息，難掩感慨和懊悔的心情。他說當時所謂的「兄弟」，在他坐監

時，沒有一個人去探望他、關心他；昔日的他，透過不義的方法而得到財

富，令他曾經「有車有樓」，身邊常聚滿一群又一群的朋友和「手足」，可

惜，當他鋃鐺入獄時，那些「兄弟」卻已四散。同時，亦令他明白到世間

事真是天網恢恢，邪不能勝正，他最終要賠上前途作代價。  

現在的他已一無所有，至今家人到現在也沒有原諒他⋯⋯我默默地聆

聽後，覺得「細強」說得很正確，社會上有很多青年人為了「威」、為了

金錢，被名利蒙蔽而加入黑社會，但到最後可能和「細強」一樣，到頭來

一無所有，還一生也得不到家人的原諒，我想到這裡便感到不寒而慄。  

那天講座完結後便結束一天的學習，但我的內

心仍在不住思考「細強」的經歷⋯⋯我們努力學習

其中一項動力是報答父母，給他們安穩的生活，

但若果是以不義的方法換來，相信只會換來家人

的失望、掛慮，甚至是憤恨，那麼，我又怎忍心

呢！今天的講座令我真切明白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從今以

後，我將會更謹慎地選擇朋友，才不致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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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I CAN」成長營特輯 
在 2020 年 1 月 9、 10 日，本組為中一同學安排兩日一夜的成長營，

地點是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希望同學能透過營地內不同

的歷奇活動，鍛鍊意志，提升自信心，學懂自主，並為自

己訂立目標，以積極及正面的態度面對成長的種種挑戰及

困難。歡迎大家掃描二維碼，重溫昔日片段。  

參加者心聲⋯⋯區兆楠  (1A 1) 

屬於我們的兩日一夜中一成長營，在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舉行，班上

的同學都十分期待這次成長營。  

我印象最深的活動是晚上進行的高空繩

索——「巨人梯」，這個活動的玩法是需要三

個人合作完成。這個「巨人梯」有五層，但

教練只需要我們爬上三層，就可以慢慢返回

地面，到達地面後就代表完成任務，而地面

的同學則負責拉著繩索，把挑戰者拉上去，協助他們更快完成任務。在教

練講解遊戲規則後，我便穿著一些安全裝備和頭盔排隊攀上「巨人梯」。

當我看見站在繩索上同學的表情時，令我十分恐懼。不消一刻，終於輪到

我了，當我爬上去時本來沒有甚麼感覺，但當我爬得越來越高時，雙腳便

不自覺地抖動，心中只想盡快完成任務。當我返回地面後，同學們都以掌

聲迎接和讚賞我，令我很高興，而成功克服挑戰亦令我很有滿足感。  

翌日早上，我們再玩一次高空繩索，但要比昨晚的更為複雜，安全步

驟也更多。這次攀爬繩索，沒有同學的幫忙，令我倍感壓力。當我爬上半

空時，已十分害怕，並且感到十分疲累，心裡很想放棄，但聽到地面同學

的打氣聲，我便抖擻精神、使盡力氣往上爬。  

經過這次的成長營，我學會了團隊合作、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精

神，期望能有機會再次參與這些活動，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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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王澤銘 (1A 29)  

中一成長營讓我學會團體合作，在營地裡我們互相討論，各自發表意

見。遊戲和比賽也進行得如火如荼，每個隊伍都不相上下，最後教練宣佈

我組取得勝利。活動後我作出分享，認為在這次遊戲中我們偶有爭吵，但

最後大家也能互相鼓勵，才能化險為夷，取得勝利。  

到了晚上，我們玩高空繩網，我本來就十

分怕高，又是第一個進行，所以十分緊張。

在爬上繩網後，接續走單杠時，恐懼令我遲

遲不敢踏出第一步，但得到同學的鼓勵，我

才能克服恐懼，勇往直前；無奈每走一步我

都膽戰心驚，害怕會掉下去，幸好最後也完

成了。雖然，兩天時間很短，卻令我學會克服恐懼和

團體精神。  

參加者心聲⋯⋯閻梓聰 (1A 33) 

那兩日一夜的成長營，有很多有趣的活動。首先，是在禮堂進行的活

動，那些活動講求團體合作，我在活動裡學會了團隊合作和溝通的重要

性。並且在活動中感受到同學的努力和付出，我覺得這些活動可以增進大

家的默契和認識，加強班內同學的友誼。  

接著，是「巨人梯」活動，這項活動同樣需要同學之間的信任和合

作，因為如果不能對同學保持信任，便可能會生出意外，而我亦在活動中

感受到同學對我的信任。  

經過這次成長營，我感到自己比

以前勇敢和樂觀，對同學的認識也多

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成長營很有意

義，因為可以令同學了解彼此，以及

為中一生活留下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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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趙賢 (1B 9)  

當我看見這本成長營手冊時，不期然回想起成長營片段，那真是令人

難忘的回憶。  

當天早上，我急不及待回到學校，看見大家都在操場上分享零食，樂

也融融。接著，到達營地後。那裡的工作人員介紹分房的安排和設施的位

置，同學們便十分期待能夠參觀，一探究竟。當大家把背包安放在房間

後，便一起玩遊戲，我們玩了數個十分刺激的遊戲後，我班終於獲得第一

名，真令人雀躍。  

晚上，我們玩「泰山繩」，

活動需要兩人一組，我便邀請好

友張曉豐和我同組。首先，教練

讓我們學習穿著安全衣，然後，

學習鬆繩和拉繩。我和張曉豐是

第一組，當我們攀上繩索時，我

的雙腳不受控地顫抖，前行時總

覺得會掉下去，令我十分害怕。當走到中段，我和組員竟「狹路相逢」，

我們只好想辦法繞過去，最後，我們互相合作、牽著對方的手，才能成功

走到終點，當時我的心情十分緊張，幸好得到同學的鼓勵才能完成任務。  

翌日，我們繫著安全繩走上陡峭的牆壁，當時我十分害怕，因為比昨

晚活動更困難。當我到達最高點時，真是十分緊張，然後，我慢慢放繩下

去，內心十分害怕，不敢睜開眼睛。到達地面時，我十分高興自己可以做

到，因為平時我和家人玩這些活動時，也害怕得不敢參與，所以，當完成

任務後，我感到十分高興，為自己而驕傲。  

這個成長營真的令我成長了，一些平日不敢做的事，我也能一一克

服，所以覺得自己勇敢了，和同學間也增加了默契。同時，亦讓我體驗了

第一次洗碗的經歷。回到家後，希望可以幫助家人洗碗，減輕媽媽的辛

勞，所以，這次成長營真是令我很難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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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鄭振毅 (1C 2)   

當日早上，由班主任、兩位社工和其他老師。帶領我們參與成長營。

我十分期待和興奮。首先，我們在禮堂進行一些團體遊戲，午飯後，我們

便急不及待地乘坐旅遊車到中環碼頭，再乘船往長洲。  

下船後，老師說：「時間尚早，大家可

以有三十分鐘自由活動。」我和「戰友」

便像火箭般跑開了，趕忙去吃炸雪糕、沙

冰和魚蛋。但是不夠時間吃長洲特色小吃

——芒果糯米糍呢！只好懷著遺憾離開市

集，步行往鮑思高青年中心。  

到達目的地後，先是聽講解、分房間和

進行團隊任務。我最喜愛的是「數字遊戲」，所以越玩越高興，越玩越忘

形。這時候，便聽到導師嚴厲地訓話：「你們要學會能收能放，玩的時候

盡情地玩，但分享的時候要尊重別人。」聽到這句說話，我覺得很有道

理，我會牢牢記住。  

傍晚，是我們的晚飯時間，然後，緊張環節到了⋯⋯我看見操場上放

置了很多安全裝備，例如：手套、安全衣和頭盔，和很多一條條的長繩，

由二樓沿垂到地下，我不禁在心裡說：「那麼矮，容易極了！」但當輪到

我時，我卻感到自己的腳在抖震，當

爬上一樓的時候，班主任、很多同學

和我的好朋友也不斷地鼓勵我，終於

令我有勇氣繼續，成功爬到了二樓

呢！我不禁大聲地對自己說：「我成

功了！」我只見一望無際的海洋，看

見了其他人看不到的景色，我亦因此

學會了「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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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早餐後，我們玩繩網陣，那繩網陣是兩人一起進行的行動。我和

班內的同學合作無間才能成功。午飯後，我們要整理行裝，聽從導師的總

結，我發現原來那位外表很兇惡的導師也有溫柔的一面。他讓我們學會安

靜、學會聆聽。最後，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營地。  

這個成長營讓我學會許多道理，學會能收能放的道理，學會團隊合作

的精神，學會堅毅不屈的重要。而「只要肯努力，必定有成果。」這句說

話亦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參加者心聲⋯⋯郭柏賢 (1C 9)   

中一成長營真是令我印象深刻。首先，我們要到的地方是長洲鮑思高

青年中心，聽說那裡的教練是很可怕，令我的心情也十分緊張。但當我到

達那一刻，覺得除了一位教練有點可怕外，其他教練也是很和善的，令我

放下心頭大石。  

當天晚上，我們要進行繩網活動，

這個活動是需要很大的臂力和腿力，起

初我以為是個很簡單的活動，但輪到我

的時候，我才發現這個活動太難了！我

的腿痛得快要斷掉！幸好最終也成功！

我覺得這個活動看上去很容易，但真正

進行時，卻是有不少難度。  

翌日，我們要參與「巨人梯」活

動。那個活動講求團隊合作，我光是看

見那繩梯，便感到很緊張。因為我原本

是有一點畏高的，當我爬上繩梯後，卻不再感到害怕，當我返回地面的時

候，更是非常雀躍，因為：我終於克服畏高了！   

這個成長營令我十分難忘，除了讓我成功挑戰自己，還讓我明白到團

隊合作的重要，希望來年可以再有機會參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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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雷鈞浩 (1C 22)  

「 I CAN 成長營」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因為那是只有中一生才能

參加的成長營，因此，所有同學都十分期待和珍惜。  

在出發前，我們先到禮堂進行活動，用腳來砌「層層疊」和用腳來傳

球等，十分有趣，大家都盡力完成和投入遊戲。活動結束後，我們終於出

發了！我們乘坐旅遊巴士到中環碼頭，再乘船往長洲。在船上，我們有說

有笑，說著說著，船便到達長洲了。下船後，我們有三十分鐘的自由時

間，我興奮得跳起來。  

到達營地後，教練清楚地講解規則，我們便到房間整理行李和床舖。

整理過後，我們便進行團體遊戲，當大家都感到肚餓時，剛好是午飯時間

了，所以大家在吃飯時都狼吞虎嚥似的。  

午飯過後，便是我最喜歡的數字牌遊戲，每組輪流派人去翻牌，要排

出一列順數，每次只可翻一張牌，這意味著隊友之間的配合度要很高，如

有少許錯誤，就會耽誤時間。幸好，我們能互相配合，所以成績也不錯。  

吃飯過後，我們到了二樓牆壁的正下

方，看到一些繩子和安全設備，經過教練

說明，原來我們要用繩爬到二樓。我開始

爬的時候十分順利，但之後，因我沒把安

全繩推到最高，所以當腳用力時，身體便

向下掉了幾厘米，令安全繩突然勒緊，夾

著我右邊的胸口，痛得我差點大叫起來，我只好強忍著痛繼續向上爬。期

間，我掀開衣服，看到擦傷了皮的傷口，只得強忍淚水，看看離二樓的目

標，只是差幾步的距離，再看看扶著我的同學，我想：我不能辜負他們的

幫助。想到這裡，我便毫不猶豫地推出一腳，即使身體早已筋疲力盡，即

使腳早已痠痛不已，即使傷口已令我不能動彈，但我知道必須堅持下去，

必需到達終點。在這意念的驅動下，我終於到達二樓了，但我卻仿似登上

一座高山，感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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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早餐後，教練說要分組，兩人牽手在繩子上走。我聽了後不禁倒

吸一口涼氣，因為我有點怕高，而這次更是只許站在一根繩索上！我只好

戰戰兢兢的站在繩索上，用手抓緊同學的手，慢慢地踏出一小步，我感覺

到一點拉扯感，便嘗試將身體向下蹲，身子向前傾，最後竟可以毫不費力

地走到終點，真是令我喜出望

外呢！  

當大家為這兩天的事情寫

總結時，亦意味著這次成長營

正圓滿地結束。而在成長營

中，我學習了不少道理，又得

到很多人的幫助，而我和同學

間的友情亦變得更深厚了。  
 

參加者心聲⋯⋯蔡駿宇 (1D 1)  

學校為我們中一同學舉辦成長營，目的是考驗我們的能力，例如：分

配時間、自律等等，所以，我對這個活動十分期待，想快點參加。  

在出發的當天，我們十分準時到達禮堂集隊，在禮堂裡，我們玩遊

戲，學習和人溝通。午飯後，我們乘船往長洲。在營地裡，導師講解營地

設施和歷史。分配房間後，

我們再玩一些有趣的遊戲，

讓我學會如何與人合作。  

到了晚上，我們玩沿繩

上攀。一開始，我有些害

怕，但我克服了它，我了解

到如果能克服困難，以後遇

到甚麼困難也能有信心面

對。在離營那一天，我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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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繩網，一開始我在空中十分害怕，但我看見同學在地面鼓勵我，令我

十分感動。同時，令沒有自信的我，變得有信心。  

最後，我反省在這個成長營裡，我提高了自信心、增加了與人溝通的

技巧，以及加強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加者心聲⋯⋯陳冠錡 (1D 2) 

我在兩日一夜的成長營中成長了不少，同時，亦發現了自己的弱點。

在營地裡，我們放下行裝便按組別玩一些需要團隊合作和反應力的遊戲。

晚上，在吃完晚餐後，便立刻進行沿繩上攀活動，我們聽完導師的指導後

便開始活動，起初，有很多同學不懂如何入手，所以導師來教導我們，當

我成功後也沒有休息，而是繼續幫助同學完成，我也給了很多同學自信心

呢！  

翌日，吃完早餐後，輪到我組

負責洗碗，我們也很團結，彼此分

工合作，很快便完成了。之後，便

進行高空繩網活動，我在觀看別人

進行時好像十分容易，但到我的時

候原來是十分嚇人的，每位同學都

步行前進六格，但我卻只能完成一

格，令我很洩氣。  

經過這次成長營，我明白到自己常缺乏自信心，但當我發現這個缺點

後，便努力挑戰自己。  

參加者心聲⋯⋯林珠偉 (1D 7)  

學校為我們中一同學舉辦了兩日一夜的成長營，我知道這次活動是學

校精心籌備已久的。目的是讓我們不局限於學校的生活，可以在課室外學

習。同時，這次活動有很多富有挑戰性的活動，希望增強我們的自信心；

亦有團隊挑戰活動，讓大家可以培養合作精神，所以，同學們都懷著滿心

期待回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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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早上，同學們都在操場上圍攏討論自己的入營用品。在早會過

後，我們依次有序地進入禮堂，

經過老師的一番介紹，便開始了

熱身活動。雖然過程中，大家看

似毫無默契，但互相扶持的團

體精神，亦在此刻悄悄凝聚。

最後，我們總算勉強完成任

務；雖然得到的不是勝利，但

同伴間能互相幫助完成每一項

挑戰，也是一份難得的收穫。  

午飯過後，我們一行百餘人浩浩蕩蕩前往中環碼頭準備乘船。準

備上渡輪期間，老師們為我們在涼意陣陣的碼頭，拿起照相機記錄這個美

好時光。登船後，我們閒聊著生活上的一些瑣事，對同學間的認識也多

了。  

抵達營地後，我們聽從導師指示安放行囊，我覺得那裡的導師十分友

善。然後，我們各自進行分組活動。活動期間，發現有許多地方需要大家

合作完成，所以，令大

家也培養了不少默契。

晚上，我們往小廣場進

行第一個挑戰活動——

高空繩網陣。我們穿上

安全衣後，便向高空爬

繩而上。這個活動需要

兩人才可進行，目的是

讓同學可以有足夠的保

護。活動完畢後，我明

白到輕微危險的活動要

順利完成，必需依靠安全設備，以及隊友的支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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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李永裕 (1D 17)  

學校為我們中一舉辦的成長營，我本來沒有多大興趣，但是經過一些

訓練後，我改觀了，亦令我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  

當天早會結束後，我們便進入禮堂參加活動；在搶答環節中，我們班

不太活躍搶答，所以得分十分落後。後來，到用腳來傳球的時候，我的表

現十分差勁，有好幾次球傳到我腳下時，卻丟失了，令我有點氣餒。到了

下午，我們便回課室吃午飯，等候出發時間。  

到了碼頭後，我們便乘搭渡輪往長洲，差不多一小時船程後，便到達

長洲了。老師給我們三十分鐘自由活動時間，我便吃了許多特色食物，然

後，便一起浩浩蕩蕩走一段山路，

出發往營地。  

到達營地後，工作人員為我們

準備了熱身活動，每人輪流揭一次

牌，最快的一組為勝利，最初的兩

局我們都輸了，但後來我們找到了

方法，在後來的幾局裡，便能取勝。

接著，便是分配房間，我們進入房間

後，都自覺地鋪好床單和枕頭套。  

在晚飯後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們玩沿繩上攀，一開始嘗試時，我很難

爬上繩陣，但嘗試了幾次後，便能很快完成第一階段，當我爬上第二階段

時，由於時間不足，便沒成功爬上去，真是可惜。  

翌日，我們吃完早餐後，導師便帶我們挑戰高空繩網，當輪到我時，

我感到十分害怕，雙腳不聽使喚邊走邊抖，但我最終克服了困難，成功完

成整個繩網陣。  

最後，我們要回校了，而在這一次的成長營中，我感到自己解決問題

的能力加強了，算是不錯的收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