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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疫情如何反覆不定，日子依然要過，學生的光陰是
一去不返的。
疫情影響了我們的常態，但同時也為我們帶來新常態。
新冠疫情超過一年，在斷斷續續的網課和復課日子裡，員生
亦開始適應，學生也由當初覺得網課只是過渡性質模式，漸
漸養成習慣，老師亦嘗試鑽研和調整網課技巧，逐步累積經驗。
雖有疫情陰霾，但不擋樂恩的運作和喜樂的校園生活—這學年我們第二
屆家長教職員會誕生，亦在眾家長的支持投票下選出家長校董，感謝我們的家
職會主席鄭淑文女士擔任明愛樂恩學校首位家長校董，為學校發展齊出一分
力，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我們善用有限的復課日子，在高度的防疫措施下，為學生安排安全的活
動—沒有了外出旅行，就安排校內班際活動；沒有了大型的參觀活動，就改
為分小組或其他模式……儘管教職員在準備過程中並不容易，但大家也以學生
福祉為前提，「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珍惜當下，在疫境中力
挽狂瀾，才是明智。
無論疫情如何反覆不定，日子依然要過，最重要是無論我們是誰，光陰也
是留不住，一去不返的。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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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社會各界友好到訪樂恩，了解本校
與中心
的服務，或主持講座，我們十分榮幸，也十分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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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恩師生與法團校董會成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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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在校園

校園生活在面授課與網課之
間穿梭。縱然學校旅行、校運日
等一年一度的盛事都未能如期舉
行，然而，在樂恩團隊的努力
下，學生的校園生活仍是豐富多
姿的。讓我們一起回顧9月至今
的學習生活。

網課與面授之間

旅款達人

923開學禮

聖誕歡聚

主保聖德蘭修女瞻禮

化妝技巧

網課
中秋歡聚
作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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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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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與科技堂

理財活動

解剖白老鼠

計概念

解說壁報設

同學向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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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恩無限分獎賞計劃

得獎同學

學生職場體驗計劃

透過不同小組認識自己

參觀明愛樂進學校宿舍部

以端莊儀容前往面試

家長聯繫
家長校董選

舉

家長座談會
2020家長教職員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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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南豐紗廠

感
動
十足

平山健行

參觀道風山

中國舞練習
4

樂恩之SING歌唱比賽

校長及王sir擔任特別表演嘉賓

參賽者於後台準備粉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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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
恩賜

賽馬會「群藝群動」計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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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巢佩琦

佈
景
設
計

2A 何巧桐

4A 黃靖頤

4B 孫彩倩

4B 李昱儀

學生先從顏色去分析自己的
性格，然後利用音樂引發對視覺
藝術的想像空間和情緒。透過顏
色、線條和空間運用，把想法與
感受呈現在佈景設計的模型上，
學習表達感受的重要性。

2A 蘆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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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楊紫珊

4B 蘇子靈

5A 張葆沂

5B 馬樂盈

5A 許筱柔

5A 黃彩媚

5B 劉曉彤

首飾加工
3D設計及打印

佳作
共賞
5A 廖凡茜

5A 羅蔚雯

6A 忻祖宜

塑膠彩
色塊練習

人體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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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黎美嘉

平面設計

3A 梁凱嵐
2A 李家賢

3B 梁倩頤

3B 許迅媛

6A 余金汶

佳作共賞
《我最崇拜的人》

中一甲

蔡靜賢

在我出生的那天，就已經有一個專屬我的守護天使守護我了，
她在我心目中總是最好的！
她就算多忙都好，總會抽出空閒時間來陪我！她就算多累，從
來都不會對我發脾氣，她只會對我一個好，她對着我的眼神裡都是
溺愛！曾經試過我生了一場大病，她那時候要上班，我在家裡鬧憋
扭，不肯吃藥，她明明很忙，卻第一時間回家抱着我哄着我說：「
乖，我的『小公主』要吃藥『病菌才會飛走』！」回想起當時，其
實我只是一時的任性想她回家陪我，她卻用行動來回應我的無理要
求！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動。她在我心目中總是最好的！
她時常都把一句話掛在口邊：「你怎樣待人，別人怎樣待你。」
她總告訴我不要要求對別人好一定有回報，你對別人好就夠了！有
一次她來接我放學，然後有個路人跌了錢，她好心幫他撿起，但他
卻不懂得知恩圖報，還反駡她：「為何平白無故撿起我的錢包，不
知所謂！」我反問她：「為甚麼要這樣委屈自己呢？」她卻不以為
然：「做好自己便夠了，何必理會其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呢？」那一
刻我無從反駁，對她的「道理」似懂非懂，現在回想起來，她待人
謙和，不計較，堪稱「君子」作為。
這個她不只是我的守護天使，更是我崇拜的人，是我獨一無二
的母親！

《我們的樂恩》 中二甲

嚴藝林

當你走到聖言中學的時候，抬頭往山上
看，你就可以看到以白色和紫色為主的建築
物，那就是我的學校—明愛樂恩學校。你只
要往旁邊那條長長的樓梯就可以通往學校。
我們從中心門口走進去，映入眼簾的是漂
亮的水池。再走前一步，就可以見到十分熱鬧
的操場，我們經常見到同學們在打排球。而操
場旁邊有一塊碧綠的草坪，遠遠望去，大地彷
彿鋪上了一層綠色的地毯，特別引人注目。
你只要走上一條樓梯，就可以到達一樓。
到達一樓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五、六個課室和
一個禮堂。只要走多兩、三步就可以到2A班，
我的課室裡面貼了我們班的同學照片。
這個經常充滿歡聲笑語的學校給我帶來了
很多歡樂，就算我離開了它，我也會懷念它。

《人生的時間銀行》 中三乙

杜靜諭

人生就像一張潔白的紙，那麼，我們就是
手握着各種顏色的畫師，勾勒着我們自己的人
生。人生也像一片土地，在我們一生中，不斷
的辛勤勞動，最終，收穫着豐富的粮食和從中
的喜悅。人生是短暫的，時光不能倒流，不要
到自己生命結束時還沒有完成一幅自己滿意的
畫卷；不要讓自己感受不到豐收的喜悅。讓自
己人生得到了滿意的微笑，享受自己的收穫，
這就是美好人生，令自己無悔地畫上了圓滿的
句號。

《一張舊照片》

中一甲

莊汶琪

星期五，我在家裏收拾抽屜時，發現了一
張很久之前幫我的貓咪拍的照片，那時候我的
貓體形還是很細小的，只有我的一隻手掌大，
牠白白的還有小小灰灰的，眼睛也是灰色的，
非常可愛。
還記得替牠拍照的時侯，是剛剛把牠帶回
家的時候，當時我非常興奮！因為有一天我和
我的姐姐在買東西時發現牠被人遺棄了，當時
天氣很差，天陰陰就像準備下雨了，我和姐姐
便一起把牠帶回家，回到家後便立即餵牠吃東
西和將牠和我的大貓熟悉一下，牠當時小小的
非常頑皮，不過真的很可愛！
發現那相片之後我立即拿着相片放在它的
旁邊對比，回想牠之前的時候真的非常懷念以
前，覺得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啊！牠已經不知不
覺地長大了，真的很感謝上天讓我遇見了牠並
把牠帶了回家！

The Pros and Cons of Learning Martial
Arts at School
By Sinead Evans, 3B.
Martial Arts was onc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part of a
student’s education but is less so now. Whilst some people may
prefer this arrangement, others believe that more time should be
spent learning Martial Arts at school. In this essay, I will explore both
the pros and cons of learning this traditional sport at school.
One reason why Martial Arts should be learnt at school is that it will
help preserve Hong Kong culture. Martial Arts are a very traditional
form of sport and art. If students learn Martial Arts at school, they
will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work of the old martial artists.
Now, there are only very few masters left to teach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such as Kung Fu. Martial Arts are changing because there are
far fewer people doing as Hong Kong is modernizing. For example,
original Hakka Settlers left and the settlements emptied out, partly
because of the cost of property, which meant they couldn’t train
on rooftops anymore. Also, there are now more modern ways of
receiving training for Martial Arts, such as gyms, instead of training in
villages and on rooftops.
   Another argument in favour of learning Martial Arts at school is
that it helps with discipline and respect, and may help with ADHD.
According to Dr Neil Farber in “Psychology Today,” Martial Arts can
help with getting good grades and developing values in a chil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to learning Martial Arts in
school, there a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The first disadvantage,
according to journalists Kevin Liu and Joseph Hinks, in “Time”
magazine 9/1/2017, is that “it takes five to six years of training just to
get to a perfunctory level.” This means that it takes almost all of high
school just to get to a basic level. Therefore it could be wated time.
The second argument against learning Martial Arts in school is
that some students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Martial Arts and if they
wer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they may not be introduced to other
activities they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n conclusion, there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learning Martial Arts in school. However, I believe the disadvantages
outweigh the advantages. Martial Arts ar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sports but they’re not for everyone and they take too long to master.
Therefore Martial Arts shouldn’t be included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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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風山之行有感》

中三甲

吳詠芯

坐在顛簸不定的椅子上，透過窗戶望向外面的世界，心中不禁
暗暗感歎，這個城市的節奏真是迅速，而回應我的是旁邊擦身而過
又源源不絕的車輛以及鄰座同學吵鬧的聲音。
在這個車遙馬急的人世間，所有的悲歡離合又何止一瞬間！
突然，一個疑問莫名其妙地浮現在我的腦海當中，揮之不去，
人的一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態，有人會擁
有長生不老的能力嗎？從古至今，追求青春健康、長壽不死，這些
都是人的願望，猶記得秦始皇花費千金，只是為了尋找長生藥，那
怕你富可敵國，那怕你大權在握，還是敵不過一個「逝」字！
「好了！各位同學可以下車了，歡迎來到道風山。」老師的話
打斷了我的浮想。我連忙跟著同學下車，沿著路走，感覺空氣清新
多了，不愧是在山上。接著我們停在一個以一塊塊磁磚拼貼成的壁
畫前，上面刻劃著沙田的全景，卻不是現在沙田的樣子，經過時間
的變遷，歲月的洗禮，環境都改變了好多，可見這壁畫歷史悠久，
讓我看到從前的沙田充滿山野氣息到今天的高樓聳立，時間一直無
聲無息地流逝著，流逝著。
慢慢地走到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天使花園」。根據法律，不足6
個月並不能當作生命，但他們畢竟在世上生存過，道風山便向政府
申請了這個地方，為不幸夭折的嬰兒安葬。我看著石頭上的每字每
句，感覺到父母對他們的愛以及降生的期待，這個地方是悲傷與安
慰並存。人的一生，在母親的身體內已經開始了生命的搏鬥，為誕
生而努力著，原來健康幸福並不是必然的！
長生，不單單是指長久的生存，也許能讓一個人牢牢的記在心
裏，放在回憶中，那怕瞬間也是長生。而天使花園的各個小嬰兒則
永遠在他們父母的心中長生。

天使花園

同學為逝者靜默祈禱

學生成就
中六甲
培日夏

中六甲
何卓琳

中六乙
葉翎

Dance World Cup 2020
舞蹈世界盃香港區外圍賽
街舞組別第二名
敏哲慈善基金
獎學金2020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2020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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