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下手機，伸手助人？Impossible？

智能手機已操縱年輕人的生活，想現在的年輕人放下手機，簡直就等於取了他們的命。更有三歲小朋友未學行路，就已經懂得拿著手機玩 

candy crush。

我們與智能手機結下不解之緣，智能手機已成為本世紀萬千青少年的「潮流教主」，它就是潮流，它讓我們跟上時代的步伐。幸好我們幾

位李炳人還有點自主能力，未成為「手機」的教徒前參加了一個由Amazing Teens所舉辦的「荃灣CYC領袖培訓計劃」。不要以為這是個普通

的領袖培訓，它是改變我們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今年領袖培訓計劃的主題是「放下手機，伸手助人」，希望藉此幫助年輕人能擺脫智能手機的

束縛，為身邊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幫甚麼人？怎樣幫？我們從零開始，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以荃灣區的長者為研究及服務對象撰寫計劃報告。為了搜集第一手資料，我們

幾位同學分別參加了數次的長者探訪義工服務，為他們進行家居清潔，與公公婆婆聊天，又致送新春福袋，從而親身去觀察、了解和聆聽長者

真正的需要。另外，我們也訪問了社區中心的社工，了解他們為長者提供服務時所遇到的困難和局限。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我們總結了幾個問

題，並向年輕人提出三項放下手機，伸手助人的建議。

建議一：加強長者家居探訪。根據兩位明愛荃灣社區中心社工的分析，荃灣區較多清貧或獨居長者集中於梨木樹邨、福來邨及大坡坊等一

帶，部分長者因為年紀老邁，身體機能退化或行動不便，無法親自好好料理家居，因此我們建議本區青少年可主動接觸這些地區有提供長者服

務的社區中心，協助中心籌辦持續性的長者家居探訪義務工作，為他們打掃、清潔家居，對於青少年而言，只是舉手之勞，而且甚具意義。   

「放下手機，伸手助人」，何樂而不為？

建議二：為長者留下回憶印記，編寫獨有傳奇。長者是現今社會的建造者，因有長者對社會的貢獻，譜寫出段段不朽的香江傳奇，我們才

得享受現今的繁榮。然而，長者普遍教育水平偏低，加上年事已高，即使希望記下自己平凡的一生，也可能無能為力。事實上，長者不論在人

生經驗或閱歷也較我們豐富，而青少年擁有的是知識及書寫能力，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與社區中心合作，通過長者口述的歷史，記錄屬於他們的

時代、他們的故事，撰寫屬於他們自己的回憶錄，傳頌他們看似平凡但又獨一無二的「故事」。此外，又可以舉辦舊照片展，讓他們在照片展

覽中分享相片背後的故事，如他們年輕時的經歷、社區的變遷等。介紹照片內容，訴說他們的「前塵往事」，由此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之餘，

並可從中加深青少年及社區人士及荃灣區歷史的認識。

建議三：留意社會發展，為長者發聲。正如香港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兩位受訪社

工所言，現時青少年學業繁重，未必能抽空出席持續性的長者服務活動，但我們仍然

可以最簡單直接的方法，留意身處的社區及全港性的長者福利政策，聆聽長者的意

見，如有政府失誤或資源錯配的地方，可代長者向政府反映。在社區層面上，我們可

多了解長者的實際需要。比如荃灣區行人天橋眾多，但不少天橋並沒設置升降機及電

梯等設施，令長者上落十分吃力。另外，部分清貧長者的居所較遠離市中心，小巴或

巴士路線能直達居所的班次疏落，不便長者出入。還有，荃灣區的紅綠燈設施行人過

路時間較短，行動不便的長者橫過馬路有潛在危險。在全港層面方面，我們可多了解

長者對政府福利政策的看法及訴求。雖然現時政府設有不同類型的津貼以援助長者的

生活，與他們息息相關。但現今香港社會百物騰貴，扣除醫療或日常開支後已所餘無

幾，以上津貼的實質作用始終有限。再者，津貼雖然是對長者提供最直接的援助，以

解燃眉之急，但終究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長遠的長者政策該何去何從？實有賴

我們在不同場合如政府地區諮詢會等表達看法，甚至帶長者們出席相關的政策諮詢

會，讓他們發表自己的心聲，以爭取合理的長者權益。

最終我們的報告及匯報成功獲得聯校專題報告比賽中的三項大獎，分別為專業報

告大獎、評判大獎及我最喜愛大獎。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已成為手機的「奴隸」，被它蒙蔽了雙

眼、掩蓋了耳朵、困惑了身軀。我們確實取得了不少資訊，但卻忽略了身邊以至社會

上有需要幫助的人。現在大家何不放下手機，抬頭環顧自己所處的社區，其實有很多

人在等待我們伸出的援手。犧牲一點玩樂的時間，放棄沉醉於手機虛擬世界的樂趣，

以行動去幫助別人，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透過助人所得之快樂定必比手機所

帶來的樂趣來得長久和滿足。

那麼你又是否準備好「放下手機，伸手助人」，去換取長久而又滿足的快樂呢？

伸手助人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5-16【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作品：益生「鉛」
生物及健康一等獎
美國試管生物學學會特別獎

2A 張舒恒、2A 鍾百圖

作品：茶渣/咖啡渣打印機 能源及環境科學一等獎 2A 吳家琪、2B 文迪妍

作品：四季智適寶 電腦及資訊科技三等獎 4B 湯曉烽、5B 張智彬

作品：創新汽車前置擾流及
        後置平衡擴散器

數理工程三等獎

作品：無汗滑鼠 電腦及資訊科技優異獎
1C 游東貽、1C 陳琬晴
1C 吳嘉怡

3A 黃詩婷、3A 賴曉慧
3B 謝苑霖

作品：果膠消「鉛」法 能源及環境科學優異獎 2B 曾子皞、2B 張文軒

荃灣區公益少年團主辦比賽

Amazing Teens荃灣CYC聯校
領袖培訓計劃2015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
籌款活動」

銅獎

CYC聯校專題報告（中學組）
1.「我最喜愛大獎」冠軍
2.「評判大獎」冠軍
3.「專業報告大獎」冠軍

4A 查慧敏、4A 賴金怡
4A 鄧斯漢、4B 張杍匡
4B 曹啟潤、4B 王子聰
2A 陳心怡、2A 許佳茵
2A 沈嘉敏、2A 蕭麗藍

全校參與

「感恩惜福齊欣賞，
分享回饋獻所長」
服務活動展板及滙報比賽

最佳活動內容獎

5A 張珊珊、5B 黃己紋
5B 李卓盈、5B 林洛而
4A 查慧敏、4B 張杍匡
4B 湯曉烽

2015-2016年度校際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

排球比賽

 

男子丙組冠軍

男子乙組季軍

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季軍

籃球比賽  男子丙組殿軍

2A  賴   浩〔隊長〕
1A 陳浩光、1A 陳梓洛、1A 鄭嘉俊、1A 何偉賢
2B 石卓麟、2A 李俊軒、2B 馬智榮、2D 黃俊賢

2B 黎皓溢〔隊長〕  
4C 黃凱謙、4E 文嘉浩、3C 何宇恆、1C 何耀輝  
2A 劉頌晞、2B 蘇意育、2B 何嘉杰、4A 羅浚晞

1B 梅任錦、1B 鄧梓聰、2A 李俊軒、2A 郭文楨  
2A 廖智謙、2A 廖鎮塬、2B 廖峰竣

2B 鄭仲然〔隊長〕、2B 石卓麟〔隊長〕
1A 莫皓然、1C 蕭惠健、2A 廖鎮塬、2A 賴    浩  
2A 李新傑、2A 王旨龍、2B 李俊賢、2B 黃冠喬
2B 潘偉樂、2C 何鍵林

其他比賽

荃灣區少年警訊滅罪共融
足球比賽 

 

亞軍

5B 劉嘉俊〔隊長〕  
1A 李嘉樂、1A 陳祉逸  
1B 黎浩文、1D 毛亞馬
1D 吳嘉傑、1D 梁榆梵  
2D 王子俊  
5C Qassad Al i  Khan
5D Qassim Al i  Khan

全校參與
2015-2016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至Fit校園獎銅獎及
活力校園推動獎

5A 朱文金
第廿七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
(教協、康文署及香港公共圖書館) 

高級組優異獎

5A 朱文金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2015-16
（荃葵青校長會）

優異學生

4A 陳家茵、4A 賴金怡  
4B 陳    靖、4B 李梓豪  
4B 孫崇傑

恒生 -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
獎勵計劃 2015

「那些年……那些事」歷史文化
專題報導比賽—初中組冠軍

2015-2016
中學校際室內錦標賽

女乙2000m 第八名

女乙1000m 第九名

女丙1000m 第八名

女丙500m 

3C  陳琬瑩

4D 阮貝蓮

2B 方家宜

1B 劉    藝第八名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5-2016年】

男童聲獨唱【中文組】14歲或以下
優良

良好

1A 吳君怡

1A 李國豪

女聲獨唱【英文組】14歲或以下

男聲獨唱【中文組】16歲或以下

小號獨奏【初級組】

優良 2A 花拿美、2B 葉文敏

良好 2A 張舒恒

良好 4C 陳玉婷 香港國際公開管樂大賽 2016【香港國際演藝培訓協會】

上低音號獨奏自選歌曲組（五級）

小號獨奏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考試曲目組（五級）

冠軍 2B 施凱源

亞軍 4C 陳玉婷

活動花絮

獎項

LPSS

中五同學於西安考察試穿漢服，了解中國文化

本年荃灣區學界丙組排球冠軍人馬

同學到台灣考察升學途徑，順道參觀眷村

中四同學參加恒生–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獎勵計劃，
以「撫今追昔，腕錶當年情」贏得「那些年……那些事」
歷史文化專題報導比賽冠軍

同學在中三級領袖訓練營中練習攀樹

本校派出多隊同學參加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成績驕人(可參閱上表成績)

清潔長者家居是由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協助安排

頒獎當天，同學贏得多個獎項，滿載而歸

注意：放下手機

朱文金、吳美可及簡敏賢同學代表香港
在美國鳳凰城參與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第67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作品：自診螺絲、螺帽及墊圈 美國知識產權法協會專項獎
5A 朱文金、5A 簡敏賢
5A 吳美可

聖公會李炳中學
2015-2016 校報

總編輯 | 查慧敏

  張杍匡

編輯 | 麥芷瑋、傅家俊、曹啟潤

  周菁菁、王子聰

顧問老師 | 陳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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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部

楊天頴老師 

Tuesdays with Morrie

MY FAVOURITE MOVIE

Somebody like watching comedies because they 
want a good laugh, some people love horror 
movies because they enjoy the excitement 
brought by the movies while some like romance 
because they are fascinated by the passionate 
love between the characters. We all have our 
favourite movies. We are very glad to have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our English teacher 
about her favourite movie. Let us find out what 
Miss Chow’s favourite movie is.

Miss Chow enjoys watch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especially 
inspiring movies.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s that she likes. If she really 
needs to pick one, that will be Tuesdays with Morrie. Tuesdays with 
Morrie, which is about the last 14 lessons Morrie the professor had with 
his student Mitch, is a movie full of wisdoms. When Mitch lost his way in 
the society in the pursuit of fame and wealth, he met Morrie again. 
Although Morrie suffered from 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he still taught Mitch about love, death, work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life before he died.

We wondered why Miss Chow loves 
Tuesdays with Morrie so much and this is 
what she said.

‘When we have grown up, no one will tell us what we 
should do and what we shouldn’t do. By watching 
Tuesdays with Morrie, I felt like I was also having lessons 
with Morrie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his lessons. I have 

learnt how to live my life to the fullest without neglecting things and 
people around me. We have to make our own decisions and live our own 
life. Life is all about lost and found. We may be lost at times in the pursuit 
of fame and wealth. Step back and stay clear-minded. Watching 
Tuesdays with Movie will definitely help you find your way out!’ 

After hearing from Miss Chow, I think we should watch 
this movie after school!

ZOOTOPIA
大學為何物？有人說，大學不過是高中的延伸，那種挑燈

夜讀的生活仍在繼續；又有人說，大學畢業後便有了事業的保障，可以痛

痛快快地玩四年。在我看來，大學大抵是最自由的地方。對於剛經歷文憑

試桎梏的大學新生來說，進入大學無疑成了脫韁的野馬，盡情馳騁。常言

「大學五件事」：「讀書」、「拍拖」、「住Hall」、「兼職」、「上莊」。

讀書方面，除了必讀的主科外，可以選讀其他喜愛的科目，閒時更可以去

其他學系的大課旁聽(稱為「S i t堂」)。課餘時間，可以利用閒暇兼職賺

錢，也可以加入不同的學會，甚至成為學會的幹事會成員(即「上莊」)。

也可以入住宿舍（即「住Ha l l」），初嘗離開家庭獨自生活。正因為自

由，在大學總能見到各種各樣的同學：有的人專研學術，課室圖書館兩點

一線；有的人努力兼職賺錢，暑假時環遊世界；有的人身兼數個學會職

務，積極拓展人際圈子。大學生涯是人生一段獨一無二的經歷：一方面擺

脫了中學時來自家庭和學校的限制，但卻仍然保留了學生的身份，可以申

請學生八達通，乘地鐵有半價；另一方面社會亦對大學生寄予厚望，視之

為未來的棟樑。儒家經典《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雖然「大學」非今之大學，但其內涵卻值得我們學習，說

的是先彰顯人本身的美好德性，繼而推己及人，

最後達到「至善」的境界。大學環境之自由，大

學生更需要堅定心志、努力成長，以求成為更好

的人。在大學聽的最多的是「你只需要對自己的

人生負責」，對我如是，對各位師弟師妹亦如是。

中五級李楚興同學於2015年獲得美國

MIDWEST MAGIC JUBILEE魔術大賽亞軍，

是首位香港國際魔術師獲得這殊榮。他背後的

故事，引證了「李炳人，做得到」這句話。

未接觸魔術之前，他從媒體看過不同世界著名魔術師的華麗演出，那

些震撼人心，耐人尋味的魔術已成為他腦海中的印記，漸漸地他憧憬有一天

能成為其中一分子，他更立志要成為一名永垂不朽的魔術師。

剛開始學習魔術時，並沒有任何專業人士教導，他惟有獨自揣摩。人生

的道路上總會遇到不少障礙，但「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過努力也

須要高人指點，李楚興認為要學習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魔術師，並不可能單

靠自己就能成功，前輩的幫忙也很重要。一次僥倖的機會，李楚興參加了一

個魔術活動，但台下的評判竟然是來自美國的國際魔術師，他心裏突然有股

衝勁想向這位評判學習。活動完結後，他就憑著一股熱誠去拜師學藝。那位

美國的評判看見李楚興是難得的人才，便收他為徒，成為了這國際魔術師的

入室弟子。

師徒兩人分隔兩地，只能通過互聯網溝通，而且難免有語言及溝通上的

問題，但楚興沒有氣餒，遇上不認識的英文時，他會查字典或通過網上翻

譯，以解決溝通上的問題。這樣，他便開始了長達四年的訓練，當中李楚興

不放過不同的演出機會，更有娛樂製作公司邀請他演出，他當然把握千載難

逢的機會。他常告誡自己機會不常有，要好好珍惜。

認為自己還是黔驢之技的楚興，在訓練的過程曾面對大大小小的難題，

例如：要如何構思一個精彩絕倫的演出，還要設計一些空前絕後的道具等，

而且他更要在學業和魔術上取得平衡，這沉重的壓力竟沒有讓他因此而一蹶

不振，反是把壓力化成動力，只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往國外參與比賽，將中

式魔術帶到世界。魔術歷史悠久，但流存至今，世界上仍以西式魔術為主

導，歷久不衰。而他認為中式魔術更神秘，有更大的發展

空間，普通人要找到它的秘密比登天還要難，李楚興為了

領略此魔術，特意前往中國北方尋找當地的「中式魔術傳

人」，並向他們學習，可見李楚興是個精益求精的人。

今次比賽能奪得亞軍，他首先要感謝多年來帶領他的

師傅，如果沒有過去的良師，就沒有今天的李楚興。經過

五年的努力，他獲獎無數，絕不是單靠運氣，還要在人生

的道路上披荊斬棘，背後的汗水構建了他的夢想。

〈主內成長〉2A 陳心怡
今年的復活節假期，我參加了不少活動，

其中有宗教組舉辦的生命成長營。這是我

第二次參加這項活動。記得第一次參加的

時候，我在營內決志信主，到這一年，我

已成為了團契職員。平日在團契中領詩和

分享不算多，但這次成長營中，就有領詩

和分享的機會，也學會了很多溝通技巧，

心中十分喜悅。在眾多活動中，我對「木

磚過河」的印象最深刻。隊員要利用十塊

木 磚 從 球 場 的 一 面 走 到 另 一 端 ， 除 木 磚

外，身體任何一部份不得接觸地面，否則

要重新由起點出發。雖然我們有失手的時候，而且中途又出現各

組互相搶磚的情況，但我們並沒有氣餒。雖然我組最後無法在限

時內完成任務，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勝負，而是從中體會到互

相幫忙、互相鼓勵及永不言敗的重要。團契和生命成長營令我改

變了很多：我從不太認識主，到漸漸認識，及後決志跟從主的腳

踪。在團契中，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大家彼此支持，並經歷了很

多困難。所以，下年度我一定會繼續參與團契，期望更深入地認

識主。

 
〈追求突破〉2A 廖智謙
今年的生命成長營裡，我自覺有相當大的

突破，因為上年度我只是參與者，今年已

成為了團契職員，有機會協助籌備和帶領

小組。今年在營裡我看到很多同學如何突

破 自 我 ， 例 如 在 遊 戲 「 攀 越 高 牆 」 的 環

節，我們要徒手攀越一堵五米高的牆。遊

戲開始時，我們一度懷疑是否可以成功攀

越高牆，經過導師的激勵，我們終於鼓起勇氣去嘗試。最後，我們都能安

全完成任務，十分感恩。經歷過今年的生命成長營後，我體會到只要能勇

於突破自我，人就能有所成長。  

〈汲取經驗〉2A 張淑津  
坐在旅遊車上，抬頭望天，發現生命成長營在不知不覺間便過去了。記得

出發那天，碧空如洗。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到達了營地，卻沒想過時間過得

這麼快。營內兩天，有不少遊戲活動。我們從中學懂互相信任，又學會團

結，在比賽中要顧及團隊裡每一成員的感受，敢於挑戰和有無懼的決心。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用磚塊「過河」的遊戲。遊戲規則很簡單：導師給我

們每組十塊磚，作為流動踏腳點，讓全組十一人逐步横越籃球場。豈料在

遊戲開始以後，我們組內其中一塊磚卻突然消失了。當時我們想：應該是

別組的同學把磚搶去了。出於猜疑和好勝，後來各組便開始互相搶奪磚

塊。最後，我組因為超過時限到達終點而落敗，也有些組因為磚塊不足而

根本無法完成賽程。經過導師們於活動後跟我們作檢討後，我們從中有所

反省，讓我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時間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霎時間，我已渡過第一年

的大學生涯。大學生活給予每個人不同的感受，亦賦予每個               

人不同的意義。對我而言，第一年的大學生活是溫馨、充實的。

提到溫馨，第一次令我感受到大學氣氛的是去年暑假的迎新營。包括

我在內的許多「新鮮人」初來乍到，對大學的事物一無所知，感到十分陌

生。四天的營期，我們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走遍中文大學，同時也撒下友誼

的種子。迎新營後，各種活動，如學系開學聚餐、

小組聚會等在開學後接踵而來，每一項活動皆是認

識彼此的大好機會。聚會中，大家無所不談。話題

有深奧的學術討論，亦有輕鬆的趣人趣事，空氣中

彌漫著歡笑聲與陣陣溫暖。除此之外，無論是文學

院、理學院或是醫學院的學生均必須上必修課，這

類必修課的安排促成我接觸不同學系的同學。雖然

彼此的學系不同，但我們仍然不乏交流。即使課程

完結，大家依然保持聯絡。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並不

容易，幸而遇上一群相互扶持的夥伴，為我的大學

生活增添一份溫馨的感覺。

溫馨的生活帶來一絲美好，而另一方面的充實則令我更加積極向上。

大學的上課時間表由同學編排，自由度頗高。我多選擇早上的課堂，盡量

為自己騰出多點時間。放學後，我會約上志同道合的好友去其他課室聽

課 ， 俗 稱 「 s i t 堂 」 。 此 外 ， 我 亦 經 常 參 加 學 術 講 座 及 到 文 物 館 欣 賞 展

覽，增廣見聞。到了學期末，各種課業的「死線」總是排山倒海，而我與

其他同學均須挑燈夜讀，準備考試及撰寫論文。有時，我們更三五成群，

在圖書館作最後衝刺。雖然課業與活動令人疲累，但這份充實使我獲益良

多，令我幹勁十足，為迎接餘下的大學生活作充分準備。

常言道：「一百個大學生有一百種不同的大學生活。」誠然，大學生

活是安逸？是充實？還是得過且過？全由自己決定。雖則上述文字透露我

大學生活的一部分，但單憑三言兩語確實難以令同學有深切體會。願學弟

學妹他日能夠進入大學校園，締造屬於你們的大學印記。

2015年畢業生翁雨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學生
2013年畢業生伍梓均

香港公開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

近 年 韓 風 熱 熾 ， 韓 國 除 了 是 旅 遊 及 追 星 勝 地

外，你有考慮過到韓國升學嗎？相較於美國、加拿

大 及 英 國 等 英 語 系 國 家 ， 韓 國 的 留 學 費 用 較 為 廉

宜。此外韓國政府推出眾多獎學金計劃，並為學生

提供住宿服務，又給予海外留學生很多在學及畢業

後工作的機會。看來，赴韓升學似乎挺吸引呢！

韓國高等教育水平不俗，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及延世大學並稱「韓國

大學一片天」，三所大學於2015年QS世界大學排名榜中分別位列31位、

104位及106位(註：同年香港科技大學位列28位、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

大學分別排名第30位和第51位、香港城市大學則位列第57位)。因此外國

人要考進「一片天」大學，也並不容易，同學宜因應成績表現考慮報讀適

合的大學。

韓國有400多間公立及私立大學。一般公立大學，不論是本地或海外

留學生，學位課程的學費一年平均約為5,000至8,000美元，私立大學較

公立大學學費會高四至五成。當地的生活費與香港相若。有意到韓國升學

的畢業生，可申請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專為亞洲及C IS國家學生而設的  

《 韓國政府邀請外國人大學獎學金》(Government Scholarship Program 
for Undergraduate Courses)。計劃不限主修科目，成功申請獎學金除了

可獲豁免四年大學學費及取得一年韓語進修資助外，更會獲得來回機票、

每月80萬韓圜(10,000韓圜兌約65港元)的生活費及醫療保險。當然獎學

金名額有限，每年只有30名。在韓國就讀正規課程的外國留學生，一星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Miss Chan to be our guest to 
share a movie with us. The movie she shared with us is 
called "Zootopia".

Zootopia is a place where animals from every environment live together 
peacefully. They don’t fight or kill each other, even a lion and a lamb can 
live together without killing and hiding. Judy Hopps is a bunny who lives 
in a small town. Her dream is to become the first bunny officer in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Zootopia. When Judy achieves her childhood 
dream to be a police officer, the Chief of Police Bogo initially relegates 
her to a safe but boring parking-duty assignment. When she is on duty, 
she meets a fox called Nick Wilde. Meanwhile, the whole Police 
Department is busy with the 14-missing-mammal case. Judy wants to 
help but Bogo refuses. One day, a worried Mrs. Otter asks the police to 
help her find her missing husband. No one but Judy takes up the job and 
she starts investigating the case. With the help of Nick, Judy solves the 
mysterious case finally.  

There are several messages hidden in this 
movie but there are two which are worth 
sharing. First, “Nothing is impossible”. Judy 
has been dreaming of becoming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police department since she 
was a kid. But being a bunny, everyone 
thinks that this dream is very crazy, including 
Judy’s parents, but Judy doesn’t give up her 
dream and works hard to make it true and in 
the end she succeeds. This shows everyone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k to 
make it happen. Putting effort into it is the 
key of reaching your goal. Besides, “Don’t 
judge others by the way they look”. Nick the Fox always gives others an 
impression of cunning and treacherous, but finally you know that he is 
not a villain. On the other hand, Bellwether the sheep who is the 
assistant mayor looks weak and needs protection, but you will find that 
the truth is quite surprising. Therefore, don’t judge others by their 
appearance. I hope all of you will enjoy this movie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watc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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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大學生活

生命成長營後感

魔術師的誕生

期工作最多20小時，而在寒、暑假則沒有時數限制。當然，留學須以學

習為本，不可只顧著兼職賺錢呢！

韓國大學招生沒有特定的文憑試成績取錄要求 (個別院校或要求申請

者文憑試有一定水平)，申請者只要中六畢業，年齡介乎18至25歲，並通

過韓國語能力試三級及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5.5分或以上，即合資格

修讀韓國大學本科課程，按校內成績及面試表現擇優取錄  。

由於大部分本科課程皆以韓語授課，同學如果沒有韓語基礎，最好能

提早學習韓語，甚至預習一些學科術語，以便跟上進度。沒有韓語基礎的

同學可在韓國或香港院校修讀韓語課程及參加語文考試，再申請入讀學位

課程。現時也有一些韓國院校開辦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位課程，無需韓

語基礎亦可報讀。

現時申請赴韓升學並沒有聯合招生機制，同學須直接向心儀的院校提

出申請，申請手續也可能因各院校有不同安排。有意赴韓升學的你，最好

早於中五級學年就多搜集資料，預備 IELTS考試，以便於中六學年申請。

申請需提交不少文件，例如學歷證明、存款證明等，都要及早準備。

如對南韓升學資訊仍想了解多一點的同學，請個別向本部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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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iss Chan Yau Yu

Interview with Miss Chow Ka Lee

韓國升學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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