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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周四刊出

我的太空夢徵文比賽得獎作品（十）
由《大公報》主辦的 「我的太空夢──全港中小學生徵文比賽」 已
圓滿結束。是次比賽收逾1800篇來稿，來自160多間中小學。
大會秘書處已向參賽者逐一寄發參賽證明信。如有補充，請聯絡
《大公報》編輯部（25757181），以便及時跟進。

特稿＞＞＞
藉此機會，再次祝賀各獲獎者。
小學組：冠軍──黃子桐，亞軍──
李聞哲、王靖衡，季軍──李佩柔、鄧鈺
怡，優異──張燁婷、陳思雨、陶卓穎。
特別獎──柯雋謙。
初中組：冠軍──麥凱琳，亞軍──
周曉楊、黃啟源，季軍──林彥佑、楊凱
鈴，優異──王芷琳、湯楠琳、譚犖行。
高中組：冠軍──吳浩龍，亞軍──
王怡人、安建森，季軍──許淇淇、雲惟
業，優異──賴文龍、謝婷欣、姜雨忻。
特別獎──陳頌喬。
為感謝師生的積極參與，大會向六所
學校頒發 「
最踴躍參與獎」：
小學組：秀明小學，聖方濟愛德小學
；初中組：勞工子弟中學，樂善堂余近卿
中學；高中組：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第一中學，梁式芝書院。

謹此向17位勞苦功高的評委致敬。
高中組：明愛專上學院何萬貫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鄭志強博士、香港作家聯會
副會長周蜜蜜女士、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校長簡加言博士、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
學校長謝煒珞博士和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
偉林先生。
初中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許守仁博
士、兒童文學作家孫慧玲女士、香港科學
創意協會理事潘永強先生、風采中學校長
何漢權先生、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區
懿華女士、何福堂小學課程發展主任尹慧
賢女士。
小學組：香港教育大學鄧貴泰先生、
香港國學藝術教育中心創辦人林曉榮校長
、聖母院書院榮休校長蕭寶珠女士、秀明
小學校長陳俊敏女士、寶安商會溫浩根小
學副校長鄧啟明先生。

小學組
《我的太空夢》
特別獎

優才（楊殷才娣）書院
小三 柯雋謙
昨天，我做了一個夢──自己成了一名
太空員，和隊友乘坐 「神舟二十號」向太空
飛去。我們的肩上擔負着一個重要的任務
──在太空做實驗，並向全中國的學生現場
直播實驗的情況。此時此刻，我的心情緊張
、興奮、自豪。
「五……四……三……二……一……發
射！」當指揮中心一聲令響， 「
神舟二十號
」載着我們，載着希望向太空飛去。很快，
我看見地球成了一顆圓滾滾的藍寶石，它靜
靜地掛在漆黑的天幕中，那麼美麗，那麼安
靜，那麼充滿生命力……。
隊長說： 「時間到了，準備實驗。」我
們要做的實驗是 「水膜實驗」，這個實驗是
由五名香港中學生設計的，他們設計這個實
驗是希望通過成功的「水膜」減輕病人的痛苦
，造福人類。所以，今天的實驗意義重大！
首先，我們聯通地面控制中心，由控制
中心將畫面傳送到全國的中小學。畫面聯通
了，我們看見孩子們那一雙雙充滿期待的眼
睛，心中感到十分溫暖。接着，我們將實驗
材料展示出來，並介紹它們的作用。然後，
把浸泡了飽和鹽水和聚合物聚乙烯醇顆粒溶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表揚小學組特別獎柯雋謙（中）、中學組陳
頌喬（左）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液的鐵絲圈拉出兩張膜。最後，推進裝置讓
鐵圈重疊，讓溶液發生雙轉化過程，形成透
氣但不透水的薄膜。
實驗成功了！我們聽到了孩子們的歡呼
聲！
就在這時，我醒了，我望着窗外遙遠的

高中組
《我的太空夢》
特別獎

▲中國航天工程發展迅速，有不少學生的夢
想是成為航天員
◀神舟飛船盛載着大家的太空夢想

曳步舞
葉溵溵
多年前，筆者參加一些舞蹈班，
其中一個步法名叫 「
shuffle」，當時
只見導師雙腳交叉拖着步來跳，自己
也就跟着跳。其後在網上一查，發現
「shuffle」其實是一種墨爾本的曳步
舞，又稱Melbourne Shuffle。這舞種
要求舞者隨着強勁的音樂節拍拖着腳
步來跳，舞蹈極富動感活力。
「shuffle」一字作動詞用，可解拖
着腳步。大家不時在街上看到那些俗
稱鴨仔團的旅行團，導遊揮動着手上
的旗，團友也就跟着遊覽觀光及購物
。「Tourists escorted by a flag-waving
guide shuffled towards shops.」所描述
的就是這個情況，旅客入店希望不會
被強迫購物。
「
shuffle」另一個十分常見的用
法就是形容重組或改組。今年初報道
指加拿大總理將重組內閣，準備撤換
外交部長，有關報道的標題用了 「
Canada's PM to shuffle cabinet, set to
drop foreign minister」。最終加拿大
年初出現新任外交部長。
有時候，我們俗語會用 「
洗牌」
來形容人事變更，而 「shuffle」其實
也有這樣的意思， 「
give the cards a
shuffle」就是洗洗牌。今年三月舉行
的人大政協兩會上，國務院表示希望
GDP增長最少可達6.5%，尤其是去
年秋季全球出現的領導層大洗牌（ 「
autumn leadership shuffle」）。
各國領導大洗牌，對全球政經發
展有何影響，大家拭目以待。

別美麗，藍色使人放鬆，綠色象徵和平，但
再美的地球都不能吸引外星的朋友；也許地
球本來就是太空船，盛載着大家的夢想去尋
找生命中的美好。
太陽神任務令人類文明踏出了一大步，
自此後，我們對太空的恐懼變成了好奇，哈
勃望遠鏡，好奇號、神舟任務，一一反映了
我們的渺小，就算面對未知，全人類的夢想
仍舊一一被送上太空，甚至有一些無人任務
，會把地球上一部分人的名字存在晶片裏，
隨着任務到達月球、火星，而我的名字就落
在了火星，總算為我這樣的籠中鳥打開了一
扇窗，達成了小小的一個太空夢。
可惜的是，隨年齡漸長，人生逐漸被實
際的事情填滿，有部分是學業，有部分是家
庭，有部分是理想，一切一切都把太空的夢
擠了出去。隨着城市的發展，燈一天比一天
亮，亮得把巨蟹座的手腳都掩蓋了，更加是
澆熄了我對太空的熱情。太空再大，也容不
下孩子的夢想。
現在抬頭望向星空，也許能讓我僅餘的
夢隕落在天頂，開出朵朵壯麗的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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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時亨勉年輕人抱感恩之心
學校動向＞＞＞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於5月19日晚
上在學校禮堂舉行第47屆畢業典禮，邀得
香港地鐵公司主席、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
主席馬時亨主禮。
馬時亨見證逾130名中六生畢業，他
致訓辭時，分享兒時住板間房的他如何通
過教育走向成功之路。憶起成功之時母親
已離世，不免感觸。他叮囑畢業生，年輕
人要抱有感恩之心，不管未來有何大計，

在實踐之先，應先向父母、家人說聲多謝
。當然亦要向校長、老師們表達謝意，因
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不是必然的。他回憶
自己曾是 「滿江紅」的學生，幸得老師勉
勵，才踏入大學之路。
畢業學生代表，6E的金永恆及曾詠琳
以英文講辭為畢業同學打氣，盼望同學在
未來的學習及工作都要有激情、毅力、決
心，主動爭取機會；6D溫曉源及6E吳俊
傑的中文演說以火車為喻，跟畢業同學一
起穿越緬懷校園點滴的軌道，感謝學校推
動他們不斷進步前行。畢業禮尾聲，畢業
生向家長送上鮮花，以示感恩。

創意理財話劇比賽
保 良 局 和 花 旗 集 團 合 辦 的 「Agent
Penny與 Will Power」之創意理財話劇比
賽暨頒獎典禮順利舉行。今年共14隊來自
八間小學的同學參賽。參賽隊伍依據所抽
籤的故事場景及理財信息，包括清楚分別
出需要或想要、延遲購買慾、養成格價的
習慣、善用電子貨幣、善用預算表及儲蓄

馬
▼時亨勉勵基智畢業生要有感恩之心

英語百子櫃＞＞＞

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中五 陳頌喬
星空燦爛，從地平線上到穹蒼之上，布
滿着大大小小的星空奇跡。當我抬頭凝望一
顆微小的星，那抖動着的光線，穿越數千萬
光年的時空，來到我跟前，化成一個讓我遙
望過去的時空門。因此我從小就很喜歡星空。
如果給我一艘太空船，我會駛到外太空
，在沒有聲音的世界浮沉；如果給我一支望
遠鏡，我會望向獵戶座，在箭頭指着的東方
靜思；如果給我一本天文書，我會在無盡的
知識裏尋找醉人的夢想。
宇宙浩瀚，存在着不可量計的能量，我
既感嘆亦畏懼，是為着宇宙的強大，亦是為
着對宇宙的無知。我一直都夢想從太空看地
球，看這個美麗又寂寞的星球，太空雖然無
盡，卻從未找到我們的朋友。美麗的地球，
寂寞的地球，從書本上看起來，地球的確特

太空，心想：我的夢想一定會實現！
評語
香港國學藝術教育中心林曉榮校長：內
容符合主題，懷揣貢獻社會、造福人類的夢
想，結束段落充滿信心。層次分明，鋪排有
序，語言精練。

的重要性等去創作戲劇故事，並需在限時
四分鐘內演繹他們所學的理財知識，實踐
及加以運用，解決生活上所遇到的財務難
題，藉此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
結果，聖公會基恩小學勇奪 「Agent
Penny與 Will Power」之創意理財話劇比
賽全場總冠軍。他們把理財概念融會貫通
，透過在 「超級市場」的場景，如何在購
物之前先分清楚需要和想要，學懂不應該
胡亂消費，將切合主題的創意話劇演繹得
淋漓盡致，獲得評判一致的認同和讚賞。
「Agent Penny與Will Power」系列自
2005年起於香港首次推出，透過漫畫及話
劇等模式，向全港10-12歲的高小學生灌
輸正確的理財觀念及提倡自小建立良好理
財習慣的重要性。

◀ 「Agent Penny與 Will Power」 之創
意理財話劇比賽一景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畢業禮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畢業典禮於
5月16日假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主禮及
頒發畢業證書，今年共有982名小學
畢業生。
經過多年努力，STEM教育在東
華三院屬下小學取得顯著成效。東華
三院鄧肇堅小學、周演森小學及馬錦
燦紀念小學的學生代表於 「新加坡神
奇飛行器比賽2017」不同分項比賽中
取得優異成績，鄧肇堅小學更於北京
舉 行 的 「RoboCup 機 器 人 世 界 杯
Cospace國際挑戰賽」及 「RoboCup
機器人世界杯新加坡公開賽」的分項
賽事中奪得兩項亞軍，羅裕積小學亦
在同一個分項賽事中獲得季軍。
繼2016年11月，東華三院舉行小
學聯校 「一帶一路」杭州教育考察團
，加深屬校校長和教師對「一帶一路」

政策的認識後，東華三院教育科將率
領屬校校長及教師於六月拜訪廣東省
教育廳，積極與廣東省多所小學以不
同主題締結為姊妹學校，舉辦多元化
的師生交流活動，藉此實現 「團結合
作、互惠共榮」的目標。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李鋈麟
（左一）、教育局常秘黎陳芷娟
（左三）和東華三院副主席文穎怡
（左四）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