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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男書院 

暑期班感想 

紅組  

姓名：林官樂 

在這短暫的暑期班，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我遇見了很多教導有方的老師，

教導了我衆多的知識。我希望自己能够活學活用，吸收更多知識，做一個成功

的「拔萃仔」。 

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他們既友善，又好動活潑，一些同學還已經成為

我「最好朋友排名榜」中了。 

接着，我要說說我最喜歡的課堂---科學堂，因為梁老師在課堂中常常講

一些「笑話」，令到大家嘻嘻大笑。我們還學會了很多科學知識。例如：物理、

生物等，令到同學們都十分好奇。 

最後，我想再次向所有拔萃新同學、老師等獻上深深的感謝，希望各位

同學繼續努力，成績突飛猛進。 

姓名：曾以行 

今年暑假為期十天的暑期班已經接近尾聲了，回顧這個暑期班，我的確

過得既開心又充實。雖然我很不喜歡上課，但是今次暑期班上過的課堂，無論

是中文課還是體育課，我都一樣喜歡，而且部分老師又有幽默感，使課堂的氣

氛不致太沉悶。 

我個人覺得是次在學校留宿最好玩。留宿那天，我們玩了很多具挑戰性

的遊戲，並涉及到要用腦，令我覺得很刺激。此外，最令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寄

宿學校的設備。原本我以為寄宿學校的房間和洗手間很骯髒，但是想不到房間

十分整齊，設備又齊全，洗手間也是出奇的乾淨。還有，我也學會時間管理，

安排自己的時間。 

至於在午飯後的體育活動，我就十分享受了，因為我很喜歡運動。我覺

得在體育課中划龍舟很有趣，又好玩，令我以後還想玩多一次。 

我認為在所有課堂裏最難和我最不喜歡的課堂就是科學課和普通話課，

因為我仍是不明白科學的原理，而且我對普通話又不是很熟悉，又說得不流利，

所以我對普通話完全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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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沈卓謙 

為期十天的暑期班快要結束了。在這段時間，我結識了很多新同學，學

到很多東西，認識學校更多。其中，就以在學校兩日一夜的宿營最令我印象深

刻。 

暑期班的課堂豐富，有中文、英文、數學……還有我從沒接觸過的龍舟

課。經過那課後，我對龍舟的興趣大了很多。吃午餐後，我就參加足球及乒乓

球的活動。這段時間，我真是玩得很開心。 

在兩日一夜的宿營裏，我也學會了很多。最刺激的可算是水戰了。雖然

我被很多人射濕了，但是我仍然很開心，因為這樣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另外,「盲人列車」給我們第二組帶來最大的滿足感。我們成功，全靠我

們隊最後的人指揮得好。雖然他不能說話，但是卻能看見，所以他指示他前面

那個能說話但不能看見的人。雖然我們差點摔倒、離隊、但竟然能比別的組早

十分鐘到達終點，真令我喜出望外。 

我們第一天宿營的成績比第二名的多大約一百分。第二天的活動，可能

我們組被勝利冲昏了頭腦，導致第二天活動成績一落千丈。其中一個活動要製

作紙塔，但我們組缺乏溝通，一些人製作了粗樑，一些人製作了窄樑，導致失

敗。最後，我們被第四組反敗為勝，實在可惜。 

我學會了團體合作，還要有足夠的溝通，才能成功。從今以後，我就會

成為「拔萃仔」了。我要努力，做得更好。 

 

姓名：湛兆晞 

在這十天的暑期班裏，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學會了很多知識、也對這

間學校有所認識。雖然初進來的時候覺得這裏很陌生，但是漸漸和不同學校的

同學溝通多了，就覺得這裏原來是聯絡友誼的地方。在這裏，除了學習，當然

也會有運動。當初對射箭這項運動甚麼也不知道，但是漸漸地日子久了，我越

射越好，覺得很有成功感。 

而最難忘的時候，就是住宿舍的第二天。我們玩了很多遊戲，而最難忘

的是「保蛋大行動」，我和組員合作得很好，一起嘗試保護雞蛋從高空跌下也

不會碎，雖然我們失敗了，但是依然覺得合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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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偉誠 

在這一次的暑期班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宿的一晚。那天的活動十

分精彩，尤其是打水戰和盲人列車。在那些活動中，同學分成五組，各人都施

展渾身解數，務求取得理想的分數。在打水戰期間，我們拿着水槍，亂槍掃射，

極之刺激！在玩盲人列車期間，我們蒙着眼睛，不准說話，手搭着前面同學的

肩膀，圍繞學校走一圈，也別有一番風味。 

在恆常的課程中，有中文、英語、數學等不同的科目學習。這能夠令我

們適應中學的生活。其他學科也能夠令我們接觸更多不同的知識，除此之外，

也能令我認識更多朋友，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這次的暑期班真是多姿多采！ 

 

姓名：黃領賢 

經過這個暑期班，我結交了很多朋友。害羞的我踏進校園看見完全不認

識的同學，可是暑期班過後，彼此變得熟絡，大家變得圑結。 

這個暑期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住宿的那一晚。參加的同學被編到不

同組別，各組員努力合作去達成每個任務。 

當天晚上，我們有個遊戲叫「盲人列車」。一個組員要充當會說話的瞎

子；另一個就充當可以看東西的啞子，餘下的就是瞎子和啞子，我們就要合作

去完成整條賽道。 

這個暑期班真的使我獲益良多啊! 

 

姓名：阮學廉 

來到這個「大家庭」，我有點害羞，又有點害怕，但沒想到的是大家都

十分歡迎、包容、關心我，令我感到身處在這個「大家庭」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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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譽覺 

今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暑期班，但是曇花一現，很快便過去了。第一天，

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進去，幸好暑期班節目精彩。令我深刻印象的是打水球，

因為十分好玩。 

雖然我十分喜愛暑期班，但是我們明天就要離開。 

今次的暑期班給我好感，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將就讀於一所很好的

學校。 

姓名：冼學良 

 在拔萃男書院這十天的暑期班，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小學的同學。在認識

同學的時候，我學會了和新朋友談天、握手和認識大家。 

起初我們不和任何人談天，當然除了我們相識已久的朋友。我就是一個

例子，我都是和相識已久的朋友聊天。慢慢我就和其他人談天。 

這十天中有一天是要留學校裏睡覺，我們第一個玩的遊戲是水戰，我玩

得好開心，有時大佬會出來戲弄我們。 

這十天我很快樂，可以認識朋友和談天。 

 

姓名：黃煕樂 

這個暑期我參加了學校的暑期班，每次想起「暑期班」這三個字，我會

立刻想起那一次的經歷…… 

第一天，起床後，我就吃早餐，洗臉回學校去。回到學校，我們首先在

禮堂收時間表，然後「大佬」帶我們上課室去了。吃完午餐後，我就射箭、打

籃球和游水。 

第二、三、四日也是一樣。 

第五天對我來說很特別，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呢！但是，我還要上暑期

班呢!不過，我很開心！ 

最後，參加完這個暑期班，我感到很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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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顥嚴 

  每當我回想起在拔萃男書院進行的暑期班，我的嘴巴便會變成一艘「小

舟」。我不禁盼着這些既美麗，又令人惋惜的記憶重來。 

  我記得在第一天，我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我一方面擔心交不到朋友；

在另一方面亦朌望着結識一些新朋友。我可真是非常矛盾呢!到了下午，我便玩

欖球和水球。我還成功地結識了數名新朋友呢。 

最後，經過這次的暑期班，令我更加認識拔萃和讓我更加想融入這個大

家庭。 

 

姓名：潘遨雲 

這個暑假裏令我最難忘的，就是在拔萃男書院的暑期班。在這十二天裏，

我熟習了在這裏的校園生活。認識了我日後會天天面對的同學，也熟悉了這廣

濶的校園。這十二天裏最有趣的就是寄宿的那兩天。 

 

姓名：陳一鳴 

 我覺得這次的暑期班可以令我更快適應中學的生活。因為無論在課堂或

活動中，中學和小學都總會有一些分別。而暑期班就可以讓我體驗到中學的生

活，而暑期班也有一些小學沒有的課堂，這些課堂亦非常有趣。 

 在還沒上暑期班的時候，我還擔心不能交到朋友，可是現在差不多全班

都是我的朋友了。而有一天是可以在宿舍裡住宿的，那兩天一夜的活動也非常

有趣，又讓我結識到很多新朋友，真是一舉兩得啊！兩天一夜的活動裡，我最

喜歡便是水戰了，雖然全部人都被射濕了，但都玩得非常開心，也讓我留下深

刻印象。 

 我最喜歡的課堂便是體育和科學了。因為體育課可以讓我嘗試爬龍舟，

非常好玩。而科學的老師非常幽默，也讓我學到一些科學知識。 

 在這個十天的暑期班裡，我感到非常開心，除了結識了很多朋友，我還

學懂了很多知識，真是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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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謝鎵璘 

 在今年的暑假裡，我不但學習不同的知識，還認識了不同的朋友，擴大

了自己的「小圈子」。經過今年的拔萃男書院的暑期班後，我遇到不同的難關，

但我十分享受在課內和課外的校園生活。無論在中文課、英文課或通識課，老

師都會以輕鬆的態度教我們，又分享過往的經歷，令到整間課室都充滿笑聲。

因此我覺得男拔的暑期班多姿多彩。 

 除了上課，我們還有課外活動，而我就參加了足球和籃球，雖然這幾個

星期都下大雨，把我變成「落湯雞」。但我從不同的課外活動中獲益良多。從

足球到籃球班，我不但認識了不同的老師和朋友，又在這些活動中強身健體。 

 總括來說，雖然我未能參加在學校裡睡覺的活動，但我仍然覺得拔萃男

書院的暑期班是最充實、最好玩的。倘若再有一次同類型的活動，我必定會參

加的。 

 

姓名：劉森 

 暑期班的十天課程快要結束了，雖然課程只有僅僅十天，但是我卻感到

萬分疲倦。 

 在中學裡，科目比小學時多，很多都是我不感興趣的，靠著這暑期班，

讓我們這班新生慢慢適應新的校園生活。起初，我對新同學都不太認識，每天

望著對方時，從不會向對方打招呼或聊天，感覺十分冷漠。但經過一個二日一

夜的宿營，令我們更了解對方。 

 在上星期五，大約五十位同學放學後留校過兩天校內生活。第一天，一

幫「大佬」準備了一連串遊戲，全部都是考大家的智力和合作性，例如：用報

紙弄成一座塔；蒙著眼睛找隊友……大家都玩得筋疲力盡，很快就睡覺了。 

 第二天，大家的關係都比以前更好，看到對方，都會互相問好。藉著這

個有趣又有意義的暑期班，大家都對學校、老師和同學加深認識，早一點到學

校上課，令我們在開學時沒那麼吃力。 

 這個暑期班是學校精心設計的，我應該好好珍惜，不要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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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呂賢駿 

 雖然我只上了只有的三天課，但是對拔萃已經有一半的認識。 

 上了中學，很多的事物，例如：科目、功課、校園等，都與小學不同。

所以需要一段時間，期間也遇上了一些困難──迷路，因此要同學的幫助。在

暑期班裡，我們會上一些課堂，而我最喜歡的就是科學課，因為我們能做實驗，

認識科學原理。除了科學堂，我也喜歡體育課堂，因為我們有機會在室外泳池

坐上龍舟。 

 由於我只上了三天，但聽我朋友說在宿舍的那天，他們玩了水槍，想起

也後悔沒有參與。 

 最後，我要向這次暑期班的老師說「多謝」。 

 

姓名：武倬禧 

 在這次的十天的暑期班中，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因為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大多都用遊戲的方式進行。我認為這種方式很好，因為我們可以娛樂的方式去

學習。 

 在暑期班裡，我認識了不少朋友。我最喜歡的課便是科學課，因為那位

老師常常用輕鬆幽默的方法去帶出一些科學理念，更與我們一同做實驗，令我

們樂在其中。 

 在暑期班的留宿日中，我很愉快，學校的「大佬」預備了不同的遊戲跟

我們玩，而令我最深刻的就是水戰，那天，我們全身都濕透了。 

 最後，我想向這次暑期班的所有老師說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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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依藤永希 

 這個暑期班我覺得十分豐富和充實，不但有多姿多彩的活動，而且又預

備中一的課程給我們參加了暑期班的同學，十分值得。 

 第一天我到禮堂，看到全都是陌生的面孔，而他們好像認識很多人，大

家一起交談，只有我靜靜地坐在一邊，呆呆地坐著。之後，突然有人走過來拍

我的肩膀，問我：「請問你是不是在體育學院訓練田徑那位？」我頓時停了一

停，心想：為甚麼你會知道我的名字？原來是經常在體院跑步的同學！之後我

們變成了好朋友，我還認識更多新朋友呢！ 

 其中一晚的校內寄宿的一連串活動十分刺激，讓我明白了團隊的合作性。

每天下午我參加了田徑和籃球活動。 

 經過多天的暑期班，我不但獲益良多，而且更加認識拔萃的大家庭，我

非常期待中一的生活。 

 

姓名：植璟竣 

 在這拔萃暑期班中，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這個暑期班，我除了對這中

學了解更多外，還令我這個暑期充實了很多。 

 在上午的暑期班裡，我學會了很多知識。例如：四字成語、常識、拔萃

的歷史等等。還有是來參觀拔萃，令我知道更多拔萃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這暑

期班很重要。  

 在下午的暑期班裡，令我有更多的樂趣。我的第一個活動是籃球，第二

個是足球，這兩個活動都能讓我結識更多朋友，學會合作。 

 在暑期班中，有一天晚上要住宿，當中我學會了很多東西，又玩了很有

趣的遊戲，真是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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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思哲 

不知不覺間，我已度過了十天的暑期班，令我學習到不同的知識，亦令

我適應到中學生活。但是最令我難忘的，是二日一夜的宿營體驗。 

很難令人想像一所學校有一幢大廈供宿生居住。正門的櫥窗裡，擺滿了

獎杯和獎牌。我在宿營的房間裡換好拖鞋後便到操場等候。教練給了我們每人

一把水槍，然後就可以開始了。在十多分鐘內，大家射完又添，添完又射，都

被射得全身濕透，玩得淋漓暢快。最令人感到驚喜的是：晚餐弄得非常美味，

大概是因為平時學校的午餐十分難吃的緣故吧！ 

除此以外，最令人深刻的課堂是梁老師的科學課。他以生動的講課方式，

加以實驗，令人感到十分有趣。 

 希望以後中學生活一樣多姿多彩。 

 

姓名：張哲浪 

 暑假終於來了，大部分的小學同學都迫不及待地跟父母一起到外國玩耍，

我卻要被迫留在香港參加由拔萃男書院舉辦的「中一學生適應暑期班」。 

 一開始的幾天，我因要參加位於山東的足球比賽而未能上學，錯過了第

一次在拔萃男書院住宿的大好機會。我上學的第一天，對於周邊的環境和同學

都感到很陌生，幸好有一些同學是先前已認識的，得到他們得指導後才能迅速

融入學校的生活。 

 課堂上，老師常常跟我們玩遊戲，氣氛十分輕鬆，我十分享受。雖然有

時候會做一些教學工作紙，但其實也很簡單。 

 歷時十日的暑期班已經接近尾聲，我終於可以擁有一個月自由的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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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班  

姓名:黎信謙 

 暑期班終於要完了，真是又開心又可怕的兩個星期。 

 我覺得最開心的時候就是遊戲時間。很多同學都為我打氣，令我十分開

心。 

 小息時和同學談天，令我不會沉悶，我和同學有時候玩一些很可怕的鉛

筆遊戲。 

 有一晚住宿的時候，我們想了各種方法吃杯麵，十分有趣。 

 真是一個開心的暑期班。 

 

姓名:胡子齊 

 這個暑期班是一個節目很豐富的班。這個課程令我見識到很多新朋友和

對學校的認識深刻了很多。 

第一天，我踏入了校舍後，要到禮堂集合。到達後，我看見很多位同學

都很安靜地坐著，等人齊了，活動就開始了。 

之後就到眾人期待的留宿日。因為留宿日有很多好玩的活動，例如瞎子

摸親、運水摸魚、背水一戰等。而其中我最喜愛的一個遊戲是保蛋活動，因為

這個遊戲訓練了我們的團隊精神。 

總括來說，我覺得這個課程其實是要我們結識到新的朋友和認識學校多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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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黎卓譽 

 本人覺得次暑期班多姿多彩，除了認識校園設施，還可以與其他同學建

立良好的關係。而且，拔萃男書院更為我們舉辦興趣班，如籃球隊、射箭隊、

水球隊等等。在這些活動中，我們不但可以強身健體，更可以被教練發掘才華，

加入校隊。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有如白駒過隙，轉眼間已到尾聲了，希望可

以與同學再次玩耍。 

 

姓名:朱健晞 

 我從未度過如此愉快的十天。 

 記得第一天來到這又一百多年歷史的校園，我的心情是既緊張又興奮。

我踏進禮堂，知道未來六年甚至更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拔萃仔」。 

 在隨後的課堂上，我學到了拔萃的歷史與冷知識。我們也學到了朗誦、

成語和文言文等的中文知識。在通識、話劇等科目中我們進行了有趣的活動，

如發酵酒精，「人體疊羅漢」等。我們也見到很多新老師和新同學。他們都比

我想像中友善，老師們也會在課堂上說說笑話，舒緩氣氛。 

 暑期班中最難忘的必是兩日一夜的寄宿營。我們在營裡進行了各種遊戲，

如「保蛋大行動」、水戰、「渾水摸魚」，建紙塔等。當中最刺激的必定是

「盲俠行」，我們蒙著眼睛在偌大的校園內到處走呢！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

所建立的友誼，體現了最重要的拔萃精神。 

 我們都是「拔萃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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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潘樂然 

 三星期前，我還在依依不捨地跟老同學、母校道別；三星期後，我已經

身在拔萃男書院的課堂上暑期班。雖然一切來得很突然，但不知不覺間，我已

悄悄地融入拔萃的大家庭了。 

 九天前，我懷著期待的心情走上了山下的斜坡。一開始，我們要先到禮

堂集合，老師並不允許我們發出任何聲音。原來男拔的禮堂是不准發出任何聲

響或嬉戲的，否則便違反了校規。之後，我們綠社在歡聲笑語下度過了上午的

中文課了。下午，我們就玩得十分投入，樂而忘返呢！ 

 暑期班才過了兩天，我們就要到寄宿學校進行為期兩日一夜的宿營。透

過宿營，我學懂了自立和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十天的暑期班快將完結了。這十天裡，我看

見了師兄對我們的默默付出，和男拔獨有的兄弟情，希望日後我融入拔萃的大

家庭後，能夠在長大後幫助新的「拔萃仔」吧！ 

 

姓名:庄笥鑫 

 在這次暑期班開始的時候，我以為這是一個沉悶的暑期班。但當我完成

了整個暑期班，我才覺得原來暑期班可令我獲益良多。雖然我是第四天才開始

上課的，因為前幾天我跟了車路士足球學校到山東比賽。但我後來也參與了很

多活動，例如：打籃球、踢足球、划龍舟……在六天裡，我上了很多寶貴的課

程。學會了學校的規則，也學會了一些拔萃男書院的歷史。 

 但時間過得太快了，不知不覺這個暑期班已經完結了。我提議下次可以

加多一些在學習方面的知識和暑期班可改長一些，那就十分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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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梁晉煌 

 在這次暑期班裡，我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在早上的課堂裡，我覺得非常

沉悶，因為老師只是不斷教書，課堂不夠生動。 

 暑期班的午餐美味極了，比小學的飯菜好十倍！ 

 吃飯後，便是課外活動時間，有田徑、排球、網球、足球、籃球、射箭、

電腦……，我選擇了網球和水球，也學到很多不同的技巧，覺得十分興奮。 

 其中有一次我跟其他同學一起在學校宿營，我們分成五組，在禮堂玩遊

戲，我們的那一組合作良好。 

  然後到了我最難忘的活動－水槍大戰，每一個人拿著一把水槍，要用

水槍攻擊對方的堡壘（一張椅子加上一些報紙），報紙最濕的那一組輸。我們

玩得很激烈，我們旗鼓相當，誰都不肯讓步，然後便是睡覺時間。 

 第二天，吃午餐後，便回家去了。 

 

姓名:陳彥衡 

 在這個暑期班，我認識很多的朋友，令我不感到寂寞。 

 起初，我戰戰兢兢地踏入校園，因為我所看見的，不是以前的同學和校

園，還會迷路。 

 當我踏入課室，那時我一個朋友也沒有。不過經過大家的自我介紹，開

始認識同學的名字。 

 幸好，學校舉辦了一次宿營，讓我和同學之間更近距離互相認識。「大

佬」們和陳老師安排的遊戲十分豐富，例如：水戰等等。那些遊戲都是要有團

隊精神，從而結識了更多的朋友。 

 經過這個暑期班，我感到非常開心，因為每日的課堂和活動也十分有趣，

也學會了很多知識，例如：男拔的歷史…… 我也不會迷路了，這個暑期班真是

難忘和令我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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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呂展揚 

 數星期前，我第一次以準中一生身分，踏進了男拔的校舍。我要參加的，

就是暑期班。 

 現在，已是暑期班的最後一天。是時候做一個總結了。 

第一天，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到禮堂集合。那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

的同班同學是誰。我的內心在撲通地跳。 

 之後，就到了最令人期待的－留宿！那也，我們玩了很多遊戲，如「背

水一戰」和「保蛋行動」。那晚是最後的一天了，我們所有人都不捨。這個暑

期班使我獲益良多！ 

 

姓名:蕭彥棠 

 在這十日的暑期班中，我感到十分開心。這是因為內容精彩豐富，而上

課時也不感到沉悶。 

 在這十日，我們會在八時三十五分至十時二十分上大約兩小時的課。然

後，放半小時的小息。再上一小時的課，就吃午飯了。吃完午飯，就進行兩小

時的課外活動。 

 暑期班課程內容多姿多彩，除了中英數外；也有科學、通識、話劇課等。

而上課的內容都以遊戲和比賽的方式進行，十分生動。 

至於課外活動也十分豐富。有射箭、電腦、排球等，十分精彩。 

 最後，我希望九月開學時的課程會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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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俞偉謙 

 在今年的七月，我參加了拔萃男書院舉辦的暑期預備班。 

 暑期班的內容十分豐富。我們上午會在課室裡上課，下午則會進行各種

課外活動。 

 我最喜歡的課堂就是英文課。在英文課上，老師會讓我們透過填字遊戲

認識學校，寓學習於遊戲。另外，我也很喜歡體育課。在體育課上，我們可以

嘗試划我們平常較少接觸的龍舟。初次接觸龍舟運動的我當然是興奮得不得了。 

 課外活動方面，我參加了電腦和足球。我們可以自由地用電腦，不論是

玩電腦遊戲還是看電視也可以，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足球則有師兄教我們踢

球的技巧，讓我的足球技巧增進不少。 

 總括來說，今次暑期班不但可以讓我加深對學校的認識，還可以讓我增

廣見聞，真是值得我們花十天的時間來上課呢！ 

 

姓名:王凱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長達三個星期的暑期班即將完結了。回想當初，

我十分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個暑期班，因為這次的暑期班不但令我認識了更多的

朋友，還令我對校園有更深的認識。 

在這次的暑期班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那兩天一夜的宿營。在那兩

天一晚中，我和其他同學一起進行了不少活動，例如：保蛋大行動、盲摸摸、

水戰…… 

 最後，我在此感謝學校對我們如此關懷，為我們設想。 

 

 

 

 

 

 



16	  

姓名:蔡睿銘 

 這兩個星期在暑期班使我獲益良多。對學校的歷史、學校的環境、各地

方的位置、對老師的認識得更多。例如教中文的李老師、教英文的余老師、教

體育的張老師…… 

 我也學到了關於學校一些有趣的小知識。原來，學校的建築形成一個

「主」字，代表我們是一間基督教學校。還有，如果你仔細看看我們的校徽，

你會發現不少代表聖經的事。你看，校徽正中間有一本聖經，代表我們是基督

教學校；聖經上面有一個皇冠，代表著耶穌是永久的皇帝；在聖經下面有一個

貝殼，代表著施洗；整個校徽是個盾，代表著拔萃會守護著基督的信仰。 

 光陰似箭，暑期班快完了，我想感謝舉辦這暑期班的老師。謝謝你們。 

 

姓名:陳諾 

 時光飛逝，暑期班很快便會完結了，這十天十分難忘，一開始，我因不

能適應環境而感到害怕，但得到和藹可親的老師和同學的鼓勵，很快，我就融

入了這個拔萃的大家庭。 

 在這暑期的課堂中，我已感受到老師的教育有方、循循善誘，每個老師

的性格都很特別，出色的教導方法，令我很快就明白到課堂的知識。當中還有

我最喜歡的科學堂，老師既幽默，又認真，令複雜的科學知識都變得簡單易明

了！ 

 課後，我們就會去玩一些動態活動，我的活動包括有田徑和籃球，期間，

「大佬」十分認真，不會說我們笨，又會跟我們說比賽的規則。 

 在這十天，我感受到「拔萃仔」讀書的堅毅態度，十分佩服，我決定開

學後一定要努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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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爾光 

 在這次的暑期班中，我學習到很多有用的知識。例如在中文，我接觸了

一些的朗讀技巧，我也學習到人物描寫。至於在英文方面，我學到學校的歷史。

此外，我在其他領域上學到不同的知識呢！ 

 在下午，我和其他好朋友在玩遊戲，藉以增進友誼。我學到一些運動的

技巧，玩得十分開心呢！ 

 在這一次的暑期班，我學到很多東西，很有意義。 

 

姓名:皺泓𣽡 

 在這個暑期班中，我結識了很多的朋友，令我感到高興。在早上的課堂

中，有中、英、數、常、體育……令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中文教會了我朗誦的

方法，英文教會我拔萃的歷史……這些都讓我獲益良多。 

 起初，我根本不認識這所學校的新朋友，只和我認識的朋友談天，可是

當我們被分到不同班後，我就開始結識新朋友，還有同學跟我志同道合呢！不

過我們班的同學有好有壞，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也會實行這句諺

語的。 

 宿營也讓我學會了獨立，那裡的活動很好玩，早餐也很好吃，這是我最

難忘的事。 

 這個暑期班我不但結識了很多朋友，還認識了很多老師，個個都十分友

善，我希望以後我可以認識更多朋友。 

 

姓名:吳卓羲 

 在暑期班裡，我十分開心，課程豐富，好極了。 

 上午的活動，有中文、英文、英文話劇、數學、科學、通識、活動和體

育。我最喜歡科學和體育。科學堂時做了一個實驗，而體育堂就是划龍舟，十

分好玩和興奮。然後便吃飯了。 

 吃飯後，便是下午的活動，我是參加籃球和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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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孫子騫 

 今次的暑期班令我獲益良多。這十天的課程，包括一天住宿。在中文方

面學了很多成語，英文就有很多關於男拔的歷史。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只有一

種模式──瘋狂。 

 今天已經到第九天暑期班，就快完結這個課程，希望將來再有多一次。 

 

姓名:陳駿賢 

 開始的時候，我以為是一個辛苦、無聊的暑期班。但是當我完成這十天

的課程，我不但過得很開心，還獲益良多。雖然我是在第四天才來上學，可是

我也上到很多寶貴的課程。例如：划龍舟、打籃球、踢足球、瘋狂無敵轉轉

轉……我在這幾天也學了不少拔萃的歷史啊！你知道拔萃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是

日本軍人的墳墓嗎？ 

 光陰似箭，這次暑期班那麼快就完了，可是真正的拔萃生活才開始呢！

拔萃男書院，我來了！ 

 

姓名:徐樸瑜 

這個暑期班是一個有豐富活動的班。這次的活動使我的暑假更加充實。 

 這個暑期班有十天。在第一天，我們聽了老師的指示後，就開始上課了。

我們有中文課和紀律課。在中文課裡，我們學了平聲、仄聲和九聲。我從未接

觸九聲，但經過這堂課後，我對九聲有了初步瞭解。 

 第二天，我們上了話劇課、中文課和英文課。然後，在放學後，我們開

始了宿營的活動。我們首先玩了「組」著先機。之後，我們玩了很多十分有趣

和刺激的遊戲。而最有趣的遊戲是「背」水一戰。我們所有人也拿著一枝手槍

去射別人。所有人都玩得十分開心。這天是整個暑期班裡最有趣的一天。 

 這個暑期班真的十分有趣。這個班讓我原本空洞的假期變得十分充實。

我希望我在未來的日子可以再參加這類形的活動。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這個暑

期班裡所學到和經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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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趙正祥 

 這次的暑期班，令我非常高興。上午主要是上課，而下午則有兩種不同

的體與運動，我選了籃球和水球。 

 上午可以讓我體驗在中學上課的情境，下午可以放鬆心情，更可以看到

同學活潑的一面。 

 我們還在學校住了一晚。那天我們分組進行了很多活動，包括「背水一

戰」、「保蛋行動」等，結果我們零時二十三分才睡，晚上還被同學的打鼾聲

吵醒了，窗外又有汽車、火車的聲音，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要住宿的話就要帶

隔音耳罩。 

 第二天早上我們吃了豐富有營養的早餐，進行了一些活動，吃完午餐後

就出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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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組  

姓名：伍政宏 

 今天是一個藍天白雲的日子，想不到暑期班已經到達尾聲了。在暑期班

的日子裡，天公常常不聽話，常常狂風雷暴，使很多課外活動取消，這兩天終

於聽話了…… 

 在現代的課室裡，一群初出茅廬的「中學雞」在這兒跑跑跳跳、談天說

地。我們最喜歡的課堂就是科學課。梁老師是一個即幽默又帥氣的老師。雖然

我們只有短短四節課堂，但是我們學到許多知識。科學是甚麼？是用態度去分

析身邊的事物。為甚麼有科學？懂得科學，你就可以騙人；懂得科學，也能防

止受騙呢！ 

 我自己認為最難忘的環節就是「打氣環節」。－一群風紀帶領著我們學

習拔萃的打氣動作。我們非常踴躍，希望未來為師兄打氣。而風紀想我們學習

一樣很重要的事－拔萃是一輩子的事。 

 今天我們將依依不捨地離開拔萃的大閘，但我想信我們不久就會「久別

重逢」。拔萃的同學們，九月一日見！ 

 

姓名：渡邊俊彥 

 今天是暑期班的最後一天！這麼美好的十日已經過了……就算這個豐富

的暑期班完結了，我還是會記得當時同學們的笑聲、老師的教導。 

 在這個課程的第一天，我感到十分害羞。初初踏入拔萃的大禮堂，有一

百幾個學生這裡，感到十分陌生。但自我介紹後，我又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呢！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留宿的一天。那天我們玩了各種各樣的遊戲，讓

我獲益良多。如果沒有「大佬」的幫助和計劃，這些遊戲都不會這麼順利進行。 

  在這個暑期班裡，我學會了要有好的時間管理，要懂照顧自己，要尊重

別人，我真高興可以在拔萃裡參加暑期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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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梁睿明 

 不知不覺，十多天的暑期班過去了。這個暑期班真有趣，參加者被分為

各種顏色的組別，雖然要和部分的朋友暫別，卻給了我機會認識新的同學。 

 這個課程不但多姿多彩，更有美味的午餐。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兩日一夜

的宿營。兩天過程中，我要和同組的人分工合作，完成多個遊戲和挑戰。在

「水戰」、「夜行」、「保蛋」等等的遊戲中，我們組雖然慘敗，但我也明白

到獨立、合作、信任等的重要。 

 這課程雖然使我損失一部分假期，但又為我平白的暑期添上幾分姿彩。 

 

姓名：趙淑賢 

 十天的暑期班轉眼便過，不知不覺變踏上中學生涯。暑期班便是一條連

接小學和中學的橋樑，讓我們可輕裝上路。 

 中、 英、數、通識等不同領域暑期班都可讓我們學習中學會面對的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等主科因為較重要，暑期班會從小學的程度至中學學習的東

西。 

 另外，暑期班亦提供一個讓我們學習新東西的機會。好像在體育課中學

會讓我們又爬龍舟的機會。而於下午的時間會有不同運動和較文靜的其他活動

讓我們選擇。 

 所以，暑期班不但讓我們更快投入中學，還提供一個發揮自己才能的機

會。 

 

姓名：龔梓銘 

 上這個暑期班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一班新生認識這所學校－拔萃男書院。

果然，這個暑期班讓我認識多了這所學校和一些運動的技巧，獲益良多。 

 上午，我們會上一些在中學設立的科目的課堂，有些是我們小學曾上過，

有些沒有上過，例如：中文、英文、科學、通識……也在我們曾上過的課中學

到更多知識。 

 下午，我們可以選擇兩種球類活動，我選了足球和網球，雖然兩樣我都

喜歡，但都未學過，這次活動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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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君正 

 這次暑期班令我的暑假變得非常充實。對我而言，學校舉辦這次的活動，

不但能夠令我們的暑期更充實，而且能夠帶給我們新知識，真好啊！ 

 在這個暑期班裡，我最喜歡科學課，因為這節課有很多有趣的道理和實

驗。除了普通的課堂，還有課外的活動。我選擇了射箭和水球，兩個活動也十

分好玩。 

 在這次的暑期班，我學習到新的知識。我非常感謝學校舉辦這次活動。 

 

姓名：張晉僖 

 眼看拔萃男書院的暑期班臨近尾聲，要暫時離開我們新的家。雖然以後

六年每日都回來上課，心裡還是感到依依不捨的。現在，讓我寫對這十日暑期

班的感想。 

 第一日走入校舍時，我感到害怕，怕老師兇惡和沒有朋友。上課時，我

發現其他同學也是這樣。面對同一個困難，我沒多久就和其他同學交上了朋友。

老師也明白我們新生的感受，歡迎我們，讓我們適應在拔萃上課。  

 在十日裡，上了很多不同的課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氣課。在師兄的

教導下，我們學了不同的打氣方法。我十分欣賞拔萃團結的精神，希望以後其

中一個學生是我。 

 我希望未來在拔萃的六年是和在暑期班時一樣快樂。 

 

姓名：梁晉瑜 

 經過兩星期的暑期班課程，現在是時候為這個課程劃上個句號。在這兩

個星期內，我們漸漸習慣中學的生活。例如，這個課程早上會上課，這些課有：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等等。而科學、通識和話劇都是中一要學的課目。下

午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課外活動，包括：足球、乒乓球、田徑等等。這些都

是令身心非常健康的活動。 

 總括而言，這個暑期班非常有價值，而且在這兩星期內，我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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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樊智軒 

 在這一次暑期班裡，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我十分捨不得，還記得最

令我難忘的課堂──科學課。 

 那一次，我們做了各式各樣的活動，我們在研究實驗期間，大家都興致

勃勃，十分開心，還學會了不少知識。 

 至於下午的活動，令我最難忘的項目是打網球，在打網球期間玩了一個

遊戲，就是將一些網球打入盒子裡，入得最多的就是勝利者。雖然有輸有贏，

但玩的期間大家有講有笑，增進了彼此的友誼。 

 總括而言，在這暑期班裡，又可學到知識，又可跟同學增進友誼，真是

百利而無一害。 

 

姓名：陳元昊 

 這年暑假，我不是去參加我小學沉悶的補課，而是參加了拔萃男書院由

七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九日舉辦的暑期班。 

 這個暑期班有十天正常上課日和二日一夜學校寄宿。在這十天中，我們

可以上各式各樣的課，有多種有趣的課外活動給我們選擇。 

 令我難忘的事是在體育課時發生的。那天早上陽光明媚，我們去了划龍

舟，但中途晴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令在龍舟上的同學都成了「落湯雞」。 

 這十天過得真快，我會再次參加這類活動。 

 

姓名：顏翱天 

 經過九天的暑期班後，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這九天我覺得過得很快，

或者是因為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這九天的暑期班，我獲益良多，我和同

學上了很多課堂，例如有：中、英、數、通識、體育和科學。老師們教導了很

多不同的知識。而我還認識到很多的朋友。還有午餐後的活動都很有趣，我上

了足球和籃球，在籃球教練的教導下，我的射籃技術和精準度都大大提升。 

 我覺得這個暑假過得非常豐富，因為我可以學到新的知識和更加認識拔

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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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黃政榆 

 不知不覺間，為期十天的暑期班結束了。我在這個暑期班結交了不少朋

友和學習到各種知識。 

 在上午，我們在ＳＩＰ大樓的教室裡靜靜地聆聽幽默風趣的老師講課。

有的時候，老師們還會帶我們去學校區走一圈呢！在下午，我們可以選擇不同

的活動，有足球、電腦、手球、射箭等等。因此，我們每天來到男拔萃上暑期

班都覺的十分充實。 

 我很感謝男拔給了我一個機會結交朋友和學習知識。 

 

姓名：趙政熙 

 我在暑期班度過了愉快的日子。每一天都十分期待午飯後的課外活動。

田徑和排球十分有趣，真可惜我不能再上這些課外活動。早上的課堂比較悶，

因為不能出外，常常呆在課室中，有點兒無聊。 

 在兩日一夜的宿營也十分有趣，玩了十分多遊戲，訓練了團體精神，其

中的「水戰」，是最有趣和刺激的遊戲，把我全身都弄濕了。 

 拔萃的校園十分大，在這十多天，我未能認知校園中的所有地方。我十

分期待我的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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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易晉 

 隨著足球場上此起彼落的吶喊聲，這兩個星期的暑期課程完結了。在這

兩星期裡，我與一群素不相識的人成為了朋友，也成為了「大佬」們口中所稱

的「電腦」。看來，這個暑期課程真讓我對拔萃留下了不俗的印象。 

 記得這個課程的第一天，我像一隻小螞蟻，不起眼地走進一個陌生的地

方－一個看似高貴而神聖的地方。一個個「新人」以奇特的眼光看看我，跟小

學時那敬慕的眼神分別可真大呢！ 

 日子久了以後，我才漸漸發現他們是友善純真的「小白兔」呢！他們也

開始與我一起昂首闊步地適應中學生活。 

 在這個暑期課程裡還有一天「過夜」。那天的上午我們還有很多的活動，

例如：「水戰」、「保蛋大行動」、「盲人列車」…… 這些活動除了帶給我們

無比的正能量外，裡面還潛藏著一些大道理。當然，同學彼此之間的友誼也根

深蒂固了。那天以後，我們繼續了正常的「上課天」。 

 「上課天」的早上，我們一隻隻無知的「小學雞」，呆若木雞地坐在課

室裡聆聽著意義深遠的深澳道理，希望自己成長的齒輪啟動，進化成較成熟的

「小學雞」。到了下午，我們就會進行早前已選好的兩項活動。在學習棋類或

運動技巧的同時，我們也不停地與其他的同學互相了解，過程意義甚大。 

 現在，課程完了。看來我們要等到九月才可以再次踏入充滿榮耀的拔萃

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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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枳豪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簡簡單單的十日已經過去了！在這個豐富多彩的

暑期班，加上我這個活潑好動的學生，簡直就是配合得天衣無縫，同時，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回憶。 

 還記得第一天，初初踏入拔萃這個大家庭的我，感到非常害羞，一百幾

十個素未謀面的學生對這個大家庭感到好奇和陌生。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走進嚴

肅的禮堂，準備點名和分進不同的班別。 

 令我最深刻的事情卻是留宿的那一天，在三時正準時放學，然後走入禮

堂等候老師的指令，分成五組玩遊戲，在各位「大佬」的精心策劃下，所有遊

戲都進行得非常順利和好玩。 

 最後，在整個暑期班裡，我感到獲益良多，我永遠都會記住老師們的教

導，同學們的笑聲和嚴謹的校規，因為我們永遠永遠都是拔萃的好學生！ 

 

姓名：何仲綸 

 今個暑期我很高興參加了拔萃的暑期班，這次暑期班一共有十天，這十

天中令我對拔萃認識更深。其中最深刻的是宿營前的遊戲。我從未在學校中宿

營，所以非常興奮。 

 那次寄宿前有很多舊生設計了很多遊戲，我最喜歡是用一些膠紙、飲管

和報紙保護一隻蛋，令它從上空跌下來時不會破爛或有裂痕。每個人各出奇謀

令這隻雞蛋不被弄破。 

 到了完結時，我組是第一個被抽中的，我們的蛋落下地時，發出了一聲

巨響，令我們非常擔心，但是打開保護蛋的降落傘時，內裡的蛋竟然沒有任何

的傷痕。 

 在這個遊戲中我們沒有足夠的膠紙，這令我們想出的方法少用了很多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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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雋毅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兩星期的暑期班轉眼就過去，而留下的則是寶貴

無比的回憶。 

 回想起當初，當我們踏入拔萃校門的時候，一個個素不相識的面孔呈現

在周圍，對於主動的我，當然是不太習慣了。但是經過近距離的接觸和交流後，

漸漸發現他們的性格和長處，更和組員們合作得天衣無縫，培養了深厚的友誼

呢！ 

 這個暑期班除了能增進彼此的友誼外，更可以認識學校。一開始，我連

洗手間都不知在哪兒，現在，不但令我瞭解更多學校的設施，更認識了很多知

識，就如同一隻井底之蛙跳出苦井，出來見識一下外面美麗的世界一樣，真是

令我獲益良多呢！ 

 雖然這暑期班已經結束，但是老師的循循善誘，責備以及獎勵令我都會

銘記於心。 

 

姓名：馬浩維 

 在這十天的暑期班裡，我不但很快樂，而且獲益良多。 

 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在拔萃男書院為期兩日一夜的宿營。我和同學們一

起玩水戰時，天氣酷熱，玩水戰可令大汗淋漓的我們感到涼快。最令我難忘的

就是在晚上在禮堂進行的幾個遊戲。 

 我們開始便玩一個遊戲叫「拍七」。經過師兄們的指導，我們便非常熟

悉這個遊戲的規則和玩法。之後，我們玩一個遊戲叫「保蛋大行動」。我們分

成五個組別，分別獲派報紙、吸管和蛋－我們要保護的對象。這些遊戲都考驗

我們的合作性。 

 最後，我們到了校園玩「盲人列車」。我們蒙著眼，排著隊在校園走。

經過一位同學的指導，我們成功在校園繞了一圈。我們學到要對別人有信心，

更要討論好要用甚麼次序排隊。 

 這十天真是令我感到十分難忘。我更在這個暑期班認識很多朋友，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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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家銘 

 十日的暑期班過去了，雖然非常疲累，卻獲益良多。在第一天踏足這陌

生的校園時，我感到徬徨、恐懼；在最後一天，卻又覺得時光飛逝。在這匆匆

過去的十天裡，我感受到自己已脫離小學，成為拔萃的一份子，那份熱情、家

的感覺，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是不會感受到。 

 令我最難忘的是兩日一夜的宿舍旅程，我們和師兄一起玩耍，一起合作。

到晚上，和陌生的同學一起睡；到早上，吃美味的早餐。這次的「旅程」令我

改變了對宿舍的看法，甚至令我希望寄宿，也拉近了我和同學的距離。 

 在這暑期班中，我能在上午上課，英文科、中文科……甚至連划龍舟的

課也有。在下午，我能做自己喜歡的活動，我選擇了打籃球和下棋，在活動中

也能結交到朋友。 

 這暑期班能令我從活動中學習，從學習中交朋友，真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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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組  

姓名：麥君睿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轉眼間便「畢業」了，彷彿這個暑期才剛剛

開始般。 

 在這個暑期中，我不但對學校環境更熟悉，還十分有幸認識各位老師和

同學，尤其是「黃組」的「肥潘」同學，他不僅待人親切，還和我有一樣的嗜

好呢（音樂和看書），因此我們「一拍即合」。我們經常在小息時一起玩耍，

一起到小食部買食物，我一定要珍惜和他的友誼！ 

 當然，我亦要感激各位老師悉心的教導，沒有你們的教導，我也不會對

中學課程有初步的認識，尤其是通識和科學科。 

 總括而言，這真是一個難忘的經歷，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姓名：陳瑋聰 

在這一，兩個星期的暑期班裡，我學會了很多十分有趣的知識，例如：

通識、科學、話劇……我在下午的時候，會和同學一起玩棋類活動，有時候我

們的「大佬」也會加入來玩。 

 我覺得在這兩個星期裡，我已經對自己未來的學校很熟悉了，所以開學

會更容易去自己的課室或小賣部。我要在這裡多謝那些「大佬」，如果沒有他

們，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去我們的課室或玩他們很用心預備的遊戲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暑期課程是我最難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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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柏熙 

 暑期班轉眼即完，正所謂「開心的時光過得特別快」，我真的很想這暑

期班再延長一點！ 

 我非常享受在暑期班的時候，也獲益良多，我既認識了很多同學，與不

少人交了朋友，又對中學的科目有初步瞭解。這次真是滿載而歸！ 

 在眾多的課堂及活動中，我最喜歡下午活動的第二節活動－排球。參加

這活動不但讓我認識了不少的師兄，更使我對排球產生濃厚的興趣，我的排球

技術也日益增加。我真慶幸有這麼好玩的活動。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暑期班，我從中得到無限樂趣！ 

 

姓名：蔡遠騰 

 在這個炎炎夏日之中，我們「拔萃仔」參加了一個為期兩星期（共十個

上課日）的暑期班。 

 在暑期班中，我們上了許多不同的課堂，例如中文課、英文課、通識課

等等。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綜合科學課。我從小就對科學很有興趣，加上課堂

上教授的知識生動又有趣，令綜合科學課榮登「我最喜愛的課堂」的第一名。 

 在暑期班中，我們亦能參加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我參加了足球和網球

班。我在課外活動裡結識了不少新朋友，還加強了自己在這兩方面的技術，真

是一舉兩得。 

 我在這個暑期班裡過了充實又快樂的兩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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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歐浚銘 

 從七月十六日起，我就開始參加拔萃男書院的暑期班。當中的活動有很

多，包括科目上的課堂、課外的活動，還有讓我體驗拔萃精神的活動。 

 在科目的課堂上，老師會用遊戲的方式給我們上課，很有趣味。最令我

感受深刻的就是遊戲課，當中老師還用了一些特別的方式來測試我們的邏輯。

另外，在體育課上，我還嘗試了划龍舟。 

 在課外活動中，我參加了下棋課和籃球課。我向來在運動方面不是太好，

參加籃球課後，我也希望有進步。  

 暑期班最重要的一課，我認為是最後一天的「打氣課」。在課上，我學

會了拔萃的打氣方法，令我更認為我是一個「拔萃仔」。 

 

姓名：黃文傑 

 在這一次暑期班，我認識了很多朋友，他們都各有所長，有的是成績優

異的；有的是音樂天才；而且有的像我一樣體育卓越的！ 

 在這十天的時間，我真是獲益良多，我不但獲得其他的知識，還明白合

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合作，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暑期班的課堂和活動都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體育課，在體育課我學會划龍舟，原來划龍舟是十

分困難的，我還跟同班同學有個龍舟拉力賽，最後一勝一負。 

 在暑期班裡，我感到十分開心，希望我五年後還會記得這十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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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則升 

 通過十天的暑期班，不僅令我習慣了中學的課堂，還令我認識了很多師

兄、老師。 

 我較為喜歡中學。小學的老師比中學的老師嚴肅，相反中學的老師就比

小學老師風趣。  

 我感謝老師為我們設計一些令我們對學校更加認識的遊戲，例如在通識

課時林老師帶我們參觀學校，普通話課時鄭老師為我們設計的「學校答問環

節」。 

 我覺得最有趣的活動是留校宿營。各位「大佬」為我們精心設計了很多

有趣的小遊戲，例如：「背水一戰」、「盲子摸親」、「保蛋行動」。令我們

十分開心。 

 過了這十日，我衷心感激各位「大佬」和老師，陳老師為我們寫時間表，

令我們容易適應中學的生活。 

 

姓名：溫子喬 

最初參加這個暑期班，我心裡不斷在想：不是吧！我的暑期啊，原本可

以每天下午才起床，現在，上午七時就要起床，天啊！ 

我不斷在埋怨媽媽說：「你為甚麼要我報這個暑期班？為甚麼？為甚

麼……」然而現在來到暑期班的最後一天，我的想法卻改變了。 

 在這個暑期班裡，我既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又更了解拔萃這個大家庭。

我亦學會了拔萃的精神──做錯事就要承認，並要改過。 

 這個暑期班真的充滿樂趣，所以我非常慶幸媽媽為我報了名。 

拔萃為我提供了無窮的歡樂，我希望將來自己也能為拔萃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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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鄭頌泓 

 經過十天的暑期班，我不但獲益良多，也結交了很多朋友。 

 十天裡，我最喜愛的課堂是科學。雖然只有兩節，但科學實驗非常有趣。

其中一次就是放不同汽水罐在水中。大部分用了代糖的汽水會浮在水面，但一

些不會。老師更大膽挑戰一個有名的科學理論，證明是錯的呢！ 

 我非常喜歡課後的活動，特別是足球。有五天因天氣並不能在廣闊的草

地上踢球，我感到非常可惜。 

 我在拔萃也住了一晚。那一晚，我們玩了很多遊戲。印象最深刻的是盲

人摸親。我們要在黑暗的禮堂裡找回自己的組員。我們組也因這個遊戲而反敗

為勝，最後奪得冠軍！ 

 參加這個暑期班，我不感到後悔，希望可以再次參加。 

 

姓名：鄧槲烜 

 通過今次暑期班，我獲益良多，我能在課堂上學到很多新奇的東西。 

 在十天裡，我結識到不少朋友，並且學會拔萃的精神和校歌怎樣唱。在

這十天裡，我選擇了電腦和下棋這兩個活動。在體育課裡老師帶我們去室外游

泳池。那裡有一隻龍舟，兩部電動龍舟機，真是很好玩。那個游泳池的水很冰

涼，把腳泡下去很舒服。每當小息的時候，我都會到小食部買三文治吃。 

 在今次的暑期班我很開心，希望還有機會再來一次。 

  

姓名：麥駿仁 

 在男拔萃暑期班，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過了一個開心的暑期，我想多謝

每一個老師和同學。 

 我很開心可以在這所學校就讀，今年我會和一個足球朋友一起在這裡讀

書，我們會一起為學校在足球比賽中拿到第一名。我想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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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頌然 

 在暑期班前，我對拔萃男書院一無所知。經過暑期班後，我對學校的認

知增強了許多。 

 從前我來到拔萃的禮堂，想到小賣部買零食，卻不知走到哪裡去了。當

我想在開學後參加校隊和學會，卻連一個也不認識，使我不知所措。 

 在這個暑期班裡，我認識了學校裡的道路和不同的學會。 

 現在，我在學校非但能夠到小賣部，連到哪裡到懂得，還認識到很多學

會。 

 

姓名：陳彥宏 

 ７月１６日－當我踏入拔萃的大門時，我既緊張又興奮。因為我可以藉

著暑期班認識更多新同學，又可以加深我對拔萃的認識，令我獲益良多。 

 在暑期班裡，我們初步適應了中一上課的情況，例如：科學、通識、中

文等等。我們在下午的課間活動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活動，而當中表現出色

的同學還有機會被選入校隊。我最喜歡的活動是水球。水球隊隊長一直循循善

誘，教導我們基本的知識，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比賽。 

 我最深刻的課堂是體育課。大家到了室外游泳池划龍舟，一開始大家都

各自划，沒有聽到教練的話，結果導致龍舟行走得東歪西倒。後來大家團結一

新，使用同一速度划，結果走得飛快。 

 這十日的暑期班令我獲益良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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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余梓陶 

 在暑期班的第一天，我感到迷惘和緊張，因為我對拔萃男書院完全陌生，

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我發現同學和老師都很友善和熱情，可是我還是有點兒

緊張。之後我和一班同學進入課室，互相認識。我結識了朋友，一起談天說地。

這班同學令我感到放鬆和高興。 

 之後在課堂裡，我們相輔相成，互相幫助，盡量完成課堂的工作。第一

節的通識課，帶我熟悉學校，教我知道哪裡是小食部、課室、禮堂、洗手間等

等。令我們不會迷路。 

 暑期班轉眼間就過了，我們也對學校的文化十分有興趣。在暑期班裡，

我們充滿喜怒悲樂的回憶。尤其是在住宿的期間，我們玩了很多不同的遊戲，

而我最喜歡的是水戰和「保蛋行動」，這些遊戲讓人刻骨銘心。我十分喜歡這

所學校。 

 

姓名：羅尉軒 

 在七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九日的這段時間中，我參加了由拔萃男書院舉

辦的暑期班。在這個十天的暑期班中，我不但認識了一些在未來六年一起學習

的同學，還學習了不少作為「拔萃仔」應有的品格。 

 在暑期班的不同課堂上，我學到了不少有趣而實用的知識，令我終身受

用。在每天下午的活動時間，我們可以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令我這個平時不

常做運動的人，每天都有二個小時的運動時間。 

 在這個暑期班中我體驗了一些我從來沒有試過的活動，例如划龍舟，令

我感到新鮮。 

 這一個十天的暑期班中，我感到十分充實，而且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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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冠軒 

我非常喜歡這次的暑期班。我不但可以在暑期班認識很多朋友，而且可

以熟悉平日上課的環境，更可以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踢足球、下棋等。 

 我在暑期班裡最感興趣的課堂就是划龍舟。我們可以在室外游泳池划龍

舟。我們一起在游泳池划來划去，真是非常有趣，我也學到要團結。 

 此外，我也參加了兩個活動，分別是田徑和下棋。這幾天都有下雨，因

此我有機會參加其他活動，例如：打乒乓球和電腦課，給我一個機會參加其他

活動。 

 這次的暑期班真是安排得非常好呢！ 

 

姓名：古學伸 

 通過十日的暑期班，我在每日的課堂裡學會不少知識，還在這次活動中

和一些「大佬」交朋友，真是一個充實的暑假呀！  

 在這個暑期班裡，同學們都選擇在三日其中一日來過夜，那就是留宿，

這應該是暑期班的高潮，因為我們可以玩一些由老師和大哥哥一手創造的遊戲，

就如：水戰、保蛋大行動、「盲人摸親」。這都是非常有趣的小遊戲。例如遊

戲「盲人摸親」玩法就是要你在黑暗中以一些特別的方法辨別自己的隊員。 

 對於這次的暑期班，我覺得十分充實，最重要的是在學習的同時，也能

玩耍，希望下一年的中一也能體會到暑期班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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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俊希 

 今天是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雖然今天並不是甚麼特別的日子，但

對體驗在拔萃大家庭生活的「未來拔萃仔」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升中暑

期班的畢業禮，有許多事物至今仍歷歷在目。 

 很多外人都認為拔萃的課堂是嚴謹的，是讀書風氣很重的地方，其實我

想說：拔萃並不因為是一所名校，而令學生感到有很大的壓力，反而拔萃是一

所既傳統又現代化，自由又務求學生自律的學校。雖然今年拔萃已有１４５年

的歷史，但是它的校舍卻非常新穎，這都全賴老師和同學們的悉心照料和保護，

因此它歷久常新。 

 在這十天的暑期班活動裡，我認識了很多新事物，使我明白到拔萃是一

個團體，只有合作才能獲得成功，使我明白到拔萃是一個家庭，有眾多兄弟，

只有互相合作、互相幫忙、互相扶持、互相分擔，才是真正的皇者…… 

 我為拔萃這個大家庭感到驕傲，因為拔萃在多方面都有極高的榮譽，所

獲得的獎盃更是遍佈拔萃每一個角落，我希望我們這些「未來戰士」可以傳承

拔萃的「獅子山下精神」，繼續薪火相傳，成就最強皇者！拔萃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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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班 

姓名:李承殷 

今個暑假，我參加了由拔萃男書院舉辦的暑期班。我被編排到黃班，我

極為高興，因為我在這班裡結識了很多不同性格的同學。到了現在，我已經交

了不知幾多個朋友呢！上課期間，我們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小組遊戲，令

我對各科目感興趣。如果再有機會，一定會再來，令我可再增進更多更好的知

識，充實自己呢！ 

 

姓名:呂睿承 

經過這兩個星期的暑期班，我學會了不同的東西，如科學知識、學校歷

史、自律等。我還結交了不少知心朋友。除此以外，我還能預備一下升上中一

的生活，能夠為中一打好穩固的基礎。「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個暑

期班正好達到這個意思，提醒我們不要鬆懈，努力向前。我還能玩不同遊戲，

如籃球、足球、射箭、棋類遊戲等。總括來說，這個暑期班能夠達到照顧全體

同學的需要，達到學業、體藝都照顧周到的效果。 

 

姓名:李展晴 

本來我對男拔這間中學的認識不多，只是覺得它很大，很大；師兄們又

非常非常的厲害。但是，自從我參加了這個暑期班，我對男拔有更深刻的認識，

並結識了很多新的朋友。 

暑期班最好玩的要算是宿營了。在宿營中，我們玩了很多新奇的遊戲，

而且體驗到團體精神的重要性。 

最後，我要感謝眾老師和師兄們的辛苦和努力，為我們準備了這麼多活

動，讓我們可以度過一個快樂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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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政橋 

在這兩星期的暑期班中，我對這所學校的認識深了。例如現在我至少不

會在男拔迷路。而且，我也在這些日子開始認識這群將會陪伴我六年的新同學。

除此之外，我也在輕鬆的上課環境中學會了不少新知識和東西，例如科學知識、

學校歷史和自律等。還有，我也很享受下午活動，下棋、電腦和羽毛球等，令

我可以享受跟同學在一起，增進友誼。 

我希望過了這個暑期班並正式上中學後，可以儘快適應中學的生活，並

可以做到學業一帆風順。 

 

姓名:鄭衍鉦 

其實，我是來自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當我和家人看到暑期班的傳單時，

想到可以利用幾天的時間熟悉新老師和內部環境，而且看來有一些有趣的遊戲

玩，所以我們便參加了。 

上暑期班時，我發覺很好笑。參加暑期班的大部分都是外來生，他們來

自不同的學校。在學校裡，不同的老師教不同的科目。玩活動的時候，又有很

多好玩的遊戲玩！這個暑期班令我得著很多！ 

 

姓名:高子軒 

 經過十天的暑期營，美好的回憶多不勝數！而最讓我難忘的則是那二天

一夜的宿夜營！ 

 為何我對那個宿夜營的印象如此深刻！因為我並沒有在拔萃男書院裡留

宿過，而我不但能學到很多實用的知識，更能獲取得很多的快樂。在每一個活

動裡我都明白到團隊精神在男拔和日常生活中極其重要！ 

 當然，我喜歡的課堂也不勝枚舉：科研、射箭、體育等。我唯一的遺憾

就是留宿的時間太短。謝謝讓我擁有一個那麼多姿多彩、豐富、充實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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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盧本諾 

 我在暑假時候參加了暑期班去適應中學生活。一開始，我覺得男拔萃這

所中學是一個迷宮，一定會迷路。但我參加了暑期班後，對男拔的校園熟悉了

不少。 

 在上午的課堂上，我學到了不少知識。尤其是中文課。我最喜歡上的課

就是科學，因為我喜歡做實驗。 

 有一天，我在男拔宿營，「大佬」安排的活動十分刺激、有趣。我最喜

歡的是水戰活動。 

 這個暑期班真令我獲益良多啊！ 

 

姓名:朱文誠 

我在暑期班裡學到要分工合作和學會照顧自己，特別是在吃完午飯要將

各餐具放好和在上課時，老師要我們分工合作去做生化科技。在過程中，我們

也顯示出團體精神，不會爭執。在下午時，可以玩兩項活動，玩的器材也很足

夠，所以可以玩得很開心。也要感謝今次舉辦暑期班的陳老師，讓我們學習和

玩耍。 

 

姓名:吳宇熙 

 本次暑期班令我大開眼界。雖然每天都只能上兩、三種科目，但是我也

認識到中學的新科目如科學、通識等。下午的活動多姿多彩，有動又有靜，使

我獲益良多。 

 以前我並不熟悉校園環境，就在暑期班後熟悉了校園。另外與同學也增

進了關係，使得大家都更融入學習生活。 

 儘管在新的學年我和朋友並不是同一班，但是短短十天的愉快日子而令

我們的關係更好。在此再跟各位老師道謝，感謝學校舉辦這個暑期班，使我的

暑期班變得十分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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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俊浩 

 我覺得中文暑期班很有趣，老師也很好人，每堂中文堂都有不同的知識

學，我最深刻印象就是成語堂，因為成語的謎面很有趣，令我變得天馬行空，

要憑謎面猜意思，真是十分有趣，所以令我漸漸喜歡中文堂。 

 此外，我還喜歡科學堂，因為科學老師很有趣，他教的方法也令我覺得

十分好笑，還令我明白到生化科技的用處。 

 話劇堂也是我喜愛的課堂喔！老師要求的動作也令我和同學的關係變得

更好。 

 

姓名:鄧筵霑 

 我在暑期裡參加了一連十日的暑期班，這個暑期班不但令今年的暑假變

得充實，而且可以認識新的朋友，盡快融入拔萃的生活，更可以認識到新知識，

真是一舉數得啊！ 

 我在這個暑期班裡，上了一些小學沒有的課堂，令我感到十分興奮。我

在第六日的課堂上了科學堂，當中我們學了生化科技，我們將十克糖融解在溫

水中，再將一些酵母粉放進水裡，結果出來的效果很像酒一樣，十分香。 

 我在這個暑期班裡獲益良多，覺得十分有意義，課堂還灌輸了一些正確

的觀念給我們，教我們要守紀律。雖然暑期班已完結，但我會推介給師弟參加，

讓他們也參與這個多麼有意義的暑期班。 

 

姓名:張桌謙 

 一共十天的暑期班快要結束了。可惜的是因我參加我母校舉辦的義大利

遊學團，所以我才來了兩日。（現在已是第七日） 

 在這兩日裡，我也做了不少事情，參與了活動。我曾問我的組員他之前

的日子做了甚麼活動。他們原來也做了不少活動，還在宿舍過了一晚呢。相比

下，連老師名字也不懂而狼狽的我真有些「不公平」呢！ 

 雖然錯過了很多活動，但可以參加這暑期班，也令我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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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黃淮耀 

 我的名字叫黃淮耀，我來自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起初，我不想去暑期

班，因為沒有很多「ＰＤ」的學生參加暑期班，我怕會很孤獨。但我後來發現

這個暑期班不是太差，因為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還學了射箭！我也認識了很

多老師。如果問我這個暑期班值幾分，我會回答：「１００分！！」 

 

姓名:蔡建中 

參加了拔萃為新生舉辦的暑期班，令我獲益良多。首先，此班讓我更深

刻認識拔萃的地形、教學模式、老師、同學等等。拔萃推廣多元化教學模式，

除了讀書外，更包含其他有趣的課外活動。接著，此班的課程編排得體，也沒

多大壓力，令我們有第一天踏上那漫長樓梯的緊張氣氛，漸變輕鬆。可惜我們

快要面對殘酷的現實，接受功課和考試的威脅，真是「快樂時光特別快，又是

時候說再見」。 

 

姓名:陳俊朗 

 經過這幾天的暑期班，我學會不少東西，也有一些十分難忘的經歷。 

 在上課時，老師經常給我們玩一些小遊戲，當中的問題有很簡單也有十

分困難的。於是，我們必定要組成一組人一起合作，一起思考。這樣，我們便

要有團隊精神，不能吵架。從這些遊戲中，我學會了遇到難題時要互相合作。

  

 在這幾天，我有不少收穫，我真的十分希望下一年也有這樣的暑期班。 

 

姓名:林雋羲 

 參加這個豐富的暑期班，我的假期不但變得充實，還認識了很多朋友。

我從老師口中所說的知識明白到我們要盡快適應中學的生活，這對我未來都很

有幫助，謝謝各位老師！ 

 我希望到了九月，我會有更多好朋友，成績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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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焯曦 

 經過這次活動，我獲益良多，除了學到學術上的知識，還學到了交朋友

的技巧。 

  我發現了交朋友第一件事就是令自己有信心、踏出第一步，之後我們

要富有誠意及友善地問：「你願意和我做個朋友嗎？」這樣，有百分之九十九

點九的機會，你交到新朋友了。  

 這是我的得著，你呢？ 

 

姓名:陳熙道 

 在我第一天參加這暑期班的時候，我踏進課室，看見一張張陌生的臉兒

望著我，又看見新的朋友，新的課室，我無比的害怕，一步一步踏入課室，並

坐在其中一組的位置。 

 我最想多謝的，是坐在身旁的羅朗燊。從第一天開始，他變成了我的摯

友，他經常幫助我適應新的環境，又給我介紹新的同學，猶如在黑暗中的明燈

一樣引領著我步向光明，我真的衷心感激他為了我做的一切。 

 在午飯的活動方面，我學懂了打排球的技巧，又結識了好動的健兒，真

是一舉兩得。 

 希望開學後，我能結識更多的朋友，並能體驗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姓名:羅朗燊 

 這一個暑期班的課程讓我了解升上中學後的生活方式，而且我還結識很

多新朋友。下午的課外活動，不但令我增廣見聞，還可以讓學生過一個充實的

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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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浩翔 

 經過在拔萃男書院的暑期學校，我有更多的得著。 

 在每一天的早上，便是我們的課堂。當中，我最喜歡上科學課，因為在

科學課中，嘗試用酵母來發酵酒精，過程真是令人感到很驚奇啊！ 

 吃過午飯後，便是下午活動，我選擇了足球和籃球。我真喜歡那裡的學

長，因為他們經常和我們一起進行比賽。 

 暑期學校快要結束了，我真的依依不捨。我真希望在新學年能夠認真學

習，並好好地與新同學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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