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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月，當時就讀
中四的Alice和Sally參加
了「2006青少年機械人世
界盃香港公開選拔賽」，
並勇奪了拯救組冠軍的殊
榮。其後，她們更代表香
港，遠赴德國與來自三十
個國家的隊伍一較高下。
小記今次訪問了參賽的兩
位同學，談談比賽背後的
故事。

　　Alice和Sally在中三
時，參加了由校內資訊科
技學會協辦的機械人製作
課程。她們從中學會為機
械人裝摩打及感應器、給
機械人寫電腦程式和下命
令等。完成課程後，她們
在中四時經學校推薦，於
今年三月參加了香港區拯

救組的比賽。
　　團隊內，Alice負責硬
件設置，Sally則負責編
寫機械人程式。雙方一商
量好機械人的設計後，就
按討論的結果各自埋頭苦
幹。被問到有否試過意見
不合，Alice坦言：「試
過太多次喇！」Alice指
她們為了機械人爭論了好
多次，但最後大家都是靠
直接嘗試的方法去解決問
題。
　　後來二人在香港區賽
事奪得冠軍，並於今年六
月到了德國不萊梅代表香
港作賽。

合作無間　港區賽奪冠

　　為了德國的賽事，
Alice和Sally改良了先前
機械人的不足，又另外多

通宵達旦改良程式

「刷刷刷……咇缽咇缽……刷刷刷……咇缽咇
缽……」由一塊塊像是Lego積木所組成的機
械人，沿著版圖上黑色的路線前進，遇到紙造
的人型「傷者」就停下來「拯救」，碰到障礙
物則自動轉彎。這部搭載著微型電腦、動作令
人歎為觀止的機械人，就是Alice和Sally赴德
國比賽時的親密戰友。（撰文：何翠盈）

上智學生　　　　　　　　踏足德國作賽

機械人靈魂的

風光背後

衝出香港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於2000年
成為正式比賽項目，有足球、
舞蹈及營救三項賽事。它以科
研為導向，給青少年學生一個
交流平台，以提高他們對機械
人科技和創新技術活動的興
趣。成員包括了40個先進的國
家及地區，如法國、瑞典、澳
洲、加拿大、美國、日本等。
有關詳情，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rcj-hk.org/

話你知

n Mrs. Choi（下右一）、
Sally（下右二）及Alice（下右
三）與其他參賽隊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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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了三部機械人。可是，
情況並不如我們想像般簡
單。準備好機械人、寫好
了程式，也不等於可以立
即作賽。
　　抵達不萊梅後，二人
就迅即開始準備比賽。她
們先到會場視察並研究
機械人和程式的改動。
Sally苦笑道：「比賽前
一天試場地時，才發覺〔
程式〕有很多地方都不可
行，所以當晚就改程式改
了一整晚，差不多沒有睡
過。」

大會突然改賽制

　　最令Alice和Sally感
到措手不及的，是大會在
她們抵達後，才突然宣佈
改賽制。大會要求兩隊來
自不同地方的隊伍組成一
隊「Superteam」半天，並
要兩部機械人一起作賽，
完成大會要求，如拯救「
傷者」、過障礙物等。比
賽中，她們分別跟來自挪
威、愛爾蘭、伊朗和日本
四個地方共六隊的參賽者

比賽小插曲

n 正在專心比賽的Sally（左
二）和Alice（右二）。

專題報導2

合作過。
　　在合作期間，Alice和
Sally除了用較多簡單的
英語詞彙外，亦會用身
體語言與其他隊伍溝通。
因此，她們都不認為跟其
他隊伍在溝通上有太大困
難。
　　最後，Alice和Sal-
ly在比賽中得到了第十五
名。她們都覺得自己的成
績不俗：「中學組有三十
八隊來自三十個國家的隊
伍，我們排第十五，都算
是中上的成績，這總算有
個交代。」

　　Alice和Sally往德國
參加比賽前，原來因經費
問題而發生了一段小插
曲。二人贏了香港賽後滿
心歡喜，但這時候，大會
竟因找不到贊助商，而要
她們每人自資15,000元到
德國作賽。為了參加比
賽，她們自行寫計劃書邀
請外間的機構贊助。最
後，她們得到家長教師會
及學校的幫助，終於找到
兩間機構贊助她們，而航
空公司又在機票的票價上
打了折扣，她們才能到德
國比賽。W

編者的話
回想起當天被校友會幹事
問及出任《奔流》編輯，
到現在《奔流》終於面世
的過程，這實在是不可思
議。兩名黃毛丫頭，居
然當起編輯來，有甚麼不
足之處，還請大家見諒！
為《奔流》採訪、集稿和
排版，比當初想像時難得
多，加上學校的功課測
驗，我們把死線一拖再
拖，在此，我們要多謝校
友會委員的體諒和支持。
除此之外，我們更要感
謝從事編輯工作的師姐
Shirley（1975）撥冗教我
們編輯之道。有眾老師、
師姐，甚至師妹的仗義幫
忙，今期《奔流》才得以
順利面世。今期的版面都
弄得跳脫一些，因為我們
想將《奔流》充滿生命力
的一面呈現出來，希望大
家會喜歡這《奔流》革新
號吧！我們更增設了校友
留言版一欄，讓大家可以
與其他校友聯絡，還望大
家踴躍支持！如果大家對
《奔流》有任何意見，
或有興趣投稿的話，歡
迎與我們聯絡 (contact@
htcpsa.org.hk)。最後，在
此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
進步！ W

《奔流》2006-2007年度第一期
編採人員：
盧珮珊（2003）
何翠盈（2003）

特別鳴謝：
鄭笑芬（1975）
唐婉明（1979）
李嘉儀（2004）
吳苑玲（2004）
譚淑儀（2004）

n Alice及Sally與日本參賽者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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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於石硤尾多
年的多彩海鮮酒家
是南昌街中一個不
可不提的地標。筆
者經常與同學、
老師結伴於此「飲
茶」，把點心咭塞
得滿滿的。酒家前
身為「富城海鮮酒
家」。

以往的總統花園
餐廳燈光暗暗的，
滿有情調，是吃扒
類、焗飯等的西餐
首選。時至今日，
它已由高級餐廳轉
營為平民化茶餐
廳，大家很難想像
在總統裏吃早餐A的
情景吧！當然，餐
廳仍然保留固有的
西餐，只不過現在
在菜色上為大家提
供更多不同選擇而
已。

賓墟快餐廳相信
是最受學生歡迎的
舊式快餐店之一。
筆者最愛這裏的早
餐；熱辣辣的火腿
通粉，是冬日最溫
暖的選擇。想起下
午茶餐的雞翼薯條
及西多士，真忍不
住要吞吞口水。

占美麵包在石硤
尾的麵包界數一數
二。筆者每天上學
經過此店時，總會
被那香噴噴新鮮出
爐的麵包氣味所吸
引，精神也為之一
振。這裏的招牌「
菠蘿占」一直也備
受街坊好評。

相信不少校友在學生時代都曾到過學校附近的食肆用膳，並留
有不少美味回憶。在近智得食，筆者將會帶大家懷緬一下上智附
近的食肆。今期我們就先逛一逛南昌街吧！　（撰文：盧珮珊）

上智美食第一擊南昌街

W

n 燈火通明的總統花園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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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離開上智校門，整整
三十年！
　　當日一個十八歲不知
天高地厚、不懂人間疾苦
的黃毛丫頭，今天已看
透世情，也嘗過酸、甜、
苦、辣，百般滋味在心
頭。可幸的是，當日黃毛
丫頭時代的純真未變、戇
直依舊，只是背後多了一
分智慧，也夾雜了兩分世
故。
　　大專新聞系畢業後，
從事編輯工作轉眼二十五
年，人生稱不上多姿多
采，卻也算充實。文字傳
播，如能豐富別人（讀
者）的生命，自感滿足，
亦不枉此生。

有此福氣

　　中學生活已是三十年
前的陳年往事，營營役役
的日子裡，甚少想起舊日
回憶，只是，一次的「回
歸」校園參觀，便將以為
早已封塵、湮遠年代的校
園點滴，一幕一幕在腦海
裡重播；奇怪的是，明明
是遠古的歷史，卻像剛發
生於昨天，印象是那麼的
深刻，感覺還是那麼的溫
馨。
　　原來，黃毛丫頭、少
年不識愁滋味的人生階
段，最教人難以忘懷，或
者說，是最不願意忘掉的
記憶。也許是因為短短的
一個少年時期，正是我們
成長最重要的階段，每事

------ Shirley Cheng (1976年中六畢業)

今期《奔流》邀請到兩位畢業年份相差三十
年的校友投稿，與大家回味母校與她們之
情。在沒有約定之下，兩篇文章竟帶著絲絲
的關係。也許，四十年維繫著大家心靈的，
就是母校那份關愛的文化。

上智

每物，都深遠地影響著我
們往後的大半生，而單純
的同學、無私的老師、胸
懷愛心的修女，讓我們每
分每秒享受著校園的生
活，也教我們一步一步走
向建立美麗人生的大道
上。
　　真的，能夠擁有一段
快樂的中學生活回憶，是
人生一個大福氣。我非
常感恩自己有此運氣，能
夠在上智度過這人生重要
的階段，讓我往後的三十
年，直至今天，還是帶著
純真、戇直的心，積極生
活，做一個為別人帶來陽
光的快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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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瞬間，我便離開了
唸了七年的母校！初時對
外面的世界——大學生
活——充滿著憧憬和好
奇，覺得那是充斥著理想
的烏托邦。可是，當離開
母校後，方如夢初醒地發
現外面的花花世界其實並
非如自己想像中那麼理想
的。
　　太多的誘惑，太多的
人情世故，太多的灰色地
帶，……一時間，我真的
適應不來。陌生的校園，
陌生的學習模式，陌生的
面孔，陌生的處事態度和
人生觀，……這一切的陌
生都令我更留戀昔日的校
園生活——有老師耐心的
教導，亦有同學之間的關
懷和互相扶持。

　　公開考試是中學生涯
中不得不提的一個考驗。
年少的我們要面對兩次無
情的公開考試，幸好上智
這個有情的大家庭給了我
們不少力量。無論在假期
或在放學後，老師們總會
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補課，
還送上絲絲的鼓勵；我們
對著前路一面茫然，是他
們陪我們走過這人生的大
關口。課餘間，同學們每
每圍在一起，但大家不是
在喋喋不休地說三道四，
而是在認真地討論剛剛教
完的課題；大家互勵互
勉，這是多麼令人留戀的
一幕！考試的壓力足以令
人心力交瘁，但有老師們
和同學們的支持，那時我
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人

留戀
昔日的妳

在孤軍作戰，他們成了我
永不放棄的原動力！
　　可惜，天下無不散之
筵席，大家都要走自己的
路，離別是不能避免的
事。但往日校園生活的點
滴會長埋在我的心裏；偶
然回想起來，也會感到十
分欣慰——我曾經唸過一
間很出色的學校，認識了
一群對教育滿有熱誠的教
育工作者，得到了一班真
心真意的好朋友。
　　思念之情，不能言
喻。現在我只希望校長及
各老師身體健康。各位同
學，無論身在何方，我都
希望大家鵬程萬里，友誼
永固！

------ Fiona Lee (2006年中七畢業)

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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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學生涯裏，我修讀了
會計科四年，領略到一點會
計的基礎知識，對書本上的課
題也頗有興趣。當時，我深知
會計界在社會上的重要性與日
俱增，所以也曾考慮投身會計
界。
　　高考後的三個多月假期
中，我參加了校友會舉辦的工
作體驗計劃，到了一間會計師
樓工作。遇上這難得的工作機
會，我當然牢牢地捉緊它，因
為我想真切地體會一下將來的
工作環境。

　　然而，日復日的重複工
作，天天面對著那些繁瑣的帳
目原來殊不容易。我不禁問自
己：「我是否以後的生活都要
這樣子度過？是否要一輩子對
著這些冷冰冰的數字？是否真
的要為滿足商人而工作？」我
開始發覺，我對會計的工作興
趣漸減，清楚了解到原來高薪
厚職背後的代價不是人人所能
承受的，因此，我對同事們的
工作態度和能力更是萬分佩
服。
　　事實上，沒有一間會計師
樓願意聘用一個中七學生，
更不會放心給她整理一間公司
的帳目，但公司和校友會真的
給了我這個難得的機會，也讓
我親身體驗到一間中型會計師
樓的工作範疇及運作模式。最
後，我想在此感謝老闆及安排
這一次工作體驗計劃的校友
會。

去年暑假，校友會首次推出工作體驗計劃，務求使一眾師妹提早接觸工作世
界。今年暑假，校友會再辦此計劃，師妹們都很珍惜這些工作機會。今期，
我們特意請來兩位師妹寫下參加此計劃的感想。她們皆表示計劃令她們得益
不少，但有師妹曾有離職的念頭，亦有師妹從中反思自己未來的方向。

再推工作體驗計劃　師妹賺寶貴人生經驗

　　為了及早有多些工作經驗
和看看商業社會的運作如何，
上個暑假，我參加了校友會舉
辦的暑期工作體驗計劃，並到
了一家貿易公司工作。我負責
的工作不難，但自己以前沒有
工作經驗，而且又很容易忘記
同事教我的工作，所以起初都
有點挫敗的感覺，那時我才發
現，原來工作絕不比讀書容
易。我曾因工作而很不高興，
甚至有過辭職的念頭；但後來
我還是決定堅持下去，到最後
我都成功地完成了這工作。

　　在公司裡，我得到很多機
會去嘗試多方面的工作，例如
整理單據、行政、輸入會計帳
目及核數。當中也遇過不少問
題，幸而得到同事們樂意的解
答和百般的照顧。賺取寶貴的
工作經驗之餘，我也感覺到一
份溫暖。

得同事悉心照顧

重新反思人生方向

——Annie Ng (05-06 F.7)

　　這工作的薪酬並不吸引，
但卻使我獲益良多。除了認識
了公司大概的運作模式外，工
作技巧上，我學會怎樣開單、
用Excel、寄文件等；同時，我
亦真正體會到商業社會「時間
就是金錢」的大道理：效率對
公司的運作非常重要，所以每
次我都要以最快的方法去完成
最重要和最緊急的文件，工作
的確很富挑戰性。
　　除此之外，我也在工作中
訓練了溝通技巧。在職場上，
與每位同事的合作都很重要，
因為作為一個沒有工作經驗的
新人，遇上問題時，我就得請
教年資比我高、經驗比我豐富
的同事；幸好，他們都很樂意
解答我的疑問和給我意見，我
更漸漸地和他們熟絡起來。整
體而言，我對這工作體驗計劃
非常滿意。

學會商場作業

n Annie（右）
及另一位參與
此計劃的同學
Sharon Tse（
左）與她們的
僱主，校友
Joyce在會計師
樓合照。

——Karen Tam (05-06 F.7)

智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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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is organising a lot of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months. Check it out now!
Horse Riding Fun Day

The first outdoor activity that 
PSA is organising for you:

Date: Jan 7, 2007 (Sun)
Venue: 
Horse Riding School (Fanling)
Activities:
Horse riding, BBQ, Karaoke & 
Visiting the horse riding school
Cost: $160/adult & $120/child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send us a reply 
(contact@htcpsa.org.hk) by 
Dec 31 and tell us:
- Your name
- Graduation year
- Contact number
-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dult & chil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62892894 (Annie).

January Hobby Class --- 
Chinese Dance Class

Remember the old days when 
we rehearsed for the 
inter-house/ inter-class folk 
dance competitions? It is 
never too old for us to pick up 
old hobbies if we have access 
to a good coach who adjusts 
course content according to 
our needs --- exercise & fun. 
Here’s a chance.

Day:
Sundays (Jan 7, 14, 21 & 28)
Time: 12:30 pm – 2:00 pm
Venue: HTC Dance Studio
Class size: 8-16
Cost: $750/lesson/class
(i.e. 8 students: app $100/1.5 hr,
     16 students: app $50/1.5hr, etc.)
Coach: Ms Kong
- A professional coach who 
  was a full time dancer at HK
  Dance Company for over 15
  years and is very caring
Registration deadline: Dec 31

HTCPSA Annual Dinner

Date: Apr 21, 2007 (Sat)
Venue:
City Top Restaurant (9/F City 
University)
Format: Buffet
Cost: $150/adult & $100/child

You may be meeting your HTC 
friends over Christmas/New 
Year and so please let them 
know the arrangement. As you 
know, for friends to sit 
together, it’s better that you 
book the whole table. Also, if 
you’d like to invite a teacher 
to sit with your group, let us 
know ASAP and PSA will invite 
him/her on your behalf (cost 
to be shared by your group). 
Some have already been 
invited by other year groups 
like Mrs. Kam, Ms. Poon, Mr. 
Kong, Mr. Or... So, hurry!

　　去年校友會試辦Mentoring Scheme，我一口便答應做Mentor，因為覺得這計劃很有意義。
　　記得當初踏足社會做事，我對商業社會的運作完全不熟悉，一切皆從零開始。那時剛開始流行
傳真通訊，但我卻不曉得怎樣使用這「高科技」，就唯有硬著頭皮作第一次的嘗試。加上，當年我
不是進了有系統訓練見習生工作的大公司，所以甚麼都得自己摸索和學習，一切絕不容易。幸好，
自己也能捱過去，工作上也有點成績。所以，我希望透過此計劃，令有志從事金融業的師妹，對真
正的商業世界有初步認識。
　　計劃開始時，和兩位師妹初次見面，她們對我的工作提了很多問題，而我也在學業和做人處事
態度等各方面上，給了她們一些提點。我曾請她們到我公司看看實際的工作環境和運作情況，讓她
們對我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雖然見面時間不太多，但間中我們也會以MSN聯繫。此計劃除了可幫
助師妹認識我的工作，也拉近了我和年青人間的距離。
　　在此，我鼓勵各位校友參予這個計劃，其實Mentor所要花的時間不多，但你們寶貴的經驗，卻
能令師妹們終身受用，使Trinitians繼續在社會上發光發亮。

　　去年校友會發起師友計劃 (Mentoring Scheme)，每位校友與一至兩位師妹配
對，旨在使師妹更早認識社會及增加校友與母校的聯繫。《奔流》邀請了其中一位
Mentor，Anna Tong (1979)寫下她對計劃的感想。 （有關今年計劃詳情，可查看校
友會網站：http://www.htcpsa.org.hk/）

Mentor的點滴分享

校友會消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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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畢業的校友：

還記得上次我們大排筵席，於2000年聚首一
堂的那一幕嗎？花了接近兩年時間的籌備，
在畢業20年後，我們再一次在Sheraton跟
同學、老師和兩位Sisters度過一個美好的晚
上。經過那一次，我開始替大家更新通訊資
料，方便大家保持聯絡。或者在很快的日子
內，79校友會再辦一次大聚會，好友又可再次
重聚。藉此留言板，我想向79校友作個呼籲，
如你沒有收過我們79的聯絡資料，請把通訊資
料電郵給我（contact@htcpsa.org.hk）。
這樣，你便可以和其他79校友聯絡上；再有聚
會時，更可預你一份！See you again！
           Eva So (1979)

1981-1985年畢業的校友：

我們將會製作屬於你們的DVD，現誠徵你們協助聯絡的工
作。有興趣的校友，可以電郵至contact@htcpsa.org.hk 
與Teresa Chan (1979) 聯絡。
           校友會

各位校友：

校友會每年須繳付約$2000以
購買網頁空間，我們現誠徵各位資
助/捐助來維持網頁運作。有興趣的
校友，可電郵至
contact@htcpsa.org.hk與
Joyce Chan(1988)聯絡。
    校友會

尋找失散校友？聯絡校友聚會？向眾校友說句祝福的說話？

《奔流》由今期開始，開闢了版位給校友留言，留言內容、字數皆不限。各位只需要
將留言內容連同閣下姓名及畢業年份傳電郵至contact@htcpsa.org.hk，下期的《奔
流》，就會代你說話。

留言版8

03年5E及05年7B的同學：

我好掛念你們呀！雖然大
家都很忙，但我們也要辦
聚會，聯誼一下吧！順帶
一提的是，我到現在還未
找到男朋友 >_<，你們有
好介紹嗎？
 Maggie Lo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