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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創意思維活動
創意思維活動 (OMP) 是一項極富教育意義的學生思維訓練活

動。活動由薩米爾 ‧ 米克盧斯博士在 1978 年於美國創立，旨

在透過團體合作訓練培育青少年的創意和解難能力。香港青年

協會與教育統籌局 ( 現為「教育局」) 於 1995 年攜手合作，將

創意思維活動引入香港。活動旨在讓參賽學生透過團隊合作，

綜合應用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 知識，發揮創意解決難題。 

OMP 採隊際比賽形式，每隊隊伍由最多七名隊員組成，並

由至少一名教練帶領。比賽分為「長期題」、「風格項目」

及「即興題」三個項目，總分為 350 分。

隊伍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其中一道大會所設計的「長

期題」，構思及演出一個原創的解題方案。隊伍可製作交

通工具或機械裝置、以創意重新演繹一些經典文學或藝術

作品、搭建可承重的輕木（balsa wood）結構，或演出一

項具主題性的幽默戲劇表演，其中，戲劇表演佔 200 分，

而「長期題」亦包括「風格項目」，這部分則佔 50 分。

另外，創意思維活動亦包括「即興題」部分，要求參賽者

運用腦筋即時解難，這項目則佔 100 分。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

本校於 2009 年成立創意思維學會，

教導及提升學生解難及創意的能力。

一直以來，除了平日訓練外，亦有參

加香港青年協會及教育局合辦的「創

意思維活動 (OMP) 比賽」，至於今

年，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則由

青年會書院主辦。本校自 2009 年至

今，連續 9 年參與香港區賽，屢獲佳

績。當中 5 年共 8 隊更贏得香港賽

區冠軍，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世界

賽，成績優異，於 2013 年及 2015
年 獲 得 第 五 名 (Honorable Mention 
Award)，更於 2014 年在美國愛荷華

州舉行之世界大賽中勇奪世界冠軍。

本校創意思維活動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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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題題目分別有以下五項類別：

題目類別一：交通工具題

參賽隊伍須以團隊方式，按題目要求

的任務或表演，構思、設計，以至搭

建不同體積大小、功能以及動力來源

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外觀設計多

變，可以是體積如電腦般大，或像一隻茶杯般袖珍，但亦可

以是一輛可承載人的大型交通工具。一般而言，交通工具是

按驅動能源的設計，以及其在運送和完成題目要求項目上的

表現而決定得分多寡。

題目類別二：技術題

技術題是以隊伍的表演內容，以及設

計裝置的技術來決定表現高低。這項

目要求隊伍創作和製造一至多件具備

不同功能或能夠完成題目指定任務的裝置。

題目類別三：經典題

經典題是一項以表演為基礎的題目，題目

內容要求隊伍根據一些「經典」項目，如：

神話故事、藝術、音樂、考古或屬經典類

別的事物，創作表演題目。

題目類別四：結構題

題目要求隊伍設計、搭建一個以輕木和膠

水製成的結構，並在結構上加上標準重量

及體積的鐵餅，直至結構倒塌，以測試承

重能力。每年題目會因加上新元素而有不

同，如要求結構能承受從木槽滾下皮球的

衝擊等項目。

題目類別五：表演題

評核過程是看隊伍的表演質

素，以及與表演有關的各項內

容。題目可能要求隊伍演繹一

個角色 / 人物，又或設定一個

主題，讓隊伍創作原創故事，包括內容、表達形式，幽默和

輕鬆的表達手法等。

創意思維活動會鼓勵隊伍加以闡釋他們長期題的解題

方案，因為當闡釋時往往會加入創意元素，我們會稱

之為風格。風格是長期題的進一步演繹及加強隊伍的

獨特性。若要用譬喻來說明風格表演，可以把長期題

表演比喻作一個蛋糕。每一隊隊伍都會完成長期題的

要求，完成製作這個蛋糕。風格表演就是蛋糕上的水

果及其他裝飾，每一隊隊伍都會選擇不同的元素以修

飾其解題方案，令方案有別於其他隊伍，如一首隊伍

自己編寫的歌曲或一件精心設計甚具創意的服飾都可

以是風格表演的元素。每條長期題都要求隊伍在其解

題方案中加入五項風格表演項目。

為了考驗隊伍的創意解難能力，隊伍須同時參與「即

興題」的競賽，而題目的內容則在競賽當日才公佈。

隊伍的「長期題」和「即興題」總成績將決定他們在

競賽中的名次。

參賽組別

在報名時，可按參賽者當時年齡參與不同組別的賽事，

包括：

第一組別：十二歲以下之學生

第二組別：十五歲以下之學生

第三組別：十五歲或以上的全日制中學生

長期題題目類別

風格項目

即興題

佔
200 分

佔
100 分

佔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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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佛教黃允畋中學 

創意  維活動成績

技術題：《ODD-A-BOT》第三組別

香港區冠軍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40 隊中獲得世界第 9 名

經典題： 《Classics…It’s Time , OMER》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53 隊中獲得世界第 9 名

表演題：《To Be Continued： 
A Superhero Cliffhanger》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71 隊中獲得世界第 12 名

經典題：《伊索瘋》第三組別 香港區季軍、 最佳風格獎

經典題：《伊索瘋》第二組別 香港區第 5 名

技術題：《滿佈魚團》第三組別 香港區亞軍

經典題：《潘朵拉的盒子》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最佳風格獎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64 隊中獲得世界第 5 名

技術題：《當「技術」遇上「困難」》第二組別 香港區第 4 名、最佳風格第 2 名

技術題：《胡鬧鬼屋》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最佳風格獎、最佳即興題表演獎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67 隊中獲得世界冠軍

表演題： 《眼見為實》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最佳風格獎、最佳即興題表演獎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59 隊中獲得世界第 7 名

3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經典題：《見觸藝術品》第三組別 香港區第 5 名、最佳風格第 2 名

技術題：《自創電郵必經路》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最佳風格獎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54 隊中獲得世界第 5 名

表演題：《創意天使》第三組別 香港區季軍、最佳風格獎

經典題：《經典導遊》第三組別 香港區亞軍

表演題：《大迷信》第三組別 香港區第 4 名、最佳風格獎

經典題：《搵到寶》第三組別

香港區冠軍、最具創意獎、最佳即興題表演獎

** 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 **

於 48 隊中獲得世界第 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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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美
國世界賽成績優異

2014 年，本校同學參與技術題《胡
鬧鬼屋》( The Not-So-Haunted House )，
於美國愛荷華州舉行的世界賽中擊敗 67
隊隊伍，獲得冠軍。

本校同學在 2013 年及 2015 年參與於美國
密西根州舉行的世界賽，分別於技術題《自創電郵
必經路》(The Email Must Go Through) 及經典題
《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 中獲得第 5 名 
(Honorable Mention A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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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特首
梁振英先生會面
2014 年，同學們於美國愛荷華州的世界賽中力壓六十七支

隊伍奪冠，獲得與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於禮賓府會面的機會。

同學們向特首簡介創意思維活動的特色和理念，梁振英先生

亦在會面中勉勵同學，著同學繼續努力，於不同方面作多角

度思考和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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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道

7



8



無線電視互動新聞台

《時事多面睇》
(2017-05-01)

隊員在節目中講解佈景的設
計和故事的理念。

無線電視翡翠台

《今日VIP》
(201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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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向主持人陳芷菁小姐介紹創意
思維活動，並分享自己在活動中的
體驗和得著。

隊員展示技術題《ODD-A-BOT》中的機械人如
何運作，並解釋背後的科學原理和機件運用，
隊員亦向主持人分享於美國世界賽中的趣事。

奇妙電視

《喜出望外》
(201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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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7 年，本校共有 21 名來自中一至中四級的學生組成三支隊伍，參加創意思維世界

賽香港區賽，分別為第二題    技術題第三組別的《ODD-A-BOT》、第三題──經典題第二組

別的《Classic...It’s Time, OMER》及第五題    表演題第二組別的《To Be Continued： A 

Superhero Cliffhanger》。幸運地，三隊同學均奪得香港地區賽冠軍，並獲得前往美國密西根州參

與世界賽的資格。

3B  李顯楠

3B  蘇楚淅

3C  楊雅妍

3C  范文樂

4B  譚煒霖

4B  余家諾

4C  林昕曈

題目撮要︰

題目要求故事須發生於一個家庭中，一名家庭成員帶了一個奇怪的機械人回家。機械人通過觀察、學習人類的動作，

如踢球、拍手等，然後模仿，並會以新的方式去演繹那些動作，其間鬧出不少笑話。表演中，隊伍需要以不同的科學

原理、摩打及齒輪的運用等來製作一個原創的機械人；當機械人以新的方式去演繹人類的四個動作時須帶出幽默的效

果，同時，隊籍標誌的外觀亦會隨著機械人新的演繹而有所改變。

第二題

《ODD-A-BOT》

香港區冠軍

參賽同學

部分風格項目︰

1) 家居的創意度

家居的設計以創新為主，以兩面向著相反方向的人面作設計藍本。

在色彩繽紛的人面上，轉動的齒輪表示人類充滿創意；另一面則是

灰銀色的人面，表示高科技電腦系統。當機件運作時，腦部位置會

發光，而系統亦可放大事物。在劇中，它放大 ODD-A-BOT 的晶片。

背景中間部分有圓形的鏡子、窗子、時鐘等。景中設有一個人工智

能── SIRI 10 代，它能提供任何即時資訊。景的背面為智能廚房，

只要家庭成員勾畫出食物的線條，並把圖畫抽出，真正的食物便即

呈現眼前。椅子則以充電器作設計，表示未來的人類感到疲倦時，

可坐在椅子上補充能量。

技術題
第三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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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經典題〈Classics. . .It’s Time, OMER〉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

2) 隊籍標誌的外觀的藝術質素

隊籍標誌以 ODD-A-BOT 的電腦晶片作主題，是用瓦通紙造成的鐵

皮機械人的頭部。頭部以啡色為主，掃上金銅色的陰影，增加立體

感。雙眼部分剔裝塑膠圓形器皿，背後裝上閃燈。劇中，晶片會打

開，內分為 zone 1、 2 和 3。在 zone 1，有以錫紙拼砌出的電路，

並安上閃燈，底部則盛有氣球，氣球則代表 ODD-A-BOT 腦部的病

毒，當啟動風扇時，氣球則會爆破，這即表示病毒已清除。右邊為

腦部的 zone 3，貼上已塗上金銀色的舊瓦通紙器皿、塑膠器皿、舊

電腦底板、電線等，在上面刷上暗黑色和鐵銹色，令 zone 2 面層看

似舊電腦機件。而 zone 2 底層色彩鮮艷，還有一些舊電腦機件作點

綴，而且安裝了閃燈，色彩繽紛的底板和閃燈亮起表示機件已復原。

而 zone 3 是一把傘子，傘子打開表示隱藏的訊息要打開。

比賽過程︰

賽後解說︰

賽後合照︰

同學詳盡地向評判解說如何運用科學原理去控制機械及隊籍標誌來完成題目要求。

在全球 40 隊中獲得世界第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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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經典題〈Classics. . .It’s Time, OMER〉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

1B  張晋森

1B  祁焯熙

2B  何洛欣

2B  吳子欣

3C  曾俊熹

3C  范文樂

3C  王凱盈

題目撮要︰

故事中，兩名來自未來的時間旅行者會返回過去尋找創作藝術品的靈感。旅行者曾回到過

去三次，觀察古代著名藝術家如何創作藝術品，當中發現靈感來均自 OMER ( 創意思維活

動的吉祥物 )。三次旅程中，時間旅行者有兩次是回到人類過去的時間 ( 即 2017 年前 )，

一次是人類未來的時間 (2017 年後 )；當中旅行者會見到經典藝術家、隊伍原創的藝術家

及他們的藝術品。

表演中，隊伍要指出藝術品如何對世界作出正面的影響。另外當時間旅行者穿越時間時，

要包括視覺及聽覺的效果。

其中兩件藝術品︰

部分風格項目︰

未來場景的藝術質素︰

未來場景中所展示的是未來的建築物，不規則的形狀表示未來的人

類不受拘束。建築物底部為人頭的平面圖，腦的部分會閃閃發亮。

腦上的不同形狀及圖案表示未來的人類擁有天馬行空的想法。隊員

設計場景時，利用體育、生活時尚、科學、商業等剪報作裝飾重點，

襯以暗沉的背景色，表達了人類在未來雖然懷有豐富的知識，但卻

面對著嚴重的污染問題。

第三題 《Classics... It’s Time, OMER》

香港區冠軍

第二組別

參賽同學

經典題

模仿俄羅斯著名雕塑家 Anna 
Golubkina 的雕塑──The Mist。

隊伍創作的未來藝術品
――人類與機械混合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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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過程︰

賽後解說︰

賽後合照︰

表演中，兩名時間旅行解釋著名雕塑The Mist
如何為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

在未來時，OMER 解釋 emoji 背後的啓
示，啟發未來藝術家創作藝術品。

在全球53隊中獲得世界第9名。

隊員向裁判解釋OMER頭部的製造方法。

向裁判介紹其中一件藝術品
    SUNFLO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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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毛潔瑩

2B 潘淳子

2B 陳宇琳

2B 胡冠傑

2B 李貝煒

2C林孝欣

2C羅梓穎

題目撮要︰

題目提及地球的創意面臨失去的危機，它需要被拯救。故事講述一個超級英雄及他的一個笨

拙朋友一邊對抗壞人，一邊嘗試拯救失去中創意 ( 彩色世界 )。隊伍需要創作一個幽默表演，

當中，英雄要在三個不同的環境中拯救創意。英雄於拯救創意時，外觀雖與社區中的人不同，

但當他不在拯救創意時，他則與其他人無分別，隱藏於社區中。

表演中還須包括數項元素，例如超人角色，一名笨拙的朋友、壞人的角色以及一場配合音樂

及舞蹈的打鬥。最後，故事的結尾要留下一個扣人心弦的劇情，讓觀眾推測結局。

《To Be Continued: 
A Superhero Cliffhanger》

第五題

表演題
第二組別

香港區冠軍
參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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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主角的造型及特色︰

超級英雄──原子超人
原子超人身手敏捷，視力驚人，身穿藍黑色盔甲，而盔甲上繪有不同的原子元素的圖

案，他就是使用這些元素去拯救創意。

笨拙的朋友──黃精靈
黃精靈性格樂觀，惜動作笨拙，記性又差，亦常講錯說話。當她緊張時，便要上洗手間。

有一次，當創意受到威脅時，她便因記錯東西，說錯了話而誤打誤撞下沒有被黑白怪

洗腦，無意中協助了原子超人拯救創意。

壞人──黑白怪
黑白怪來自受到嚴重污染的黑白星球，他全身污穢不堪，灰灰黑黑的，還黏有垃圾。

他妒忌彩色，認為世界應只有黑白兩色，於是竭力污染星球，毀滅創意。

部分風格項目︰

1）其中一個場景運用廢物 ( 膠樽 ) 的原創性 

隊員以馬賽克形式拼貼出彩色小丑及黑白小丑的圖案，造出彩色世界及黑

白世界兩個場景。其中，在彩色世界的背景上，隊員善用塑料瓶的不同部

分，包括蓋子、瓶身及瓶底等作點綴，更在塗上不同顏料的部件後裝上閃

燈，營造燈罩的效果，當中樽身的弧度及反光面更增添了不少立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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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隊籍標誌的藝術質素

隊籍標誌是以一個六角形狀的流動洗手間作主要設

計，共有兩面。一面為洗手間的外觀，由於彩色世

界充滿創意，所以洗手間的外觀亦很特別。隊員在

報紙畫上一男一女的卡通公仔，表示洗手間男女也

可使用，並用街畫筆法寫上「RELAX」、「OPSSS」 

兩字，呈現街頭藝術，更在洗手間兩旁安裝閃燈，

令它看起來更搶眼，更新穎。而洗手間的另一面則

為內部，內設有用紙皮箱製成的座廁、鏡子、飾物、

圖畫等，仿如現實生活中洗手間。

比賽過程︰

表演中，黑白怪正在破壞
創意，將彩色世界污染。

在全球 71 隊中獲得世界第 12 名。

原子超人及時出來阻止黑白怪，
努力拯救創意。

賽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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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Morbi lobortis mauris.

2017 世界賽

──美國密芝根州立大學

出發世界
賽前的誓
師大會

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為各香港
隊打氣，並帶領進行誓師儀式。

3隊同學穿著整齊香港隊的隊衣回到學校
集合，準備出發到機場。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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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

經過 20 多小時的行程，終於到達密芝根州立大學。

到達

大會安排香港隊於密芝根州作一天遊，本校同
學在大型超級市場、商場及 outlet中購物，滿
載而歸。

19



準備比賽

開幕典禮

同學組裝比賽的道具及場景，為比賽作出準備。

完成組裝後，同學們增取時間多作綵排，
期以最佳狀態出賽。

綵排
及練習

眾隊伍一起到 Spartan Stadium 出席
典禮，場面十分熱鬧和震撼！各國或
各地區均會派代表在開幕典禮中帶著
旗幟繞場一周，典禮中亦會奏起代表
各國或各地區的歌曲，在歡呼和吶喊
聲中為比賽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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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 Trading
( 襟章交換 )

與 Buddy 
Team交流

在活動中，每個地區或國家均會有所屬的襟章。Pin Trading 
是指各國或地區的參賽者互相交換襟章的一項文化交流活
動。同學們都興奮地用香港的襟章與外國參賽者進行「貿
易」，希望換取心儀、具紀念價值的襟章。

大會安排一隊來自維珍尼亞州的隊伍作為本校的
Buddy Team。同學們與 Buddy Team 相約一起進餐，
互相交流，他們互相交換為對方準備的禮物，隊員更
教 Buddy Team如何用筷子進食，他們感到十分新奇。
同學比賽時，Buddy Team更前來支持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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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Festival 

比賽情況

在 Creativity Festival 中，每個地區或國家的隊伍均設計遊戲攤
位，讓其他參賽者參與活動，促進文化交流。香港隊的攤位以舊
式花牌作裝飾，甚具老香港的風味。攤位上，同學替外國參賽者
的名字翻譯成中文，又介紹剪紙藝術，又合照，玩得不亦樂乎呢！

同學們施展渾身解數，落力演出，在評判
和觀眾面前展現最好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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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解說

閉幕禮

比賽後，同學們向裁判解說佈景的設計概念、
機件的運用、角色的安排以及故事的編排等。

經過激烈的比賽後，隊員在佈景前拍
照。難得 Buddy Team也到場支持，
來張合照是常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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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參賽的

學生感想

參與世界賽的所見所聞
3B  蘇楚淅

重看在美國拍下的照片，不禁令我回想起這次遠赴美國參賽之旅。無論是那裡獨

特的風土人情，還是豐富的文化活動，抑或是激烈的比賽，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同時也給我的中學生涯生色不少。

這次美國之旅讓我見識到了外國獨特的風土人情。外國人友好、熱情，即使是首

次見面，也會熱情地與你攀談，並且毫不吝嗇地讚美你的優點。在綵排的時候，

很多外國參賽者經過，觀賞到我們的道具後均讚不絕口，甚至詢問我們這些道具

的構造，這不僅讓我感到自豪，更讓我感受到西方人的爽朗與直率。

除此以外，我也無比享受大會安排的文化交流活動。在創意節的香港攤位中，我

們教外國人寫他們的中文名，介紹中國的剪紙文化，還跟他們合照……通過這些

有趣的活動，讓我有勇氣去接觸陌生人，更為我提供不少用英語與外國人溝通的

機會。

當然，我最關注的還是創意思維世界賽的賽事，這是我們到美國的目的。雖然在

即興題中我隊的表現一般，但很快我們就收拾好心情，決心要在長期題挽回落下

的分數。經過不斷的綵排，在比賽中我們發揮了最高的水平，觀眾報以熱烈的掌

聲就是最好的證明，我永遠也無法忘記比賽後那滿足感。

雖然我們最終也沒有獲到任何獎項，但卻獲得寶貴的經驗。將來我們定必不斷努

力，迎接不同的挑戰。

學會感恩
2B  何洛欣

自從我參加了創意思維學會，我學會了感恩。

當初我連什麼是創意思維也不知道，以為只是一個輕鬆的課外活動。可是參加後，

並非如我所想的，我曾想放棄，但在老師和同學的鼓勵下，我繼續參加。從中令

我知道如果不堅持下去，一定不會有成果。

在取得了香港區賽的冠軍後，我們有不少準備工夫，如要把所有台詞改成英文，

拆散背景道具方便空運，訂購機票，購買保險，林林總總的瑣碎事要處理，幸好

有老師在旁指導和協助，才可順利過渡！但更嚴竣的就是要解決經濟問題，幸運

地有不少善長仁翁、家長及校友的慷慨捐助，致使到美國參賽的旅費得以解決，

謝謝您們。

感恩，在我們身旁有老師、同學、家長、校友及善長仁翁的支持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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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 珍惜 
 3B 楊雅妍

從我們贏得香港區冠軍的那一刻起，我們興奮之餘，也面對著很大的經濟問題，

三隊一起去美國參賽，想必學校也未能負擔當中的旅費。我們透過很多途徑去尋

求幫助，幾經波折，終於在校長和老師的努力下及幸得石鏡泉先生願意為我們做

報道，讓別人看見我們的努力和鬥志。輾輾轉轉，越來越多善長捐款幫助我們，

讓我們順利到美國參加世界賽，感恩幫助過我們的每一位，讓我們完成心願和見

識世界，展現自己的才華。這確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我們十分珍惜。

 

到了美國後，我們日以繼夜地練習，甚至有時錯過了回宿舍吃午餐和晚餐的時間。

但是我們的努力還是有回報的，我們的話劇拿到了世界第二的殊榮，然而卻在即

興題失手了。即興題比賽的時候，我們的神經緊繃 ( 這是我們的弱項 )，加上看到

其他隊伍那大型、令人歎為觀止的道具後，我們更是緊張。緊張及緊繃之下，我

們發揮失常，分數拉低了很多。反觀外國隊伍在即興題時非常輕鬆和踴躍，更把

那當成發揮自己創意的遊戲，發揮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在心態上，我們又落

後了很多，更何況他們從小就注重創意能力的培養呢？我們的刻板和他們的開放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就是我們落後於人之處。

 

雖然這次比賽，我們未能得到殊榮，但卻豐富了我的人生和開闊了眼界，尤其對

歐美國家與亞洲國家在教育上的重點差異更是體會深重。我希望我們不再那麼「矜

持」，應該像西方人一樣熱情地對待事物，還有要多探索、多思考、多注重創意，

不然我們永遠都是落後於人的。

學習與得著
3B 李顯楠

愉快的時光眨眼就過去，整個的赴美參賽的歷程亦已結束。儘管比賽的結果有點

叫我失望，但是得到的回憶和經歷卻是無比的珍貴。

我參加了這個活動已兩年。雖然過程有歡樂的，有失意的，亦挺忙碌的，但是學

到知識及技巧非一般普通的課外活動可比擬。儘管兩年的活動中，我只負責幕後，

但是學到的絕對不比幕前的同學少。在技術題中，我學習到電路和機械方面知識。

在電路方面，我學懂了該如何由兩條電線接駁到電路板上；在機械方面，我學懂

了如何正確使用電鑽和鋸刀，這些或可在日常生活中大派用場。

除了以上的技能之外，我還學習到待人處事的態度和溝通的技巧。在是次的活動

中，我認識了很多的年齡較輕的同學，隨着與他們的相處，與他們建立友好的關

係。當他們有困難時，我會向他們伸出援手。談到待人接物，溝通技巧，不得不

提的當然是與外國人的文化交流吧！除了比賽外，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交換襟

章這個環節。我們會先在香港買入一定數量的襟章，然後帶到美國。在旅程，每

當有空餘時間，我們都不會放過任何的機會，與外國隊友交換襟章。但是不懂溝

通又怎能交換到呢？頭一天，我一字一句地吐出簡單的英文短句，怕得不得了，

但到最後一天的時候，我竟發覺到我講的英語卻比以往流利多了，這證明只要肯

硬著頭皮，多作嘗試，說話技巧、能力便有很大的進步和改善了。

最後，我認為我們能代表學校、香港出戰世界賽是一種榮幸。更重要的是，參加

世界賽可說是我的夢想，除了別人的支持，還需要自己對自己的堅持，敢於追逐

自己的夢想。縱然失敗了，也輸得痛快，這才是無悔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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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工具題

Vehicle Structure

佛教黃允畋中學
Buddhist Wong Wan Tin College

地址 Address :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邨 Mei Lam Estate, Shatin, N.T.
電話 Tel：2605 2876
電郵 Email：info@bwwt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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