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駿宏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學生：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甲班的雷駿宏，我是從內地轉學到

香港的學生。聽說最近內地的疫情又有爆發的迹象了，不知你的生活有沒有被影

響到？ 

 

我在香港的生活也受到了疫情的困擾，在早些時候，上課基本是透過上網課的形

式進行的。即是現在能面對面上課了，上課的時間也只有半天！這令期待校園生

活的我苦惱不已。希望這個情況能夠改善。相信你也像我一樣不想因為疫情導致

成績變差吧？ 

 

說到成績，校園生活不應該只有學習，還要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才能算是一個

完整的學期！可是……，由於上課時間緊迫，根本不可能有額外的時間進行課外

活動。尤其是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疫情正值高峰。那時候不要說是課外活動了，

就連外出對我來說也是一件奢侈的事。這令體重堪憂的我更是雪上加霜。不過好

在學校已經開始呼籲大家注射疫苗了，相信不久後我就能去參加我心心念念的歷

史學會了！ 

 

雖然疫情稍有舒緩，但是也十分麻煩。先從限聚令說起吧，出門的人數不能超過

四個人。我在假期想要叫上幾個好朋友一起去爬山都不能約超過四個人！而且出

門必須戴口罩，手機裏也必須裝有「安心出行」這個軟件。這些都讓我現在一聽

到「出門」的第一反應就是拒絕。不過能外出也比一直宅在家裏當鹹魚好啊！ 

 

在如今的疫情之下，所有的不便都是為了未來戰勝病毒做準備，與那些一直英勇

奮戰在前線的醫療人員相比，我們所做的犧牲都是微不足道。這讓我想起一句話:

「人類的贊歌就是勇氣的贊歌！人類的偉大之處就是勇氣的偉大之處！」。在這

個黑暗的時期，我們所散發出的勇氣和鬥志仍會照亮每個角落。而我也時刻堅信

着，只要我們有勇氣，就沒有跨不過的坎！ 

 

祝 

學業進步 

學生 

雷駿宏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余淑鈴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學生： 

 

你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二甲班余淑鈴。 

 

在疫情期間，我們的生活改變了不少。學習方面，從以前的上面授課堂，到在網

上上課，再到回校只上半天實體課。雖然上半天課不比上全天課學得多知識，但

我覺得上半天課也有很多好處，就是可以多一點時間溫習課本，還可以參加不同

的活動。我現在是上半天課，但我下午有非常多不同的活動，當然我也會看一會

兒手機。疫情之前我們不用戴口罩就可以去逛街，到處和朋友去遊玩，還可以去

吃美味的食物。可是現在，我們要戴口罩就沒有那麼方便。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

以回復以前一樣呢?不過我們都常說「希望在明天」。 

 

還有我們 12至 17歲只需要打一針疫苗，不需要打第二針，不知道你們需不需要

呢？我也想知道你在學校的近況，可否收到你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學生 

余淑鈴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蘇靖媛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學弟學妹們： 

 

你們近來好嗎？我是來自香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四級的學生，在疫情到來後，

我們已經許久沒有見面了，我們在學校還是依然帶着口罩，你們呢？已經可以

返校上課了吧！ 

 

在疫情的這段期間，或許是線上授課吧。可能有時未必能像在校上課一樣，我

有個不錯的建議，如果有不理解或不熟悉的內容，一定要向老師請教預習和復

習知識，借着這個時機逆襲，成為一匹黑馬，聽起來就很讚吧！用好的心態迎

接新的一年，所有事物都會慢慢變好的。但是也請一定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做

好防護工作，我們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同學們都很掛念你們，等到可以見面時也

很想知道你們的生活和學習方式，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無論現在如何，未來都一定會變得更好，就讓我們一起努力，變成更好的自

己，然後在頂峰相見吧，加油！ 

 

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學生 

蘇靖媛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許逸佳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同學們： 

 

很久不見了，近況怎麼樣？在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一些大型活動都被迫

要取消。我們也希望能一起並肩同行，走出疫情陰霾，實現互訪來往交流。 

 

在 2019 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我們的上課時間和課外活動也隨之減少了。學

校的防疫措施做得很好，目前為止沒有人感染病毒。你們疫情期間的防疫措施怎

麼樣了？你們復課後的相處情況怎麼樣了？是不是生活習慣和學習模式都改變

了?有許多問題我都想和你們交流。 

 

我們學校自 2016 年開始積極參與姊妹學校計劃，兩校更舉辦不同類型的互訪活

動及教學觀摩，在學術交流，教材等方面展開合作，例如我們一起參加過的兩校

足球隊友誼賽，切磋乒乓球技，共同製作蛋糕並從中學習英語等活動。我們也希

望早日再與你們互訪來往交流。 

 

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學生 

許逸佳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李美琪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學生： 

 

同學們，你們好，好久不見甚是想念，最近過得還好嗎？疫情之下的你們，有掛

念在校上課的日子嗎？即便是疫情隔開了我們，思念常在。 

 

在此，我是來自姊妹學校：佛教黃鳳翎中學的一名高一新生。受 2019疫情影響，

只能留在家中網課，一晃時隔兩三年，不知不覺中走到了高中，學習總是迷惘，

不知你們是否一樣。如今，許多地區可以摘下口罩，香港則是從未放下，從未掉

以輕心，外出吃飯也有了人數限制，生活多了不少不便，不知你們是否一樣。我

想，再多的困難都不會將我們擊倒，無論是剛升初中的你們，還是高三拼搏的你

們，只要敢問，最後問心無愧，那就是最美的你們。重新復課後，是否熱情澎湃

讓校園充滿生機呢？期待你的回信。 

 

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李美琪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蔡莉莎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學生： 

 

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暫時無法互訪來往交流，倍感可惜。 

 

去年，受疫情影響，我們改作了網上授課，許多活動也被迫取消，校園生活也

逐漸變枯燥起來，不過好在疫情慢慢控制住了，現在已經回到了校園生活，不

過只有半日的上課時間，但我已經覺得比以前好了，起碼能夠與同學們面對面

交流，不知你們的校園生活是怎樣的？ 

 

受疫情影響大家的關係似乎變得越來越疏離，希望疫情能夠早日過去，香港能

夠快點通關，讓我們早點相見，同時希望大家的校園生活越來越愉快，疫情底

下大家都身體健康。 

 

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姊妹學校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蔡莉莎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翁銘威 

友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眾學生： 

 

數年過去，光陰飛逝，曾遇到的知己有的已畢業，有的與我共同努力奮鬥，期待

有年某天能夠重遇以前。 

 

兩三年光陰，轉眼已過，我以前到訪，感到十分驚嘆，你們不僅友善，和藹，更

自律，我期望能多與你們交流，可惜時間不等人，短短時間中，只能依依不捨。 

 

自從以後，你們亦前來拜訪，我本很歡喜，違不得見。然而，你們精神如烈火般

高高燃燒， 十分欣慰。 

 

不幸，疫情嚴峻，彷彿自顧不暇，斷了來往。思念從不間斷，當能夠通關之時，

祈求大家不忘當初，從當中蛻變，更成熟，更聰慧！ 

 

疫情不是一個挑戰，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機會，當大家同心協力，百廢待興，亦

可期也！ 

 

祝 

蒸蒸日上，健康成長 

松山湖實驗中學姊妹學校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翁銘威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祥輝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同學： 

 

雖然我們未曾見面，但也在此書信一封聊以慰籍。 

 

因為疫情影響，我們兩校已經很久沒有互訪交流了，疫情下的新學年應該有很不

便吧？至少我還需要每天戴口罩上課，希望你們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以積極正

面的心態來迎接新的學年。 

 

香港的疫情已經穩定，不久後我們的課程也會回到正軌，你們那情況如何呢？在

疫情期間會否不適應新的校園生活？我想疫情終究會有一天結束，所以你們應該

打起精神，作好準備，與新學年的同學們打好關係以及在特殊時段繼續精進自己

的學業。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希望這天上的明月能將我的祝福與希望帶給你們，不

管身處何地，我們都在同一片天空下，讓我們共同渡過難關吧。 

 

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王祥輝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筱晴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同學： 

 

你好嗎？自從疫情後，我們兩年不能面對面見面，很久不見了，近況怎麼樣？ 

 

回想起在三年前，我跟著學校首次去你們學校進行交流。一踏入你們的學校，你

們的學長和學姐就馬上來我們參觀校舍，他們很有耐心地介紹。在下午，我們兩

校還進行了兩校運動會，那天的項目十分豐富多彩，我們一起進行了兩校足球隊

比賽和接力賽。當天的畫面，我還歷歷在目。 

 

現在香港的疫情逐漸穩定，可以恢復面授課堂，但還是不能在學校吃飯，下午一

時十五分放學。高年級同學放學後，回家要繼續上實時網課，以便追趕之前落下

的進度，去應付中學文憑試。雖然網課有時很困難，但我們也要克服它。現在只

要學生接種新冠疫苗達到七成以上就可以進行全天的面授課程了，高年級的同學

已經達到七成了，所以很快可以進行全日面授課程，也可以參加課外活動了。 

 

不知道你們的校園生活怎樣呢？新學年至今，我們一起以樂觀正面的心態迎接新

學年。 

 

最後，盼望疫情早日過去，希望我們兩校有一天能夠面對面見面。期望你們能早

日回覆我的信。 

 

祝 

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五甲班王筱晴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鄭家豪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同學： 

 

你好嗎？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學生，最近因二零一九年的新冠病毒疫情的

影響，我們無法進行與兩校足球進行友誼賽、切磋乒乓球球技和參與松實運動會

等互訪和交流，我們對此表示抱歉。疫情下，學校運作、學生的學習模式和老師

的教學模式大受影響，如大量課堂改為網上教學令學生和老師造成影響。 

 

但我們希望能通過這次通訊內保持和姊妹學校的緊密聯繫，在疫情下開學也不用

太擔心，要以樂觀的心態去面對和迎接新學年，但同時也要注意身心健康和個人

衛生，學校師生也可以通過這次機會去互相關心去增進師生之間的感情。 

 

在疫情的影響下，我們希望和你們一起面對疫情，一起並肩同行，走出疫情的陰

霾，再次進行各種學術交流。 

 

祝 

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鄭家豪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梁韻姿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同學們： 

 

很久不見了，近況怎麼樣？ 

 

自 2016 年本校便與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締結成姊妹學校。目的是為了兩校之間

友誼，兩校經常舉辦不同類型的互訪活動及教學觀摩，在學術交流、教材等方面

展開合作，共享學術成果，比如參加松實運動會、切磋乒乓球球技、還有共同製

作蛋糕並從中學習英語等活動。可是自從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暫時無法互訪

來往交流，而學校仍以不同形式與姊妹學校交流保持良好關係。 

 

在疫情期間，上課的方式也都有很大的轉變。從平時在學校有老師看管，到一個

人在家裏上網課的轉變中，可能一開始會很開心，因為上課沒老師看管，但到了

後來覺得身邊沒有了同學們的陪伴而感到無聊，或沒了老師的監督和督促下學習

而變得越來越差了。 

 

如果不想出現這些情況的話，上課的可以一邊聽老師講話一邊把重要筆記寫下，

或叫父母或哥哥姐姐等人監督並一起學習。 

 

我知道生活方面因為戴口罩而感到不習慣和覺得很麻煩，可是戴口罩也是為了身

體的健康，，就當做是為了自己和家人負責任。 

 

最後希望你們早日恢復正常的上課時間。 

 

祝 

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同學 

梁韻姿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洪佳㼆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同學們： 

 

你們好嗎？因為新冠病毒還未徹底消失，我們今年也遲遲未能相見，但這封信會

將我的關心帶到你們的身邊。 

 

今日無意間翻到當時交流時大家的合照，從一起做蛋糕的那張照片中，更是感受

到了大家又開心又喜悅的心情，真想回到那個時候。 

 

不知東莞那邊的疫情怎麼樣了呢？有好一陣子沒聽說那邊的疫情了，本以為你們

就快能摘下口罩了，可最近廣州的疫情又爆發了，同樣身處廣東的你們可要做好

安全措施啊。 

 

我們前段時間還在上網課，但十一月份後就開始上實體課了，你們也是如此吧。

我們很多的活動都已慢慢恢復了，連校運會都能順利舉行。 

 

希望來年疫情消散，我們能早日相聚。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佛教黃鳳翎中學 

洪佳㼆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占小丫 

親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的同學們： 

 

你們好嗎？ 

2019 年的新冠病毒來勢洶洶，我們的學習和生活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好在大

家都熬過了這段難熬的日子，生活也漸漸步入正軌。疫情的打擊很大，但我們不

能因此熄滅對學習的熱情，相反，逆境中的努力更能領悟到不同的成就感。 

 

在注意學業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衛生，保持身體健康，不讓父母和老師操心。

另外，學習和生活固然重要，但保持樂觀心態才是疫情期間的必修課。突如其來

的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因此內心難免有些不適應，這是正常現象，但我

們要盡量消化掉這些壞情緒，這樣才不會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壓力。 

 

總之，雖然我們現在無法見面，「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願我們攜手並進，

在疫情結束的世界裏重逢。 

 

祝 

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占小丫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周展𩃀 

敬愛的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全體師生： 

 

很久沒見了，現在疫情爆發，學校都停課，你的學習情況有沒有受到影響呢？ 

 

由於學校改為半日面授課程，每日的課節減少了，老師教的教學內容濃縮了，每

節課堂的時間縮短。因此，我上課要格外專心，加倍努力，否則就不能充分理解

課堂知識。回家後，才懂得如何完成功課。而且，為了防止學生人群聚集，傳播

病毒，很多課外活動都被迫取消。連我最喜歡的籃球隊都不能參加，只好自行練

習籃球。你們近況如何？你們這裏疫情放緩，學校有沒有回復正常？有沒有特別

防疫措施？ 

 

相信我們積極面對疫情，做好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鍛煉身體，作息定時，

飲食均勻，快打疫苗，我們就能戰勝疫境。 

 

希望疫情快些過去，兩地可以通關。屆時我們可以見面，互相交流。 

 

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佛教黃鳳翎中學同學 

周展𩃀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陳妍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學生： 

 

你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二甲班陳妍。你們那裏的疫情怎麼樣了？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我們不得不在家中上網課，在無人監管的學習環境下，網課沒有學校

的學習氛圍，在家上課都靜不下心來，只有老師在手機那頭鼓勵的話語。在這個學習的形式

下，我就缺乏一點自制力，上課也不是很專心，早上常常晚起，學得也不多，看手機一看就

很難再停下來。但是我也會減少看手機的時間，讓眼睛休息一下。香港現在的疫情也控制得

很好，減少了確診人數，我想很快就會恢復原來的生活。還有許多學生陸陸續續打了疫苗，

很快就可以全日授課了。我們學校的活動在疫情下也減少了，為了減少接觸，我們也很配

合，與同學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那你們呢？你們習慣現在的學習形式嗎?你們復課後在學校和同學相處得如何？我之前看過

新聞，內地的抗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很讓人放心，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兩校可以互訪，我

們也會見到面的。 

 

等過了這個特殊的時期，我們就會重新恢復原來的學習狀態，不斷給自己充血，好好規劃學

習時間和計劃。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在與學習無關的事情上，充分地利用學習。在目前的狀況

下，調整好現在的自制力和管理能力，整頓學習狀態，給自己獲得更好的裝備。讓我們一起

同心協力，一起對抗疫情吧！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學生 

陳妍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潘熹彤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學生： 

 

你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甲班的潘熹彤。在現時的疫情中，內地的情況如何呢?聽

說有些地區還是有疫情個案，你要注意保護自己呀！也要做好防疫措施，例如：勤洗手，戴

口罩。我也想知道，你現在的校園生活是怎麼樣的呢？ 

 

在我讀中一時，疫情爆發得很嚴重，我們只能在網上上課、見面、做作業，真是非常不便。

那時候和同班同學也不認識。雖然一起上課，但並無法了解彼此，實在無聊。即使在一個月

後疫情稍為好轉，也只能在學校上半天課，很多課堂的時間被縮少至原來的一半，這令我們

學到的知識變少了許多，直至到現在還是這種上學模式。 

 

現在你們應該全面復課了吧，你有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班嗎？你們的學校有組織戶外活動和

陸運會嗎？我們原來的一些活動都因疫情取消了，真是可惜啊！對了，你有打新冠疫苗嗎？

我已經打完了，而且如果疫情緩和及打針人數多，形成群體免疫就能恢復一些活動，我最希

望可以舉辦陸運會了。 

 

當下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我們應要做好防疫措施，但我們也要趁這時間調整心態，好好學

習啊，加油！ 

 

祝 

身體健康 

學習進步 

學生 

潘熹彤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蔡佳冰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學生： 

 

你好嗎？你最近怎麼樣啊？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二甲班的蔡佳冰。 

 

新冠肺炎在二零一九年開始爆發，到現在仍然反覆爆發，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學習模式隨此

也改變了。 

 

我們從實體課變成了網課，上網課和上實體課完全不一樣，上網課對着電腦容易分心，會拿

起手機來玩，而且吸收的知識也很少，因為上網課待在家裏的時間變得更多了，既無聊又無

趣，還減少了外出的機會。你們呢？是上實體還是網課？學校有沒有什麼變化？自疫情開

始，我們學校的課外活動都取消了，你們還有課外活動可以進行嗎？ 

 

在疫情漸漸好轉的時候，我們復課了，復課之後回校的第一天，許久未見的同學都有好大的

變化。下課時，我好朋友總有說不完的話，老師還會提醒我們不要距離太近，每個人的書包

上幾乎都掛住一支小瓶的消毒液。新的學年疫情雖然還持續着，但一起以樂觀正面的心態迎

接吧！ 

 

我也想知道你在學校的情況，可否收到你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學生 

蔡佳冰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廖珍珍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 

 

你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四丙班的廖珍珍。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生活。 

 

從 2019年疫情開始變得嚴峻，我的生活也開始顛覆。剛剛疫情初頭每人都急不及待去搶購

物資，弄得人心惶惶。學生隨着疫情的確診數字不斷攀升，面授課堂也逐漸減少，我們的網

課旅途也隨即開始。 

 

開始上網課時，我覺得上網課比起實體課更需要自律性。時間減少，生活變得非常不規律，

令我感到焦慮。於是我便向長輩和朋友請教了許多如何在疫情下的生活變得自律，我總結了

他們的意見。很多朋友都叫我趁現在很多空間時間嘗試學習不同的東西，有一技之長傍身，

但長輩都會叫我去多看一些書籍吸收更多知識。而我選擇聽從朋友的話，小時候的我已經對

鋼琴產生了興趣，於是便去了我家附近的其中一間琴行報名。當我上第一堂鋼琴課時感到非

常輕鬆，因為我之前已有一些鋼琴基礎，所以老師也有問我有沒有興趣考鋼琴級數。 

 

從我學習鋼琴到現在也有很大的進步，學琴前的我是一個每天只會練球和豪氣直率的女孩，

但現在變得溫文爾雅。以前的生活較為急促，但現在我可以慢下來思考每一個問題。對我來

說，學琴不但是一個興趣，還是一個挑戰和考驗。 

 

佛說前世 500次的回眸才換來今生的擦肩而過，我希望我們也有一面之緣的機會，「有緣千

里來相會」，雖然素未謀面也不知道你身在何方，但我相信我們彼此都是緣份命中注定的！ 

 

我也很想知道你的學校生活，期望收到你的回信，也希望你能一切安好和平平安安，加油！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學生 

廖珍珍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周汶蕙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同學： 

 

你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四丙班的周汶蕙。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學校的日常生活。 

 

自從中二之後便沒有在學校食過午飯了，現在高中了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過去，那就可以跟同

學們外出吃飯。 

 

因為這個疫情，學校為了抗疫也花了不少心思，例如：每次上學的時候，都會看見同學們很

自律地排着隊去量體溫和消毒雙手，同學們也會十分合作地戴好口罩，教師桌前也會放着一

瓶消毒酒精，讓同學們消毒雙手。在早上的時候老師每天都會為同學檢查體溫記錄表。 

 

雖然學校為了抗疫花了不少心思，但同學們的配合也十分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時常清潔

雙手，減少外出，保持個人衛生，不但能保護自己，還能保護其他人。希望這個疫情能快點

過，那就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了。 

 

你也要記得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不知道面對着疫情你那邊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周汶蕙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羅穎霖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 

 

你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四丙班的羅穎霖。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生活。 

 

在疫情下，香港人搶購口罩、防疫用品，令到人心惶惶，有很多熱心人士送贈口罩給有需要

的人。隨着疫情越來越嚴重，香港政府收緊了防疫措施，例如：運動場，娛樂場所、餐飲

業……關閉或限時營業。我居住在長洲，這個地方的人不停地搶購口罩，我也每天去排隊購

買，但因為數量有限，所以很難購買，真的很可惜。 

 

疫情下就連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響，上課都需要在家中，我們要學習上網課，十分困擾，

因為在家上課，網絡受阻，也很難理解老師講堂，很難專心上課，導致成績很跟不上進度。

上街需要戴上口罩，勤洗手，用防疫用品預防疾病。戴口罩雖然悶焗，特別在炎熱的天氣

下，很不舒服，但是因為疫情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外出。 

 

身在東莞的你們，疫情嚴重嗎？ 有沒有很多個案?我們還恢復全日上課，你們還是半天上課

嗎？在疫情下上課，會否跟不上進度？ 

 

希望疫情早日結束，令到大家身體健康，可以有盡早通關，兩校交流。 

 

我也很想知道你的學校生活，期望收到你的來信。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學生 

羅穎霖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蔣思敏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同學們： 

 

你好，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戊班的蔣思敏。因疫情肆虐，今年度我們未能進行姊妹

學校互訪，希望將來能再作交流。 

 

近幾年來，因為疫情肆虐，我們本來的實體課轉為網課，增加了很多不便，學習也變得很困

難，想必你們也是這樣吧！但是因為疫情爆發，令我們也學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珍惜

現在，所以我們應該愛惜每一天，這就是疫情下我最大的心得。 

 

不知你們在疫情下過得是否順利？學習情況又怎樣？不論如何也希望你們過得好。願疫情快

點結束，我們能夠早日見面。也請你們保重身體。 

 

祝 

身體健康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蔣思敏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鄧匡迪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同學們： 

 

你好，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戊班的鄧匡迪。因為疫情肆虐，今年度我們未能進行姊

妹學校互訪，希望將來能再作交流。 

 

在疫情下，有全新的學習模式，包括上網課和完成網上功課，我不太習慣上網課，因為要長

時間盯着螢幕令到眼睛很累。即使能夠回校上課，也只能上半日課，同時只能在帶着口罩和

在保持社交距離下上課，特別是在體育課上顯得非常辛苦。 

 

還有，在家上網課時，減少了我和同學的交流，雖然偶有一起打球，但是也不夠天天見面親

近。你們也是這樣嗎？ 

 

希望來年能夠恢復全日課堂，也能脫下口罩跟大家見面。你們也可以樂觀地面對新學年，走

出疫情的陰霾，結識更多朋友，注意身心健康！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鄧匡迪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吳若妃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同學們： 

 

你好，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戊班的吳若妃。因疫情肆虐，今年度我們未能進行姊妹

學校互訪，希望將來能再作交流。 

 

在疫情下，我們是透過網上課堂學習，有時都能回學校進行實體課堂，與同學和老師見面。

不過上課時少了一些活動互動一下，因為要確保同學的社交距離，不能像疫情前一樣活動，

的確有點可惜。我認為這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遠一點，少了些親切感。希望疫情能快過

去，我們能進行姊妹學校互訪。不知你們學校現在的學習模式是怎樣呢？ 

 

雖然現在不能見面，但也能靠寫信來溝通，互相交流一下。即使有疫情，我也希望你們繼續

努力學習，要時常保持樂觀，一直堅持下去，我也會支持你們的，開心的迎接以後的每一個

新學年吧！希望你們讀信後能回信給我，我們要一起加油啊！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若妃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蘇暉晴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們： 

 

你們好嗎？近況如何？不知你們是否和親愛的家人和朋友歡聚一堂呢？ 

 

在近兩年疫情肆虐的生活下，我們都一直處於停課狀態，就算回歸校園，也只有短暫的半天。

但其實我們就算與同學不能有太多課外活動時間，在校園中，依舊處處充滿大家的歡聲笑語，

也能看到大家忙碌的身影。那你們呢？在疫情下你們還有沒有課外活動呢？ 

 

大家在口罩的封印下，也使得特別地生疏。只希望疫情可以快些過去，這樣就令我們有更多

機會見面交流，一起舉辦更多的活動，增強我們的聯繫感。 

 

在疫情下，你們也要記得保護好自己，注意衛生，期待下次的會面詳談。 

 

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蘇暉晴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吳宇洁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們： 

 

好久不見，近況如何？ 

 

不知不覺距離新冠爆發至今已經過去了接近兩年時間，在疫情期間，我的學習模式發生了天

翻地覆的改變，由全日制上學轉成網上授課，即使在疫情有所好轉之後，也不敢過於放鬆，只

進行半天授課。值得慶幸的是我能夠很快適應這諸多變化。我聽聞內地疫情已受控制，許多

學校已經正常運作，包括接納學生住宿。不知道你是否亦已正常地上課呢？ 

 

由於疫情原因，內地學校進行全封閉管理，學生需核酸結果陰性，才能進入學校，而且要很久

才能回一次家。希望你在學校能夠保持健康的起居生活，趁此次時機，多多培養自己獨立自

理的能力，與同學和諧相處，共同努力，為高考作好準備。與此同時，我亦希望你能夠以樂觀

正面的心態，配合校方防疫措施，為復興盡一份力。記得要時刻保持身心健康。十分期望能夠

得到你的回覆。 

 

祝 

天天快樂！ 

宇洁上 

十一月十四日 

  



 

董港興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們： 

 

你好嗎？一眨眼，疫情已肆虐一年多了，如果不是它，我們應該早已見過多次面了吧？ 

 

這一年多的時間中，大家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網課、戴口罩上課……都是前所

未有的經歷。但最可惜的還是疫情阻斷了兩地的聯繫，令每個人都苦不堪言。 

 

疫情初期，我每日都惶恐不安，擔心中招，但內地的快速控制疫情讓我看到了勝利的署光。我

開始學習調整心態，以樂觀態度去面對一切的改變，相信風雨過後總會見彩虹！香港雖不及

大陸如此迅速高效，但如今我們的生活趨向正常，不知你們是否做好「戰鬥」的準備呢？ 

 

哈哈，戰鬥之餘，切不可忘記注重個人健康，都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希望你們每個人都可以

勞逸結合，健康，學業兩不耽擱，期待和你們一起共見彩虹的那一天！ 

 

祝願 

一切平安 

董港興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洪遠岱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們： 

 

你好呀，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的洪遠岱。受 2019 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暫時無法與你們互訪

來往日交流，只能憑一紙書信和你溝通，我真是深感遺憾。同學你的學習有沒有受疫情的影

響？你在疫情期間又是如何安排學習的呢？你通過什麼方式來排解疫症下的煩惱呢？ 

 

在疫情期間，我們只能在家中上網課，當真是一段難受的日子。在家裏有各種各樣的誘惑，遊

戲和小說就是最大的絆腳石，令我無法專心於課堂。但我想到了「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

知遠之證」，最終收束心意專心聽課。 

 

現在疫情終於緩和，我們又可以回校上面授課，可以和同學們坐在教室中一同聽課，一起解

題，教室洋溢笑聲，雖然帶着口罩，但開心是掩藏不絕的，從彼此的雙眼中清晰可見。你們現

在是否疫情已經緩和，學習概況如何呢？ 

 

李希特曾說過：「苦難有如烏雲，遠望去但見墨黑一片，然而，身臨其下時，你會發現它不過

是灰色而已。」疫情雖然可怕，但只要我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抵厲前行，總會走出陰

霾的。也希望能早日收到你的回覆。 

 

祝 

學業進步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洪遠岱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施靜如 

敬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全體學生，教師： 

 

東城第一中學的各位教師，各位學生，你們好！最近肺炎已經感染全球，你們還平安嗎？有

沒有影響學習進度呢？還習慣現在的生活嗎？ 

 

我們那裏已經做了全套的防疫措施，所以幾乎沒有學生、教師感染，希望你們那邊也是如此！

因為疫情，令學生和教師們的生活習慣和學習模式有了很大的轉變，很長一段時間教師們都

在線上課堂給學生們授課，最近剛恢復面授課堂，不知學生們和師長、同學相處怎樣？關係

比以前更親密，還是疏淡了點？希望學生與教師的關係更親近！ 

 

這兩年來我們一直與病毒抗爭，希望明年我們能夠放下口罩，重見天日！疫情下學生運作、

學生學習模式大受影響，藉本次通訊與姊妹學校師生互勉，調整心態，一起並肩同行，走出疫

情陰霾。 

 

祝 

全體師生 

平平安安，心情常樂 

學生 

施靜如敬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炯禧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同學們： 

 

你們好，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學生李炯禧，疫情還嚴峻，你們還好嗎？生活上有影響嗎？

上學受影響嗎？大家要緊記小心身體，勤洗手呀！ 

 

香港疫情比較穩定，主要是外來輸入個案，新學年我們已可以回校面授半日課堂了。去年，我

們有大約半個學年都要網上上課，你們呢？你們是如何上課呢？我比較喜歡網上上課，因為

不用太早起床，真舒服啊！認真來說網上課堂老師教授會晚一點，螢幕上清晰顯示出解釋，

有充足時間給我抄寫，我亦會比較專心。另一方面，網上課堂只有三至四堂，十二點四十五分

已可以下課了，在校面授時就要遲半小時才放學，網課不用花費車程，我可以早點吃午飯。真

好！你們喜歡網課但是面授呢？你們可以告訴我你們是如何上課呢？你們喜歡那種方式學習

呢？ 

 

我期待疫情早日過去，我們可以互相往來，那麼我可以來探訪你們！見面請緊記保重身體！ 

 

祝 

各位安康！ 

中二級學生 

李炯禧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譚泳桐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們： 

 

你好，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戊班的譚泳桐。因疫情肆虐，今年度我們未能進行姊妹

學校互訪，希望將來能再作交流。 

 

在疫情期間，我們都有大半年被迫停課了，每個學生都只能在家中上網課。也許有些人會覺

得上網課是比較自由和方便，但我覺得在家中上網課會縮短了與同學相處的時間。你們在疫

情期間也要停課嗎？疫情還嚴重嗎？希望疫情快點過去，我們就可以與你們互訪和交流。 

 

新學期開始了！因為中一的時候沒有什麼機會去參加課外活動，所以我很期待今個學期可以

參加更多課外活動，我就可以培養更多的興趣和認識更多的朋友。真的很好奇你們學校有什

麼課外活動，和平日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譚泳桐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李建宗 

敬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老師： 

 

你好嗎？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的一名學生，知道你們那邊受疫情影響，我們不能互相來

往交流，所以我借此機會來與你們交流。 

 

知道你們因為這次疫情，學校運作和學生學習模式大受影響，你們要以樂觀正面的心態迎接

新的學年，還有記得要注意身心健康、生活要愉快。疫情期間和復課後與學生們相處得怎麼

樣呢？生活習慣和教書的模式有什麼轉變呢？希望你們學校的師生繼續調整心態，一起並肩

同行，走出疫情陰霾。 

 

祝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佛教黃鳳翎中學學生 

李建宗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施靜如 

敬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全體學生，教師： 

 

東城第一中學的各位教師，各位學生，你們好！最近肺炎已經感染全球，你們還平安嗎？有沒有影響

學習進度呢？還習慣現在的生活嗎？ 

 

我們那裏已經做了全套的防疫措施，所以幾乎沒有學生、教師感染，希望你們那邊也是如此！因為疫

情，令學生和教師們的生活習慣和學習模式有了很大的轉變，很長一段時間教師們都在線上課堂給學

生們授課，最近剛恢復面授課堂，不知學生們和師長、同學相處怎樣？關係比以前更親密，還是疏淡

了點？希望學生與教師的關係更親近！ 

 

這兩年來我們一直與病毒抗爭，希望明年我們能夠放下口罩，重見天日！疫情下學生運作、學生學習

模式大受影響，藉本次通訊與姊妹學校師生互勉，調整心態，一起並肩同行，走出疫情陰霾。 

 

祝 

全體師生 

平平安安，心情常樂 

學生 

施靜如敬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炯禧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同學們： 

 

你們好，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學生李炯禧，疫情還嚴峻，你們還好嗎？生活上有影響嗎？上學受

影響嗎？大家要緊記小心身體，勤洗手呀！ 

 

香港疫情比較穩定，主要是外來輸入個案，新學年我們已可以回校面授半日課堂了。去年，我們有大

約半個學年都要網上上課，你們呢？你們是如何上課呢？我比較喜歡網上上課，因為不用太早起床，

真舒服啊！認真來說網上課堂老師教授會晚一點，螢幕上清晰顯示出解釋，有充足時間給我抄寫，我

亦會比較專心。另一方面，網上課堂只有三至四堂，十二點四十五分已可以下課了，在校面授時就要

遲半小時才放學，網課不用花費車程，我可以早點吃午飯。真好！你們喜歡網課但是面授呢？你們可

以告訴我你們是如何上課呢？你們喜歡那種方式學習呢？ 

 

我期待疫情早日過去，我們可以互相往來，那麼我可以來探訪你們！見面請緊記保重身體！ 

 

祝 

各位安康！ 

中二級學生 

李炯禧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譚泳桐 

親愛的東城第一中學的同學們： 

 

你好，我是來自佛教黃鳳翎中學中二戊班的譚泳桐。因疫情肆虐，今年度我們未能進行姊妹學校互訪，

希望將來能再作交流。 

 

在疫情期間，我們都有大半年被迫停課了，每個學生都只能在家中上網課。也許有些人會覺得上網課

是比較自由和方便，但我覺得在家中上網課會縮短了與同學相處的時間。你們在疫情期間也要停課嗎？

疫情還嚴重嗎？希望疫情快點過去，我們就可以與你們互訪和交流。 

 

新學期開始了！因為中一的時候沒有什麼機會去參加課外活動，所以我很期待今個學期可以參加更多

課外活動，我就可以培養更多的興趣和認識更多的朋友。真的很好奇你們學校有什麼課外活動，和平

日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譚泳桐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關俊昊 

敬愛的姊妹學校的學生： 

 

你還好嗎？我是佛教黃鳳翎中學二甲班的關俊昊同學。 

 

我在佛教黃鳳翎中學兩年了，每天上課都得帶着口罩，像個小偷一樣。一開始還有點不習

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好多了。這兩年，因受新冠狀病毒的疫情影響，所以暫時無法與姊

妹學校交流互訪，只能透過書信來溝通。不過沒關係的，還有機會呢！一開始，我們因為疫

情所以不能面對面上課，只能在手機、電腦內上網課。我覺得上網課真的非常困難，因為我

覺得在家上網課會讓人變得好懶，沒了那種在學校好嚴格的感覺。所以我很不喜歡上網課，

也根本好難把學習內容聽進去。你呢？覺得我說得對嗎？你喜歡上網課還是面對面上課呢？ 

 

一開始突然要變成上網課應該有點不習慣吧，一定要加油，好好學習哦。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了面授課程了，進度也慢慢跟上了，不過非常可惜，有好多課外活動都不能進行，比如：不

同球隊的訓練，戶外學習日等等，就連吃午飯都不能在學校吃，每天只靠早餐撐到放學才能

吃東西。不過我們的小食部還是有的，我們可以在小息的時候去小食部吃點小吃，填填肚

子。你們那裏有小食部嗎？如果沒有的話記得在吃早餐的時候吃多一點，吃飽一點哦。 

 

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過去吧，這樣我們就能見面啦。到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去進行不同的運動友

誼賽、一起運動、一起拍大合照留念。雖然現在疫情還在，但是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現在

要注意身體的健康，戴好口罩，一起預防病毒。如果因為這個疫情，學習進度跟不上的話，

不要氣餒，勇敢面對，和同學們一起渡過難關。 

 

說了這麼多關於我的學習現狀，我對你的生活產生了興趣，能回信告訴我嗎？不管是好還是

壞，一起面對哦！希望你早日回覆，期待你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學生 

關俊昊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洪婷婷 

敬愛的姊妹學校同學： 

 

你好嗎？最近過得怎麼樣？ 

 

我們最近恢復了半日制上課，鬆懈了一個暑假，忽然要早起，我還有些不習慣。但因為之前的

疫情，我的學業落後了許多，所以我只能加倍努力的補回來。哦，對了，你們那邊有受疫情影

響嗎？還可以正常上課嗎？需不需要上網課？我天天都守在電視看新聞，希望疫情過去。因

為這樣我就可以回去見你了。 

 

這麼久沒見，你應該長高了不少吧？我也長高了，到時候，我們可以比比，我覺得我肯定可以

比你高。還有，我突然想起，這次疫情，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樣被影響了心情？我和你說，千萬

不要因此喪失了學習的鬥志，堅持下去，一切都會變好的。我之前也覺得很累，因為疫情成績

退步了不少，但我一直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後，是吧？ 

 

祝 

學業有成，身體健康。  

你姊妹學校的朋友 

中四級洪婷婷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劉澤喬 

東城實驗中學的同學們： 

 

最近還好嗎？由於疫情的影響，已經隔了很久沒有來本校了，很是想念！ 

 

你們疫情期間的學習是如何的？香港的話暫時都是上半天課，由於上課時間的縮短，很多課

程都跟不上，老師就只能教的速度快一點，很緊湊，只能放學了回家自己溫習或者去外面補

習，而且學校裏還取消了很多活動，校園一下子沉靜了許多，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恢復原狀。 

 

雖然一個疫情打破了原本的節奏，但也不會影響同學們的歡聲笑語，發揮我們學校的「鳳翎

精神」，我們要一起抗疫，要打起 12分的精神，回歸正常路線。我們不要被疫情打敗，一定

要做好防護措施，注意身心健康，待雨過天晴後，我們再次相見。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學生 

劉澤喬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李嘉星 

東城實驗中學的師生： 

 

很久不見了，你們好嗎？疫情之下，我們已有近兩年的時間沒有互相往來了，我們彼此都思

念着對方，期盼疫情盡快結束，讓大家都可以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及兩校都可以恢復互相往

來。 

 

現在香港疫情已緩和了，我們全校都已恢復半天的面授課堂，我們由每天上午八時正開始上

課，一直到下午一時十五分放學。然而，因半天上課的關係，且中六級同學需於來年四月便

要應付公開考試，因此他們每天放學後下午三時在家中進行網上實時課堂，追回教學進度。

另外，疫情之下，全校性的大型活動（例如陸運會、戶外學習日等）亦無法舉辦，我們已有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都無法舉辦這些全校性的大型活動，這對同學們（尤其是中一、二的同

學）來說，無疑是失去了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 

 

不知道你們現在的校園生活是怎樣的呢？希望是很多姿多彩的吧！新學年將至，我們一起以

樂觀正面的心態迎接新學年。同時亦要注意身心健康，以健康的身心迎接新學年，期望你們

早日回覆我的來信。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學生 

李嘉星敬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黃啟華 

親愛的姊妹學校的師生： 

 

自疫情爆發以來，得悉不少學校都停止面授課程，不知道各姊妹學校在授課的形式有沒有遇

上困難？ 

 

在疫情期間，我們香港人都是利用手機或電腦上網課，學生自律上課，他們要重新適應網課

的形式，老師們都會比較認真地講課，老師們還要趁早準備上課用的教材，而且大部份功課

都改成網上形式繳交，令同學們要重新適應，大部份同學都是用拍照的形式去繳交功課。 

 

相信疫情期間，各姊妹學校應該在授課形式遇到一大困難，不知道貴校的師生是否適應學習

模式的轉變和與同學相處的情況。 

 

最後，我謹代表全校師生衷心希望各學生能以樂觀正面的心態迎接新學年，希望可以來年返

回全日制上課，同時並注意身心健康，記得在疫情之下要保護自己的身體；希望可以在今年

或明年可以探望大家！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黃啟華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陳泓達 

親愛的同學： 

 

最近還好嗎？近年來全球受疫情影響，使我們得到了及失去了不少東西。經過了長久的停課

期間後，你們還能夠趕上學業進度嗎？ 

 

我的話，趕是能趕到，可是所花費的力氣卻比平常花得要多，尤其學習新課題。而且因為文

憑試將近，老師們都把新課題教得很急促，讓我們能夠盡早開始做歷年試題。可是，教得快

對我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呢。某些重要及難的課題，老師教完後，我仍然是一頭霧水，不明

白課題是關於什麼，而作為一個較為內向的人，不敢開口詢問老師的我，只能夠以自己的能

力去理解課題。這比起老師透徹地教導我們，我所花費的力氣都多上不少，希望你們那邊不

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的呢。 

 

疫情未過，就算是安全地區，戴口罩也是一件重要事。近期國內疫情再起，對學生來說又是

一種折磨呢！記得戴口罩啊！ 

 

時間不多，就此收筆。望君回信，共享經歷。 

 

祝 

學業進步 

陳泓達上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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