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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至十六日，歷史學會
組織了十多位同學進行「考風問俗」之研


究。兩天內，我們考察了銅鑼灣及筲箕灣


兩間天后廟，並參觀了在北角馬寶道舉行


的迎送天后儀式。以下是我們一些簡單的


總結，希望與全校同學們一起分享，齊來


考考風、問問俗。


天后誕源於宋朝，由中國福建傳至沿


海各地。每年的天后誕即農曆三月廿三


日，香港各區亦有不少慶祝活動。究竟天


后有甚麼吸引之處？她與我們的生活有甚


前言：在這個人口普查假期中，我們學校的白燕湘和劉
敏如兩位歷史老師，與校長一起，到北京進行了考
察和參觀。雖然行程只有短短幾天，但他們的收獲
可大了！不知道這次考察之後，學校的歷史科可會
有新的安排？本報記者馬上採訪了劉敏如老師，請
她為大家作一介紹！


1.為什麼會有這次安排？


答：因為學校有意進行中世史兩科的統整，合併課程，
我們又知道北京有學校正嘗試此計劃，湊巧課程發
展處舉辦「北京歷史課程考察」，於是我們藉此機
會，到了北京考察，順道了解一下那兒的教學情
況。


2.你們是在什麼時候出發？參與
了甚麼活動？


答：此行為期5天，由3月18日到22日。我們參觀了北
京師範大學，並聽取該大學的教授們講述有關歷史
教學的問題；另外亦參觀了兩所中學，並進行了觀
課活動，還與該校的歷史老師交流了教學心得。


3.當地的歷史課是如何進行的？


答：雖說是中世史合併課程，但亦有作明顯的劃分。例
如，上學期教授中史，下學期則教授世史。與香港


北 京


之 行
天 后


位於筲箕灣東大街的天后古廟建於 1872年。


歷史學會成員於天后誕
進行考察活動。


寶


的課堂不同的是，北京老師授課時多重口述，
較少使用其他輔助儀器，反映了當地老師實而
不華的風格。


4.期間有沒有什麼趣聞？


答：我們去了長城保留得最好的其中一段——司馬
臺參觀。參觀途中，看到有一些人替遊客拿東
西，不時介紹長城，像導遊一樣。後來，我們
得知，原來他們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主要經營
一些小店，靠賣小食、紀念品等為生。他們每
天要在長城的一端走四小時的路程才來到旅遊
區，然後接載遊客，為糊口而奔波。


5.此行有甚麼收獲？


答：此行令我們對北京的歷史教學有了進一步的認
識，更了解到他們上課的情況。從而增強了對
北京教育界的整體印象。


6.這次考察後，我們學校會否
參照當地的課程以改革本校
的歷史課程？


答：有些地方能作參考之用，但不可能完全照搬，
此問題須慎重考慮。


採訪對象：劉敏如老師


記者: 2D陳雅雯


考察天后誕
麼關係？就此問題，我們參觀了東區兩間天


后古廟及坊眾的天后誕慶祝活動。


經過這兩天的考察，我們看到形形式式


慶祝天后誕的活動，這反映了不少香港人亦


對傳統的宗教信仰──天后文化有著矢志不


渝的感情，而當中大部份信眾都是年長之


輩，年青的一代似乎對天后誕一無所知。


這廣為人崇拜的女神──「天后」似乎也將


被人遺忘，這是多麼的可惜！希望大家多珍


惜寶貴的中國文化，不要讓悠久的文明在我


們身邊無奈地流走。


培僑中學歷史學會


花炮(賜福堂)是一個用竹
枝紙張紮成的裝飾物，中
央放著天后菩薩的木像或
繪圖，至於裝飾物本身，
則由紙花和紙紮的神仙塑
像組成。近年大多數的花
炮都是三層的，形狀就好
像三層高的樓宇。 誕


三


北角「送天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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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育智老師


經過一年的實踐，本校學生跟日本大阪太田中學的學生所進行的視像交流，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在日本大阪府教育中心的安排下，本校學生於去年暑假開始跟日本大阪太田中學的學生以英語作媒介，通過電
子郵件及 ICQ等工具，進行了初步的交流，並在「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傳統」等領域交換了意見。


由今年二月開始，本校逐漸添置了超過十套電腦視像會議系統，供同學跟日本的學生進行有關交流。而
參與的學生方面，已從原來以高中學生為主，逐步發展至越來越多初中學生參與。


同學們對於跟外國學生進行視像交流，反映非常雀躍和投入。通過視像系統，兩地學生的相互交流更加
直接和密切，而交流所涉及的領域也逐漸擴大，包括校園生活、學習心得、社區事務及國際新聞等。通過視像
交流，兩地學子既加強了對英文的應用能力，也豐富了生活經歷，在擴闊視野之餘，更孕育了彼此的友情。


因見視像交流效果良好，本校正聯絡其他地方 (如新加坡、澳洲、上海等地) 的學校，成立協作
學校，組成視像交流網絡。希望透過視像交流網絡，同學除了進行個人或小組的交流活動外，也可
以就一些共同擬訂的題目，一起撰寫專題研習報告。


「做個 IT 人」義工訓練計劃
丁江浩老師


本校多年來堅持舉辦多樣化課外活動，除了培養學生的合群精神外，更希望學


生參與社會公益事務，日後能為社會作出貢獻。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電腦的使用


越來越普遍，但對於一般老人家來說，學習電腦仍是比較困難。有見及此，本校特


別舉辦「做個I T 人」義工訓練計劃，共有二十位中一至中四同學參加，目的是


希望教授長者基本的電腦知識，迎接資訊科技年代。


IT


培僑 — 太田視像交流


做個
人


成長中的校園電視台
在現今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我校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可謂不遺餘力。除了不斷發展


我校的電腦網絡，加強師生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及普及資訊科技教學外，我校更於去年五月向


優質教育基金成功申辦校園電視台，獲撥款83萬進行電視台建設工程，並同時得到了校友的慷


慨襄助，獲贊助40台34吋電視機，從而豐富了校園電視台的視聽設備。


校園電視台建設工程於去年7月份展開，並於去年11月份成功建立了一個設備先進、功能


完善的電視台。經過四個月的工程，於我校圖書館側設立了電視台中央控制／製作室及現場直


播室；在校內所有課室、特別室及其他場所鋪設了電視台視訊播放網絡及電腦網絡；在禮堂、


泳池、室內／外球場及有蓋操場安裝了現場拍攝及直播系統；在所有的課室、特別室及教員室


等安裝了電視機，令電視台中央控制／製作室及現場直播室的設備更趨於專業化。校園電視台


的設備包括：中央控制播放系統、混音系統、影像編輯系統、電腦編輯系統、兩台高性能攝影


機、四台外景攝影機等。由此可見，校園電視台的設備確實是十分完善及先進的。


對於我校的師生來說，校園電視台的所有事物都是非常新鮮的，也是一項全新的挑戰。而


事實上，節目的製作，由籌備、拍攝、編輯以至播映，整個過程都是非常複雜而艱辛的。因此，


我們於去年8月份開始，進行了多次校內、外師生培訓的課程。至今，已有超過20位老師和同


學接受了有關的訓練，而其中部分老師和同學更已開始掌握節目的製作過程及所有器材的操作


技巧。


由於電視台的工作決不簡單，因此我們已制定了為期兩年的試播計劃。我們希望透過這兩


年的試播，一方面可以磨鍊技巧，另一方面則可以總結經驗，不斷改進，從而全面發展電視台


為了令本計劃得以順利推行，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及佛教張妙願老人中心的主任、幹事及社工都主動伸出援手。


他們將免費提供部分場地進行學生義工訓練，而且還會為參與


計劃的學生設計培訓課程，協助本校老師開展培訓工作，以至


協助學生們設計和開辦電腦課程等。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及培


訓，在2001年4月3日，終於在本校電腦室內舉辦第一次長者


電腦班。在參與同學耐心教導下，長者對電腦有了初步的認


識，並產生莫大的興趣。總結經驗後，我們希望下學年可將本


計劃更加完善地推行，幫助更多的長者學習資訊科技。


四


的優勢，充分利用電視台的資源，加強我校教與學的良好效果。電視台成立至今雖然只有短短半


年，但各電視台工作人員都積極參與、認真投入、不斷學習，並進行了多方面的測試和試播活


動，如：


1． 於早上7:20至８:00及中午1:00至１:45播映即時／預錄的粵語、普通話及英文新聞節目；


2． 播映一些由香港電台製作的節目，如IT檔案、傳媒萬歲等；


3． 拍攝、編緝及播映校內活動花絮，如：陸運會、師生籃球賽、歌唱比賽、藝墟、裝嵌電腦


活動、IT義工活動等；


4． 拍攝、編緝及播映校外活動，如：培僑小學開幕典禮、中一軍訓、中二探訪老人中心、優


質教育基金展覽等；


5． 以直播形式，邀請參加優秀學生選舉的候選同學進行自我介紹；


6． 以直播形式，邀請校外嘉賓向我校高中同學講述紓緩考試壓力的方法和心得；


7． 通過電視台進行全校性的班際問答比賽：「知多祖國一點點」；


由於電視台仍然處於摸索和試驗階段，許多方面都存在著有待改善的地方。隨著各電視台工


作人員製作節目的技巧不斷成熟及經驗的不斷累積，我們將繼


續改進，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讓校園電視台在我校茁壯成


長，豐富同學們的校園生活。


在新的學年，校園電視台將在以下各方面加以嘗試和


發展：


(1)時事快線 (2)文化縱橫


(3)娛樂天地 (4)校園速遞


(5)專用教室


透過建立校園電視台，我們希望可以充分發揮資訊科


技教學的優勢，使學生在參與製作和觀賞節目的過程中，


加強公民意識、擴闊視野，特別是提高兩文三語的水平，


並且為鍛鍊學生的組織能力、溝通能力、分析及判斷能


力、承擔及創新精神提供廣闊的空間，從而營造團結活


潑、交流協作的校園文化，為實踐優質教育創造更佳的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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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育智老師


義工與長者合照 細心地教長者傳送電郵


介紹該訓練計劃的剪報








察


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九日，在胡偉民和鍾志強老
師的帶領下，我們中六A班和中七A班選修企業的同學一
起到東莞常平考察。當天我們由早上七時半出發，至晚上


十一時多才回到家中。


旅程中我們參觀了三間工廠：第一間是校友楊金溪先


生的金杯印刷廠，第二間是校友楊超群先生的江記紙品


廠，第三間是黃梓欽先生的偉成盒帶廠。楊先生和黃先生
更照顧我們的午餐和晚餐，令我們品嘗了兩餐非常豐富的


美食。這次行程的主要目的是讓我們認識國內私營企業的


形式、經營方法、以及融資方法等。我們也透過考察了解


訪問鍾志強老師
問 ：請問這次考察有什麼構思和安排?
答 ：企業概論是一門較新的課程，在我們學校也只是開辦


了三年左右，此學科的特點是讓同學們可以理解、認
識香港以及國內港資企業的運作情況，出外參觀是希
望讓同學有機會親眼看看企業的實際運作，體會到一
個真實的企業並不只是書本上所學的那麼簡單。而在
參觀後，同學們也會製作報告進行總結。


問：有什麼因素促成這次參觀呢?
答：這次參觀的工廠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珠江三角洲是


港人早期投資的地方，臨近香港，交通方便，當地政
府為吸引外來資金十分歡迎香港和外國等地的投資，
另外，我們的校友在東莞開設了一些工廠，因利乘
便，得到他們的幫忙，安排了此次參觀，而校友們更
是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問：此次參觀收效如何? 比一般堂上講解有何優勢?


6B 蔡淑芳
和同學一起在學校裏學習已有多年了，但大


家一起拋開課本，跨出校園，回到國內去進行實地考察學習，這還


是第一次。對於這次考察，大家都十分興奮，並以認真的態度去對


待。


這次紹關之行使我增進了見聞，加深了與同學之間的了解，而


由於大家團結一致地為考察報告努力，也促進了彼此間的友誼。通


過這次實地考察，更使我學習到課堂以外的知識。


古人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親身去學習是份外不同的。以往我們只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有關國內


企業的發展、規模和特點，但這對於一班從來也沒有親身去考察的


同學來說，真是天馬行空，難以去想像。幸好通過今次考察，我們


參觀了國內一間生產食品的私人企業和一間大型的國有企業—紹


關鋼鐵集團，使我大開眼界，因為這些企業與我原先想像的真是有


天淵之別。他們的生產廠房規模是多麼的大，設備是多麼的先進。


他們的表現使我刮目相看，一改國企以往那種落後的印象，我深深


感受到一股生命力正在蓬勃發展，逐漸趕上世界經濟的步伐。


在那裏除經濟生產發展蓬勃外，旅遊業更毫不遜色。有「中國


紅石公園」之稱的丹霞山擁有絕色的美景。從山頂上向遠望，遠山


重疊，綠樹青山。而周圍的湖光山色迷人，江水平如鏡面，偶爾一


陣清風拂過，江面泛起幾道漣漪，如此美景誰會不陶醉其中呢？


來到南雄，當然不會錯失機會到馳名中外的，珠江三角洲居民


的發祥地─珠璣古巷去尋根。當大家一到達目的地，都不約而同


地尋找自己家族的根源，查閱自己家族的族譜。順利地找到了自己


的根源的同學，固然會增添一份成功感，但即使失敗了的同學也不


太失望，他們同樣收獲豐富。大家除了可在這尋根外，還可欣賞到


這裏古色古香的建築物，親身去觀察當地人們的生活習慣，更可購


買一些當地的手工藝品送給親友，這樣不是收獲豐富嗎?


參觀遊覽只是我們行程的其中一部分，但就我個人來說，我較


東
莞


考


關
參
觀 參觀韶關有感


這些企業如何促進中、港兩地的合作，如何面對金融風暴


和中國加入世貿等等的問題。
這次活動讓我們能夠親身體驗企業的經營和運作方式，


加深我們的印象。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我深深理解到這句話的意思。這次旅程除了讓我們大開眼


界之外，也令我得益不少。其實書本上所寫的只是很表面


的知識，與實際的經營手法是全然不同的。這再一次證明
了實踐勝過理論，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實踐起來原來是這


麼困難的。每一個企業家也必須經過艱苦的磨練才可以得


出少許的成果，所以在創業的路途上是非常辛苦的。


東莞常平企業考察 記者：6B 林金聰


師生對談錄
答：在課堂上是單向講解，同學們會覺得較為沉悶，所學


知識與現實未必可結合，但透過參觀，他們親眼見到


了工廠。另外，同學們可通過座談會直接問一些問
題，例如問他們如何管理工廠或工廠的特色等等，從
而加深對企業的認識。這些收效與堂上講解是有所不


同的。


訪問同學
問：你覺得這次的參觀帶給你什麼新體驗呢?
甲：因為以前從未去過實地的工廠區，而這次參觀可讓我


深入了解企業的運作情況。那些工廠並非想像中那麼
多人，而且都很機械化，平均每部機器只由一、兩個
人負責。不過那些工人一直重覆著同樣動作，可見他
們的工作是十分枯燥的。


乙：令我可以深入了解中國企業如何運作、集資，而實際
觀察比起書面解釋生動多了。


享受行程的另一部分─與當地人們進行交流。這次的探訪交流對


我來說是多麼可貴，它使我體會最深。當我踏進當地希望小學的校


園時，第一個印象可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就是“簡陋”。簡陋的


校園沒有甚麼的設施，只有一片空地，而課室只有簡簡單單的十多


套木桌椅和水泥黑板；而更簡單的莫過於他們的學生宿舍了，在那


裏只有幾張殘舊的雙層鐵床。他們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是如此的艱


苦，但他們卻絲毫沒有被嚇退，相反他們會更加珍惜這一切，爭取


更多的學習機會。他們那種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態度是多麼令人敬


佩，同時這也使我感到有點慚愧。


與希望小學的小朋友道別後，我們到了當地瑤胞的家探訪。探


訪過程中，大家開懷暢談，氣氛融洽，拉近了我們的距離，更好地


了解瑤胞的生活狀況，從而促進了民族間的感情。通過這次探訪，


我了解到瑤胞的生活是較艱苦，他們只依靠農業為生，基本上沒有


甚麼大的經濟收入，所以生活較為簡樸。雖然如此，但從他們的談


話和燦爛笑容中就可知道他們是不會害怕困難，對生活仍然是充滿


希望和信心。我想，如果香港市民也能學習他們那種樂觀的生活態


度，更加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麼社會上的悲劇也會減少，香


港就變得更和諧美好了。


旅遊車逐漸由山區開往位於市中心的紹關市第一中學。踏進該


所中學，我感到這裏的一切都跟希望小學的有所不同。廣闊的校園


裏豎立起一座座高大的教學樓，而完善的設備和優雅的環境，並沒


有使同學變得懶惰，他們與瑤胞的小學生一樣珍惜學習的機會。這


由他們每人的書桌上也放滿了一排排整齊的書籍、晚餐時仍然有不


少同學留在課室內埋頭苦幹的景象就可見一斑。他們那種勤奮向


學、廢寢忘餐的態度，相信香港的同學也應多加學習了。


快樂不知時日過，五日四晚的行程眨眼便過去了，大家都從這


次的考察中增進了對祖國和同胞的感情，同時也獲得了書本上所沒


有的知識，感覺到自己變得更充實。離別的時候，我們的臉上都流


露出愉快滿足的笑容。希望學校日後能擴展這種學習模式，使更多


的同學享受學習的樂趣。


韶關遊


朝發暮歸連兼程，


千般風光萬般情。


丹峰絕頂邀天地，


獅岩石下遊古今。


瑤家稚童牽思憫，


南華古寺滌心鏡。


古城覽勝遊不盡，


美景映目醉滿心。


6B 施亞娜 粵北行


通識教育闢蹊徑，


粵北之行探國情。


書聲琅琅瑤家寨，


熱氣騰騰鋼鐵城。


珠璣追源尋根樂，


丹霞攀石見志誠。


課堂內外皆學問，


韶關五日滿紙情。


周世耀老師


韶
七


運輸紙張


巨型的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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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中學 2 3 0旅童軍 ，一行 3 1人(包括男女童軍及領


袖)，穿著整齊的童軍制服一早在 九龍柯士甸道香港童


軍中心大堂集合，準備乘搭直通廣州巴士，展開為期四


日三夜的珠江三角洲文化交流活動。沿途童軍們懷著興


奮的心情談天說地及欣賞風景，不消兩小時，巴士已到


達目的地 --廣州。 甫一到達陳家祠 ，便受到廣東省教


育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楊先生及隨員的熱烈歡迎。寒暄


一會後交流團一行人便由專車接送到賓館享用午飯。


第一天行程：參觀廣州名勝古蹟陳家祠
團員吃完午飯後， 稍息一會兒，便開始緊湊及豐富


的行程。第一站童軍先到位於廣州市內的陳家祠參觀。


陳家祠歷史悠久，而且建築宏偉，保留古建築物的特色


及工藝。參觀時更有幸得到陳家祠負責人親自擔任解說


員，耐心地為童軍們一一 介紹建築特色及歷史由來。陳


家祠堂建於清朝時期，為當時陳 姓族人集資興建， 作


為教育陳姓族人的學堂及祭祀祖先之用。後來由於時代


的變遷，陳家祠成為廣州市的名勝古蹟之一，開放給各


界人仕參觀。雖然逗留時間不長，但已加深童軍們對中


國古建築的了解。由於第二天要與澳門童軍第二十四旅


進行聯合集會，童軍唯有依依不捨地離開陳家祠返回賓


館進行節目綵排。


第二天行程：港澳童軍聯合旅團集會
翌日，吃過早餐後，童軍們便乘搭旅遊巴向拱北海


關出發，目的地是交化交流團第二站一一 澳門。經過拱


北關閘及澳門海關後，童軍們一行人進入澳門市區，沿


途引來澳門市民好奇的目光 。由於時間尚早，童軍先到


澳門臨時市政局前廣場集體拍照，然後一齊到澳門名勝


大三巴遊覽。吃過中午飯， 童軍們向澳門童軍總會總部


出發，準備和第二十四旅進行聯合集會。好不容易，三


十多個童軍才擠上一輛開往澳門童軍總會總部的巴士。


當日，氣溫炎熱，但不減童軍們期盼與澳門童軍兄弟交


流的熱情，一路上話題總是離不開澳門童軍。當童軍們


到達澳門童軍總部時，遠遠就望到澳門童軍第二十四旅


的領袖在門口迎接我們。經過一番互相介紹之後，我們


在對方領袖帶引下，到達旅團集會場地。兩個旅團童軍


佷快排列整齊，進行聯合升旗儀式。接著由該旅童軍成


員組成的儀仗隊表演步操， 果然訓練有素，非常精彩。


然後我旅童軍亦跟著表演步操，經過互相觀摩，童軍們


才明白到澳門童軍步操和香港童軍大不相同 ，各有特


色。步操表演完畢後，大家便利用遊戲形式互相認識對


方，只消短短十分鐘的熱身 ，大家已不分彼此，十分熟


絡，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在玩分站遊戲時，大家已可


以互相呼喚對方的姓名。歡樂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天


港
島
地
域
北
區


旅
童
軍
珠
江
三
角
洲
文
化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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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江浩老師  (230旅團長)


230


色開始轉暗 ，最後雙方進行交換紀念品儀式， 而童軍


們亦各自交換童軍專章 ，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 ，澳門


童軍物品供應社更特地在星期日開門營業供童軍們購


買紀念章。 當旅團交流活動結束後 ，第二十四旅領袖


一直送行到拱北關閘前才離開 。這次交流給童軍們留


下難忘的印象。


第三天行程：探訪三水市三水中學
第三日，交流團又乘搭專車向另一目的地一一 三水市


三水中學進發。當旅遊巴到達學校門口時，團員已被掛在


校門口長長的歡迎橫額所吸引。「這所學校真大啊!是


我們學校的三四倍 。」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讚嘆


聲。下車後校方接待人員招呼我們到學校圖書館進行


歡迎儀式， 隨著校長致熱情的歡迎辭後， 我們被安排


和三水中學學生共同上一節精彩的英語課 。接著亦由


筆者負責講解一個課節 ，內容是關於資訊科技教育。


稍作休息後 ，童軍們一齊參觀校內設施並且和該校師


生共同進食午飯。 緊接著的是師生座談會 ，互相介紹


學校情況。 為了增進雙方友誼 ，當天下午 ，童軍們和


該校四十個學生一齊到三水市國家森林公園進行森林


歷奇探險活動，參加者必須一起完成整個艱苦旅程，


考驗每個組員的合作性 。晚上 ，童軍們分批到同學家


進行家訪 ，從而增進童軍們對內地學生生活的了解。


第四天行程：漫步廣州市西關步行街


經過連日來緊密的活動，為了舒緩童軍們緊張的情


緒，第四天特別安排他們到廣州西關步行街購物。廣州西


關步行街是廣州市著名購物中心，童軍們可自由活動及購


物。中午，童軍們更被安排品嚐地道特色食物─竹筒飯。


香噴噴的竹筒飯甚有風味，令人難以忘懷。吃過中午飯


後，一團人便乘坐旅遊巴經深圳返回香港，結束四日三夜


的童軍珠江三角洲文化交流團的行程。


八


感想
今次文化交流團亦可說是一個學習團，童軍們能夠與國內的同學一同上


課，與他們一起學習、遊戲。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內地學生艱苦學習


及待人處事的表現。他們為了能夠繼續升學，不單每晚主動回校上自修


課，連星期六、日都回校溫習，就算離校不遠的國家森林公園都未曾去


過。在家訪時，他們招呼周到，令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此外，童軍們


亦有機會到達回歸祖國後的澳門，認識澳門童軍運動的發展及社會現


況，對了解香港鄰近地區之人民生活和教育事業非常有意義。


230旅童軍與澳門童軍互相介紹


在澳門臨時市政廳前合照 和三水中學的同學在校園前合照在廣州市公園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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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Lilian. Today is 5 th July 2101. I' ve  just been w oken up


by t he  alarm c lock.  Mom asks t he  robot t o  prepare  breakfast  as usual and she


comes to  ge t me  up. "Hurry up,  or you' ll be  late !" Mom gives me  a clap.


I'm leaving home for schoo l.  "Don't  fo rget  to  put  on your dust-coat  and scarf.


And apply sun-t an lot ion,  o r you' ll get  sunburn,  OK?" Mom reminds me.  When I


leave  t he  g lass-clad house,  a dust -c loud sw eeps across t he  road. It  is awful t hat I


usually st ay at  home on non-schoo l days.  I put  on my scarf immediat ely fo r fear


t hat  the  sand w ill make my eyes and nose  uncomfort ab le . It is frust rat ing t hat


vast areas of land have  t urned into  dese rts.  Mom to ld me  t hat  our ancestors did


not  pro te ct  forests. They fell t rees recklessly.  Finally,  t rees faced ext inct ion.  T hat


is why w e  have  t o  live  in such a horrible p lace,  bearing dust  every day.  Anyw ay,


I've  got used t o  it . I have  never seen real t ree s and b lue  seas,  and have  neve r


breat hed in fresh air.  T he  sea mile s aw ay is dark green in co lour and is covered by


pat ches of oil slicks and scatt ered rubbish,  g iving o ff a pungent sme ll.


I arrive  at  school,  a t hree -story house  w ith glass pane l c ladd ing. "Good morning!


Your name please ." the comput er system says.  I g ive it  my name and my t imet ab le


for t he  day is printed out  at once on a th in shee t of reusab le plast ic . I fo llow the


inst ruc tions and go t o  t he  spec if ied classroom. My t eache r is an int elle c t ual


comput er.  Most  adult s are  busy do ing re const ruc tion work t o reproduce  ext inc t


specie s o f animals and tree s,  to  deal w it h pollut ion prob lems and so  on. T he


responsib ility of t eaching school boys and g irls is ent rust ed to  t he comput er.  Mr


Compute r is kind to  us. If  w e  are  t ired or bored, it  w ill let  us p lay some games or


show us on the screen some  p ic tures o f the world a hundred years ago or earlier.


It w as a beaut iful and co lourfu l w orld indeed. T here  we re t ree s,  c lear st reams


and exot ic b irds and animals,  which could never be  seen in th is mono-coloured


w orld now .


Mom t old me to  go t o my uncle' s home afte r schoo l.  Today is Grandma's 80-year-


o ld b irthday and we 'll ho ld a party for he r.  W hen I ge t there,  my cousin, Sunny,  is


checking t he  numbe r o f bot tle s o f d ist illed w at er de live red t o t he  door by the


drinking w at e r company.  "Clean drinking w at e 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I am afraid w e can' t affo rd it if  t he  price  continues t o increase .' ' Sunny


jokes while w e  are  w alking int o  t he  house.  Robot  Maria is g iving a massage t o


Grandma for he r sore  back.


Grandma is one of t he  rare survivors in the nuclear war, which took p lace  50 years


ago.  T hat w as a real de struct ion,  accord ing to  my Grandma. A lmost  eve ryt h ing


w as gone  aft e r t he exp losion.  W hat  remained w e re  ru ins,  scorched land and


fortunat ely some high-te ch facilit ie s built 100 met e rs below the ground.  The war


left  deep w ounds on Grandma, bo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She  has t o t ake


p iles of p ills e ve ry day,  and so do  w e , as we  t ake  in so many pollut ants.


the winner of Secondary 6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best of the best


The world as it would be in 100 years time
LO Chiu, Lilian (6B)


stride vol4@Jun 2001 v p5


writingcompetition


Grandma is happy t o see us. I give  he r a glass of w at er. "How  much does


a bot tle  of d ist illed w at er cost  now ?" asks Grandma. "Hmm… .. . about


$50.' '  Sunny rep lies hesit antly. "W hy didn’t w e treasure  t he  sources o f


w at e r in the  past?" She  sighs.  "It  is a p it y t hat  we  negle ct ed Mot he r


Nat ure.  W e  fell trees, produced chemical waste s and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s. We po lluted our environment,  t he land,  t he sea and everyth ing.


Now  w e  live  in t he  barren land and have t o pay $50 do llars fo r a bot tle


o f w at er.  T hat 's the  revenge  o f nat ure ." Grandma close s her eyes and


sinks into  cont emplat ion again.


W e have a good time toget her.  W hat  frust rat es me  is t hat  I can 't  see


anyth ing w hen I w alk home as clouds of air po llutant s h ide t he  st ars.  In


order to  save  ene rgy, t he  c ity's air cleaning syst em w on' t st art  t o  w ork


unt il six in the morning. Grandma said they d idn' t need such t hing in the


past  because t ree s pe rfo rm t he  same funct ion. I alw ays imagine w hat


life  w as like  a hundred years ago.  If  our ancest ors had t reasured w hat


nat ure best owed t hem, if  t he  nuc lear w ar had not  broken out ,  and if


t hey had loved each o t her like  Mot he r Nature  loved t hem, we  w ould


not  have  suffe red t hat  much.  T hen t he re  w ould be fre sh air,  green


t rees, blue seas, c lear springs and shiny stars in t he  sky at  n ight.  People


are  now trying t o re const ruc t eve ryt hing,  w hich has vanished from the


eart h, but Mr. Comput er t old me  t hat  it  w ould be  dif f icu lt t o  achieve


t he  purpose . Anyway, I w ish t hey could make it .


Levels First Winners Second Winners Third Winners Merit Awards
Secondary 1 Chow Ka Hei, V ivian (1D) Lee Ka Yee, Carol (1B) Hung Tsz Yan, Angel (1C) Lee Lok Ting, Apple (1D)


Li  Kit Fung, Jeff (1D)
Lam Ka Ki , Regina (1A)
Law Pik Yu, Eugenia (1B)


Secondary 2 Kan Joey  (2A) Tsang Sze Won (2B) Chen Wing Sum (2C) Lee Ching Fung, Ivan (2C)


Chiu Yan, Betty (2A)


Secondary 3 Hui Sze Hang, Loretta (3A) Chen Xi Yue, Susan (3A) Ngatimin Hartanto (3D) Kwong Chi Wei (3B)


Po On Yee, Annie (3A)


Secondary 4 Ho Hung Yan, Tiffany  (4A) Pan Cui Ting, Tracy (4B) Man Chiu (4B) Chan Hui  Ha,Hannah (4B)


Secondary 6 Lo Chiu, Lil ian (6B) Lau Pui Kwan, Crystal (6A) Lo Hiu Wan (6B) Sze Ah Na, Vannessa (6B)


Lindsey Lam (6B) Ng Hiu Kwan, Karen (6B)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00-2001
The annual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in April. This event aims  at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creative


writing and prov iding a chance for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ile


other people would have a chance to appreciate their work. Writings


s tudents  have handed in include essays, poems and other k inds of


cr eati ve writi ng.  All Eng lish  tea che rs  were inv i ted  to be t he


adjudicators  of the competition.  The exemplary writings  will be


put in the school publications .


Winners of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00-2001:


Lo Chiu, Lilian (Chair lady of the English Society)


Lau Pui Kwan, Crystal (Vice Chair lady of the English Society)
By


@







One day  a young man was st 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own


claiming that  he had t he most  beaut iful heart in t he whole valley. A
large crowd gat hered and t hey all admired his heart  for it s


perfectness. There was not  a mark or a flaw on it. It appeared
immaculate.  Yes,  they  all  agreed  it  was  truly  the  most


beaut iful heart they had ever seen.


     The yo ung man was ver y proud  and
boasted more loudly about  his beaut iful
heart . Suddenly, an o ld man appeared at
t he front  of  the crowd and remarked,
"Your heart is far from perfect, not even
as beautiful as mine." The crowd and
the young man looked at the old man's
heart. It was beating strongly but  was
full o f  scars. It  had places where
pieces  h ad  be en  r e mov e d  a n d
replaced  by a not-so-similar p iece of
heart  t hat  didn't  f it  quit e right .
There were several jagged edges
where  blood was  dripping  dry.
What’s scarier was that some places


were just  deep holes where whole
pieces were missing!


Th e  p e o p le  w e r e  s t u n n e d  a n d
murmured, ”How can he say his heart is


more beautiful?” The young man looked
at  t he old man's heart and laughed, "You


must be joking." He looked so  proud and
continued to say, "Comparing your heart with


min e , al l  o f  u s  d o  a gr e e t ha t  min e  is
impeccable and yours is a mess with scars and


tears."


     "Yes," said the old man, "yours is perfect-looking but
I would never trade mine with yours. You see, every scar


here represents a person for whom I have sacrificed my love -
I t ear out a piece of  my heart and give it  t o him, and oft en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heart which f it s int o the empt y place in my
heart . The piece usually doesn't fit  perfectly.  Does it  mat ter? There


come the rough edges, which I cherish, because they remind me of t he
love we have shared. Somet imes I have given pieces of  my heart away,
but t hey haven't  returned any back to me. These are the empty holes -
giving love is taking a chance. Alt hough t hese ho les are painful and st ay
open, they remind me of t he love I have for these people. I hope some
day t hey may ret urn and fill those spaces. So  do  you see what  t rue
beauty is?"


The young man stood silently with tears running down his cheeks. He
walked up to the o ld man, reached t o his “perfect  heart”,  and ripped a
piece out. He offered it  t o the old man wit h trembling hands. The o ld
man t ook his offering, placed it in his heart  and then t ook a piece from
his o ld scarred heart,  placing it  on the wound of the young man's.


It  fitted, but not utt erly, as there were some jagged edges. The young
man looked at  his heart,  not perfect-looking any more but  more beautiful
t han ever, since love from t he old man's heart f lowed int o  his.  They
embraced each ot her and walked away side by side.


1The whole thing all at once.
2 One bite at a time.
3Slow in methodical nibbles examining the results of each


bite afterwards.
4 In little feverous nibbles.
5 Dunked in some liquid (milk, coffee...).
6 Twisted apart, eat the inside first, then the cookie.
7 Twisted apart, eat the inside first, and then toss the


cookie.
8 Just eat the cookie, do not eat the inside.
9 I just like to lick them, not to eat them.
s I don't have any favorite way because I don't like cookies.


Have you decided which description best
applies to you? Look at the results below...


Your Personality:


psychologytest
how do you eat OREO?


Flawless Heart stride vol4@Jun 2001 v p4
]composition


Loretta Hui(3A)


!


The whole  thing in one bite: This means you consume life with  abandon,
you are  fun to be  with, exc it ing, carefree with some h ints o f
recklessness. You are totally irresponsible. No one should trust
you with their  children.


 One bite at a time: You are one of the millions o f people who  eat
their cookies this very same way. Just like them, you lack imagination,
but that's okay, don 't worry, you 're normal.


 Slow and Methodical: You fo llow the rules. You're very tidy and orderly.
You're very meticulous in  every detail with everything you do to
the point of being anal retentive and irritating to others. Stay out
of the fast lane if you're on ly going by the speed limit.


 Feverous Nibbles: You always have millions of things to do  and never
have enough time to do them. Your boss likes you bec ause you get
your work done quickly.


 Dunked: Everyone likes you because you are always upbeat. You like
to  sugar-c oat unpleasant experienc es and rationalize  bad


     situations into  good ones. You are  in  to tal denial about the
      problems in  your life


 Twisted apart, eat the  inside  first, and then the cookie: You have a
highly curious nature. You take pleasure in  breaking th ings apart
to  find out how they work, though not always able to put them
bac k together, so you destroy all the  evidence of your activities.
You deny your involvement when things go  wrong.


 Twisted apart, eat the inside first, and then toss the  cookie:You are
good at business and take r isks that pay off. You take what you
want and throw the rest away. You are greedy, selfish,mean,and
lack fee lings for others. You should be ashamed o f yourself. But
that's ok, you don't  care about anyth ing anyway.


 Just the cookie, not the  inside: You enjoy pain.


  I just like to  lic k them, not eat them: Stay away from small furry
animals and seek pro fessional medical help - immediate ly.


  I don't have any favor ite  way bec ause I don 't like c ookies: You
      probably c ome from a rich family, and always wear nice things,


and go to  up-sc ale restaurants. You are  particular and fussy about
the th ings you  buy, own, and wear. Things have to be just right.
You like to  be pampered. You are a pr iss


How do you eat your Oreo?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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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穎然、何珮珊、羅壁如 2C  陳逸欣、陳淇恩、潘蕾、
鄭穎心、劉澍玲、陳卓儀、張寶瑤


原來齊心協力地完成一份報告，真的
很有成功感！雖然辛苦、困難、也吵
了幾次架，但是組員之間增進了不少
友情。說到歷史報告，當然，我們參
觀了屏山文物徑，深入了解到中國的
歷史，相信對今後歷史科的學習有一
定的幫助。


其實做報告要求組員之間具有團結性和


意志力。具體而言，測量和製作均需要團


結。測量在理論上雖然簡單，但在實際


應用上就會有困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解決。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意


志力，例如：有組員由於測量的誤差過大


而放棄，整日愁眉苦臉，埋怨隊友。但


意志堅定的人則會改進自己的不足，繼


續測量，把誤差減到最小為止。完成報告


後，我們體會到測量工作者的艱辛，也


學會了做報告應有的態度。


3A 荊誠、王仁勇、劉志安、林允聰


在製作美術報告的過程中,我們分工合


作，各展所長。能得到第一名，我們都


感到很意外和開心。大家都認為劉文靜


同學的功勞最大，因為她不但很重視這


份報告，還把報告上的插圖畫得非常精


細呢！每天我們都做到三更半夜，但我


們一致認為這是值得的。事實上，我們


都沒有想過會得第一，只是想盡力而


為，做好這份報告。因此，大家都樂在


其中，沉浸在報告的過程中。


3C  許敏儀、許崇鳴、
馮家亨、劉文靜


其實在每一次的報告中，最重要


的是合作性，其次才是內容。這


次我們合共去了兩次考察的地


方，目的是想尋找更多深入的資


料。而且，我們對職業安全與健


康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除了有一


定的資料外，還應有好的合作


性，和充足的準備，這樣才能順


利地完成報告。


3D
歐均鵬、


陳蕊齡、
陳綺婷


當知道是我們這


組獲得英文報告的


冠軍後，我們四人高


興極了！因為在做報告


的時候，我們感到非常煩


惱和疲累。組員們要互相


協調，既要趕家課，又要趕


報告，還要做到最完美的地


步。每個人都為此忙碌不堪。但


大家明白，無論如何都應該在百


忙之中完成這份報告。幸好，我


們準時完成，這也全靠組員間的


互相合作和支持。真的很感謝大


家肯團結起來，共同為報告出一


分力！


4A  王忠傑、許天樂、劉嘉莉、朱文謙


通過這次報告，我們認識到各科知識互有


關連，學到了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組員


之間更是相處融洽、愉快！考察當天是很


開心，不過，製作報告的過程卻是相當辛


苦的。比如，我們嘗試並學會用不同途徑


來尋找資料，像去沙田圖書館、請教專家


教授等等。大家更體會到凡事需深入調


，千萬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做了這份報


，大家都能靈活思考，接納別人的意


，將學到的知識實踐在生活中，收穫甚


！


6A　劉佩君、吳翠茵


6B　陳國濠、勞俏、羅曉雲


在製作過程中，雖然我們曾經有過
爭執，但大家都彼此懂得體諒別
人，因此，才會有此好成績。由於
其中兩位成員在假期中去了旅行，
所以時間十分緊迫。慶幸的是，大
家都不怕辛苦，每天開夜車，終於
完成了這份報告！


學科考察
優勝組別感言


跨越第四期    第十頁l


3B  許嘉惠、
洪依婷、張華東、
蔡奕燊
能獲得第一名，我們非
常高興，這個活動不但
能訓練我們的合作性，
亦能加深我們對植物種
類的認識。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植物和人


中國古代傳統建築特色


量度


香港植物


欣賞香港藝術品


科學與生活


介紹香港







學
科
考
察


學
考


記者：6B 吳桂花訪問容向紅老師


*
2OOO年
11月
2OO1年
5月


九
跨越第四期    第十一頁l


 今年2月23日舉行的學科考察日，同學們是否獲益良多呢？那大


家又是否知道考察活動背後真正的意義呢？小記者通過和容向紅老


師的真情對話，讓你進一步瞭解當中底蘊！


小記者 容老師，為什麼最近這兩年學校會舉辦學科考察活


動呢？


容老師 專題研習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在研習過程中，學生


通過與老師、同學和其他人士的互動合作，發展共


通能力，例如溝通能力、創造能力、運用資訊科技


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現今教


育改革積極鼓勵專題研習這種學習模式，目的就是


為學生創造學習空間，提供多元經歷，讓同學們能


靈活運用所學，全面發展。因此，我們學校也在這


方面作出嘗試，在兩年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小記者 那麼專題研習與學科教學有什麼不同呢？


容老師 簡單來說，專題研習與學科教學最大的分別，在於


專題研習不是以教科書為知識的載體，而是以論題、主題或研習題目把資料結集，


與已有的知識貫通，建構成為新的知識。


小記者 我校今年和去年的考察活動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容老師 今年更重視考察前的規劃和準備。由策劃到成果分享，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時間，期


間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我校學科工作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負責，各科組也因而加強了溝
通和合作的基礎，工作做得比較細緻。我們期望明年的專題研習，跨學科合作會更
多，令學生的視野更加擴闊，各學科的知識得以融合。總的來說，學科考察對於教


級別 考察主題 考察地點 負責科組


中一 植物和人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中文、科學


中二 中國古代傳統建築特色 屏山文物徑 歷史


中三A 量度 會展新翼金紫荊廣場 數學


中三B 香港植物 香港動植物公園 生物


中三C 欣賞香港藝術品 藝術館（香港廳） 美術


中三D 科學與生活 科學館 　　 化學、 物理


中四 介紹香港 文化中心、太平山頂、赤柱、機場 英文


中六A 研究沙田區河流污染情況 沙田城門河三段（圍段、扒艇會、城門河出沙田海段） 生物、 化學、 地理


中六B 先導研究的技巧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大會堂圖書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 通識


2000-2001年度  學科考察日安排* *


和學都是一種考驗、衝擊、挑戰，值得參與和支持。學科考


察不僅是一個起步，更應該是長遠的發展。


小記者 對於一些低年級的同學來說，考察日就好像去旅行一樣，你


認為考察和旅行有什麼分別呢？


容老師 旅行是一種消遣，隨心隨意，無拘無束。而考察是一種經過


細心策劃的學習歷程，並不是為了「偷得浮生半日閒」，


或純粹享受風和日麗的時光。之前的醞釀準備，考察後的數


據整理，對每個同學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挑戰，必須認真對待


才能有所得著。總的來說，無論目標、事前的規劃或事後的


跟進功夫，考察都跟旅行不一樣。


小記者 據我所知，在5月底，有個關於考察日的展覽，可不可以介


紹一下這次展覽的目的和當天的安排？


容老師 舉辦這次展覽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時空，讓各級同學分享


在考察活動中的成果。我們定於5月24日及25日兩天，在禮


堂展出得獎作品，也會安排同學講解，介紹學習經驗，分享


喜悅；同時邀請家長出席，讓他們對子弟的學習生活加深了


解，并給予督促和支持。


小記者 每年只舉行一次考察，你會不會覺得這太流於形式化呢？


容老師 這的確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不過，是否流於形式化並不取決


於次數的多寡，而在於實質上的得益。考察當天，表面上同


學沒上課，走出了課堂，但背後的準備功夫卻一點也不簡


單，滲透了老師和同學的努力和心思。我想，是否流於「形


式化」  就要具體看每一個同學有沒有認真參與了。


小記者 你以前讀書時有沒有類似的考察活動呢？


容老師 我讀書時沒有這麼大型的、全校性的考察活動，只有一些比


較個人化的、小規模的。當時的學習活動也比較單一，不像


現在的學習生活那樣多姿多彩，實在有點遺憾。所以現在的


學生很幸福，要懂得把握和珍惜！


研究沙田區河流污染情況








1C 劉道銘
今年聖誕假，我參加了一項有意義的活動，就是軍訓


營，體驗軍人的生活。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的早上，我和爸爸媽媽到達了


集合地點等候。在七時左右，我們便出發了。到達軍營，教
官向我們介紹了自己之後，便叫我們去拿軍裝，到房間放下
行李後，便要立即集合。教官迫不及待地教我們做步操，要
求十分嚴格，錯了一些步操姿勢，便要罰我們做掌上壓。我
們在十一時四十五分左右，便到房間裡拿小椅子和鐵飯盤去
食堂吃飯了。那裡的飯菜難吃極了，但一定要吃，沒有辦
法。吃完又要洗盤子，真是辛苦，很不習慣。那天晚上我們
因為太辛苦，所以不久便睡著了。
到了第二天六點半，我們又要起來做早操。教官教我們


打軍體拳，在下午更帶我們去空地坐坦克車(我很害怕，因
為車開得很快)、玩一百米障礙物，而最刺激的是彩彈野


趴下
1D關灝琳


一想起「趴下」這詞語，令我不禁回憶起參加軍訓的情況⋯⋯
經過迂迴曲折的山路，我們到達了軍營。那裏的環境和我想像的


完全相反：高高的一座宿舍大樓、寬敞的操練場地、教學嚴謹的教
官。教官叮囑我們，一旦穿上了軍服，就是一名軍人，要流血流汗不
流淚。
每天，我們都要練操和參加十米障礙賽。練操的範疇很廣泛，有


頗多的內容。而十米障礙賽是向自己的難度挑戰，確是不易達到目
標。我們還要夜行軍，睡夢中給人吵醒的滋味真是很痛苦，當時狼狽
不堪，還要傳軍令，難度真高。
吃飯的時候，每人只坐一張小板凳，拿著盤子，嚐著粗茶淡飯、


咸菜稀粥，體驗到以前人民吃飯的苦況，真正感覺到媽媽的好。
而「趴下」這詞語，相信很多人都記得，因為每逢教官發怒，就


會罰我們做掌上壓。所以，一聽到「趴下」這詞語，就會不期然地想
起參加軍訓的情形。
這次軍訓旅程，使我有很大的感觸，令我覺得自己的家實在太溫


暖了，同時我也從中學習到甚麼是團隊精神，令我感受到軍隊的嚴
謹，更令我感受到當一名軍人的辛勞⋯⋯我相信，這次的旅程，會令
我畢生難忘。


軍訓訪問
記者：2D李樂詩


訪問黃密老師
問：你覺得學生從軍訓回來後上課表現怎樣? 有沒有改善?


答：不容易在表面上看出來。多位同學在週記裏說自己從軍訓回來後
日常生活有一些改變，但總的來說，他們學習了怎樣照顧自己。


問：你覺得軍訓時學生的表現怎樣?


答：學生們都很認真、刻苦和敢於承擔。


訪問趙慧華老師
問：聽說您是這次活動的負責人，請問軍訓的目的是什麼呢？


答：香港的小朋友生活富裕，缺乏刻苦精神，軍訓的目的是要他們嘗
試辛苦的滋味，增加不同的生活體驗，從艱苦的軍事訓練中學習
到認真的態度，從而改善他們懶散的作風。另外，透過軍訓活動
可增加同學們的團體合作精神，讓他們接受嚴格的紀律訓練，對
於中一的同學而言，是一次有效的教育。


問：為什麼會選擇中一的新同學？該不會是因為他們懶散吧？


答：哈！當然不是！選擇中一的同學去參加軍訓，正是因為他們是新
生，對於中學的事物都充滿了新鮮感，而軍訓對他們的意義和影
響相信會比其它年級來得更大。另外，這也是我們學校對新同學
的一次特別「照顧」，有軍訓作為中學生活的開端，你說會不會
更難忘呢？


廣州軍訓
五


畢業嘍！


戰。我本以為不斷向前走動，敵人就很難射中我，但怎知我在
敵人陣地內向他們射擊時，敵人五枝槍已對準我射擊，最後我
中了數十槍，弄得軍服滿是紅色的液體，我覺得不對勁，便向
後走回自己的陣地。怎料，他們又對準我來射，最後連屁股也
難以倖免。我想，如果這些是實彈，我早已送命了。
最後一晚軍營為我們舉辦了一個聯歡晚會。那天是我們過得


最開心的一日。怎知睡到十一時，便緊急集合，說要夜行軍，
終於弄到零晨一時左右，才可以再睡。
到第三天中午，我們表演了這三天學過的東西。最後劉老


師找我代表培僑中學全體師生致謝詞，由於我在這三天步操內，
不斷地回答教官的問題，所以嗓子變得沙啞了，而且這又是我第
一次當眾演講，所以講得不太好。
雖然這三天很辛苦，但我學會了不少軍事知識和列隊的陣


式，還領會到甚麼是團隊精神，所以我沒有後悔參加軍訓。


那三日兩夜......
1B  任蓁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向著新


中國，發出萬丈光芒！」這首歌經常在我腦中浮現，令我不期然


地想起那三日兩夜的軍訓生活。


這三天，我獲益良多，學會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而且還


學會了團結、忍耐和合作。


軍人一向給予我的感覺是兇惡、呆若木雞、只懂軍事的。


但原來他們是多才多藝的，也有善良和貪玩的一面。令我改觀的


是毛教官，每個人都以為他十分兇惡，蠻不講理，其實他是公事


公辦, 培育國家棟樑。  他也想和我們做朋友，經常和我們說


笑、玩耍，但他給我們的第一次印象太差了, 所以我們十分怕
他。


這次，我們學了鑽繩網、跨木、獨木橋...... 雖然在日常


生活用途不大，但可鍛鍊身體。在練習場裏，我玩了兩次彩彈射


擊，都沒有中槍。 起初，我還害怕會中槍，因為我十分遲鈍，


後來我才發覺原來自己也十分敏捷呢。這個活動很講求合作性，


如果一個不小心便會輸。


最後一晚了，當我們已經熟睡了，突然警官吹起了哨子，原


來是要「行軍」，我們還誤以為是別的同學晚上談天被罰呢！


十二月十八日，是我們在黃埔軍校學習的最後一天了，當校


長派發證書時，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因為可以回家不用受苦了。


之後，校長頒發「優秀學員」獎，我聽到了自己的名字，一下子


所有的辛苦都消散了。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我一定再參加!


軍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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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個大合照


難得一見的老師迷彩裝


我們登上了坦克車


彩彈射擊場







記者：6B 吳曉群
在萬眾期待下，培僑小學終於在去


年九月正式開辦了，到底在這間２０００年最新


式小學中，我們的學弟、學妹們學到了些什麼？


他們第一年的校園生活又是怎樣的呢？中學的大


哥哥、大姐姐們一定很想知道新校園、新學生的


動態吧？現在我們誠意獻上培僑小學的活動片


斷，這一點一滴，凝聚著全體小學師生的心血，


且透過這一方寸文字，印證培僑小學多姿多彩的


第一年！


英文週
時間  4月17日- 4月20日


目的  培養對英文的興趣，學習更多的英


文單詞。


內容   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些 "英文天使"


在門口用英文向每個入校的同學打


招呼，如果同學以英文回答，那些


小天使就會給他們一張食物換領


券。他們可在小息或中午時到操場


去換取食物。另外在校園的每一個


地方，都貼滿了許多英文生詞和句


子，還有美麗的圖畫作為點綴。


活動  在4月20日下午，培僑中學派出


了12 位同學到小學去，與各班的小


朋友玩多種不同的英文遊戲。小朋


友們的反應都非常熱烈，那天的遊


戲也進行得非常順利。


中文週
目的  提取生活片斷，擴闊眼界，


提供題材，鍛練中文寫作能


力。


活動  遊花市，然後回家寫作文。


看圖書講故事活動
目的 營造及提高校內的閱讀氣氛，令小朋


友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從小養成良


好的閱讀習慣。


時間 2000年12月至今


內容 同學可隨意選擇自己喜歡的書閱


讀。看完之後，只要把書中的內容


朗讀出來，或以自己的文字講給任


何一個人聽即可。聽眾包括校長、


老師、父母、校工、同學等。聽完


故事的人會在一張指定的卡紙上簽


名及寫上書名。


獎勵


 本數 10 30 50 100
  獎章顏色 紅 綠 黃 金


效果 到現在為止，講故事達200個以上


的已有 5位小朋友，有一位更高達


300個。大部份的家長都覺得活動開


展以後，自己的小朋友自覺看書的


積極性大大提高了。


數學週
目的 培養同學對數學的興趣，在


日常生活中體會數學的妙


用。


活動 用尺子到處丈量東西，什麼


都可以量度。


心窗文摘
目的  增加師生之間的溝通，加強學生的書面表


達能力，提高寫作水平。


內容  這是一本屬於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書。其中


的作品全部是同學創作的。《心窗》裏面的


作品均是原文直錄，沒有作過任何的修改，


全部作品都保留其原創性 ，可謂「原汁原


味」。除此之外，《心窗》的文章類似週記，


學生可自由選出對象，請他們作出回應，例


如︰老師、同學、校長或家長。《心窗》可


說是大家互相溝通的橋樑。


¬¬


¬¬


¬¬


¬¬


¬¬


¬¬


六
培小學習生活點滴


跨越第四期    第七頁l


培僑新一代


聽小學生講故事


與小學連校長合照


多姿多彩的英文週


《心窗》書影








三月二日晚上七時左右，宿舍中約四十人準備參與行山的活動。因為這次行山是在晚上，不少昆
蟲、蛇蟻亦會爬出來，舍監替我們抹了些硫黃粉在腳上，以作「闢蛇」之用。此行我們由起點─學校後山


出發，一直走了大概三公里到大潭公園，全程使用了約三小時，相當辛苦呢！


開始行山時，我們走了一段山梯，到達了山上跑步徑的起點，一切都蓄勢待發。由舍監帶著我們越過草


叢、穿過凹凸不平的石路、走過滿佈青苔的泥路⋯⋯沿途風聲四起，走在樹影婆娑的路上，心頭不禁為之一


顫，我們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寒風刺骨、陰森森的。


與此同時，一種不知名的異樣心情湧上心頭，使身心馬上完全放鬆。呼吸著新鮮的空氣，踏著輕快的步


伐，我們將一切放下，彷彿跳出所有煩囂的生活。在斑駁的樹影下、夜色的籠罩下，樹木都像張開那青綠色


的、佈滿鱗片的雙手，那一點點紅色的火光像精靈們躍動的眼光⋯⋯在如此氣氛下，不時傳來一些蛇的「舌


舌」聲，那驚心動魄的情景實在難以形容。有趣的是，我與董洛笙同行，突然看見一個黑影閃在路邊，鑑於


舍監曾講過那山上藏著不少偷渡者，我倆嚇得回頭便走，不斷呼叫，再向前走近，才發現那「黑影」原來是


舍監⋯⋯後來就是一場大笑。


路上我們也和高中的學姐們高聲談


笑，非常愉快。回到宿舍時已達十一


時。收拾好東西，便倒下呼呼大睡。


回到了夜闌人靜處，感受著那颯


颯涼風，回顧著這次旅程，我深深感到


了友情的重要。若沒有朋友與你一起共


行共進、體味生活的酸甜苦辣，校園的


日子一定會遜色不少，也更缺少了生存


在這世界的趣味。無論如何，這次宿舍


的夜行又令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2D陳雅雯


二月六日這一天， 使我感到既
興奮又緊張，因為這是每年一度我校與日本
人學校交流的日子。去年是我們中二的同學
到日本人學校去，今年則是他們來到我們學
校。校長說我們應重視所有的學習經歷，學
生交流在我校可是一個優良的傳統呢！與日
本同年級的學生共渡一個下午，一定十分難
得。


期待的一天終於來到了，開始的時候，我
還以為很難與他們溝通，沒想到他們是那樣
熱情，這使我感到很意外。在交流的時候，
我們以小組的形式進行自我介紹。可是，我
們小組的同學都很害羞，大家始終都不敢發
言。經過組長的多次鼓勵，我們終於踏出了
第一步，送上自製的心意卡，而他們亦很熱
情地回送給我們一張張自己親手做的名片。


接下來的節目，就是他們教我們跳舞，這
些舞步打破了我們之間的沉靜，彼此的隔膜
在音樂聲和歡笑聲中逐漸消弭。雖然那些舞
步實在是太複雜了，但他們並沒有嫌棄我們
的「蠢鈍」，悉心地教導我們。時間溜走得
很快，三個小時後，大家就要分開了。雖然
我們只是認識了短短的半天，但是其中的過
程卻讓人回味無窮。這一次與日本同學的交
流令我對日本人有了親身的感受，他們的紀
律、他們的活潑、他們的熱情⋯⋯一一在我
的腦海中烙下了印跡。


原來與日本人相處真的很有趣呢！我會把
這次難得的經歷深深地留在回憶中！


記一次
中日交流 2D 廖小敏


宿舍生活 夜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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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學生交換自製的心意卡


分組交談


學生作品
圖書館


插圖：2D陳雅雯


愉快的宿舍生活







新加坡之旅


今年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正當我們享受著悠長
的人口普查假期時，在葉祖賢校長的帶領下，培僑中、小學的教師一行十四


人，到新加坡去進行了一次教育考察。他們此行一共參觀了兩間中學、
一間小學和一間向學校提供資訊科技服務的公司。


新加坡是一個花園之國，也是一個人口密度很高的多民族國
家。其中，以華人佔的比例最多，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發展迅速的
國家，是亞洲四小龍之一。


透過這次考察，老師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有秩序、有安全感
的國家。那裏沒有毒品和黑社會的問題，對學生的成長有好


處。新加坡市民信任政府，改革政策容易得到市民的認
同。而新加坡政府對教育十分重視，學校設施完善，政
府還會主動為舊學校修建新的校舍呢！


在教育政策上，新加坡有兩次針對學生程度分
流的考試。第一次是在小學三年級升四年級，


這次考試將會決定學生接受中文教學還是英
文教學；而第二次，則在小學六年級進
行，將會決定學生用四年還是五年完


成中學課程。參觀的老師大部份都
很欣賞這個「學有先後」的理念，但


也有部份老師覺得分流可能太早，對學生不公平，因此不太讚成。


老師們參觀了三間中、小學，感到這些學校的辦學目標清晰，有強烈的使命
感。例如在課室門口，有一道標語，寫著「教師應盡責教學；學生應盡責學習」，
所以整間學校都瀰漫著濃厚的學習氣氛。


新加坡的中學推行跨學科的專題研習報告，每四個人一組，由學校決定報告題
目。這份報告跟我們的學科考察報告可有些不同，他們可是從學期初開始，要做整


整一年呢！例如去年是國際長者年，所以他們的報告的主題便是研究新加坡的長者
問題。學生們可以從社會、經濟、歷史、地理等選擇兩個科目來做專題研究。而任
教的老師，則會專門講解做報告的技巧。


而這份報告，是會列在正規課程內的。老師評分時，除了重視報告本身的內容
外，還重視做報告的過程。舉例而言，專題研習會要求學生在報告裏加上平時的會


議記錄，以了解構思的過程。此外，老師還讓學生做一個有關報告的分工介紹，每
個人分別講出自己做這份報告的收獲。接著，便舉行答辯大會，由老師提出問題，
考驗學生的應變能力。


然後再從各個方面來評定報告的分數，而這個分數，將來可能會算入大學的考
分內的！可見，他們的報告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都是大製作呢！更遑論它的作用


了！參觀後，老師們都認為這種研習報告的經驗值得借鏡。看來老師們此行可謂收
獲豐富了！
最後，向大家透露一個小秘密，就是老師們下一次的教育考察地點，可能會是


台灣哦！


新加坡之旅
記者:2A趙寅


本校計劃於今年暑假安排部分同學到新加坡的中學
進行交流學習。


目標：
1.學習進行專題研習的技巧並聯同當地學生進行專題研


習，撰寫報告；


2.提高學生的英文水平；


3.讓學生體驗新加坡的校園生活；


4.讓學生體驗新加坡的風土人情。


時間：
18/7/2001 - 28/7/2001


參加對象：
本校中二、中三的學生


參加人數：
10-15個學生(由本校一個老師帶領)


交流形式：
所有學生將被安排入住當地的家庭。學生需按時到有關的


中學上課，由該校的老師教授制作專題報告的技巧，並跟


該校的學生合作撰寫專題研習及報告。星期六、日則安排


學生遊覽新加坡，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


學生回港後，仍需跟新加坡的學生保持聯絡，通過電郵或


視像交流，繼續撰寫未完成的報告。


暑期新加坡交流計劃


二老師


領
隊
盧
富
球
主
任


校長與 IQMind CEO合照


Greenview Secondary School


校長與 Greenview Secondary


School校長交換心得


位於某所學校


大門之


電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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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Nudgee International College!


8 tennis
courts


14
football


and
soccer
fields !!!


olympic  standard
swimming pool


main campus


I am very g lad to be


chosen to join the Austral ian Study Tour.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ake part in this activity is


that I have never been to Austral ia before, so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country, its cul ture and its people.


        Of course, I want to improve my Engli sh as well.  In this


tour I am able to know how the Austral ian kids learn this language,
as we will be arranged to have lessons with the locals.  Having some


relatives living in Australia, I am going to visit them in my free time.  I


will ask them to take me to travel around the ci ty and do some


sightseeing.  I am sure I will have a great time there.


        I have gone through the schedule of the trip several t imes and I am


very excited about it.  My parents support me to join this tour.  They


think it is a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traveling and studying. They


also expect me to learn lots of things from this tour, for example,


how to look after myself, how to get on with the host family


and so on.


        Finally, I hope that I will have a meaningful


holiday in the coming summer and my English


can be improved.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study tour.


Aaron Wong (3D)


Week 1


Tue
17/7/2001


28/7/2001


22/7/200121/7/2001


26/7/200125/7/200124/7/2001


20/7/200119/7/200118/7/2001


27/7/2001


6/8/2001


30/7/2001


3/8/20012/8/20011/8/200131/7/2001 5/8/20014/8/2001


29/7/2001


English Class


City Tour Park


Week 3


Week 2
Sports
Afternoon


Sc ience
Centre


City
Shopping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Aboriginal
Adventure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Presentation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Horse Riding


23/7/2001


morning


afternoon


Wed Thur Fri Sun MonSat


morning


afternoon


morning


afternoon


Travel will broaden my mind.


 scheduleour


I want to see the kangaroos!


I miss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re. I can visit them soon!


I am afraid that I would get
homesick there.


I must regret if I miss
this chance to Australia.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it.


Koalas, kangaroos, I am coming!


I am a bit nervous...
but it should be very
exciting.Co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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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on guys ! Let’s go
to Austral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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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Australia!Welcome to


Australia!


vgroup leaders x Ms May Chung  x  Mr Steven Hon  x16 Jul 2001 - 6 Aug 2001


learning zone
Here are some of the funny expressions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by Australians...


Aussie      Australian


arvo afternoon


av avenue


barbie barbecue


bloke boy/guy/man


bludger lazy, free-loader


brekky breakfast


chook chicken


crook not feel well


a


a a


a


fair dinkum  honest or really


fair go  equal treatment


G’day mate  hello/good day


gonna/gunna  going to


How ya going  How are you going


intro  introduction


mate  friend


mozzie  mosquito


nope/nah  no


a


a


no worries no problems


ripper great


seeyalaytah see you later


ta/thanks thank you


tute tutorial


uni university


ya/yep/yeah yes


☺
fun


Nudgee, Brisbane and Australia
Nudgee International College is located in the warm vibrant city


of Brisbane,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Australia. Brisbane, with a


population of 1.4 million people, is the capital of Queensland,


the fastest growing Australian state known as the sunshine state.


Everyone is delighted by the bright blue skies, fresh clean air,


abundance of lush green vegetation and friendly helpfu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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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tour i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be


exposed to, and learn


 from real ‘living’


English language.


}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s coming to us!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Pui Kiu


Middle School and St. Joseph’s Nudgee International College, a study tour is being


organised for our students.  Participants are offered with a chance to live in Australia


with host families and to study at 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ourse, we must obey one


rule in the tour - to communicate with Aussies all in English. There will not be any


translators with us.


The tour lasts for three weeks - the time is not short, but definitely not very


long. But it is a precious chance in a lifetime. In fact, this study tour aims at


many aspects: let students use English lively in a real life situation, so as to


get improvement in pronunciation, grammar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skills.


Furthermor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about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comparing to those of Hong Kong, they could build respect and under-


sta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Also, the tour can surely provide a “taste” of


study abroad, which is good for tr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and


adaptability. Finally, it helps us to build up an open-minded character and


a global eye.


You will wonder why the school chooses Brisbane. There must be some


special attractions. Australia is well-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tudy


tour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It is famous for its marvellous scen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most


importantly, kind and helpful


people always keep open


house. Besides, living cost in


Brisbane is relatively low when


compared to other big cities in the


world. This will at least minimis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parents. The selected


boys and girls -  in total 31 students aged from 15


to 19 - are definitely waiting for the date of


departure. They will benefit a lot from the tour,


since it’s a really unusual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learn, to experience and to explore. With the


company of two experienced teachers, Ms May


Chung and Mr Steven Hon, students will surely


enjoy the tour and gain a lot from it.


a 
ko


al
a!


]English Learning in Australia! Lo Hiu Wan (6B)
Christy Chan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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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出版 ：培僑中學校報編輯組


地址 ：香港北角天后廟道一九Ｏ號


電話 ：2566 2317/2566 2318


傳真 ：2887 8737


刊頭題字 ：曾鈺成校監


顧問老師 ： 周世耀老師 容向紅老師 y指導老師： Mr Steven Hon李小姍老師 y總編輯： (4D)袁　淵
編輯／排版 ： (6B)宋安娜 (6B)吳桂花 (6B)林金聰 (4B)黃湛鍾 (4D)胡曉暉 (3D)楊鎮康
記者 ： (6B)吳曉群 (2A)簡祖兒 (2A)趙　寅 (2B)朱詠齡 (2D)陳雅雯 (2D)廖小敏


編者緒言成長的艱辛、蛻變的痛苦，《跨越》校報一一嘗過。


由過去交由印刷公司出版，到現在的自行排版，我們一路走來，在風雨中
蹣跚學步，終於慢慢站穩。
「在學校裏需要不斷學習」──校長這句話，對於我們校報的老師


和同學來說，體會猶為深切。《跨越》的出版，由組稿到校對到排版，
又何嘗不是一個艱辛的學習過程？


自「受命以來，夙夜憂嘆」，衷心感謝參與排版的同學，為此傾
注了大量的心力，那些在407室中工作的深宵，一定會是成長中珍貴的回


憶。我們真的是這樣學習、成長的⋯⋯


的話
校長


歷
習
經
學


二零零一年六月號　        第四期


學校是一個組織學習活動的地方。但人


人對「學習」的認識和理解就有千差萬別，差


異當然是來自每一個人過去學習的經歷。經歷


總是影響我們怎樣去看待學習，正因為如此，


課程發展議會才會在課程改革諮詢文件中，提


出「學會學習」這樣一個命題。


那麼我們理解的「學習」應該是怎樣的


呢？首先，學習不應只局限於課堂和書本之


內；我們相信在課堂及書本之外，大有學習的


空間。其次，學習不應只是重視最後的分數和


結果，而是應該著重其中的學習經歷和過程。


再者，學習不單只是知識的傳遞和吸收，還應


該是能力的提高和態度情意的培養。最後，我


們更認為，在學校裏是需要不斷學習的，不僅


是學生，還包括教師和家長。


以上所提的，就是我們的「學習觀」，


我們的學習生活就是按照這樣的理念來實踐


的。


一年以來，我們在校園內外組織了大量


的學習交流活動，活動的地點包括北京、韶


關、珠江三角州、深圳、新加坡、日本及澳洲


等。這期校報，我們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記述


一下我們師生多姿多采的學習經歷。看到這些


圖片與文字，大家又可以重溫一年來生動活潑


的學習生活，你感受到了嗎？我們就是這樣成


長的。


編輯心聲


數學題：成功＝辛苦 x 16
n
，求n的值。


答：n=功課＋測驗＋每晚在學校排版至
10時＋回家再繼續排版至凌晨2時。


袁淵


因為我是編輯，對每一個細節都要很留
心，耐性和細心缺一不可，從中學到很
多東西呢！


Christy Chan


體會到出版一份雜誌的辛苦！再加上時間
很急迫，好像在打野戰，真是不堪回首！
不過，「經一事，長多智」，當然有所
收獲啦！


吳桂花


感觸良多，體驗深刻，艱苦奮鬥，堅持
到底，就是勝利！


宋安娜


學到不少東西，但時間太緊迫了，只
能不停地趕，趕，趕．．．．．．！


林金聰


太大感觸啦！因為之前我誤把所有圖片
從電腦中清洗⋯⋯幸好在多人的共同努
力下，終於能依時完成整份《跨越》。
令我真正體驗團結的力量。


黃湛鍾


雖然製作過程所花的時間很多，有時要
在學校留至晚上，但我很享受群體合作
時的快樂，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十分開
心。


楊鎮康


校長的話


樂在交流


歷史漫遊


做個[IT]人


軍訓感言


培小點滴


廣東足跡


童軍之旅


學科考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目錄


『化腐朽為神奇，從業餘到專業』我們儼如
一間真正的出版社。排版的同學付出了太
多的努力和艱辛，請為他們鼓掌！大家終
於可以甜甜地睡上一個好覺了！


這次真的看到了培僑學生表現出百分
百的合作精神，真的十分欣賞全體工
作人員！錢包穿了也沒辦法，他們真
的很辛苦呢！


李小姍老師


Mr. Steven Hon


胡曉暉


我的時間表（五月） 周一至周日
7:30am-10:00pm 培僑校報工作
10:30pm-11:30pm Steven請吃晚飯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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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de
vConsultants > Ms May Chung z Mr Steven Hon vSenior  editor >  Christy Chan (6B)


vEditor s > Francis Wu(4D) z A lston Wong(4B) z Loretta Hui(3A ) z Winnie Chu(2C)


vPictur e draw ing > Yep C han(4A ) z V ictor Wong(4A ) z Jordan Yeung(3D) z F iona Tse(4A )


I like to learn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s.  Languages are the
tools for us to communicate w ith thos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customs and cultures. In addition,
having an ability to speak foreign languages is very useful in
finding jobs in the future.
Besides English, I have also learned Japanese.  Japan has lots of
advanced ideas and technologies, which attract me very much.  It
leads the world in many areas, too.  The main reason I want to
learn Japanese is that not many Japanese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hardly communicate w ith them if I can’t speak their language.


My favourite is enjoying mouth-
wate ring food. I often go out w ith
m y f r ie nds  and look  for  tas ty
dis hes. I really enjoy eating.  I am
always interested in trying the
cuisine of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 love eating snacks between main
meals, too!  (Can you be lieve that


Mr Ng is such a big eater?)


Sleeping is my favourite activity.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on bed. I enjoy sleeping simply because it
releases me from tiredness after a day’s working
and energizes me for the next day. I seldom have
nightmares and I usually sleep deeply. I also like to
have a nap when I am taking a bus. It’s surely a


great way for relaxation.


Ms Yip Shuk Yee


Ms Chan Sui Kam


Mr Patrick Choi


Ms Sanny Wong


Mr A.S.Sarao


Mr Wu Yuk Chi


learning experience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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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ence


part 2teachers’ favourite!


My favourite foods are chicken and fish though I do not
usually have time to cook them. I like fruit too, such as
mango, apple and orange. Well, I usually pick and choose
the fruit according to my mood.
About music, my favourite ones are classical music and
folk music. Unlike the annoying rock music, they are soft
and soothing.


I consider my family as my
most valuable thing. I have
parents and one elder sister.
They love me and care about
me. However, sometimes
they are a bit wordy. But I
know they do this for my own
good and I should be
thankful. Support and helpful
hands can be found from
them at any time when I am in
need. I love them very much.


I don’t have any favourite thing.  All I want is to have
good health. Since I have been sick for quite a long
time, I have to take various kinds of medicines every
day. That really sounds terrible.  What annoys me the
most is the inconvenience it brings to me.  Work is
coming non-stop but I lack energy to deal w ith them.
I sometimes feel exhausted. At this moment (during
the interview, roughly at 16:00 on 24th April), health is
my main concern.


Ms Leung Yuk Lan


My favourite hobby is fishing. When I have
time,  I  go  fishing  w ith  my  friends,  or
sometimes with some of my old students. I
have got this interest since I was in
Secondary 2.
I remember the biggest fish I have ever
caught weighs about 1kg.  What did I do to
it? Oh, naturally it became a really fantastic


dish.  Yummy! Yu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