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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Hiu Wai S.5A(2 dinosaurs)
Karman Fung(Clementi School) S.7 (comic & braid)


Loretta Hui S.2A
Joanna Leung S.6B


Katherine Cheung S.6A


1999.12


Two Mysterious men


.6


Japan


M ic ky
Mouse!


I am a
runner!


baby baby...


When I was young
My student


and table tennis. I like them


because I like them.


9. I know you usually
speak English with
students after the
lesson, why do you
do that?


S: Beacause I am teaching


English...I don't know.


H: I want to establish a real


English context fo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and I think


that's an effective means to


make use of what they've


learnt in their English les-


sons.


10. When you find stu-
dents who are bored
in lessons, what will
you do?


S: When students feel bored


in class, I'll play games with


them.


H: Kiss them (just kidding :-)


My friend


1. How old are you?
S: It is my privacy. 20~22, 22-24


or 20-24. Anything you like, (af-


ter some time...) I'm 33.


H: Twenty something, older than


Amarjit.


2. Did you teach in any
school before?


S: No. I came here (Pui Kiu) af-


ter graduation.


H:Yes,  I've taught in some


schools before.


3. Why did you choose Pui
Kiu as your new school?


S:  Because the principal em-


ployed  me.


H:  I think the teaching environ-


m e nt  i s  g ood ,  an d t he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


velopment here also attracts


me.


4. Are you married? If not,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S: No, I am not married, and don't


have a girlfriend.


H: No, not married, I am still single.


5. Did you have any crappy
experience in dating?


S: No. I never got a date.


H:  Yep, when I was in Form 5, I


was chasing a girl called Gloria.


She was a pretty girl, but she didn't


accept me, that's it. We went to


watch movies, shopping, and I


spent a lot of time together. But


still....


6. What do you feel about
Pui Kiu?


S: Nice. Good. Fine. Happy.


(Teachers?) Nice. (Students?)


Happy. Excellent. Fantastic. Won-


derful. Marvellous. My university


classmates noticed Pui Kiu


through TV...it showed the can-


teen, the playground, etc., and


said this is a good school. That's


why I come here.


H: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is


quite good, many students are


eager to learn. But some of them


are qui te naughty, such as


Loretta, Kathrine (sigh).  But I' ll


try my best to help them (I am the


hero...hohoho)


7. Do you have any secrets
in learning  English?


S: No secret at all. No shortcut and


no method. Speak more. Learn


more and will speak better.


H: Listen more English songs, try


to expose yourself to any English


related media (radio, TV, car-


toons, comics,  story books,


internet, games(English !!!) etc.


8. What are your hobbies?
Why do you like them?


S: Running. Football. But I am not


good at swimming(Why?) I think


I am so fat. Just want to keep fit.


H: Tennis, computer, badminton


S: Mr. Amarjit Singh Sarao   H: Mr. Hon Steven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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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會
指導老師:鐘為民老師


幹事:


主席:張師凱 副主席:(內)陳惠歡(外)　


陳妙梨 總務:吳雪盈  財政:梁舒  文書:蔡靈葉


活動:-10月份的探訪離島漁民活動


-舉辦考察活動


-舉行問答比賽活動及編印學會通告


生物學會
指導老師:曾志群老師


幹事:


主席:許雅嬋 副主席:徐麗妮　李楚君 財政:曾麗君


文書:王三源 陳玉春 宣傳:王永嬌 籌委:張明秀 張海華 歐海甯 俞臻臻


活動:-領養小魚


-校園農莊


-大自然的探索


-會員大聯誼


電腦學會
負責老師:葉禹堅老師 丁江浩老師　吳育智老師


幹事:


會長:洪祖奕 副會長:蔡松柏 關敬之 統籌:張嘉榮 譯震東


財政:林天恩 總務:譯嘉冬 文書:譯震東 董湛鐘 外展:彭銳 盧劍鏵


活動:-電腦常識問答比賽


-圍體或個人網頁設計比賽


-電腦週


-中英文打字比賽


數學學會
指導老師:陳勁力老師


幹事:


主席:李楚君 副主席：陳偉順　傅芳菲 文書：陳愛棉 施少波


財政： 陳敬驊 宣傳:許建銘 籌委:吳紹新 楊志強　俞瑧瑧


活動: -IQ擂台


-聯歡活動


新一屆生物學會已經正式成立了，有別於往年，我們將會大膽創新，舉行


一系列新奇有趣的活動，使大家對“生物”有一個耳目一新的認識。
假如你是動植物愛好者，就歡迎你參加已開展的种植和養魚小組。生物學


會的幹事會帶領大家親身体驗田園的樂趣和探索魚類的水中生活。
11月，“雞蛋撞地球”將會挑戰大家的腦力和毅力，無論你用任何方法，


只要能將雞蛋由高空擲下而完美無缺，那你就可贏得獎品了，會員和非會員均可
參加。


另外，我們也為喜歡製作的同學設計了一系列小實驗。例如：書簽製作、
火龍、暖水袋等等。舉行的日期，請留意生物學會的通知。


明年，我們更會舉辦「綠田園之旅」和「大自然教室」二日一夜營，使同
學們有更多的機會了解神秘的大自然。對戶外活動有興趣的同學可千萬別錯過
了。


最后，我們更會定期出版「會刊」給各會員，如果會員有新奇有趣的生物
資料，可以把資料交給6B班的徐麗妮或陳玉春。


（生物學會供稿）


中文學會專訪
      中文是我們的母語，故此很多香港的學校都設立中文學會。我們學校
也不例外，中文學會是本校最早成立的學會之一。中文學會跟其他學會不
同，每年不要大張旗鼓地招生。所有本校的學生都是當然會員，故此，你和
我原來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中文學會的成員了。
      學會成立的目的是增加同學學習的與趣和加深知識的認識。因此中文
學將會舉行了一連串的活動。如中文週，書法比賽，出版「野草」等等。另
一方面，中文學會和各學會也會在校園內的壁報作有關其學會的一些小品，
如十一月梯前壁報的諺語和歇後語 的介紹。中文學會今年將有大突破，他
們計劃在學校的內聯網上設中文學會專欄，介紹和回顧學會一年來的活動，
使中文學會也追上電子資訊化的潮流。


（記者：馮佩純）


編者按：
學校每年組織不同學科的學會，目的是讓同學


增加課堂外的知識，提供同學一個較靈活的學習機
會。今次我們作了中文學會的專訪，介紹了他們本年
的動態。而生物學會詳細生動地介紹本年度的活動。
此外，本版於本期和下期介紹學校所有的學會，內容
包括幹事名單，指導老師，和本年活動的詳情。其餘
的學會在下期介紹。


歷史學會
指導老師﹕白燕湘老師


幹事﹕


主席﹕黃文暉 副主席﹕吳雪盈 吳棋榕 宣傳﹕張良施


財政﹕謝尚敏 文書﹕謝振庭 總務﹕梁嘉儀 葉存麟


活動﹕-舉辦「千禧名人展覽」系列


-參觀「戰國雄風」展覽


生物學會通訊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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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ecades ago ,  Lo tus ,
who was a freshman of CUHK, travelled
to the campus by KCR. She was full of aspira-
tions for the university life. Soon, the train ar-
rived at the university station. Lotus could hardly
get off the crowded train. She stepped on the plat-
form whilst the train’s doors were clos ing. Her
“body” was able to get off the train in time, but not
her long braid.


The driver started the train again without
being notified of the accident. Lo tus’s braid  was
dragged by the train and finally was split apart from
her head. She could never en- joy her university life
in the campus.


Years later, in a cold, dark night, a student
ha d  a wal k  a roun d  t he un iversi ty’s lotus
pond. Suddenly, he saw a girl with a soft , long,
shinely braid standing next to the pond. He wanted to make
friends with her. So he greeted her. However, Lotus never turned
around and looked at her directly. She just faced him with her
braid. The student was disappointed and left. Later, he was
known from the gardener about the tragedy years ago. He was
utterly shocked after the gander told him that the “long braid ”
was, indeed, Lotus’s face!!


Jo ke
p yc lS ho gyo


Test
Before a date , what perfume will you use?
A:  A light perfume.
B:  A perfume with a strong smell.
C:  High class perfume
D:  Perfume with the smell of herbs.
E:  No perfume


Answers
A:  Very friendly, very mild, always care about others opinions.


B:  Confident, brave to take challenges, fashionable, being jealous easi ly.
C:  Very well mannered, high class, staying on top of the social ladder.


D:  A quiet person, very interested in culture; very friendly.
E:  Very natural, have lots of  young thoughts and ideas , environmental-


ist, have lots of friends.


Our
Island
School
Friends!!!


The Long Braid


Community
Programme1st-5th Nov 1999


p.7


"How come? It's always red inside the


house!" Johnny looked through the keyhole
and said.


It had been a fortnight since Johnny met
the stunning girl at the bus stop and traced
her to the house. He dared not speak to the
girl. Every day, he just wandered around the
house and waited for the girl. However, the
girl seemed to have vanished and never ap-
peared again.


Time  passe d, the neighbour, Mrs. White, became curious about
Johnny's strange behavior. And one  day, she asked him, "Why are you
standing here all day? Are you waiting for something? Maybe I can give
you a hand?"


Johnny answered hopefully, "I am fascinated by the girl living in this
house, She is so attractive, and I just can'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of


her."
"Oh, what? Are you kidding? There is no one living in the house,"


Mrs.White exclaimed. "Really? But I saw some red light through the key-
hole inside the house," Johnny wondered.


"Ha… ha… You must be joking. Yes, You're right. The girl, who lived
here, was really beautiful. It was a pity that she died in a car crash half a
year ago… Do you know what she is famous for?"


"What?" Johnny asked suspiciously.
"She got a pair of twinkling RED EYES!!!"


Service


A Day on the Bus
A woman got on a bus holding a baby.  The busdriver


said,"That's the ugliest baby I've ever seen." In a
huff, the woman slammed her fare into the fare box
and took an aisle seat near the rear of the bus.


The man seated next to her sensed that she was
agitated and asked her what was wrong.


"The bus driver insulted me," she fumed.
The man sympathized and said, "Why, he's a public


servant and shouldn't say things to insult passengers.
"You're right," she said. "I think I'll go back up


there and gi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That's a good idea," the man said. "Here, let


me hold your monkey."


Red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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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年的三、四月間，只要你路過培僑中學 ，


你就可以欣賞到燦爛的杜鵑花。正值春雨時分，煙霧彌


漫，灰濛濛的天空總是讓人覺得壓抑和煩悶，而杜鵑花


在此時開放，正好成為心情的調節劑，給我們帶來春的


喜悅和熱鬧。


   杜鵑花其實是一種很特別的花。一個花托裏同時長


出三個花蕾，它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就像三姊妹依偎


在母親的懷抱一樣，給人溫暖親密的感覺，不像百合花


永遠是孤伶伶地度過成長期。而杜鵑花最特別的地方還


是在於它的花瓣，無論是哪一種顏色的杜鵑花，它們其


中的一片花瓣都與其他四片不同，你可以清楚地看見在


這片花瓣上，有一點點色彩較為艷麗的小斑點，乍一


看，就像孔雀開屏一樣美麗，像夜晚點燃的煙花一樣璀


璨多姿。因此，每當我看到杜鵑花時，心裡便會產生一


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近看與遠觀，杜鵑花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享


受。特別是在清晨，在這種潮濕的季節裏，只要 你仔


細觀察一下每朵杜鵑花，你會發覺它們是那樣清麗脫


俗，有的花瓣甚至還有一滴滴的露珠停留著，由於杜鵑


花開放的時間都不算太長，所以你也可能看見許多凋零


凝 望
                小谷
 快到站了
 竟漸漸地無語


 目光隨那心曲
 經過百轉千迴的流淌
 只剩下如此這般
 靜靜的 靜靜的
 凝望


 你想問什麼？
 問泛著幽藍的


 淺淺的笑浪？
 問來時的路


 何以一片蒼茫？
 路已走出足跡
 風檣正滑向航道
 你
 還想問什麼？


 本愿探尋
 卻無從說起
 原該後退
 卻仍固執地守著
 守著這艱難的一步


 石硤尾便到九龍塘
 時光跌宕得如此匆忙
 下一站啊 一轉身
 就是各自的風景
 眼前的人啊
 不關風情


 沉重的足音
 失落在熙攘的人潮


 終於無語
 只分明記得
 回眸道別的一瞬
 那靜靜的 靜靜的
 凝望


   中國十大名曲
高山流水
廣陵散曲
平沙落雁
梅花三弄
十面埋伏
夕陽簫鼓
漁樵問答
胡笳十八拍
漢宮秋月
陽春白雪


     在十月十二日，香港中樂團來我校進行中樂表演。這次音樂匯演，簡直精彩絕倫，令人耳


目一新！雖然有些同學悶得睡著了......但主持竟然說我們反應充足呢！運來的樂器有兩大車


之多，如：拉弦、敲擊、吹管等等。表演者以精湛技術用這些中國樂器為我們演奏了一場精彩的


音樂會。所演出的樂曲都是我們熟悉的歌曲，如：「人民春來早」、「紅樓夢」、「鹿鼎記」等。


雖然感覺有點不太一樣，但依然動听。 (記者:吳寅昌)


     我們訪問了主持，主持表示：中學注重表演音樂，小學注重介紹表演。當然也因為我們已


有一定音樂基礎。而表演的目的是希望把音樂帶進學校。她更說，日后會更多地舉行類似的活動


呢！那時，我們又能大飽耳福了。 (記者:許詩姮 )


      在表演後，我們還訪問了傅尤麗老師及一些同學。其中，傅老師覺得香港因為歷史的影


響，令大多數市民有一種重英輕中的感覺，誤以為西樂的等級比中樂高。她認為這個觀點是錯


的。中樂內在其實有很多美妙和獨特之處，其樂曲絕不下於西樂。因此，她極贊成以后多組織類


似的活動，以加強同學們對中樂的認識與了解。同學們在第一、二次聽時或會覺得很沉悶，但不


要放棄，多接觸，就會發覺中樂是很美妙的了。 (記者:馮佩純)


    除了訪問傅尤麗老師外，我們還訪問了一位同學。他是本校中樂團的二胡高手，對中樂有一


定的認識。他极贊成學校多舉辦類似的音樂欣賞。因為，多舉辦此類的音樂會對提高校園的文化


氣氛有很大的幫助。他覺得樂隊的素質很好。在眾多曲目中，他最喜歡的就是「趕街」，因為此


曲的知名度較高。但除了此曲之外，當中還有很多是同學較熟悉的曲目，例如：劇集「紅樓夢」


的插曲，徐克導演「梁祝」當中的「你你我我」、「一起走過的日子」等等。


(記者:袁 淵)


的杜鵑花落在泥土上，但仍然圍著樹木，這便形成樹
上有花，樹下也有花的景象，原本不只是「落葉要歸


根」，連「落花也歸根」。
   扶著欄杆，俯視杜鵑花，你會覺得花團錦簇，生機


勃勃，熱鬧非凡。粉紅的、紫紅的、白的、簇擁在一


起，形成一團色彩繽闌的雲朵，置身這片雲朵之上，


很容易地就可將心中的抑悶和不安軀走，一祥和的感


覺也油然而生。


    看到紅玫瑰，很容易令人想起愛情的激蕩；看到


百合、康乃馨，令人想起母愛的偉大及無私；看到滿


天星，又令人產生浪漫的感覺，那麼，看到杜鵑花又


會令人想起什麼呢？對於中七、中五的學生而言，一


看到杜鵑花開，就會想起會考的來臨。曾經有個師姐


跟我這樣說過，她在上中七的時候，恨不得將學校的


杜鵑花砍光，因為看不見杜鵑花開，也就不會產生考


試的恐懼，雖然這是開玩笑，但也証明了杜鵑花會給


予會考生一種特別的聯想。而我一看見杜鵑花，就會


想起新的一年中終於到來，新年新氣象，一切都重新


開始，未來是美好的。雖然我未曾聽到杜鵑鳥的叫聲


, 體會「杜鵑報春」的意景，但是可以親眼見到杜鵑


花開，感受到熱鬧快樂的氣氛，我覺得很快樂，不知


道明年春天我再賞杜鵑花時，是否會有師姐一樣的感


受呢 ?


香港中樂團來校表演實錄


 7A  黃瀅瀅


文采茶館


二


 杜鵑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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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構 裝置


<<迷信的社會>>


這是麥明蔚同學的作品，聽說她創


作這個裝置的意念來源，是由於她認為在


社會上，人們將崇拜的儀式公式化。已經


不再誠心地祟拜一些神佛，只求拜了便


算，實在是非常無聊。因而有感而發地把


這個裝置創作出來。


你會發現這個裝置的環境是相當煙


霧彌漫的，這是為了加重宗教的味道。而


那些黑布長條上的紙錢兒更加為這裝置蓋


上了一層濃濃的宗教色彩。


<<受束縛的婦女們>>


這是胡若虹同學


的作品，她認為在這


個文明的社會裡，仍


然存在著很多對婦女


不公平的事情。會對


婦女造成一定的束


縛、封鎖，甚至是一種傷害。因而創作出


這個裝置，來提醒人們必須尊重女性以及


正視歧視女性的問題。


在這裝置裡，你會見到有兩組同


去年美術學會所舉辦的活動，你


還有多少印象呢？還記得那次放紙蜻


蜓大會，同學們紛紛將手上的紙蜻蜓


向天空拋出。嘩﹗是否很回味呢﹗還有一些裝置的設計，


如那煙霧彌漫的"迷信的社會"、有幾個人在削蘿蔔和給


保鮮紙包著的"受束縛的婦女們"，在男廁的"


神秘的暗室"等等。本屆美術學會會繼續舉辦此


類的活動。還有培僑歷年最大的壁畫和藝墟等將


陸續有來。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令我們更加


努力將活動搞得有聲有色，請多多支持﹗


學，分別代表兩種受著不同束


縛的婦女。有的在被保鮮紙包


圍著，有的給鐵絲網纏著動彈


不得。這些物品都是代表了社


會上一些不尊重女性的人的眼


光或類似的歧視。


<<神秘的暗室>>


這裝置設在男廁，由何學楓同學設


計。是講述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會吸引人


們去探索、去尋找，但當中卻有很多世俗


的規條和枷鎖，限制著我們的活動、研


究。想走去但卻被一些束縛規範所規限


著、約束著，使我們不得要領。


在這裝置裡，你會看到一個光源、一些奇


異的聲音從最後的一廁格裡發放出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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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你走去看看有甚麼在那裡。


但是在這段近在咫尺的距離


上，卻有重重的阻隔。第一個


障礙就是男廁本身的間題(本為


女生禁地)，其次有很多代表障


礙的紅白膠帶和限制前進的語


句，使你難以繼續前進，這也


是本裝置的原意。


三


美術學會副會長


陳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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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於今年剛來我校教學的劉
鈞榮老師，你們有多少認識呢？
你們想知道更多關於他的事情
嗎？劉老師在百忙中抽出一點時
間接受我們的訪問。在訪問過程
中，他一邊回答我們的間題，一
邊檢查同學的功課。可能是年紀
相若的關係吧，他沒有架子，平
易近人。


劉老師出身於


一個馬來西亞華僑家庭，在馬來西


亞出世，至適學年齡才回港就學。


在匯基書院畢業後，考入中文大學


化學系，於98年畢業。今年取得港


大教育証書，現在初拾教鞭。據他


說，他在學生時代成績只屬普通，


并不是很頂尖。他選擇教書作為職業，是緣於讀中五時


做兼職補習老師得到成功感及滿足感。他願意像以前教


科學的王琚芳老師一樣，在培僑長期工作至退休。談到


對教師這項職業的看法時，他坦言教書是一份好的職


業，他自己較喜歡過些腳踏實地、平平淡淡的生活。教


書之餘，可與學生打打籃球、閑聊可使他感到愉快。


劉老師表示，現在的學生與當年的學生有很大分


別。例如：(1) 不夠努力學習，也許目前社會環境過於


自由，物質享受豐富，應有盡有，對學習的積極性不夠


高；(2) 對老師的要求提高了不少，完全是消費者心


態。既要求老師上課要生動有趣，又不許老師佈置太多


功課，還很喜歡駁嘴，找老師不經意的錯處；(3) 無公


編者話
經過了兩個多月的辛苦籌


備，校報創刊號終于順利出版了。
看著那一份份新出版的校報，我們
的滿足與興奮之感油然而生。回想
過去兩個多月來，我們的記者們四
出探訪，為校報找來了許多資料，
再加上打字員們的辛勞工作，打出
了豐富多彩的內容，更配以排版員
們的精心設計，使這第一份的校報
順利地大功告成了！在此要多謝各
位同學為我們構思了校報的名字，
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全校同學共同的
心血結晶。所以大家要珍惜啊！希
望大家喜歡和支持屬於我們的校
報，更祝愿《跨越》不但可跨越到
下一世紀，更可青春永駐，成為培
僑的光榮。


    陳浩榕老師來自福建，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今年第一
年任教，他主要擔任中文科組的工作。在我們訪問的過程中，
發現陳老師是一位多元化的人。別看老師為人幽默，原來他最
喜歡的書是一般人認為沉悶的《論語》。陳老師閒時愛下圍
棋，更愛研讀先秦典籍，而他最喜歡的作家則是張小嫻 ──
一個專門寫都市愛情小說的女作家。以下是我們與這位興趣廣
泛的老師的對談。


記：老師到培僑教學一段時間，感覺怎樣？
陳：我覺得同事之間的關係很融洽，大家都有一份衝勁，一個共同


的理想，就是更好地培育下一代。


記：老師，您覺得我校大部份學生有怎樣的優點？
陳：大部份學生都很活潑，聰明。


記：那你覺得學生有哪些缺點需要改正？
陳：有些同學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只懂得埋怨別人，反而很少自我


反省。


記：老師，您認為我們學校與別的學校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陳：有。我們學校由創校以來一直堅持愛國的思想，從來沒有間斷過，反觀一些學
校近年才實行愛國的教育，相比之下，我校的立場堅定多了，在風雨飄搖的時
代仍堅持愛國教育。


記：老師在任教過程中有印象深刻的事嗎？
陳：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同學主動地請教我一些學習上的問題。


記：老師認為學校還有甚麼地方需要改進？
陳：紀律可再嚴些。
　　　　　　 （記者﹕馮佩儀，尹煥英）


德心。不知是否受現時香港街道的影響，教室猶如一個個垃


圾堆填區，學生每天在垃圾堆裏上課；(4) 禮貌方面做得不


夠好；(5) 抗拒英文及較難的詞語。其實一些科學專用的名


詞術語，就算英文課也不能學到。他希望藉平時讓同學們多


些接触英文，不料引起很多同學的反感，有些家長也認為抄


抄寫寫的功課太過死板。其實不是每樣功課都是生動的。若


連這些基本功也練不好，談何學新知識呢？


劉老師謙虛地說，因為初次教學，他還未能做到收放


自如，生氣時會很凶。平日繁重的工作使他緊張而不夠謹


慎。他希望同學可以安靜地上課，因為同學們的吵鬧是拖慢


課程進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劉老師是位新老師，但他對學生


有著一份很強的責任感。為了使學生轉堂


時不太匆忙，他常常替當天的值日生擦黑


板；避免分散學生的注意力，他極少將物


品讓學生們輪流傳著看，而是利用幻燈片


集中大家的注意力。


在學生吵鬧時要求同學們安靜，盡快恢


復秩序，否則對一些安靜、聽話的學生而言不太公平。如果


學生真的太頑皮，罰他留堂還不來的話，劉老師說，他會把


那位同學「捉」來訓話。


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是劉老師教書最大的期望。他


說：「成績不過是次要，品德才是最重要的。」


(記者：高琳 黃碧嫻  整理：高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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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學生會內閣（新幹勁）在十一月初終於誕生了。相信同學們
對今年學生會選舉的一舉一動都深感興趣。也許，在這次選舉的過程
中，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響了選舉的正常運作。那麼，到底這
是一場怎樣的風波呢？為此，我們特意訪問了兩個候選內閣的成員、改
選委員會、時事組及各級同學的意見，嘗試找出其中的答案。


   本屆學生會選舉戰況激烈，兩競選內閣
在辯論會上針鋒相對，火花四濺。在這
次辯論會上時事委員會的事後遣責書到
底是否有失公正？同學和老師對此又有
何意見？以下是我們對三方面採訪的內
容：


記：記者       時：時事委員會


記：舉辦是次活動的目的是什麼呢 ？
時：在這次學生會選舉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以前
沒有出現過的問題，兩個內閣可以籍此機會，  在
各自不同的思想上作出一些回顧和檢討；同時，也
可以讓同學有機會參與，抒發自己對選舉的意見和
感受，令參與內閣和同學雙方有一定的溝通。


記：你覺得兩個內閣在辯論會上的表現怎樣？


時：總的來講還是不錯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依然有
一部份時間用在針對某一問題的討論和答辯上，不
太符合這次辯論會的宗旨。


記：你是否覺得這次辯論會火藥味重了一點？


時：少許吧，但也並不算過火，競選氣氛激烈是無
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懂得如何控制。


記：記者      新：新幹勁      匯： 匯賢閣


記：你們認為在競選的過程中有甚麼困難呢？
新：哇！困難？很多哦！除了要犧牲自己的私人時間之外，還有不少的辛酸，
與想象中截然不同。因為學校方面有許多的規範，而改選委員會的章程又指示
不明，令彼此間的溝通出現問題。總之，是波折重重，而最令人心痛的是，眼
見一些低年級的同學將我們辛苦所作的宣傳單張撕爛。唉......
匯：困難啊！自己的時間與參選的活動有所衝突啦，有時會出現分配不當的情
況。另外，選舉的制度并不完善，令雙方內閣的溝通出現問題及誤會。


記：那，在競選中，有沒有一些難忘的趣事呢？
新：有！在團体合作的過程中，樂趣橫生！例如在競選中舉辦的攤位游戲，得
到同學們的支持，大家積极參與，一起玩樂，樂也融融。
匯：嗯，在找優惠商舖時，當店主同意我們的請求時，心中很是喜悅，有種成
功感。并且，我們的“橫額”是經過全體組員的共同努力才完成的。如今回想
起，仍是喜在心頭。


記：經過這次的選舉，你們覺得有何收獲呢？
新：認識到團体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匯：覺得自己大膽了許多，并且能夠積極地面對困難。


記：有信心嗎？
新：有！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放棄。面對挫折，會勇敢地站起來，接
受挑戰。
匯：其實選舉中的勝與負并不受自己控制。只要我們有所付出，問心無愧，以


平常心對待，那麼，勝負就并不重要。只是享受當中的過程，便是一種難忘的經
歷。


記：如果你們的內閣能順利當選，你們會怎樣做呢？
新：少講多做實幹，做好本份，堅定立場，實踐政綱中的承諾。
匯：實踐政綱中的內容，為同學爭取更多的福利，豐富課外活動，全力以赴，做
到最好，不辜負同學們的期望，令學生會的服務更加優質。


記：還有，對於“時事組”的譴
責聲明，你們有何看法呢？
新：沒有意見，中立！
匯：覺得時事組今次的行為十
分魯莽，他們沒有深入了解事
情，便以主觀的態度妄下定
論，并且在文字上斷章取義。
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但影響了
競選的運作，影響了同學們投


票時的決策，還影響了我們的聲譽、人格，同時也浪費了我們的人力、物力。加
上他們的道歉缺乏誠意，故此，對於這次的事件，我們是十分不滿。


記：除此之外，你們還有什麼要向同學們說的呢？
匯：我們想借此機會澄清一件事情。我們并沒有歧視內地來的同學。在辯論會
上，我們之所以說英文，是因為我們不會普通話，而且也不知道發問的同學會不
會廣東話。故此，認為英文是最好的共同語言。因為我們相信彼此都能聽得懂英


文。所以，這只是一場誤會，而并不是故意評擊。


至於同學的反映又是怎樣呢？
同學A：我覺得選舉勝敗的關鍵是在於是否真的有能
力勝任，真的能為同學盡心盡力地服務，相對來說，
辯論會上的表現如何並不是最重要的。


同學B：若這類選舉氣氛太平淡，那就沒有太大的吸
引力了，


同學C：我覺得時事委員會所作的「遣責聲明」內容
有點過份，可能會對某個內閣造成一定影響。其實作
為校內有力的組織團體，對選舉一切事務都應保持中
立態度，不應公開發表有損公平的意見。


同學D：在辯論會上，「新幹勁」給人的感覺是壓逼
感太大，常常咄咄逼人，讓人透不過氣來。  說到
底，這只是一場辯論，並不是吵架，一個問題討論完


便應告一個段落，不應死纏爛打，捉住別人的過失不
斷攻擊。這種選舉文化不見得高明吧！


再聽聽老師們的意見吧⋯⋯


周Sir：學校內的選舉和社會上其它選舉不同，因為
校內的選舉並不涉及利益衝突。在選舉過程 中，各
內閣應盡量突出自己的優點，而不應該把注意力集中
在如何想盡方法去放大參選對手的缺點，互揭傷疤。
社會上那些涉及利益衝突的選舉，為了勝出，在過程
中可能會不擇手段。正所謂當局者迷，我們的同學若
受這類選舉文化的影響，也會不自覺地掉入這個漩渦


內。


陳Sir：我覺得選舉的結果並不重要，可貴的是同學
們可以從整個過程中學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東西，汲
取許多寶貴的經驗。所以即使落敗，同學還有多方面
的事情要面對：學習、朋友、家庭⋯⋯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許多，無須那麼執著，對嗎？


校長：「為同學們提供盡善盡美的服務」是參選學生
會的共同目的。希望當選內閣能有效地組織同學進行
各類活動，令同學們成為真正樂於學習、善於溝通、


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新一代培僑人。


眾
聲


中心
話


本屆當選內閤新幹勁成員大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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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學校有四位新老師第一次參加本校的水運


會。當天，本報小記者一一採訪了他們。四位新老師


各抒己見，不過大部分的意見都頗相似，例如，他們


覺得同學們的素質不俗，有很多參賽者打破記錄，還


有工作人員效率高等。以下就是新老師們的一些感想


或提議。


陳浩榕老師：「司儀應由學生擔任，可籍此
訓 練他們的領導和說話的技能。」


  劉鈞榮老師 ﹕「學生應分社坐，如果有
啦啦隊就更好，因學生們太含蓄，氣氛不
夠。還可增設水上跳遠比賽，同學們跳水
時跳得頗遠。」


Mr.Steven Hon：「『翻風呀』！多人
報名，少人游；社與社的競爭非常激
烈；太陽傘大點更好。」


國慶嘉年會有感
 6A  張海華


國慶前夕，學校舉辦了一個活潑生動、別開生面的嘉年華


會，為同學們提供了一個學習和鍛煉的好機會。
在嘉年華會上，每個班和各學會都需要各自籌辦一個攤位，就連
平時學校的禁地宿舍也開放予同學參觀，舍監也搞了兩個攤位響
應這次活動。


當天早上七點多鐘，工作人員就陸續回校布置攤位，老師
在旁協助和指點。九點多鐘，全部同學都已回來了，攤位節目陸
續展開：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小食攤位，有世紀末的大占卜，有雙
面伊人的化妝攤位，有其門如市的跳舞機游戲⋯⋯同學們都應接
不暇了。


接下來的是各位老師擅長的表演：有表演結他的，有表演
跳舞的⋯⋯其中，最高潮要算徐叔一身模特兒打扮行天橋。只見
徐叔扭動著「纖瘦的小蠻腰」和臀部，邁出輕快的步伐，更頭戴
小絲巾 顯出一副害羞的樣子。他的這身打扮博得全校師生的掌
聲。


最後，嘉年華會在一片歡呼聲中曲終人散了。這次嘉年華
會為我們帶來了無限的歡樂，拉近了師生之間的感情，培養了同
學們的責任感和獨立個性，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機會，我們應該好
好珍惜！


 英文學會的“占卜”甚受歡迎!


由宿舍舉辦的“有宿 味兒”
別具一格！


中五A班的同
學正在推銷精
美的手工藝
品！


“撈金魚”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且看圖中的男生那
小心翼翼的樣子便一清二
楚！


Mr. Sarao﹕「學生們都非常合作，紀律非常
好。」「如果有師生比賽就更
好。」


除了訪問新老師，我們還採訪了三


位資深的老師(蔡麗英老師、徐叔、梁玉


蘭老師)，談談他們的感想。


校長訪問記
學校每年都舉辦水運會，今年已是第十六屆了。本報記者為此採訪了


葉校長，談談他的感想。葉校長指出今年水運會有兩個現象值得高興。其一
是是初中同學踊躍參與，使大家喜出望外；另外就是家長來臨觀賽的人數比
往年有顯著增加，這反映出家長與學生的親子關係良好，及家長對學校活動
的關心和支持。不過，葉校長認為看台上同學對比賽場上的比賽，表現出不


太熱烈或關心的態度。他們有的談
天、有的閱讀或溫書。雖然他們沒有
擾亂紀律，甚至我們或許可以讚賞這
些同學關注學習。但校長覺得這現象
跟與水運會的氣氛略欠協調。校長希
望在泳池的運動員盡己所能完成比
賽，而在看台上的同學則會議論賽
情，為同學打氣。這才是我們所期待


的熱鬧的水運會的構圖。校長還建議同學們組織一些啦啦隊為比賽的同學打
氣，作為另一種參與形式。


據了解有個別同學和家長提議改善訓導處執勤的方式，做到既能完成
訓導處的工作，又可以減少同學們的不安。但總括來說，校長認為本屆水運
會是令人滿意的。 （記者  馮佩純）


 瞧！他們看得多興奮！ 醫務小組正認真地為傷者包紮呢！


問：跟往屆水運會相比，你們覺得今屆水運會有甚麼不
同之處？


答：今年家長們非常熱心，是可喜的現象。這正代表他
們非常關心子女。另外工作人員效率非常高，召集又
快，雖然遲了半個小時才開始，但並沒有將整個程序也
延遲，以前曾試過有老師游泳比賽，但近年已沒有了。


幕后花絮：
我們在訪問Mr. Steven Hon 的時候，第一線的


參賽者正在跳水，此時水花四濺，我們為免老師被弄
濕，便立刻站在他的面前，替他擋住了。而我們的校服
裙卻全濕了。看!我們小記者多廚偉大！


蔡麗英老師還特別稱讚小記者們不辭勞苦地在炎
熱的天氣下做採訪。


在訪問Mr.Sarao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他一個小秘
密，原來他不懂游泳呢！


（記者﹕張良施 許詩姮）


(攝影: 胡若虹 林恩如 李亞鴻 王惠成)


五


編者按: 本年九月三十日，本校為慶祝五十周年國慶，舉辦了一


         個別開生面的嘉年華會。是次活動在老師和同學的努力


        下籌集了2萬5仟圓，加上葉校長捐出同等數目的款項，


         共為清新縣的培僑小學成功地籌集了五萬元的辦學經費


       。 使到次國慶活動更具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