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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ke
A lady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to work,


and she saw a parrot on a perch in front of a pet
store.


The parrot said to her, “Hey lady, you are really
ugly.” Well, as you can imagine, the lady is furious!
She  stormed past  the  s tore  to her  w ork.


On the way home she saw the same parrot and
it said to her, “Hey lady, you are really ugly.” She
was incredibly ticked now.


The next day the same parrot again said to
her, “WOW lady, you are still really ugly.” The lady
was so ticked that she went into the store and
said that she would sue the store and kill the bird
if the manager didn’t take care of this problem.
The store manager apologized profusely and prom-
ised he would make sure the parrot didn’t say it
again.


When the lady walked past the store that day
after work, the parrot called to her, “Hey lady.”
She stopped and said, “Yes?” The bird paused,


then said, “You know.”


My dream school. (Champion, Stefani Lam, 1D.)


I really want to try to study in a school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schools on earth. I hope clever people on earth will make some
progress in our technology. So someday, they can make some amazing
things like my dream school. Yeah, my dream school is a school in the
space. It is amazing for me when I think about my school in outer space.


I want my school to be outside the atmosphere. So we have to take
something to get there. Maybe we can take the bus, car, bicycle or the
plane, and all of that can fly through the atmosphere. I want the best
and the fastest transportation , so that a lot of people can get there
easily, and there will be some automatic garage behind the school.


My dream school’s building will be very big and large. It will be
built with a lot of glass. The color of the glass will change everyday.
With the strongest foundation and the best metal to build it, I think
my school will be very strong. People will be able to walk on it, and with-
out any help, people will be able to breathe as usual, without the oxygen
tube.


Inside the school, there will have a lot of classrooms, some can-
teens, a lot of toilets, offices, some living rooms with a big TV, and
dormitory for all of the students. We will have a large garden with a
beautiful view.


What about the education? What k ind of lessons will we have? In
my dream school, we will have a lot of lessons using different languages.
We will have a lot of lessons and a lot of teachers too. But as I have my
students’ feelings, I think the lesson will not be very hard. We just
need to go to school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The other day we can go
back to earth, to see our parents.


We will have a lot of facilities in my dream school, and a lot of
people can enjoy all of that. That will be very happy, exciting, and amaz-
ing when the people study in my dream school. But maybe I have to wait
for a long time until somebody make an amazing progress in our technol-
ogy. But I believe that someday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My dream of
a school in outer space.


WAR
(Champion, Joanna Leung, 6B)


I  walk down memor ial lane ,


I see  broken windows


Where  t races of  the batt le  st ill  r emain


I see half-burnt  houses


I se e we eping women


Oh! Helpless civilians


The ir vestige of hope  has gone


For they are  fated


Alas! Whe n wi ll people wake  up from disillu-


sionme nt?


Just to ev ade this fleeting of t ragic episode?


             When will people stop the consistent


e ntangl e me nt?


Just to avoid the  existence  of such predica-


me n t ?


Why are people so devoid of  bene volence?


That they bring forev er griev ance to the  race


they hate ?


Man is insane


That he thinks it ’s just a  savagery game


Howev er,  in  God’s name


It  is no mor e than a f ight for domain  and


f a me


Which le ads to perpetual  pain


Please , p lease l iste n to my pe tition


Pr omise  me  that  war wil l nev er exis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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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comments
1 .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ange


of choices at our canteen?


T : I  th ink ther e is not  enough


choice. For example,they can have


two dishes in their boxes.The


students should been given more


vegetables in their lunch boxes


instead of only meat.


2 . Are the prices reasonable?


T : Well...I  think the price should


be  set  at $15.  Mor eove r, the


drinks are too expensive, Coke


should be $4.5-$5.0 pe r each,


Lemon Tea should be $3.0-$3.5


per each. Moreover,the foods'


quality with a view to deflation


in HK, if the price is to be kept


consiste nt ,  the  food quali ty


should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more choices,be tter taste and


large r quantity.


 3 . In what areas,do you think the


canteen can be improved?


 T : I think the dishes are too juicy


and they shouldn't use wooden


chockst icks for  lower  labour


costs. The food there is not fresh


enough and choices available are


quite l imi te d.


4 . If you are giving a grade to our


canteen, four as the highest,and


one as the lowest, which mark would


you give?


T : Three.  I should say it's so-so.


5 . What do you think if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go out for lunch?


T : I disagree because it may result


in many problems such as time limit.


We can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our interviews and


surveys in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the quality of food provided by the canteen is


unsatisfactory. The meals are too oily and too much MSG


are added. Also, there are not many varieties.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think the price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soft


drinks are set too high.Moreover, polystyrene  lunchboxes


is not e nvironmentally f riendly.


Regarding the above comments, we think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food in our cantee n is not satisfactory,  it


is not feasib le to  let students go out to have lunch


because of the limited time. Therefore, the school may


help students to subscribe  lunch boxes from outside


cater ers.


We appreciate the assistance of the teachers and


our fellow schoolmates in this survey. We hope these


results and recommendations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tering services of 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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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食色性也 ! 性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但這並不是純粹的生理本能，


而是有一定社會關係的。
踏入青春期，青少年無論在生理上，或是在心理上，都開始成熟，對性


充滿了好奇。然而，面對社會上迅速轉變的價值觀，青少年朋友對性的認識


與了解又有多少呢 ?希望以下的調查能為大家找出答案。


根據本校有關的調查問卷可知，同學們對性的態度是較開放的，但認知的程度


卻不足夠，原因何在呢 ?


社會發展 思想轉變
現今社會，因為環境變遷和科技發展都十分迅速，而西方的


思潮影響不斷湧入，使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受到挑戰，而青少年
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頗高，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故此，青年一
代甚至開始質疑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為是守舊、跟不上潮流的。


可是，在這開放的環境中，青少年卻沒有較清晰的途徑去了解和


認識性知識，所以形成很多模糊不清的概念。


傳媒渲染
如今，色情文化已成為消費文化的一部份。色情的書刊、雜


誌隨處可見。出版商和報販為了謀取私利，甚至將其售賣給青少
年。因為當中的內容充滿了扭曲和不全面的性知識，使青少年受
到錯誤性觀念的影響。並且，傳播媒介中，常以愛情或色情成份
為電視和電影的賣點，使青少年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思想較


為開放，但由於內容片面，故青少年也只是一知半解。


教育不足
香港的性教育雖然已推行了幾年，但成效不大，一方面政府


所提供的資源並不足夠，使性教育在推廣上有一定的困難。例如
家計會一年只會前往七、八間學校推廣性教育，而為期只是一個
星期，在此情況下，學生又能接受並吸收多少性知識呢 ? 另外，
大部份學校的政策仍是較為保守，對推廣性教育並不是十分積


極。故此青少年的求知慾得不到滿足，唯有借助色情媒介。


缺乏家庭教育
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是注重道德倫理，故老一代的中國人受


到傳統思想的薰陶，對性避而不談。並且，他們也忽視了現今青
少年心智上的發展，使青少年面對有關性知識上的疑問時，不知


如何解決。加上，多數家長們在面對性方面的問題時，表現得較
為尷尬，或是隨便敷衍，或是禁止子女詢問，使青少年無法獲得
正確的性知識‧


朋輩影響
處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大多數思想仍未成熟，欠缺獨立思


考的能力，故朋友之間的交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有時，朋輩間


的傾談會涉及性方面的問題，大家互相揣測，從中獲得一些不全
面或不正確的性知識。另一方面，有些較為早熟的青少年，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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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你認為色情媒介所帶出的知識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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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當你經過報攤，看見含有色情成
份的雜誌或漫畫封面時，你會:


視而不見，立刻行開


多留一刻，多看一會


急不及待，即時購買


記著書名，遲些購買


四出打探，向人借閱


圖三：你認為色情媒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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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你接觸下列傳播媒介的頻密程度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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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校學生對色情媒介的看法：


二零零零年六月  第二期


出版:培僑中學校報編輯組


地址:北角天后廟道190號


電話:2566-2317


刊頭提字:曾鈺成校監


編者按
不知不覺，大半個學期已擦


身而過，不知同學們是否已感受到
一种無形的壓力呢 ? 此時此刻，
「跨越」又和大家見面了，希望藉
此舒緩一下這股期末緊張的學習氣
氛吧 !


這一期的「跨越」，我們嘗試
增加了一倍的版面，內容更加豐
富，版面更加精彩。當中新增各學
會的專訪，擴大了專題的層面，務
求使「跨越」更受同學們的歡迎。


同時，「跨越」亦希望各位同
學能踴躍投稿，提出更好的建議和
意見，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
能做得更好。


青少年的性觀念日趨開放，對被社會普遍認為是越軌的行為如同居或婚前性行為等也
逐漸接受。有研究報告顯示，發生性行為的青少年有年輕化的趨勢，這對整個社會的
風氣以及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有不良的影響。如何避免婚前性行為呢?我們概括了由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提出的建議﹕


1. 與他/她共同訂立身体親密界線﹕


親密程度: 拖手  擁抱   接吻   愛撫   性交  其他


YES? NO?


2. 堅持拒絕對方(大聲說﹕NO!)


3.避免性衝動


   a避免二人單獨留宿


   b.避免身體上的親密接觸


   c.避免接觸色情物品


綜合以上建議，避免婚前性行為的最關鍵是懂得控制自己。


如何拒絕性要求


有拍拖的經驗和性經驗，故無形中也影響著身旁


的同齡人，羊群心理使青少年覺得性開放是無所
謂的，故有的會持有較隨便的態度。儘管大家對
性抱有不同的道德標淮和觀點，但是，建立一個
正確的性觀念是很重要的，因為那能使人接納自
我，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對性採取審慎和負責任
的態度。    （張少


婧6A）


希望同學們能用一種開明，客觀和


積極的態度來處理性問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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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奇夢幻想
中七A 王惠成


眼看面前那堆積如山的課本、密密麻麻的文字、千頭萬緒的問題時，我
心裏不禁一沉，忽然想起這樣的一番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
涯隨無涯，殆矣。』既然學海無涯，但又不能不學無術，那該如何是好呢？
這時，我突發奇想-----我要是像十九世紀的居里夫人、愛因斯坦和二十世
紀的蓋茨一樣聰明，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為人類謀幸福，那該
多好！
我將會發表一項新發明，它是一片微型的電腦晶片，我們可以透過電腦


將所需要的知識、技術輸入到這晶片中，然後，可以把它安置在我們的大腦
裏，並連接所有的神經線，使它成為人體的一部分。這時我們已不用死記硬
背那些沉悶的知識了，世人都會以我為榮，不知不覺間，我成了世界首富。
我比蓋茨更富有，利用這筆可觀的財產，繼續鑽研，并將他創造的互聯


網淘汰，取而代之的，便是我的微型晶片。經我的改良後，這片晶片不單可
以傳授知識及技術，晶片與晶片間更可互相通訊。只要你心中一念，便可把
你所想的事情，傳送到你想傳送的人處，即使相隔天涯，二人的感通依然存
在。
看到眾人都裝配了我的晶片，我本應覺得自己很聰明，是個天才，但我


沒有，因為眼前的一切根本與我本來的意願截然不同。
不用上學讀書的青少年，整天流連街頭，好逸惡勞，有些甚至從事非法


活動；不法的商人，利用晶片的感通能力，盜取他人的知識產權；中年人都
顯得十分失落，他們整天都在等待，等待新知識可以輸入在他們的晶片中；
有些人是非不分，經常鑽牛角尖，與一個活死人無異，而社會正彌漫著一股
低迷的氣氛。
一些無良的野心家，更濫用我的晶片，將它加以改良後，便開始把它裝


配在動物的大腦中，使動物掌握一切人類的知識，人與動物的距離日漸拉
近，一場人獸大戰隨時一觸即發。
忽然我定一定神，左右顧望，幸好這只是我的一場『白日夢』。回想剛


才的夢，真是虛驚一場，但我依然百感交雜，低下頭，看到書本上寫著『道
德』二字，突然有所覺悟。
原來人生最寶貴的知識便是道德，道德操守以及判斷是非的能力，根本


不能依靠一片晶片就可以傳授，而是要靠我們不斷累積生活經驗來獲得。人
類之所以進步，只因我們有求知的能力，我的晶片之所以失敗，全因我扼殺
了這種本領。積極求取進步，注重道德操守的培養，便是人類最大幸福！


心情
        中六A 張少婧


婧婧
春雨又飄
一如愁緒
剪也不完理也不斷
撐一把孤傘
獨步雨中


天也朦朧
地也朦朧
朦朧地擁有
朦朧地失去


雨絲輕柔
無聲無息
一如你腮上的淚滴
想與你信步閑暢
無奈你總是憂傷


彈起心曲
像一首純情的歌
擦乾淚滴
把憂郁的思緒變成哨子
吹起心吶
飄落孤寂的傘


驀然抬首
好一個雨季
因為
雨天井非總是抑郁悒
總是朦朧


瞧
雨過天晴
七彩串成天虹
任雨洗禮
還歸自然
旋轉自己
雕刻人生風之歌


中三 C 小璃
風輕輕地吹
帶來了喃喃的低語
飄呀飄呀
徘徊在茫無邊際的蒼窮旋渦
春風
它拂亮了萬物那可愛的睡容
涼風
它敲醒了百花那爭艷的節奏
寒風
它點綴了原野那蒼涼的心田
風徐徐地吹
帶來了竊竊的私語
飛呀飛呀
穿過那萬變斑爛的山川河溪
帶來了豐盛美麗的人生


思友
           中三c 蔡瑪莉
你聽到了嗎？
淡遠空氣
傳送著遠方好友的呢喃
你看到了嗎？
白雲深處
浮現著遠方好友的笑靨
你聞到了嗎？
清風徐來
蘊含著遠方好友的氣息
你望到嗎
星星在閃
是你在捏我的小鼻子嗎
你感到了嗎？
寂靜夜空
隱藏著我對你的思念


雲
中三C 許陳筠


在天邊
在眼前
是遙遠
還是相近
你總是飄忽無蹤
你總是來去匆匆
究竟你想飄去哪兒
究竟你何時才會歸來
問天，天不語
問地，地不答
你在遠方低迴
如果
你要飄去世界盡頭
請你
現在便回眸
因為
我要和你
道別


詩


 林


 中文學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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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扶貧體驗後記
校友  駱健娘


今年仲夏，是我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個暑假。沉悶但據說很
有用的醫書，已默默地伴我度過了三年青春。懷著「讀聖賢
書，所為何事」的疑問，我毅然走出溫室的困囿，決定參加一
個醫療扶貧體驗計劃，感受一下同業如何在條件稍遜環境下，
能屈能伸地主動為病人服務。在沒有先進醫療儀器、一般醫生
也不會留戀的鄉間，我漸漸明白到讀書的意義何在。
是次醫療扶貧體驗計劃首次由中大和汕大為學生合辦，由


李嘉誠扶貧基金贊助。導師是十來個汕大醫科教授，學生則來
自中大、港大和汕大共三十多人，還有數位中大的教授和醫
生、舍監和記者等人。目的為了交托給我們這些醫療界的接班
人一把「愛心與奉獻」之火，讓我們領略如何在設備落後的情
況下想辦法勝任天職，也體味一下這世界上大部份人仍過著的
貧窮生活。活動的高潮是其中三數天下鄉的日子，地點是潮汕
一帶的窮鄉僻壤。


潮州鳳凰鎮
鳳凰鎮是我們首日下鄉的地方。該鎮位於約海撥千多米，


據說還只是在鳳凰山的山腳，人口有三萬五千人，以種茶葉為
主要收入來源。從這兒通往市郊的車路已快修好，但在數十年
前，若人們要「出城」，卻是人生難得的一次大事。
鎮醫院外表不錯，像粉飾得很好的「希望小學」一樣，但


裏面的門診室著實嚇了我一跳。一間間日久失修的空室，除了
兩張木桌子和木椅子、供檢查用的木床外，其他設施一概未
有。能用的儀器也只有隨手攜帶的聽診器和血壓計。我們六個
學生組成一組，跟著導師擠於門診室裏，望著門廊和空地上千
餘個得悉贈醫施藥而來的病人，窗子外人頭亂竄。我開始害怕
了，這是對我的體能的第一度考驗⋯⋯
我從小對擁擠帶來的悶熱非常敏感。義診剛開始不久，烈


日暴曬空地的熱氣和群眾散發出來的體溫，從四方八面向我襲
來。「你們擠在窗子下幹啥？搶走了我的氧氣，讓二氧化碳隨
熱風送入！」漸漸地，我手腳軟酥酥的，思緒也開始紊亂。我
終於放棄了無謂的苦撐，讓同伴扶著返回有空調的車子裏歇
息。我也懷疑自己有缺糖的可能，就喝下了教授遞過來的可
樂。我不禁苦笑，我還不是要快快逃返到物質文明裏去？事實
上，在往後的兩天裏，幾乎所有的同學都病了，或中暑、或感
冒、或肚瀉，畢竟都是溫室中的小花，不能一下子移到烈日
下，倒是教授們老而彌堅，堅持了下去。鄉間的人呀，你們是
怎樣日復一日地熬過去的？
返回門診時，導師正應接不暇地看病。汗流浹背的他，是


位內科的心血管專家，此刻早已很自然地放下他的專長，只因
實際上求診者多是患心跳、胃痛或關節痛的人。這樣放下成就


的枷鎖，將全部心思傾注在你面對的人和事上，於我來說又
是一門課。後來在分享會中有同學說：「導師們雖不斷揮汗
如雨，仍能保持思路清晰，可見他們那時已到了忘我境界，
心中只有病人；而我們這些站在導師後面的旁觀者，終日無
所事事，也被熱浪悶得昏昏沉沉，因為我們分心了，時刻都
想著自己。」我深有同感。


饒平縣
饒平縣是個比較貧困的半山區縣，以農業為主，人口七十


萬。由於農民們長久在田間勞動，紫外線往往令眼睛受損，
患白內障的老人極多。
我們上午的任務是作街頭健康宣傳。海報和傳單我們早已


在香港準備好，主題為預防肺結核、肝炎和腸道傳染病。我
們站在已廢棄的舊醫院門前，心中盤算著昨天剛向汕大同學
討教了的潮汕語，今早已所剩無多。好吧！紅著臉的我開始
「拉客」⋯⋯


這兒的行人不很忙碌，很多路過的人都有閒暇，被我們拉
在一邊聽著別扭生硬的潮汕語。起初我尚能用簡單的潮汕語
解釋宣傳資料，但不久就有人開始反問，糟了，你問什麼？
然後我問他們是否懂普通話，以為可以輕鬆地用普通話交
談。可是我畢竟太懶了，平時很少說的醫學名詞，事前沒有
用普通話默唸一遍，說起來便「拗口」非常。我真很怕有人問
我：「你是哪裏來的中國人」？「香港人」是個籍口嗎？絕對
不！操流利普通話的責任在於自己。
   我不知道這次宣傳是否真的使他們更注意衛生，但有


一點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對傳單的態度。香港人對於街頭傳
單總有一種右手接，左手扔的習慣。奇怪！在醫院前面的大
街、地上竟連一張紙也沒有。難道人人都帶我們的傳單回家
裏「墊煲底」？香港社會物質的泛濫與浪費，對比之下顯得猶
為驚人。
    下午我們參觀白內障手術。這醫院的手術設施還算


可以，醫護人員非常熟練地掌握手術，但遺憾的是與我們在
港所採用的較先進的方法仍有一段距離。工具方面，由於他
們沒有微型電刀，切割角膜時便用酒精燈去燒燙一枝彎了
頭、扁了鋒的針來代替。這樣的做法雖然為了適應環境，但
也有點無奈。願充裕的物質有天能擴散到他們的生活中去。


結語：
結束了這次體驗，我仍要問一句：「讀聖賢書，所為何


事？」古代中國的聖人教曉我何事當為，自身快樂富足不是
追求的終結，四海之內還應勉力互助；現代西醫領域上的賢
者為我總結診症經驗，讓我有實際才能回饋社會。是次扶貧
中導師們對病患者的關愛、婉拒酬謝的清廉作風、「每人多
走出一步，世間多一點溫暖」的身教，早已撒在我們的心
田。也更加堅定了我在中年時當無國界醫生這個本來的願
望。待我學成之日，當必再來！


    一年一度的中文週又來了，在這個星期裏，中文學會舉行了書法比
賽，作文展覽，話劇表演等豐富多彩的項目。在二月廿五日更舉辦了中文嘉
年華會，同學們一定過得很開心吧？這個嘉年華會設有超級無敵急口令、連
詞語講故事、歌名競猜、猜迷語等一些有趣的游戲。同學們除了可以測驗自
己的中文知識外，更可以拿到豐富的獎品。雖然有些同學覺得有點難，玩了
很久都拿不到獎品，但不要傷心，在課餘時間讓自己多吸收些中文知識，到
了下一年的中文周，不就可以滿載而歸了?(採訪: 3D吳鋒熒)


中文週巡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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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我臉上會長出暗瘡，但我經常
洗臉卻不能改善問題？
答﹕青春期的男女孩子，由于受到荷爾蒙
的影響，皮脂腺的分泌增多。若油脂不能


順利通過毛灴孔，便形成硬粒。若情況惡
化，便會發炎或紅腫，便形成暗瘡。暗瘡
不但會長在臉上，也會長在背部及胸部，
除了經常洗臉，還需多喝清水，多吃水果
及有充足的睡眠，才可以改善情況。若情
況非常嚴重，可請教醫生。


問﹕性騷擾是甚麼？其定義是甚麼？範圍
又包括甚麼呢？
答﹕其實性騷擾沒有確切的範圍和定義，
但亦有客觀的標準界定甚麼行為是性騷


擾。簡單而言，性騷擾是一種不受歡迎、
不受接納而帶有性意識的接觸，決不是經
過雙方同意而發生的行為。最重要是受者
的感覺。（範圍包括身體接觸，言語上的
騷擾及非身體的接觸，如眼神，動作，聲
音等）


這次性教育週是學校


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不知


道大家有甚麼感想和收


獲，或者你現在仍然意猶


未盡，難以忘懷......不


過我們早已經猜到這一


點。因此，我們做了一些


訪問，讓同學們重溫一下


當天的歡樂時光，不要錯


過啊!


記者：請問您對這次性教育週有何看法？


校長：我覺得很難得。因為這個性教育活動的
主辦單位每年都在不同的學校舉行，這次選擇
在我們學校舉行，真的覺得很來之不易。
      而且，我很高興這次性教育週活動所得
效果比預期中要好得多。因為在活動前，我們


不知學生會有何反應，會不會弄巧成拙？學生
對性知識的承受能力和態度如何？能不能適
應？再加上社會、傳媒的不良影響，擔心一部
份學生很難接納這一類資訊，另一部份學生對
這類知識自以為了解，會造成兩個極分化。但
經過這次性教育週後，主要負責這次活動的輔


導組老師們都認為效果很好。可說我們是有些
多慮了。


問﹕ 你在這次性教育中學到甚麼？
 F.1解除我對性的疑惑，自從這次活動我才


發現性并不神秘。


 F.2 板報和圖畫加深了我對性的認識。


 F.3 令我更加了解性。


問﹕ 這次性教育週能滿足你的求知欲嗎？
 F.1感覺是針對低年班而設，高年班好像沒有


參與感；學校太保守了...
 F.2當然可以，要是再多些聲效就更好了...
 F.3蠻不錯，要是再多些圖畫和講解就會


更完美。


問﹕ 你認為學校應多辦怎樣的活動？
 F.1多一些討論。


 F.2多辦一些身體保健的活動，可保青少年
身體健康成長。


 F.3有關性方面問題的解答。


問﹕ 你對拍拖有甚麼看法？
 F.1只要心理上夠成熟，不影響學習就行...
 F.2沒有甚麼大不了，拍拖不需要甚麼資格，


只要發乎情，止乎禮就行。
 F.3 學習階段不應拍拖，它會影響學業...


（記者﹕彭馨慧、周夏蓮）


同學的意見


  校長的話


記者：在這次性教育活動中，您印象最深的是
什麼？
校長：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流動車內關於性教育
的多媒體設備。而且，從性知識問答欄中我發
現同學很敢於提出自己的疑問，對於這一點我
可說是開了眼界，加深對學生的了解。另外，


在這次活動中，本校中六級學生的表現受到了
主辦單位的高度讚賞。他們表示，本校中六級
學生不但投入而認真，而且對於「性」的態度
非常成熟。對於中六級學生的表現，我感到很
欣慰，而且非常自豪。


記者：您認為學生應抱持什麼態度看待性？
校長：嗯⋯⋯我覺得「性」是人類的自然慾
望，是使生命延續的重要關鍵，我們應尊重
「性」，同時也應坦然對待。


記者：您認為學校的性教育足夠嗎？


校長：還可以。我的意思是跟其他學校和社會
各界相比，以香港現時教育的空間和資源。本
校的性教育課程是足夠的。


記者：您覺得需不需要在校內多設立幾節性教


育課程？
校長：呵⋯⋯（笑），我覺得我們現在沒什麼
資格談論這個問題，因為「安排新課程」是個
很重大的問題，不是說加就能加的，以中四級
加第九節課為例就可知道，不是這麼容易的。
同學們不可期望從學校被動地獲取關於「認識


自己」的資料，應自己主動去學習和獲取這方
面的知識，畢竟，「性」和「感情」是分不開
的，而一旦牽扯「感情」、「心理」，那就更
加複雜了。


                    （記者﹕彭馨慧）


一節別開生面的性教育課


「來！我們來個角色扮演。」性教育活動的主持姐姐


一面說，一面吩咐另一位主持哥哥，把一些東西分派給我


們，有畫紙，有筆等。然後把兩班分成四組：第一組扮演


廣告商，要為性教育製作一則有關廣告；第二組為報紙記


者⋯⋯。我組被分為戲劇演員，要上演一幕以性為主題的


故事。我組成員得知後都非常雀躍，個個你一言、我一


語，急著要為我們的組創造一個生動的劇本。然後就是選


角、討論對白、動作等。一切都在十幾分鐘內進行，每組


同學都忙著為這個「笑破」的課題忙碌個不停，整個地理


室都變得從沒有過的熱鬧。各忙各的，各位都很投入，各


展所長，要為這份功課出分力。


演出時間到了，每組都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扮演


的角色展現於同學面前，有聲有色。雖然間中笑料百出，


令同學捧腹大笑，但方能看出同學對創作的熱誠和踊躍參


與。以后我們又進行了有關性開放的激烈討論，盡顯同學


們的辯才。


想想我們有多少機會能夠


跳出課本的框框參與這類


既有教育意義，而又活潑


生動的課堂呢？同學們的


投入參與，高談闊論，不


禁讓我驚嘆「活動教學」的


威力！


（吳雪瑩 6A）


「性」
問


「性」
答


鳴謝﹕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問﹕月經對女性有甚麼害處？


答﹕沒有任何害處，月經是女性正常生理現
象，表示有孕育胎兒的能力。


問﹕自慰對身體有沒有害處？
答﹕自慰是指用物件刺激性器官，藉此引起


快感。近代醫學已證明自慰對身體沒有害
處，某程度可消除性的緊張，鬆弛神經。但
若過分沉迷或使用不正確的方法自慰，便會
帶來反效果；以自慰來解決問題，或用來減
壓，對問題是沒有幫助的。


問﹕我現在念中一，常常想找個男朋友，但
是找不到怎麼辦？
答﹕為何你一定要找男朋友呢？你已經清楚
知道怎樣的人才是你的對象了嗎？其實現階
段你可以擴闊社交圈子，參與正常的群體活
動，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將來不難發現有


合適的對象，不用心急，更不要隨便找一個
人來拍拖。


問﹕為什麼香港特區政府不會全面禁止播映
或出售關於性的電影、報章雜誌？
答﹕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如果對電


影，報章，雜誌加以禁止，無異扼殺了言論
自由，剝削了觀眾的選擇權利；如果禁止過
嚴，地下色情物品可能更加氾濫；而且目前
某程度上政府也有管制這些物品的條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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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雨傘


在一個烏雲密佈且寒風刺骨的傍晚，沒有帶雨具的我，正帶著


急促的步伐，走在校道上(天后廟道)，心想：天快下雨，能避過它


就好了。


可是，天意弄人，老天爺像要跟我作對那樣，雨真是下出來


了，還越下越大，一剎那，我全身都掛滿了水珠，雨水已從我的白


髮像小瀑布般流向我的全身，怎辨呢？回校取傘好，還是冒著雨下


山，頓時心裡矛盾重重。


忽然間，從遠處傳來呼叫聲，初時，我不大為意，但「呼聲」


越來越近，回頭一望，近視的我，矇矓中看到一個穿著校服，拿著


雨傘的小伙子，以全力衝終點的速度從遠處向我跑來，他是誰呢？


發生何事呢？我心裡產生很多問題時，他已跑到我的身旁，二話不


說，立刻把其雨傘移到我的頭上，才帶著氣喘喘的語調跟我說：


「亞叔，落雨了，我遮你。」正當他道出來意時，不知何解，我的


心好像在溫爐旁頓感曖暖起來，即時作出連聲多謝的表示。


途中，為了送我到北角巴士站，他還主動改變其回家路線，但


被我在感謝聲中婉拒了，大家才分手離去。


在我歸家途中，回想到這件事，心裡仍處於暖融融狀態，深深


一位校工的故事
感到，同學不但對我們這群校工關心和愛護，還具有一種「愛心」


的美好品德。只有它，世界才會和平，只有它，勞苦大眾才有人幫


助，在此希望他，堅持優良品德，努力學習，將來為社會作出更多


貢獻。


以上的故事是倫叔的親身經
歷，也是出自他之手，文中樂於助人
的男同學豪是３Ｄ班一位同學。


校工倫叔在九九年九月來到我校
工作，他主要負責三樓的清潔工作、
校史室等。他說，別以為當校工很多
空間，其實要保持校園整潔就要不斷
地做清潔工作。


也許你難以置信，因為你在你心
目中校工是低微的職業，只有沒有文
化的人才會當校工，當然，職業無分


貴賤。校工能夠寫出這麼好的文章，
你有沒想過他在當校工之前有過怎樣
的經歷？


由文員到校工
倫叔以前是當文員的，本來他與一般文員沒有多大分別，可是金融風暴之


后，老板以經濟不好、市道不景的理由把他辭退，這對倫叔而言無疑是晴天霹
靂。他考慮到自己一來年紀較大，二來，沒有一技傍身但又要養家，便自願做些
較下等的工作，可惜天意弄人，他花了好長時間仍找不到一份稱心的工作，只好
把要求降低，剛巧學校有份校工的空缺，他就於九九年九月來到我校工作，如果
是其他人，可能覺得很不甘心，大材小用，但倫叔卻認為現在是人找工，不是工
找人，能有一份工作，每月有穩定的收入就不錯了。這個時候不須計較什麼大
材，什麼小用，倘若你不工作，就得準備餓死，自己餓死不要緊，也不能叫家中
妻兒陪你餓死。


日常工作
住在大埔的倫叔每天清晨五點多起床，下班回家也七八點了，他笑言，平


日甚少機會見到大埔的太陽。他主要負責三樓各課室、專用室、校史室等地方的
清潔工作，他說，別以為校工有很多空閒，其實要校園時時刻刻整潔，就要不斷
做清潔工作。若是周六將比平日更忙，因為每逄周六，就做一次「大掃除」。十
天的長假期如聖誕節或春節等，他們只有三、四天假期，一天的日子就是在忙碌
中渡過。


勉勵
倫叔感嘆地說道，現在的學生真是幸福，在他們讀書的時候掃地、抹窗都是學生
自己做的，哪有專門一位校工負責清潔？不過，有些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以為
不用自己做清潔工作，就隨意亂拋紙張。雖然，現在學習條件很好，但本身學歷
不高，就一定不好。幾年前，中五畢業也可找到一份待遇很好的工作；幾年後，
大學畢業恐怕也找不到工作，故此，必須加倍努力讀書。


實習老師訪問記
前幾個星期，我校來了四位實習老師。為了了解他們，我們為潘和華老師和尹
兆佳老師做了一個簡短的訪問。


問：請問你們是教什麼科目的？
潘：我是教普通話和數學。
尹：我主要教體育，其次教數學。


問：為什麼選這兩科呢？
潘：我想在九七年後，普通話是很重要的語言。無論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上，
我們都需要用普通話來溝通。而我為什麼選擇數學呢？我本身比較喜歡數學，
所以也選擇了數學這科。
尹：我是非常喜歡運動的，而且教體育不用做習作，多輕鬆呀！在中學時，我
的數學成績不錯，教數學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問：你們喜歡看些什麼書？
潘：我不太喜歡看愛情小說跟武俠小說，喜歡看一些幽默的故事。我尤其喜歡看《紅
樓夢》，平常也會看一些評論《紅樓夢》的書。
尹：我比較喜歡看些關於電腦的書。我以為廿一世紀科技是重要的一環，如果沒有電
腦的知識便跟不上變化萬千的社會。


問：你們對學生有什麼看法？
潘：我覺得這裏的學生挺有禮貌，但上課時的秩序比較差。
尹：大部份的學生對學習都很重視，能認真完成家課，但希望他們上課時能更認真一
點。


問：你認為怎樣才能把普通話學好？
潘：主要是“聽”和“講”。要多聽普通話，聽清楚每個字的發音，要敢講，多練習
一下便很容易把普通話學好的。無論學習什麼的語言，主要能多聽，多講就能把它學
好。                 （本版記者：高琳、黃碧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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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數學
等於100


只要把算術符號放在數字之間的適當位置，就能
使下列的算式成立﹕1  2  3  4  5  6  7  8  9  =  100


解答不只一種。看看你能找到幾種。


平衡問題
盒子裡有二十七個全新的紅色撞球，外觀看起來


完全一樣。但已知其中一個是比其他球重的瑕疵品。假
設你有一個天平，但沒有砝碼，你能否用球互相比較的
方法，只稱三次就找出有瑕疵的球嗎﹖


數學週回顧
寫在活動之前


數學周開展後的第二天才接到通知，可以說是晴天霹靂。以往，由於


同學們普遍對數學缺乏興趣,，數學學會舉辦的活動大都人丁單薄。數學
周本是我們力挽狂瀾的大好時機，誰知，唉......


活動進行中
所幸，數學學會的幹事臨危不懼，盡管缺乏周詳的佈署，籌備仍有條


不紊地展開。三月十七日，壓軸好戲正式上演了。午休時間，有蓋操場人


頭涌涌，擠滿了參加「燈謎會」 和「IQ擂台」的同學，大家你一言我一
語地討論。臨近上課時間，人群絲毫沒有消散的跡象，實在讓我們左右為
難。


活動完成後
這次活動一掃大家對數學沉悶深奧的印象，也滿足了我們小小的虛榮


心。希望大家以後也能夠繼續支持數學學會。


數學競賽回憶錄


我們四個人代表學校參加香港數學奧林匹克競賽。老師帶我們由北角到大埔
教育學院，路程可真遠啦！


到了比賽場地，我不由自主被那裡的緊張氣氛所感染，心中忐忑不安。比賽
規則介紹完後，個人比賽開始了。


個人比賽共分5張卷，每張4題，每人做一題，不準討論（有老師在旁監
視），每張卷限時3分鐘，且4題彼此相關（即後一題要用到前一題的答案），第
一題錯了，其他三題都跟著錯。因此我心裡更緊張了。當輪到我時，如一時不會，
心中就焦躁，怕做錯了，會連累後面的同學，個人賽完結時，我手心，背上全是
汗。


接著是團體賽，可以四個人低聲討論。我們必須與其他隊鬥快鬥準，好像打
仗似的。


這次比賽,雖未能得前三名，但我們學到不少東西，有所得益。
                 （溫熹4B）


我參加這次數學競賽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見識，並體會一下比賽那種緊


張的心情。在參加競賽之前，我做了很多練習題，給了我一次很好的訓
練，瞭解到競賽的題目是很有難度的，但又很有趣。這些訓練多少都使我
的腦轉得靈活了。但我對於決賽的地點安排實在太不滿了，簡直遠在天
邊。


雖然在比賽前老師叫我們要鎮定，要操得「fit」些，但現實上是無
可能的。在功課、測驗繁多的中四學習中又要受那麼多的訓練，實在太累


了，每次都做到頭暈腦脹。
我建議學校應該在中三起便開始訓練參加競賽的學生，我相信這樣會


有很好的效果。還有，單靠做過去的競賽題目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講
解，講解是很重要的，比你做一千、一萬條題目更重要。


   （易德榮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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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藝術週又快將來臨啦﹗


一如以往都有一大群“有志之士”響應、參與。
可惜就是因為這“一年一度”的關係，很多“能人
異仕”都因“時移世逆”而“各奔前程”，而同時
也帶走了他寶貴的“經驗”。
兩年前，我就是抱著這個疑問，再加上“人有我


有”的精神，心想為何各科都有自己的學會，而美術這樣受歡迎
的學科卻未見“芳蹤”？
加上每年都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美術活動舉行，極需要有一
個能擔起領導工作的組織；否則若沒有固定的人手進行策劃和推
廣美術活動，辛苦的只會是我們“最敬愛”的甄志佳老師。
由於成立初期人手缺乏，因此我這位“繪畫白癡”也有幸成為了
現時“人材鼎盛”的美術學會主席。雖然在過去二年我這位主席
未必能為甄sir分憂，但也希望不會是“礙手礙腳”的傢伙吧。
臨別在職，希望能夠好好完成本年的藝術週，以及帶起一些“新
人”，給自己與及大家帶來一個美好而難忘的回憶吧﹗


美術學會會長  何學楓
15-3-2000


                                                                                          校長點睛


                                製作組同學


Fashion News


Colour
    春夏時裝,無論是男裝或是女裝都鐘意一口的五顏六
色口既衣物。例如：粉紅 、嫩綠 、鮮黃 、粉藍等等⋯


 白色本來就是夏天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白色標誌著
一般清新口既氣息,也象徵一份基本口


既配搭效果。今季白色口既至hit 項目
包括白色三個骨恤衫,白色shirt
jacket  等等⋯⋯
   上季口既金銀熱潮仍然延至今季,除
口左有金銀布料外,一口的閃面口既設計也是今季口既首選之一。
例如：珠片⋯⋯


Accessories
 保齡球袋當然是今年的首選啦!無論係國際或是本地
品牌都極力推薦口架!大鳥繩鏡框有色鏡片{特別係茶


色}都是今季口既must have項目。鏡框以遮住一半臉為標準,
源自七十年代口既款式。可能你口地口既爸爸媽媽都會有一付口架!


Style
      Punk 與 Rock 口既 Style 係今季口既首選,除口左要有銀釘 T恤外,一件爛 T
恤更是少不了的衣物之一,當然更少不了的就是古著啦!
      既然要睇通睇透,當然吾少得 chiffon
啦! 今季更是成為大熱\口既配套,增加吾
少口既層次感,既然不用真空上陣,所以無
論係燕瘦環肥,今季都可一齊露一 露!


受到七、八十年代口既影
響,波點圖案又再次興起。2000 年春夏,一圈一點,將會無處
不在。但最重要,懂得點到即止。最後希望以上的流行情報可
以讓各位係今季做個型仔型女。今季編者品牌推薦: PRADA、
A/T、MIU MIU、I.T、AUL&JOE、BOYCOTT、


BOSSINI。
(Billy 4D)


彩虹瀉地成壁畫，飛龍在天喻培僑
                                            培僑首愊「千禧壁畫」感受


        在千禧年來臨之際，耗時三個月製作的「千禧壁畫」終於躍然於操場一側的牆壁上。
我為自己能夠參與其中的構思、設計和創作，並成為「壁畫製作組」的其中一員而感到無比光榮
和自豪！能夠畫上學校的首幅壁畫，並表達出同學們對學校、對未來的一番衷心祝願和希望，是
多麼難能可貴啊！
        記得開學之初，就聽聞學校打算選一牆壁繪上壁畫，對於我而言，覺得意念倒很新鮮，
但剎那間要改變白色校舍在我腦海中的純潔和莊嚴形象，未免有點兒抗拒。再者，若然描繪的圖
畫效果欠佳，更有可能弄巧反拙，損害了學校形象。因此，我對這項壁畫活動確實有所保留，心
情十分矛盾。
        沒過了多久，美術老師接觸了我，他希望我能參與設計和製作，我既受寵若驚，但心裏
又有點遲疑和矛盾。但想深一層，這壁畫既能美化校舍，又可讓自己的精神意念長存，表達自己
六年以來對學校絢爛多姿的生活之情感，實在是難得的機會！於是我積極面對，盡心盡力地設計
這牆壁。
        幸運地，我的設計意念被取錄了。她具有科幻的色彩，充滿創造、奮鬥和祝願，畫面大
致上為左、中、右三部份
         左邊的人像───代表「人」是萬物之靈，有創造新世界的神奇力量，人類
                         將會打開「時光萬年曆」寫出動人的新篇章！
         中間部份────描寫年輕人是未來的主人翁。「萬年」由我們去編寫，所
                          以要學習新知識，接受新挑戰！
                         「飛龍在天」，寓意培僑發展一飛沖天！
         右邊部份────展望美好的將來，祝願地球上充滿愛心、和平、自由，社
                            會安定繁榮，而科技發展則日新月異，蒸蒸日上！
        這便是千禧壁畫的設計意念。三個月來，在美術老師甄志佳先生統籌下，籌備、選材、
洗牆、打稿、上色、勾線等等，製作組人員不辭勞苦，抽出許多寶貴的課餘時間，抵受炎寒的天
氣，為校舍牆壁添上新「衣裳」。這「千禧壁畫」實在是大家的心血結晶！
        最後，再次多謝全 力統籌的甄志佳老師及曾作出指導和提出意見的多位老師，還有元
朗環境現代藝術館的技術支援，駱駝漆化工有限公司贊助乳膠漆，以及曾經為壁畫畫過每一筆的
所有同學。


                                                                 吳雪瑩 中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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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ho live in the dormitory are required to have their meals in the canteen. So, one of our Stride's reporters
interviewed some of the students.


C : C lown M : M ar k K : Ke lly


DOMITORY


Senior  Edi tor: Kathe rine Che ung Leung Sze  (6A)
Edi tor: Lore tta  Hui (2A)


Supporting  team:   J ohnny Ye ung (Des ign)


Carma n  Fung (Dra wing)
Betty Chiu (1A)


J oe y Ka n (1A)


Katherine  Chung (1A)
Lily Ng (1A)


We bel ieve  tha t our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have some sugges-
tions of our school canteen, based on this, we  did a  w hole


school survey and some interview s with teacher and students,
the results are show n be low:


1 As you live in the dormitory, how do you feel about hav-
ing to eat  your daily meals in the canteen?


C: Well,to have daily meals in the canteen everyday is quite
boring. For breakfast, it's always  eggs and noodles,and
I think they need to provide much mored i f f e r e n t
choice for us.


M: I think that is a tragedy for students living in the dormi-
tory to eat their daily meals in the canteen,because they
have no choice.


K: Well, there aren’t too many choices for breakfast,
and it's always bread, a piece of fat bacon, some sau-
sages, sometimes ham and really soft instant noodles
which were soaked in the water for too long, and it re-
ally makes me sick to have those breakfast everyday.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tandards of the food in
the canteen?


C: Mr. Wong (the manager of the canteen) told the school
that the food were nutritional. But, as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only eggs, a lot of meat and instant noodles
for breakfast. The main thing is that when we eat the
$12 breakfast or the $18  lunch, we have to feel that the
food that we were eating were money-worthy. Other res-
taurants like the Fairwood could put together  a great
lunch only for $20.Why couldn't our canteen?


M: So far so good. I think more vegetables is needed in
our  meals.


K: The lunch is the best of the three meals in the canteen. But
the dinner is far from good. It is always served cold, or it
may be the leftovers of some day, only the eggs  that were
steamed are fresh. Snacks were kept from the first recess
till 3:40p.m., and by the time we eat them, the chicken wings'
skin were all soft not crispy and oily because of the conden-
s a t io n  o f  t h e  s t e a m in s id e  t h e  b a g s .


3. Every Wednesday there would be some dessert for the dor-
mitory students.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


C: Well, basically, the "Wednesday dessert" is free for us, so,
naturally, I don't expect too much. But, as they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 five-star restaurant, they shouldn't serve us
some sugary syrup (as we call it) as dessert. I wonder why
we don' t  have diabetes. (  W e laughed. ^ .^ )


M: Well, I don't like to eat the dessert in the canteen, I think a
doughnut would be much better than the dessert served in
the canteen.


K: They lack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desserts.


4. If I give you four words: very delicious, delicious, okay, or
disgusting, which word do you think would best describe
canteen'sfood?


C: (Thought for some time) Mmm.....I would say okay to dis-
gusting.


M: Ok, because it is not that disgusting. ( I want to say disgust-
ing, but as we still need to have our meals here, I'll say OK.)


K: I'll say that it's OK.


Stride@y2k  vol.2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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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電腦學會自去年九月份接捧工作以來，各位
幹事一直都致力為會員服務，積極投入工作。我們秉承我


們的一貫宗旨：為會員提供至In至Update的電腦資訊。因
此我們定期出版會員通訊及舉辦各類型的電腦活動、課


程，以提高同學們對電腦的興趣及增進同學的電腦知識。


另外我們更在電腦室增設


售賣磁碟服務，這項活動


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


十二月份我們更舉行了磁


碟優惠計劃，半價優惠會
員，即每位會員只需憑據


$1便可購得一只磁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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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了讓更多同學在電腦


DIY(DO IT YOURSELF)方面
的更多實踐，我們在去年十月


份舉辦的砌機活動更請來了專


業電腦人員，打開電腦，以讓
同學進一步了解電腦的內部世


界。


http://www.show8.com/ (全天候娛樂資訊網站)


htpp://www.pcweekly.com/


(如想掌握最新的電腦資訊,這個網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http://hkiwc.com/


(寫網頁嗎? 香港網頁學院的網頁一定可以幫到你!!!)


http://www.tacocity.com.tw/mmm/


(不錯的簡易魔術教學。)


http://www.geocities.com/Broadway/Stage/1352/


main.html (想重溫張學友的雪狼湖,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http://bian.com.tw/  (爆笑王 ㄅ一ㄤ、)


      由開學到現在，我們合共出版了三期會刊，每一期的會刊內


容都十分豐富精彩，當中包含了我們不少的血與汗，也是我們各位


幹事辛勞的結晶。雖然在每期會刊出版過程中我們都曾碰到些難
題，但整體工作都算順順利利。由九月份到現在我們亦舉行了不少


的活動，如IT大搜尋、砌機活動、Internet教授課程、大占卜、


電腦常識問答比賽等等。每一次活動都設有獎品，以讓參與者既有


得玩，又有得拿獎品，一舉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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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調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霧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人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識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闌干。


清平調


清平調是李白
對楊貴妃的盛讚,
「名花傾國」有如
漢代趙飛燕,「長
得君王帶笑看」更
指出唐明皇對楊貴
妃的寵愛.楊貴妃
一死《霓裳羽衣
曲》頓然失色.


為何不食肉糜?


中國歷史上,昏君多不勝數。但是好像晉惠帝那樣的昏君可說難得一見。


他從小蠢笨、呆痴如豬。自小學習多年,竟連字也沒學會幾個。因而在登上皇


位後，笑話百出，成為歷代嘲笑的對象。他的「何不食肉糜」更是家傳戶曉的


笑話。


話說傻惠帝即位後，天災連年，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不少人餓死、冷死在


荒山野嶺。此時,有一位大臣上書奏道「天下大飢，民無飽食，無以為生計，


望陛下開倉濟民，以保社稷安定。」


傻惠帝對朝政本來就一竅不通，怎會懂得體察民情？又何來會知道要開倉


濟民呢？但是，他好在還知道餓了便要吃飯。不過宮中的雞鴨魚肉吃之不盡，


故聽到有人餓死，便感奇怪，遂開口問道「天下竟有這樣傻人，餓了，為何不


食肉粥，反而要等死呢?」大臣聽到此話後，暗笑不止，天下竟有如此的傻皇


帝。


總編輯﹕ 張少婧（6A）
編  輯﹕ 黎  彬（6B） 麥敏儀（6B）


袁  淵（3A） 黃湛鍾（3D）
馮佩純（2B）


記  者﹕ 周夏蓮（4B） 彭馨慧（4B）
高  琳（2A） 黃碧嫻（2A）


插  圖﹕ 尚思勵（2A）
顧問老師﹕李小姍老師  馮惠卿老師


Mr. Steven Hon


「跨越」編輯委員會﹕


楊貴妃


中國有所謂的四
大美人，分別是西
施、王昭君、趙飛
燕、楊貴妃，而今次
我們所要講的是楊貴
妃。早前，無線的電
視劇<<楊貴妃>>播完
已有一段時間了，相
信大家對楊貴妃的悲
慘結局感到惋惜，然
而楊貴妃之死卻是歷
史懸案之一。


楊貴妃是否在馬
嵬驛就此魂歸天國 ?
史書曾有這樣的記
載，楊貴妃死後不到
兩年，改葬時，墓中
卻沒有楊貴妃的屍
體，只有她隨葬時的
一個香囊。從楊貴妃
於756年6月14日賜死
到757年4月13日追封
元獻皇后時，中間經
過不到二年時間，屍
體不可能腐化，更不
可能連骨頭也沒有。


故新唐書中直指出屍體的失蹤，便表明楊貴妃之死是否成真已為疑
案。


當時有楊貴妃死後復活的說法，說她死而復生之後，正處戰亂，
人心惶恐不安，她的近侍等人設計騙過官員讓她出禁區，隨日本使節
東渡大海往日本。對此白居易名篇<<長恨歌>>就保留了當時這種傳
說，其中兩句：「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又有兩句說她
東渡日本：「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漂渺處。」白居易雖用「虛
無漂渺」四字來指出貴妃東渡日本可能只是一傳說,但後來在日本郤有
楊貴妃之墳墓，并傳說她有子孫留下。


這種說法是否有其可能呢？楊貴妃生前不過問政事，且禮待百
官， 故她死後，有不少人內心深感同情，又值戰亂，又有誰去認真檢
驗屍體呢？再者，楊貴妃待人寬厚，官中待從對她有深厚感情， 故楊
貴妃在戰亂中被賜死, 內侍設法救援蒙混過關可能性極大，亦合情合
理。就算是縊死時，執行之人也未必對這個深得人心的美人下得了毒
手。更何況高力士和唐太宗與楊貴妃的關係非同一般，表面堂而皇
之，暗中使人慈悲，也不無可能。


另一方面，唐玄宗時，中日關係甚篤，日使暗中掩飾復活後的貴
妃東渡日本也有可能。


由全文來看，貴妃 「死」 而復活，東渡日本也是有所根據的。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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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祖國錦繡河山，風光如畫，確令人向往。
每年暑假前，都有很多同學向我詢問有關回國自助旅游的資料，但我國具旅游


價值的地點多不勝數，實難盡錄多年來闖蕩大江南北的體驗，在此盡量和各位同學
分享一下：


《一》 行李
1. 盡量輕便，非必要東西勿帶。


2. 帶背包最好，不用提行李，兩手可在必要時解決問題，如買車票。
3. 最好帶一貼身袋放証件、現金等，袋不離身，外人亦不易察覺，體育用品


店有售。


《二》 衣服和其他
1.「出門無之月」，


內陸地區、山區，天氣變
幻無常，日夜溫差較大，
就是在夏天，亦須帶備御
寒衣物，如風衣、毛衣
等。


2. 必須帶雨具，其


中可摺疊至較小面積的雨
衣最為實用。


3. 多帶膠袋，用途
廣泛，如包裹肮臟衣物，
甚至在較惡劣的環境下解
一時之「急」。


4. 帶尼羅繩和衣
夾，以便在住宿處晾晒衣
物。


《三》 証件和錢
1. 証件多影印一份


放在大背包中，以防萬
一。因在國內遺失回鄉
證，是一件非常麻煩的
事。


2. 國內通用人民
幣，最好在香港按所需金


額兌換。因在國內找可兌


缺水午餐活動


長江是中國的第一大江，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他們
無私地為七億多人提供用水，
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近幾十
年來，由於大氣層溫室效應，
臭氧層出現空洞，人類活動加
劇等因素影響，這兩條母親河
已不堪負荷，長江、黃河源頭
的冰川已退縮數百米；逾十湖泊乾涸見底。1998年，黃河斷流達二百多天，
草場退化，水土流失，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和嚴重的經濟損失。


為了保護源頭地區的生態環境，幫助生態保護工作和生
態管理工程等計划的順利推行，在三月份，我們和香港地球之
友共同舉行了缺水午餐的活動。當日的活動得到350多位師生
的支持，共同參與這次的活動。而每張价值20元的門票賣出


了386張；在買地方面的收入有2700元；這
次的活動共籌得10420元！很多同學在進食
了缺水午餐後，都感受到保護水源，節約用
水的重要。


保護長江、黃河，你我出一分力。


活動回顧 :


為增進同學們對海洋生態環境的關注和漁農業生產的了解，我們特意於九九
年十一月舉辦了一次長洲探訪漁民之旅。當日招待我們的漁民十分
熱情，為我們準備了一頓豐富的魚獲午餐。他們又即埸與其他漁家
進行魚類交易，並示範日常養魚的工作。


而於本年3月22日，我們又與生物學會，自然科學小組和地
球之友舉辦了『世界水日』。讓同學們在一小時內領略缺水的感
受，令同學們明白珍惜用水的重要性和黃河長江沙漠化的嚴重“災
情”。


活動推介：
首先，我們會於5月10日與生物學會合「海下灣之旅」，以


增加同學們對地理、生態的認識和興趣。
另外，我們亦會在未來舉辦一次地理考察活動，請大家密切留意。


換外幣的中國銀行并不容易，在街上兌黑市亦多假鈔，宜小心。
3. 大鈔最好在買車票、交房租時找為零鈔，街上小店一般不易把大鈔打


開。零錢坐公車，上廁均甚有用，易儲起備用。


《四》 住宿
    1.國內住宿制度正逐漸開放，但在大城市，為治安理由，拿回鄉證


者仍被拒入住較廉價旅館。故欲找較便宜住處，應先做好調查准備。
2.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入住前可詢問是否有「折扣」( 講價 )，一般
會使服務台折價20%以上，不妨一試。
3. 男同學可嘗試住散鋪，既能體驗亦能把握機會和其他自助旅行者交
流。也可以認識不少外國朋友。


4. 火車站常有一些人自稱可以介紹住宿，但據經驗，這些旅館通常不
是較偏僻，就是設備和價錢不成正比。故宜三思而後行！
5. 下火車後速買當地地圖，通常有住宿介紹。在火車站附近必有鐵路
局經營之旅館或酒店，一般設備不錯，治安良好，價錢合理，宜優先
考慮。


《五》 交通
1. 坐火車乃“以時間換金錢”，最大優點是便宜、意外少。
2. 在火車站有“全國鐵路旅客列車時間表”出售，非常有用。全國各
地列車的時間、票價均列明，宜買一本「傍身」。
3. 火車分硬座、硬臥和軟臥。硬座票在火車站售票處可買到，始發車
才有編座，中途上車要碰運氣。臥鋪較難買，可在旅行社訂票收 (手
續費 )，部分大城市持雙程證可優先購票。


4. 火車站常有人賣高價票，大部分為假票，切勿上當。
5. 若要過夜而買不到硬臥票，上車後可嘗試往列車長辦公處補票，通
常在餐車後的硬座車上。
6. 夜行火車乘客上落頻繁，宜把行李用單車鎖鎖好在行李架上，以策
安全。
7. 坐長途汽車比較辛苦，常於大清早發車，不及火車「晚開早到」


好，但若無其他選擇，可考慮臥鋪車，較舒服。旅行車在國內漸普
及。
8. 市內坐公共汽車最方便，漸流行無人售票。上車前宜備零鈔，車上
人多擠迫，宜小心扒手。


祝大家一路順風，玩得開心！


鍾為民老師
中國自助旅游注意事項


地理學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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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會通訊
A. 種植小組


種植小組自成立以來受到同學的大力支持，而同學們所種的花


啊、菜啊都有了收成，給校園的一角增添了不少生命的氣息和綠色
的觀景。


B．盆栽種植比賽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我們的班房太單調了吧，除了在校慶或國慶


才有的壁報點綴外，平時卻是比較沒有生氣的。所以呢，為了讓大
家有一個舒適而充滿生機的讀書環境，我們將會在新一學期舉行班
房盆栽種植比賽。勝出的班級將會得到豐富的獎品。


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看書時間太久的話，看看綠色的植
物會對眼睛很有益，這種調節作用更能防止近視。除此之外，也能
夠培養我們的讀書情緒，因為環境也是影響一個人情緒的重要因
素。
種植注意事項：


1． 選擇合適的植物
栽植花木，要視乎季節，栽培場所，環境條件，管理技巧及花


期的不同加以研究。在我們的班房里環境較細小，一般只可利用窗
台栽植。不同栽種地點的光度，濕度及溫度等條件皆不同，所以在
栽種前要了解想種的植物之生存條件，以配合不同之擺放位置。


2．施肥
植物需要吸收外來的肥料，以供生長之用。若肥料不足，植物


會生長不良；但施肥過多，會損害植物，或因而枯死。盆栽植物一
般施肥量也很少，為求方便，可以購買專供園藝用的無機化學複合


肥料，有機肥料因有異味及衛生原因而不太適合用於班房。植物在
生長之不同階段（如長葉、開花、結果）可選用不同之肥料。


自製再造紙
我們學會於三月八日舉行的再造紙活動，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大力支持，而


且不少同學還當場動手自己造紙。
雨林是地球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態系統，歷史上森林曾覆蓋了三分之二個地


球。但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不適當的開發，今天森林消失的速度是每秒鐘一個標準足
球場。而人類濫用紙張，亦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我們藉此機會告訴同學們，我們要珍惜現有的資源和節省能源，希望
環保的意識能更深入同學的心中。而且自製再造紙，既好玩又有意義，是一項十分
值得推廣的活動。


在變性手術出現以前，人們不敢想像，男人怎麼會變成女
人。而如果我再告訴你，在異血型骨髓移植之後，人的血型可以
從A型轉變為B型，你又作何感想呢？是懷疑，是驚詫，還是感
嘆？


據報道，一名7歲男孩被确診為急性白血病。經過一段時間
的化療，效果不佳，專家認為只有進行骨髓移植。經過嚴格的組
織配型，發現患兒與其姐姐的基因位點相同。然而，其姐姐是B
型血，患兒是A型血。該院骨髓移植中心與相關科室聯手攻關，
手術終于獲得成功。兩周後，醫院對患兒做全面檢查，其造血功
能已恢復，心臟、肝、腎等臟器功能良好。骨髓移植之後，該男
孩的血型由A型轉為B型，而且，這種改變是永久性的。


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血型發生永久性改變呢？這得從人的血
型及造血干細胞說起。通常說的血型都是指紅細胞血型，最常檢
查的就是ABO血型系統。其本質就是紅細胞表面的抗原，紅細胞
抗原一旦形成，終生都不會發生變化。根據紅細胞表面抗原的不
同分為A型、B型、AB型和O型。ABO血型系統的發現使輸血成
為一種安全的治療手段，被認為是本世紀影響醫學進程的里程碑
之一。


我們知道，成熟紅細胞的平均壽命是120天，它不斷進行更
新。而造血干細胞就象一台生產血細胞的機器，因此移植造血干
細胞可使一些血液病患者重建永久造血功能。


造血干細胞移植是一項複雜的工程，這項移植工程曾獲得
1990年諾貝爾醫學獎，這也是臨床醫學領域唯一一次獲得此項殊
榮。造血干細胞可來源于骨髓、外周血和臍血，因此亦分別稱為
骨髓移植。進行移植前先要用超大劑量化學治療和放射治療，受
者（病人）體內的造血干細胞將受毀滅性打擊，然後才植入供者
的造血干細胞，這樣受者整個造血系統就變成供者造血系統，如
果供者和受者ABO血型不同則會發生永久性的血型轉換，像文中
開頭所提到的例子，弟弟在接受姐姐的造血干細胞之後，他的血
型將由A型轉變成B型。


在人們的觀念中一直認為血型是終生不變的，但醫療技術的
進步，打破人們頭腦中許多固有的思維模式，帶給人們越來越多
的驚喜！


A型到B型﹕血型之轉變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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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y before the romantic St.
Valentine’s Day, February 13, 2000,
is a day when boys and girls were pre-
paring gadgets for their sweethearts,
but for the fans of Peanuts, it is a
day with grief. Sadness hastily came
from the bad tidings of the death of
the creator of Peanuts comics strip -
Charles M. Schulz, after succumbing
to colon caner for several months. He
was 77 years old.


There will never be any cartoonist like
him. He devoted his life in sculpturing Peanuts characters: the always-bullied-by-others Charlie Brown;
the cute and quick-witted Snoppy; philosophical thinker Woodstock; arrogant Lucy, Linus and others.
Each of them has unique soul and every strip drawn by him does provide food for our thought, with


aftertaste.


Schulz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calibre in comics. When you look at his strips, you can munch the
ingredients inside: Intelligence, humour, visions, happiness and sadness, just name it. You can feel the
warmth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learn a lot from reading it. May b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Peanuts gain so much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even after 30 years gazetted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 newspaper.


What’s behind such long lasting comic strips? It is no doubt that Mr. was so self-confident in his brain
waves and he never used any suggestions from his friends, even if they did try to suggest new elements
in his comic characters.


As the fans of Peanuts, perhaps they should have countless keepsakes or Peanuts comics,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y know little about the Peanuts comics. Maybe it’s time for 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
ing of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in Peanuts as a remembrance of the everlasting spirit of Mr. Schulz’s
Peanuts comics - simplicity and important of life. Here are some great websites to start with:


Official Peanuts web page
http://www.unitedmedia.com/
comics/peanuts/


Introducing the Peanuts charac-
ters
http://mail.vm.nchu.edu.tw/
~snoopy/snoopy2.htm
http://www.e.ruhr.de/home/
woodstock/peanuts-gross.html


http://snoopy.hypermart.net/
Gloria Snoppy Book Store


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
homepages/nat/peanutsl.htm
Nat Gertler’s Peanuts book list


FAREWELL, OUR STAR !
a  fan of Charl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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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e’s mouth is full of pap(乳臭未乾)
     e.g. “You are only 10 year-old, but


have a fight with 15 year-old boy?”
policeman said.
    “Yup… do you think I am great?” a
boy said.
    “Your mouth is full of pap!” po-
liceman replied.


 5. A woman of easy virtue (水性楊花)
e.g. Don’t be too close to her. She is a


woman of easy virtue  who enjoys
to have one night stand with strang-
ers.


 3. Goo goo eyes(含情脈脈)
e.g. The lovers stare at
each other with goo goo
eyes.


 4. Cast sheep’s eyes as somebody
(眉目傳情)


e.g. Although Michael and Katie
are sitting apart, they


      cast sheep’s eyes as some-
body.


 1. Ask for someone’s hand(求婚)
e.g. “Angela, I am here on bended knee to ask
for your hand,” Teddy joked.


That White Puppy has gone
Joanna Leung (6B)


Her breathing geared down, slower and slower. Gradu-
ally, her eyes opened and they looked into mine, a burning gaze.
After the long, thoughtful pause, they closed. Like a clock wind-
ing down, she stopped. “No!” I screamed, and then I found it
was just a dream. It was the second time I had dreamed about
my pitiful, dead dog. Do you want to know my story?


Last month I took  I trip to China vacation. Once, I
strolled in the busy streets. I walked past the cottages one
after another, until I reached a cottage where puppies were
sold. Following an instinct, I stopped  to watch their things. All
of a sudden, my sight met the sorrowful sight of a puppy. Her
eyes were so sad that they shocked me. The pair of melancholy
eyes looked into mine, as if she were telling me her painfulness.
That fluffy puppy was all in white, like a piece of snow. “How sad
it is!” I thought, angrily.


The hawker looked at me, smiling a cunning smile at my
sympathy shown on the face. “Madam, it costs six hundred dol-
lars. Do you want it?” “Of course.” I replied immediately. Then
it was mine.


On the way to the customs house, I held her in my arm
and whispered to her cheerfully, “My dear, now you are mine.
and any sufferings will get away from you forever.”


When I reached the customs house, a stranger stopped
me. “You can’t take it into Hong Kong. That’s illegal!” he warmed.
“What should I do? I won’t leave her alone here.”Look ing at my
anxious face, he said, “Let me help you. You now put the dog in
my large bag and throw away the cage. I will give it back to you
when we have passed.” We succeeded at last.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I named her Do Do. On the night I bought her home,
she barked continually that my son complained his discontents
to me. I slightly held her into my arms and murmured some words.
Watching my face, she stopped barking. Oh, it’s just a baby


dog.
The next day I brought her to the veterinarian


for injection. I was so stupid that I told him the truth.
When I had just returned home, the telephone rang. “Ex-
cuse me, madam. I am an officer from The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vet-
erinarian reporting about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of your
dog. I must inform you that any dog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cannot enter Hong Kong’s terri-
tory without formal identification,” the staff said.  “Then,
what do you want? How about killing her?” “There are two
alternatives,” he said, “You can either let it stay in the
Department for a four-mouth observation and the fee i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dollars per day or let it be killed
humanely. Which one would you choose?” A long silence fol-
lowed. I hated the choices and I realized that, without
doubt, I had to make up my mind. Looking at Do Do, I could
say no words at all. One hundred and twenty dollars each
day! How could I afford that? Was I supposed to spoil her
life?


“Okay. You can destroy her as you like.”
“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Iam meeting you now.


Please prepare for it.”
I could hardly believe that our friendship had to


end before it had begun. I held Do Do up again, and it was
the last time. I am a selfish and ruthless master, ain’t  I?
I shall remember those hours long after tomorrow has come
and gone. I won’t forget you.”  She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again, I saw the sadne A moment later, the staff came.
“Good bye, dear.” I muttered. She was brought further
and I could just stare at the lorry be gradually driven away
helplessly. I paid to save a life only to find I destroyed a
life.


IDIOMS & FUN SENTENCES
Do-do face(愚蠢的人)


One day,  when a white-col-
la r went  home  f rom work ,  i t  sud-
denly  rained.  He dashed into a cof-
fee  s hop .  He   was as  we t  as  a


c rowned rat  (濕得像落湯雞) ,  s o he
went  into the was hroom to dry  his
c lothes as  well as  answered the call
of  nature (小解).


“B ack  o f f  (停, 滾開) !” he
heard a lady scream and then he was


shocked as he never took  his  eyes of f
(目不轉睛).  He wanted to give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還牙).  Thus,  a white-
collar shouted at  the lady,  “it  is you
who goes to the wrong place.”


A t  th is  m om ent ,  anot he r


pat ron  and wai t er  s ai d  wi t h  one
m ou t h  (異口同聲) ,  “No !  Y ou ’r e
wrong.  Can you see the s ign on the
door— Female?” The man
was scared and he became conscious


that  it  was his  own fault . And he dis -
covered t hat  hi s  c ont ac t  lens had
dropped  whil e he was rushi ng i nto
the coffee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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