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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躍龍騰出場團員名單


獅    鼓 4D  袁  淵 排    鼓 5C  巫俊鵬


定 音 鼓 6B  黃子芩 大鼓 (一)3D  譚小銘


大鼓 (二)4C  鍾倩儀 小    鈸 4B  余敏慧


中    鈸 3A  黃碧嫻 大    鈸 2B  莫鈞求


草    鈸 3A  高  琳 吊    鈸 3D  黃芳芳


堂    鑼 3D  曾凱婷 鳩    鑼 4A  許陳筠


木    琴 1C  列穎珊 南 邦 子 3A  周  澄


風    鑼 4A  蔡瑪莉 低    鑼 3B  陳樂豐


大 軍 鼓 2B  葉超華


指揮 香港中樂團大阮首席  杜兆明


                    殊    榮


                                     檸檬


有了,有了,成功了,我們中樂團終於得到第一個冠軍。十一


月十九日,在指揮杜兆明老師的指揮下,我們獲得了二零零年香港


青年音樂匯演的中樂匯演的冠軍。


回想幾個月以來,頻密的練習令我們每個人都疲憊不堪,也令


我們失去了很多休息的時間。同時，由於這次的曲子是一首敲擊


樂，對於一些不是以學敲擊出身的同學來講更是辛苦，有的同學


在練習後還需要擦“正骨水”一類的藥水，以減輕手腕儿的酸軟


呢！但現在看來,那是值得的。這一次是我們初次參加全港性的


比賽,所以在上台前的一刻,團員們互相勉勵,互相安撫,大家的手


都是冰冷的,心都是劇烈的;演奏那一刻,腦中一片空白,只記得要


看指揮;而宣佈的那一剎那,我們更是屏氣凝神地期待。終於,在拿


獎的那一刻,每個人都忍不住激動地歡呼鼓掌,有的相擁一起,有的


喜極而泣,有的笑的合不攏嘴。此情此景令人忍不住希望時間永


遠停留於此,永不流走。


另外,這次的冠軍并不止我們,還有庇利羅士女子中學。我們


一定會取長補短,希望在以後的日子里能再創佳績,再奪殊榮。


姓     學生人數
郭         11
曾         11
潘         11
葉         10
譚         10
洪          9
馬          9
黎          9
羅          9
蘇          9
余          8
高          8
趙          8
鐘          8
胡          7
袁          7
關          7


姓     學生人數
溫          6
歐          6
鄧          6
鄺          6
方          5
麥          5
彭          5
馮          5
賴          5
陸          5
邱          4
尹          4
曹          4
莊          4
蕭          4
丁         3
文         3


姓     學生人數
伍         3
任         3
卓         3
唐         3
孫         3
徐         3
翁         3
陶         3
傳         3
董         3
甘         2
江         2
呂         2
姜         2
范         2
凌         2
容         2


姓     學生人數
區         2
崔         2
梅         2
韓         2
藍         2
孔         1
勞         1
單         1
游         1
湯         1
費         1
賀         1
辜         1
聞         1
蒲         1
岑         1
巫         1


姓     學生人數
杜         1
沈         1
季         1
尚         1
易         1
金         1
侯         1
柯         1
柳         1
段         1
紀         1
倪         1
荊         1
莫         1
毛         1
丘         1
古         1


姓     學生人數
陳         99
李         61
黃         51
林         42
王         39
張         39
吳         38
劉         35
蔡         25
鄭         22
梁         22
許         19
何         16
楊         15
周         13
施         13
朱         12


姓     學生人數
齊         1
錢         1
霍         1
駱         1
龍         1
薛         1
嚴         1
顧         1
左         1
佘         1
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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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幹事簡介


  新一屆的學生會在經過了艱苦的 "奮鬥 " 後得以
上台，全體成員多謝大家的支持和信任。以下是我們
的內閣成員的一些特點，你清楚多少？


輝記(又名"蕉王")(陳永輝)"人民"主席
極速吃蕉之王,不斷讀書，幸運地，在剛過去的會考中,
得了7個A的成績，但為人十分老土，真是要好好向別
人學習。


閣寶(勞 俏)"人民" "外交"外務副主席
外形似熊貓十分有趣，做事認真,鐘情電腦，用ICQ交
了很多朋友,但要注意飲食。


娜娜(林 娜)"人民"內務副主席
米高積遜的超級頭號擁躉，但不會跳他拿手的"太空舞
"(嗚嗚嗚)，其實幾年前她也是個黑妹(機秘)。


芩姐(黃子芩)"人民" 文書
佢「細細粒」總是不受人注意，但很多中一擁躉, 宣傳
總是記不起她的名字，令人髮指!!但她是一個最多事做
的人，真是辛苦了。


賓賓(劉佩君)"人民" 財政
她被人改名改到頭痛，起初陳星叫她作佩君，之後，又
叫佢佩賓，賓妹一名如此而來，她十分有錢(合家錢)，
但十分孤寒，理財卓越。


基佬(孫炎基)"人民"外展
基佬人面甚廣,待人接物方法自成一套,大家可隨時向他
請教.雖被人叫基佬,但相傳，他的女性仰慕者由北角排
到沙頭角，都唔知真唔真。


檸檬樹(李敏智) "人民"福利
他高1米7,，體重37，他這麼輕,相傳因為他給了全部
的「油水」(利益)給人，自己一點兒也沒有，真是福利
之王。


小穎(袁穎超)"人民"文體
全會最高、頂天立地的，喜歡到處找朋友吹水之人,但
做起事來卻是十分認真的,而且一心為同學搞好活動而
努力不懈.可謂為各位同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妲妲(許詩妲)"人民"宣傳
自前宣傳陳星走後，她就負擔起為我們學生會名揚四海
的光榮，艱苦歷程了。為人可愛，是我們大家的小妹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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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喜歡大自然，
鳥與花香，陽光燦
爛，然後無憂無慮地
散步。


老婆, 當我問
曾老師他的最
愛時, 他笑著
對我說: ?結
了婚,最愛當
然是老婆啦
啦! 我老婆除


了在我的工作上給予無限支
持外, 在日常生活中,她還會
體貼我, 照顧我。?


聖叔的最愛是甚麼呢?原來在閒暇
時,聖叔最喜歡的消遣娛樂就是聽
古典音樂。欣賞柔和、悅耳的曲
調,陶醉在悠揚樂韻中,讓身心得以
鬆弛舒暢,確是一件賞心樂事呢!一
個人的愛好或多或少反映他的性格
涵養。古典音樂能收洗滌心靈、怡
情養性之效,這確是經驗之談,大家
看看聖叔便知此言不虛了。


「美味的菜肴永遠令人開心。」葉校長輕鬆地說﹐很難
想像他也會有此雅興。「我愛吃一種炒飯。」校長說﹐
「把蠟味切小塊﹐加蝦乾和蛋白﹐以及走過油的芋頭﹐
炒成一碗飯﹔芋頭香軟﹐炒飯乾爽﹐口感一流﹗」看
著一臉向往的筆者﹐校長笑了。「蒸魚也好﹗些許姜
絲﹐一點鹽和果皮﹐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尾新鮮的魚﹐
就可以蒸出一盤極好的蒸魚﹗」﹐他又說道。平凡的兩
碗菜﹐顯示了典型的中國文化?-簡單、平實﹐樸素中
見繽紛。


容向紅老師覺得人生
最有意義的莫過於遇
到一些新鮮的事物，
她覺得時挑戰某樣新
鮮的事物或新的嘗試
時，會帶給她很多樂
趣。而知識也能更開
闊，更能享受人生的
趣味。


平時, 老師在我們眼里總是權威的象徵, 他們總是滿口道理,一堆教條, 日常行為似乎總離


不開教學。以至許多人都認為老師們都是些呆板的「課程講演器」。但是, 同學們能否想像,


平日嚴肅認真的一位「大人物」, 竟是對「味之道」深有研究的美食家；一位高大威猛的俊男老


師, 竟然是對小動物充滿愛心的好好先生; 更有甚者,一位平日溫婉嫻靜的女老師, 竟會對小朋


友的寵物-----Snoopy情有獨鍾。這些, 都是老師們課堂以外的另一面。如果大家對朝夕相處的


老師們的個人世界感到好奇的話, 就讓我們來個「大起底」, 為大家獻上精彩的內幕消息-----


老師的最愛!!!


編者的話:
千呼萬喚始出來!


籌備多時的校報《跨越》
終於和同學們見面了,
本期《跨越》內容豐富,
除了各大學會的專欄之
外, 更有「老師的最
愛」、「活動看版」等
有趣內容, 《跨越》蘊
含了編委們的無數心血,
希望同學們喜歡!


指導老師:李小珊老師、韓思騁老師


編輯:黃碩、吳桂花、吳曉群、林金聰、宋安娜、袁淵、黃湛鐘、黃令劼


記者:趙寅、李樂詩、廖子敏、葉愛華、許陳筠、鄺愷瑩、羅曉雲、莊菲菲、張景昕、吳烽熒


美術:鄭積昇


二零零一年四月號  第三期


出版:培僑中學校報編輯組


地址:北角天后廟道190號


電話:25662317
刊頭提字: 曾鈺成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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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time I met you there,


 I knew the times that we could share,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Times which come and times which go,


 I would really want to know,


 Can those times don't go?


 You see there is someone special to me,


 Someone who makes my heart stop,


 I do not know if this is good or bad,


 When you glance at me, I feel so glad.


 So I just ask myself why,


 but all I do is cry.


 Maybe I just need to say,


 It just needs to be this way.


 With my jealousy and hate,


 I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So as I move east and you move west,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I hope you will still remember my name.


Sa dl y,  a s tudent  fro m 7B


passed aw ay in the  apathetic
October. When he was going to
leave this w onderful world, he


said, ‘A lot of things I wanna do. Too many things I haven’t done.
’ Unfortunately,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e can do when death
actually comes -- - wait  in regrets t ill the end o f life . It seems
that what could we do while we are  st ill alive beco mes  very
important.
People always go blank when they are asked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what they are living for. They think it is a rather serious
question. In fact, it is.
For the student’s mother, her so n is the whole of her life. Losing the
dearest, the mother couldn’t find anything else to live for, just as her life
had gone with the death o f her son. At that  diff icult time, she even o nce
wanted to go with her son.
Mr. Power Chan, as a witness, has seen every little change appeared on his stu-
dent fro m an energetic teenager to an ever-sleeping bo dy. He has some thinking
about life. He said, ‘ Treasure whatever you now have as they always leave without


saying goodbye. Or, you will find too late to repent when it is gone
silently.’
Mr. Chan is not the only one who gives out this opinion. The students accompanied with the
classmate to the end of his life. And now, they have learnt to treasure their lives more. Being
happy and po sitive becomes their w ay of life. They enjoy  loving and being loved, and they
care more abo ut the others. A new  relationship has been built up amo ng the class. They
become active, seize any chance in their lives as they know that there is no second chance.
If you just let any chance pass your


side, you will lose it forever.
Everyone dies, and so yo u and me. I be-


lieve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ow n tho ught o f life on
making flying colours appear in our lives. What is yours?
Nowadays, new technology is being introduced every
day, every where. Although we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and ourselves everyday, we still can’t contro l our
life span. We still can’t tell the exact time that we are
going to die (But if you can, please go and have a talk
with your friend or any one you think is reliable immedi-
ately and remember to buy all insurance now!) Life is short,
we have to cherish every second we have in this world.


Life


BitterLoretta Hui 3A


:(


:(Christy Chan 6B


poem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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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p o s i t i o n


Pui Kiu Primary School


Strolling alone the pier, I


saw a number of people gathered somewhere in


front of me. To my curiosity, I approached the crowd and


had a look. Suddenly, I heard a cry for help.


I looked around in the crowd, but nobody had made the


cry. Then I discovered that all the people were looking


down at the water.


‘A boy was drowning.’ A woman nearby screamed, ’Oh!


Poor boy. How I wish I can save that boy. Unfortunately, I


can’t swim … … ’


As I looked down at the water again, the boy disappeared.


I couldn’t stop running towards the step and shouted at the


crowd. ‘Please, can anybody help this poor boy?’ However, no


one answered me. They just kept silent and watched the boy, who


appeared again, waving his arms.


I was angry at that moment. Without saying a word, I put down


my handbag and jumped into the water.


The boy had lost consciousness as I approached


him. In no time, I grabbed


his arm and tried hard to pull him towards me.


Although he was just as young as ten, he was too heavy


for me to grasp. His face was pale and his body was cold.


What I had to do first was to reach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or the boy would in great danger.


Then I put his arm around my neck. Not more than two


minutes, we reached the step. At the same time, an ambu-


lance arrived and later, the boy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And


I was asked to go with the boy for a statement.


In the hospital, I saw the boy’s parents were walking


back and forth. As they saw me, they were so excited that they


just held my hands in silence, with tears in their eyes.


‘He should be alright now, don’t worry.’ I comforted them.


They still didn’t say a word before I left the hospital.


I didn’t get any reward, but giving others help is not asking


for reward.


A Cry for Help


Tracey Lau 5B


school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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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前後後
表面看來簡單容易的事情﹐但實質
上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只有當
局者才能明白當中的難處。
  去年﹐學校Fashion Show設計師之一的我


—胡謙臨。因為自己對時裝相當有興趣加上


自己的意願也是希望可以成為一位成功的時


裝設計師﹐所以當自己知道有份參與這個


活動的時候心裏當然十分高興。由籌備工作


到整個事件的完成差不多用了兩個多月﹐


當中自己需要去做很多事情例如﹕找模特


兒去演繹自己所設計的衣服﹐找Fashion


Show當日所需用的Background Music﹐最


煩厭的就是需要去找一個裁縫和適合自己心


意的布料。這可算是最傷我腦袋的事情。因


為現時香港己很少裁縫願意為客人去訂造衣


服﹐如果真是需要的話那可能便需要去花


費一大筆的金錢。這時我只好回家重新想想


如何解決﹐最後我決定棄用之前的設計﹐


把所有衣服重新設計。之後便出現了一堆充


Fun Fun Show
十一月二日晚上整間學校都被


一股恐佈的氣氛籠罩著。中一至中三


的同學﹐工作人員都悉心打扮自己﹐


而且抱著緊張的心情﹐參加美術學會


重頭節目 — -萬勝節之猛鬼校園派對。
我們花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籌


備﹐設計這個節


目﹐希望營造嚇


人的氣氛﹐令到


同學們更加投入


節目中﹐猶記得


當晚﹐我們以嚇


人的聲音﹐鬼怪


纏身﹐嚇得一名


中一的女生嚎哭


起來。那表示我


們花的時間、努力﹐沒有白白浪費﹐


但是回頭想﹐我真的感到忐忑不安。


美術學會成員


會  長﹕陳家信 副會長﹕李藹齡 統  籌﹕王頌惠 林娜娜


文  書﹕李桂枝 財  政﹕黃文婷 宣  傳﹕譚佩恩 何劍穎


外  務﹕劉嘉莉 譚小鉻 負責老師﹕甄志佳


滿Punk & Rock品味的衣服。


  我自己十分滿意我當時的作品﹐同時我對


我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因為信心對一位


設計師來說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過在


適當的時候也是需要接收一些其他人的意


建。


  當然最開心的就是Fashion Show當日﹐因


為我看到自己辛苦過後的成果可以呈現在各


同時﹐藉此機會多謝同學們


頂力的支持﹐使整個節目能


成功順利地進行。


雖然﹐離別培僑四年﹐


從臨舊校﹐但是覺得美


術學會會隨著時間而不斷


進步﹐而且給予同學很大的創作空間、自


由度。萬聖節猛鬼校園便是其中一個好例


子。所以希望美術學會能夠保持這份信


念﹐令到同學們能充份地發揮他們的創作


能力。


副會長﹕李藹齡


大家好！美術學會又同大家見面喇！今期就等我同大家回顧一下由1999-


2000年度美術學會所舉辦的活動啦。


  在1999年五月﹐美術學會舉行了一個大型的Fashion Show﹐工作人員連


表演設計者人數多達五、六十人。籌備的時間也花了三、四個月。今年的設


計也非常花心思。有新潮﹐也有復古。是不是非常回味呢！


  在2000年十一月二日﹐我們有一個非常驚險刺激的萬聖節聯歡會﹐由於今年的參加者甚


多﹐而名額有限﹐故此只好以抽籤的方法抽選參加者。而未能抽中來臨的本會也心感抱歉！


希望來年有機會再來參加。


今年的聯歡會是歷來活動中最大型的﹐不論


在參加者或工作人員也是人數極多﹐參加者


有六十人﹐工作人員也有五十位之多﹐多得


各位的鼎力支持！在此致以萬分感激！本次


的聯歡會舉行得非常順利﹐展望明年能夠繼


續舉行,到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會長﹕陳家信


位同學的面前。但在這開心的背後更不少得


得到很多同學﹐老師的支持﹐例如﹕甄


志佳老師﹐沒有他沒有Fashion Show﹐我


也就沒有這個機會去發揮自己的才華﹐更


不少得就是在當日一班為我辛苦勞碌過的模


特兒以及我的所有助手﹐現在藉此機會向


你們獻上萬份謝意！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


和你們再次合作﹐再次創造一些更精彩的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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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埸戰爭, 持續了差不多六年, 男女老幼
死亡數字超過一億 – 其中至少一半是手無寸鐵的平民. 固然, 所有戰爭都是修
羅地獄, 但現代戰爭中沒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像.....人間地獄, 在1939年
間,引入恐怖新 型毀滅性
武器幾乎使數 十個城市
在人間蒸發或 化成頹坦
敗瓦.
在大戰中著 名的屠殺


事情有許多, 德國納粹
黨屠殺猶太人 的慘劇便
是其中之一. 自從
1933年納粹黨 掌權以
來, 迫害猶太 人的行動
宣告正式開始. 在1935
年假組侖堡與 行的黨大
會中, 希待拉 宣佈奪去
猶太人的公民 身份及所
有的基本人權, 又頒布超
過四百條反猶太人的法律, 如不准在公園休息, 猶太人要戴上黃星, 否則可入獄
及處死等.
 在1938年11月8日, 一名憤怒的猶太青年刺殺一名德國駐法大使後, 希特


拉便下令褐衫隊屠殺了數以百計的猶太人, 並將近三萬名的猶太人拘捕, 用卡車
運往不見天日的集中營. 這些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每月糧食只得二磅麵包, 九盎
司糖, 三盎司半果醬, 和兩盎司動物油, 所以一年中便有五萬人活活餓死.
 在1941年, 德國人便提出處理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 建設龐大的
屠殺營, 這包括貝根貝爾森, 拉芬斯陸克,毛透生和最大的一個 – 奧許維茲營.
犯人抵達後, 年青的會被挑選去工作, 老弱的則送往其他地方. 被挑選工作的犯
人稍有差池, 就會受到殘酷的懲罰. 最常用的刑罰是鞭打25下, 由勞役人員執
行. 被鞭打的人會綁在木凳上, 由守衛員用鋼鏈或皮鞭抽打, 被鞭笞的人往往是
皮開肉綻. 至於老弱的則會送往醫院打毒液, 或集體送往毒氣室集體毒殺, 此
外, 又以活人進行細菌試驗或其他的科學試驗, 所以送往集中營的猶太人平均壽
命只有三至六個月.
有一位作者慘死前留下:


「在鐵絲綱後面, 在這裏,
令人毛髮悚然的骷骸成堆,
人們在焚化爐中被燒掉,
撒向四方的是他們的骨灰⋯⋯」


而猶太人的屍體, 於德國人來說, 是極具價值的資源, 他們會將死去的人的毛
髮來塞床褥, 金銀牙交去帝國銀行, 研碎的骨作肥料, 人的脂肪用來造肥皂, 而
最好的衣服和個人用品, 便送回德國分派.


由1940年至45年, 短短五年,內
便死了六百萬猶太人, 平均每天殺
害6000人多人, 當中許多是老弱婦
嬬, 這些泯滅人性的惡行, 會永遠
被人們指責.


南京大屠殺
 在第二次大戰中, 除了猶太人受到德軍殘酷的屠
殺外, 我們的中華民族也在這場血腥的戰爭中承受
到不少的苦難.
 在1937年12月, 日軍攻陷南京, 在短短的一年
間, 約三十多萬中國人被殺, 八萬婦女被姦, 那時
的南京, 尤如人間地獄. 日軍佔領南京期間, 日本
兵不僅殺死抓到的每一個俘虜, 而且殺死許多各種
年紀的老百姓.
 死亡於當時身處南京的人來說, 也許只是一種解
脫, 因為他們每天在恐懼中掙扎求存, 過著生不如
死的生浩. 許多南京難民除身上簡單衣著外便一無
所有. 他們沒有援助, 沒有武器反抗, 袛能任憑日
軍擺佈, 而後者則到任何自已喜愛的地方去遊蕩.
白天士兵們闖進安全區的房屋, 尋找看中的婦女,
晚上再回來抓她們. 如果她們已經避起來, 安全區
負責人將被就地用刀捅死, 結果五十歲以上的婦女
和十一, 十二歲的小女孩也逃不過被強暴的命運,
抗拒就是死亡⋯⋯
 曾經有一位年僅15歲在日軍手中逃出的小姑娘,


她述說自己的經歷:「我的哥哥, 嫂嫂, 姐姐和父
母, 全部當著我面前被日軍用刺刀捅死; 然後我被
帶到一個軍營, 那裡有二百至三百士兵. 我被關在
一個房間裡, 每天被日軍強姦數十次, 如此將近一
個半月, 直到我得病, 日軍才不敢再接觸⋯⋯」
 而被日軍抓去的男士們, 雖然日本兵曾允許給保護
無辜抓去的人, 但又有極少人能活著回到安全區.
有幸逃回的人說, 他們被日軍用作供劈刺練習的刺
靶, 他身上的刺孔可以看出是真實的. 另一個人說,
日本兵把汽油潑在他的頭上, 然後點火燃燒. 這個
人別無他傷, 但整個頭部和頸部都被燒傷, 人們很
難相信他是一個人.
  這些例子只佔屠殺中的一小部份, 雖然只是一
小部分, 但日軍在南京禽獸不如的行為, 將永遠地
烙在我們的心底, 使我們永不能忘記. 所以, 不論
以什麼戰爭名義進行的暴行, 都是不可遺忘的, 因
為這些記憶, 能夠有助於我們避免重蹈覆轍, 將歷
史重演.


 各位！你們好！新一屆的歷史學會己經成立了。首
先，我們先介紹一下歷史學會的幹事:


會    長:   6A   李美容
副會長:     6A   許雅屏
            6A   梁述軒
康    樂:   6A   朱威恆
文    書:   3A   蒲安儀
            3A   羅天妮
宣    傳:   4A   陳    星
總    務:   4A   梁中和


 今年的歷史學會將會舉辦許多有益身心的活動,如
在12月初的海防博物館之旅. 中國文化館之旅, 藝術
館之旅等, 同時, 明年我們會進行中國文化風俗之考
察, 研究中國既傅統又神秘的節日文化. 如此精彩的
節目, 各位敬請萬勿錯過!!!!!


歷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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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favourite part 1
Mr. Leung My favorite is classical music. I like to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Every time when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s in Hong Kong, I buy ticket for every concert. I
also like to listen to CDs such as classical music and symphony orchestras. I don’t like pop music. For sport, I like fishing. About 7 or 8 years ago, Pui Kiu middle school teacher team won
the gold medal for fishing. Nealy every week, I go to fish with my family and sometimes with other teachers such as Mr. Mooi, Patrick. He likes fishing very much. He always asks other
teachers to go fishing with him. Ms May Chung I play squash, badminton; I start to lean how to play tennis as well. I like travelling. I wanna go to many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with?)
… With my friends… (how about your family?) What do you wanna know about my family? Em… I am still single. Ms Rachel Li My favorite food is chocolate. I like all kinds of chocolate, white,
dark, milk… (so why are u so slim?) I am a born choclate lover. Ms Chiu I like cycling. I usual go cycling from Shatin to Tai Po. I usually go cycling with my family on Sundays. Ms Leung Play
tennis! But I am just the beginner. Mr Steven Hon My favourite gadget is my computer, I've spent lots of time on my computer and now it is one of my closest "friends". I usually spend some
time with it everyday. I use it for checking email, doing schoolwork, video conferencing with my overseas relatives, finding information, booking tickets, checking flight numbers... etc.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t can help me to do and it gives me so much fun. Ms Ho  My favourite sport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valley ball, badminton and table tennis too! I am very good at playing
badminton. My favorite food is sushi. I like eating raw salmon . I like travelling and I especially enjoy Japan’s relax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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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II
Eric Duan 4B


There is a legend that long time ago in our


school dormitory,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The story goes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in our school, there was a
janitor in the dormitory, she lived on the 8th
floor, as she was kind, she always helped stu-
dents to control the public lift. Unfortunately,
one day, she died from heart attack in the
dormitory...
Since then, students often heard somebody tak-
ing the lift  from the ground floor to the eighth
floor in the midnight!
Now the students who had once lived in the dor-
mitory at that time have all graduated, but no


one dare to talk about that story...


Story I
By Ma Kin Wai 3C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scariest place in our school?


The answer is the staff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This
is because something happened years ago…
In a windy evening, a hardworking teacher was doing
her work in the staff room alone. After working for a
while, she went to the washroom. But the drainage
system was out of order, so she put a basin under the
tap to fill the basin up and use the water to flush the
toilet. Then she went to pack her belongings and went
home without switching off the tap. When she reached
home, she remembered the tap and phoned the ma-
tron at school, to tell her about the situation, because
only the matron and teachers have the key of the staff
room. “The staff room must be fill with water” she
thought.
Just then, a phone call from the matron brought her a
surprise. The basin was only full to the top without drip-
ping one drop of water. But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one inside the staff room! Who turned off the tap? It
was as if someone looked after the basin of water to
prevent it from dripping. Jokes


A man  walked up to a li ttle old lady rocking in a chair on her porch.


"I couldn't help noticing how happy you look," he said. "What's your secret
for a long happy li fe?"


"I smoke three packs of ciga rettes a day," she  said. "I also do a gram of
charlie a day, a spli ff every night, a case of whiskey a week, eat junk food,
and never exercise, and do pi lls on the weekend."


"That's amazing," said the man, "how old are you?'


"TWENTY-FOUR."


:)


Ghost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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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working in PKMS, I
worked in a tutorial center,


but I was not able to
learn as much as
working here.
At that  time I no-
ticed that Pui Kiu


was looking for
a n  t e a c h i n g
assistant. I was
interested in it


and the tutorial
center gave me a


hand. They reck-
oned me. Finally, I


got this job, once
again, I enjoy


myself in Pui
Kiu.


Why do you return to our Pui Kiu
campus after graduation?


I’ve studied in PKMS for 9 years.
After I  graduated from Pui Kiu,
I wanted to develop my ca-
reer on education. And I
hope I can continue my
school life in Pui Kiu, but
in another way, as a
contributor.


Here, I can have
more chances to ex-
change views with
other teachers. Working
in Pui Kiu gives me
valueable working ex-
perience and show
me the way to be an


good educator.


A test 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love to YOU.
It is tea time. You are reading a book of classic love story in a café. Suddenly, you acciden-
tally pushed your plate of cake onto the floor. What would you do?


1. Pick it up and eat it.


2. Don’t want it anymore.


3. Order another cake.


If you choose:
1. Love, sweet memories, ex-girlfriends and boyfriends mean very much to you, and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you to find another love. Don’t say that you can’t find it. Just say that
you purposely let the chances go.


2. Just an opposite of no.1. Love is not that important to you, and you don’t care about
past love. That’s why you rarely miss chances to have a romantic time.


3. Lo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to you, so that’s why you still can’t forget
your first love. We can only say that you are “Love crazy.”


psycholog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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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培僑中學陸運會
三A 陳曦月


十二月十三日是本校第四十二屇陸運會的第一天。可是天公不
作美，一早就下起雨來，但同學還是準時到小西灣球場，等待陸運
會的開幕，絲毫不減興致。
    上午九點左右,在校長的致詞,裁判員和運動員的宣誓後,陸運會
正式開幕。由於天氣的關係,部分賽事如跳遠等被迫取消。可是最精
彩的徑賽照常進行。首先進行了一百米預賽和男子一千五百米決賽,
運動員的發揮并未受天雨影響, 一千五百米男子丙組的前八名同學
都破了大會紀錄。下午進行了二百米和四百米預賽。盡管有些同學
在比賽中跌倒,可是他們都發揮了運動員頑強拼博的精神。 有的同
學還打趣說:「在雨中跑步別有一番滋味。」
   十二月十五日是陸運會的第二天,也是最精彩的一天,因為所有剩
餘獎項將在這天產生。休息了一天的運動員們重返賽場。這天,迎接
他們的是燦爛的陽光。當天比賽的項目很多,有鉛球、三級跳遠、跳
高、八百米、四百米決賽,一百米決賽,二百米決賽,男子五千米等
等。 此外,這陸運會還增加了兩個項目-----家長、師生競技賽,比
賽很激烈,有跳繩等項目,增進了師生,家長間的感情,它將成為本校
陸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
    參賽人數最多的要數女子一千五百米公開賽和男子三千米公開
賽了。分別有五十人和八十人參加,其中包括老師和家長,增加了比
賽的趣味性。
   下午四點半, 陸運會正式閉幕。在這次飽受風雨和陽光洗禮的運
動會中,共產生了三十七面個人金牌,有四十七人和十三個隊破了大
會紀錄。,可謂妁收穫不少。不過,最大的收穫還是同學們體驗到了
貫徹始終的體育精神。希望同學可以將這種精神發揮於學習中,戰勝
生活中的風風雨雨。


開心呀! 但


不是很辛
苦.


拿到第二名不是太開心!


跑越野賽辛苦呀! 但是
我不覺得. 因為人生救


好像跑步一樣越野賽
11月3日


拿到第一名感覺普通


啦!但覺得跑越野賽不


辛苦!拿到第一名開心啊﹗他們
全部都說是在預計之內.
覺得跑越野賽辛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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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的最愛是烏
龜仔，因為烏龜仔
綠色的殼看上去非
常可愛。陳老師曾


養過龜仔，養久了，牠們與他就不會那
麼生疏，當他拿了香噴噴的食物靠近牠
們時，牠們會主動爬過來，從他手中
「接」過
那份食
物，品嘗
起來。


蘇雪清老師的最愛是卡通人物
──史諾比。真是出人意料!她由
中一開始已經迷上史諾比。初時只
是喜歡史諾比的外表,覺得其傻傻
憨憨,非常可愛趣緻,純真極了!漸
漸地,她從漫畫之中了解到史諾比
的性格,認為史諾比極之有性格!於
是,瘋狂的她竟將有關史諾比的漫
畫全買下了!不僅如此,從那時候到
現在,她不斷地收集有關她偶像的


物品,如文具、擺設和日常用品等!她就只差沒把全套史諾
比穿在身上了!當然,蘇老師也十分欣賞漫畫書中所隱含的
哲理,她覺得看漫畫還可以學習英文呢!


陳碧儀老師是今年新到培僑任教
的中文老師。她認為教書不但傳
授了知識，也豐富了自己的經
驗，當她得到學生的回應時，會
有一種成功感。她還到，教書應
注重教學生怎樣做人。陳碧儀老
師說課余也喜歡戶外活動，因為
要有健康的身體才更好地投入工
作。


說到最愛的,卓老師滔滔不
絕,原來她最愛的是看書，
如小說、雜誌。她認為閱
讀的時候,既可吸收新的知
識,又可作消閒娛樂,的確
是一大樂事,而且又可作為
與知識一次心靈的交流。


讀《入境故事》有感
3A 陳曦月


我懷 好奇的心讀完了全書。書中同胞們的酸、甜、苦、辣使我感觸頗深。這也難怪，因為我也是新來港的一份子。
對於新來港的人來說，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融入香這多元化社會。書中的人物，有的對電梯、巴士不適


應，有的對擠迫的住宿環境不習慣，有的語言上有障礙⋯⋯讀到這些，我又想起自己初到港的景像?我彷彿來到了一個陌生
的國度，周圍的人講的都是「外語」。這時，普通話已不再普通，並且成為了一種少數民族語言，讓我感到狼狽。
然而，人往高處走。我已漸漸適應新環境。書中的人物都在馬不停蹄地為生活而奮鬥，其中有一些人的生活已得到較大


改善。張太剛來港時，對港不適應，以致女兒暈倒也不知如何去醫院。完成「僱員再培訓」的「家務助理課程」後，她不但
成為了「新來港人士互助托管服務」的媬姆，還經常擔當家務助理。她的責任感很強，所以受到客戶的好評。張太通過奮
鬥，闖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阿青也是通過努力不懈的學習才從不懂英文到了講得一口流利的英文。這些故事告訴我一
個道理做人要有奮鬥的精神和樂觀向上的態度。當然，如果一個人生活在順境中天天都很快樂，就不能算樂觀的了。因為只
有人們遭遇挫折時，才能得到真正的考驗。
本書便我體現新移民勤奮向上的精神的同時，也反映了一些問題。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對英文的要求較大陸高，許多新
來港人仕都不懂英文，再加上內地的「文憑」在這裡不適用，找起工作來很吃力，即使參加了再培訓也不見起色。其實這些
人都很想為香港作出貢獻，不就是沒有機會。還有一些像李伯一樣的人，為香港默默貢獻了幾十年，卻得不到基本的福利，
原因是因為在港居住時間不夠長。我認為對這樣的人應予特殊照顧。香港雖是法制社會，做事很講規矩，可這並不代表沒有
人情。李伯付出這麼多，得到的又是什麼呢？難道對香港貢獻的大小與居住時間有必然關係嗎? 為什麼有些人在香港土生土
長，連一點貢獻也沒有呢? 我也希望香港在重視經濟和教育的同時，也多為那些有需要的人給予足夠的幫助。書中內容畢竟
有限，新來港的人仕還得繼續奮鬥。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他們的奮鬥會帶來成果。


劉老師有很多
喜愛的事物。
她說了其中有
廣東菜、海
鮮、甜品、生
果等，反映出
劉老師有均衡
的營養。而劉


老師認為沒有壓力的時候吃自己喜
愛的食物是最幸福的。她認為肚餓
時，不吃東西就會無力，無心情做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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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28日，比爾于美國西雅圖出生.


1962年：7歲的比爾參加了西雅圖世界博覽會，首次


接觸電腦科技，是次的世  博會影響了比


爾的一生，使他對科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並立志日後要住進當時展覽主題之一，以


電腦化，智能化為目標的『奇異家居生


活』。


童年時代：童年時代的比爾十分散漫, 整日心不在


焉。搖頭晃腦，成為老師針對的對象而他


則解釋為他正在想東西. 這一習慣也保留到


他成人, 並成為一種特有的『注冊商標』. 但此時的比爾


已表現出在數學計算, 閱讀能力的天份, 被稱為『愛搗


蛋的資優兒童.


1965年：比爾參加童軍, 在這活動中認識了多位日後在事業上和


作的好伙伴, 其中一位便是肯特．伊凡斯．


1967年：比爾入讀湖邊中學，與肯特從逢．


1968年：比爾首次在電腦課上接觸了電腦，並認識了學長保羅．艾


倫，日後他成為比爾事業上的重要和合作伙伴．


1968年年底：比爾以Basic程式語言編成他的第一個電腦程式，時


年13歲．


1969年：被當時稱為『程式三人組』的比爾，肯特，保羅一起成為


『西－庫－比』公司的兼職程式設計師．


1970年：２月，『西－庫－比』公司倒閉，成為比爾人生中第一個


重大打擊．


1971年：６月底，肯特因山難去世，這事使比爾永生難忘，


1972年：年僅１７歲比爾在中學畢業前夕，與保羅成立首間公司


『Traf-O-Data』，從事車輛計數器生意．


1973年：比爾進入世界聞名的哈佛大學就讀


1974年：首台個人電腦面世．比爾把『Traf-O-Data』公司改名為


微軟公司（Microsoft），並與生產上述電腦的MITS公司


和作，提供經改良的Basic程式軟件給個人電腦用戶使


各位同學，千禧電腦學會的各位幹事聚首一堂，時刻準備為豐富同學們的電腦


知識而努力！在與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校刊上，我們特別介紹電腦界的泰山北斗


比爾．蓋茨，多點向他偷師吧！下一個電腦天才是你也不奇怪喲！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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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業務迅速發展．


1975年：比爾毅然自哈佛大學休學，全心投入事業．


1980年：微軟與IBM合作推出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MS-


DOS.


1980年： 個人電腦開始普及，促使微軟開始取得業內


領導地位．


1980年：年僅２５歲的比爾，名列全球首富之一．


1981年：比爾捐贈一座『數學科學館』予湖邊中學，


以紀念肯特．


1982年：11月10日，微軟首次推出個人電腦操作軟件


『視窗』（Windows），個人電腦進入圖像化操


作紀元


1990年：5月22日，『Windows3.0』面世，成為個人電腦的基本操


作軟件．


1994年：1月，比爾與下屬美蓮達．法蘭結婚


1995年：『Windows95』面世．


1995年：微軟大力發展及推廣互聯網


1996年：4月，被稱為『Windows96』的比爾的女兒珍妮花‧蓋茨出


世，令比爾的人生觀有了巨大的改變．


1996年：比爾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及成立基金會．


1998年：２微軟與Intel合作推出電腦『自我治療』系統，並發展


具語音輸入及人工智能的電腦．


1998年：6月，『Windows98』推出世場．


2004年：比爾的住所『高科技宮殿』落成．至此，比爾實現了童時


夢想．


有關此居所的詳細介紹
將刊登在電腦學會第一期的會刊上


敬請留意







2000-2001年度生物學會幹事成員


前排（由左至右）﹕陳啟智（副會長）、謝寶欣（宣傳）、郭佳


娜（財政）、


李綺媚（文體）


後排（由左至右）﹕曾志群老師（顧問老師）、吳宇添（副會


長）、


尹柏傑（外展）、曾曙昕（會長）


生物學會創立於一九九五年十月，是一個由學生和老
師攜手合辦的校內組織。會員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幹事會
員，主要負責管理學會事務﹔第二類是委員，主要協助舉
辦活動﹔第三類是普通會員，也是佔本會數目最多的。
自創立以來，生物學會一直抱著一個宗旨『跳出課室


外』。務求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讓會員從中獲得課室以
外的知識，擴闊眼界，增廣見聞，從而培養和增加對生物
這門科學的興趣，同時在學好生物知識，豐富課餘生活之
餘，盡情享受生物知識所帶來的樂趣。


回顧


隨著新一屆生物學會的成立，我們真


正地退位了。去年多姿多彩的生物學會


活動，不但豐富了校園生活，更培養了


我們的領導才能，同學之間的相處之


道。


為了發揮同學們的創意，我們舉辦了


『雞蛋撞地球』。首次開創的『雞蛋


撞地球』活動，得到葉祖賢校長的大


力支持，同學們的踴躍參加，使我們得


到空前成功。此外，我們還舉辦了綠化


校園的活動，例如成立種植小組，班房


盆栽種植比賽，養金魚等等。


為了加強同學們的環保意識，生物學


會和地理學會邀請了『地球之友』來


我校舉行活動，宣傳水的重要性，呼籲


同學們珍惜用水。


為了豐富同學們的生物知識，我們還


舉辦了『海夏灣之旅』，使同學們對


海洋生物有更深的了解。


我們在此感謝曾志群老師，他在過去


的一年指導著我們，使每一次活動都能


圓滿結束。但由於我們的經驗尚淺，未


能每事做到盡善盡美。在此，我們希望


新一屆的生物學會能承繼生物學會的優


良傳統，並改善不足之處，做得更好盡


力為同學服務。


1999-2000年度生物學會


活動一覽表
展望


新一屆生物學會正式成立，我們


也明確地定下了今年的目標，就是


藉著課外活動來加深同學們對生物


的認識，也希望能帶給同學們有關


環保訊息。


我們會承繼上一屆生物學會的優


良傳統，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例


如種植比賽、參觀米埔濕地等。


另外，更會舉辦一些富有新意的


活動，例如在校內成立『養龜特


攻隊』，讓同學嘗試解剖等活


動，務求豐富各同學的生物知識。


我們將會與其他學會合辦活動，


例如與科學學會合辦的『雞蛋撞


地球』，以提高我們的組織能力


和增加活動之趣味性。稍後，本會


之顧問曾志群老師更會在生物室內


製作一個溫室，供同學們觀賞。


本年，我們更擁有高達 150名的


會員。大家的積極參與和對活動的


投入，可以幫助我們達成今年之展


望。


        本屆生物學會


十一月    種植比賽
                養龜特工隊


十二月    雞蛋撞地球
                出會刊


一月        考試！


二月        解剖『超力仔』


三月        參觀米埔
                睇中華白海豚


四月        去綠田園
                出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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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power!
他來了, 急步地走, 滿面的紅光, 他來到講臺前, 手忙腳亂地放下講義,


接上喇叭的�m源, 然後興奮地拿起粉筆, 清一清嗓子......然而課室仍然亂成
一片, 眾同學似乎忽視他的存在, 「坐低啦! 」「哈哈」同學仍在嘻笑, 「哈
哈......」他大怒: 「上課了! 」「阿sir, 還有五分鐘!」有人答道。「噢?!」
他詫異地低下頭看看表。「哈哈......」他難為情地笑了。
  終於上課了, 大家都坐得端端正正。他拿起講義, 當那些√β,χ,π等映入
眼帘時, 他立刻精神起來, 周身散發英氣。「你們不要小看數學, 這門學科是
堅實的理論基礎, 對將來工作和學習大有幫助。」百聽而厭的陳腔濫調, 他說
來, 卻充盈�真摯的感情。「現在開始計數, 這題太難了, 讓我把它分析得簡
單一些。」一開始就說難,這世界恐怕沒有幾個老師會這麼坦白,然而同學們似
乎很受用,看�他把繁複抽象的難題化為簡單具體的運算,我們不禁發出惊嘆。
  「噢?我不識了,怎麼辦......」他忽地停下,搓�手,滿臉通紅,不知所措。
「哈哈哈......」同學們大笑了,「哈哈哈哈......」他也笑了。「哈哈哈哈
哈......大家笑得更厲害了。「唔......」他搔�頭,忽然叫了起來:「原來如
此!」於是又眉飛色舞地講下去。「點解阿sir這麼喜歡講笑哪?」「不講點笑,
點同你們打好關係,不打好關係,你們又點會認真聽書?」他半認真地說。
「唔......」大家恍然大悟。「點解有人叫你power?」「因為他計數勁囉! 勁!
power!」大家異口同聲地答, 他卻笑了, 七分謙遜, 兩分驕傲, 再加一分不好
意思。
  下課了, 急急地他走了, 正如他急急地來, 他一臉的興奮, 忘了帶喇叭!
他是誰? 他就是我們的數學老師陳勁力!         數學王子


數學家小傳
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69-1650)
   對於笛卡爾這個名字並不陌生, 他除了是偉大的哲學家、物理學
家, 還是解析幾何的奠基人呢！
  笛卡爾出生於法國的一個名門家庭, 自幼喪母, 體弱多病, 加上
父親的溺愛, 他在床上度過了很多時間。 八歲上�a, 老師特許他可
以晚起, 讓他有多些休息時間, 但笛卡爾並沒睡懶覺, 而利用這段
時間鍛練晨思。 傳說笛卡爾的坐標概念, 就是躺在床上觀察虫子在
天花板上爬行的情況想到的。
  1616年他畢業於普瓦界大學, 做過律師, 1617年當了兵。 一次
他成功解決了在街頭海報上的數學難題, 使他確定了研究數學的意
向。 當兵期間, 他不斷地思考、研究數學, 尋找解析幾何的��索。
  1628年, 笛卡爾在荷蘭定居, 寫下了《方法論》、《形而上學的
沉思》等著作,
而解析幾何著作《幾何學》在《方法論》一書中發表。
  笛卡爾的《幾何學》引入了常量數學發展到變量數學的新思想,
開始了數學界的一次革命。 他証明了幾何問題可歸結為代數形式的
問題, 運用代數技巧可使解決幾何問題時更為容易, 推�V了對曲��
的深入研究。 這一工作不僅使整個古典幾何領域�]於代數學家的支
配之下, 而且加速了微積分的發展。
  1649年, 笛卡爾擔任了瑞典年輕皇后的教師。 因為他睡眠不足,
身體虛弱, 受不了瑞典冬天的酷寒, 得了肺病,1650年2月11月,
這位偉大的數學家與世長辭了。
  後世對笛卡爾在數學界的貢獻有很大的評價。 馬克思在《數學手
稿》一書中說:由於笛卡爾把代數應用於幾何, 也就是由於解析幾何
或高等幾何, 函數的概念獲得了新的發展和重要意義。


A


B C
D


E
F


G


已知 AB=AC﹐DG和 CE垂直於 AB
及GF垂直於 BC﹐證明 DG+GF=CE？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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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下雨的季節,
你與我
在稀落的街頭分手。
 永恆是我倆的冀盼。


在那個萌芽的春天,
 ?緣份的天空
你與我
掛起了友誼的橋樑:
沉浸在相遇的喜悅;


在那個慵懶的午後,
樹梢上蟬鳴聲聲;
你與我
伴著郎郎讀書聲,
渡過金黃的季節;


在那個豐碩的金秋,
踏著黃葉片片;
你與我
帶著寒意清風,
傾訴不盡的少女情事;


在那個威嚴的寒冬,
颯風尖著嗓子尖叫;
你與我
裹上厚厚的毛衣,
遨遊
在恬淡朦朧的藍天
中。


這一切你可記得?
歲月的輪盤不停地轉,
過去像膠水般
黏於心中;


把握不住的悲哀,
在心中纏繞;


隔了一個海, 彷如
隔了一個世界:
拋出去的思念,
得不到回應?!


舊友, 如陳酒:
芳醇濃郁;
留一個空間,
讓友誼駐足。


2000-2001年中文學會:


主席: 黃碩


副主席: 王令劼 林金聰


宣傳: 吳曉群 蔡瑪莉


財政: 宋安娜


文書: 吳桂花 莊菲菲


總務 : 陳國濠  張景昕


出版: 羅曉雲 鄺愷瑩 吳烽熒 葉愛華 許陳筠


指導老師:容向紅 李小珊 陳碧儀


今年, 中文學會的目標是推廣閱讀和寫作風
氣, 為此我們已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我們將以
往限量發行的文學刊物《野草》定為中文學會的
正式會刊, 更名為《雅韻凝芳》, 取其「去蕪存
菁, 精華再煉」之意, 並加入了一些新元素, 使
其成為一本內容豐富的綜合性文化刊物。我們亦
全權負責校報中文版的編輯工作, 以期讓同學們
獲得更多資訊。同時,我們亦推出「專題閱讀」計
畫, 推廣各類小說, 並為此舉行了電影欣賞及問
答比賽, 讓同學們從各個角度去領略文學作品的
魅力。


雨心


二零零零年 九月 成立了！
十月 招收會員
十一月 第一期《雅韻凝芳》出版
十二月 電影欣賞��挶?地球反擊戰


二零零一年 一月 考試、放年假
二月 閱讀有獎問答比賽
三月 中文週
四月 第二期《雅韻凝芳》出版


電影欣賞
五月 閱讀有獎問答比賽


第三期《雅韻凝芳》出版


                   校友阿勉
當離別的鐘聲迴響在沉寂的走廊﹐
顫抖了﹐含淚的心。
風兒﹐告訴我﹐
是誰驚醒了這甜美的夢?


課室里寒窗苦讀﹐
球場上揮汗如雨。
在柔柔的風中﹐
靜靜的拂過了多少歲月。


恩師凝視的目光﹐
緩緩的掃過課室的每一個角落。
那深情的雙眸﹐
包含了許多﹐許多?


又一次﹐風過迴廊﹐輕輕拂動灰色的裙
腳。
驀然回首﹐但見身後的依依足印。
耳邊﹐細語喃喃﹐
忘不了﹐忘不了。


畢竟沒有人﹐
能夠令時光逗留﹐
就如﹐
多晶瑩的淚光也挽不住彩虹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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