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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


愛我中華
上海南京之旅


四地青年看祖國


感受國家經濟飛躍之餘，我們也不忘回顧祖國歷史的點滴。在南
京，我們以歷史考察為主。我們先後參觀了巍峨肅然的中山陵及總
統府，見証了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偉大。我們更到「南京條約」簽
署處－－靜海寺，在敲響寺內的「警世鐘」之餘，也樹立了一塊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五週年的紀念碑，表達了兩岸四地大、中學生一雪
國恥、振興中華的決心。而使我們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參觀「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面對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種種惡
行，我們心如刀割，眼淚直往心裡淌......前事我們決不可忘卻！祖
國今天的成就可是許許多多前人的鮮血換來的呀！我們可要珍惜今
日的繁榮和昌盛，更應該努力達至祖國家的和平大統一。紀念館內
十六的大字正好表達了我們兩岸四地年青人的心聲：「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以史為鑑，同創未來」。


參觀游覽


學習交流


最後，衷心感謝學校組織我們參加這麼有意義的交流活
動，既擴闊了我們的眼界，也增進了我們與兩岸四
地學生的友誼。在新的學年，我希望各位同學，
特別是新加入我們這一個培僑大家庭的師弟師
妹，能夠積極參與學校組織的活動，豐富大
家的校園生活。


展望未來


很高興可以在此和各位同
學分享一下我們一班中
七同學在暑假參與一個
名為「兩岸四地青年
大匯聚」的活動。是
次活動，顧名思義，
匯聚了兩岸四地，包
括香港、澳門、台
灣、國內的高中及大
學生，進行了一次
「愛我中華」的參觀
及交流活動。通過
是次活動，我們既
考察了經濟發展迅
速的上海，也參觀
了素有六朝古都之
稱的南京。而更難
得的是，我們兩岸
四地的學生，得以
交換彼此的學習心
得、分享對方的生活
體驗、欣賞各地的文
化習俗。


活動的首站是上海。在短短的三天，我們的足跡遍及了上海的各個
角落。從黃埔江岸到蒲東新區、從上海石化以至城市規劃館等，都
使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對上海急速發展的經濟文化，團友們
都從心底裡湧出了一種民族的自豪感。據當地的大學生表示，改革
開放二十多年來，上海人民的生活質素逐年提高，經濟體系日漸完
善。的確，在參觀期間，我們都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那股動力確
實是勢不可擋的。


參觀之餘，我們當然不忘把握這次難得的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我
們親切地交談，忘懷地交流。作為即將肩負建設社會大任的年青
人，我們就自己的抱負、對將來的期盼，各抒己見，滔滔而談。身
處不同的社會環境，彼此對將來的追求的確有莫大的分野。國內的
大學生，他們對知識的追求，對社會的承擔，確實是值得我們一班
香港的年青人好好學習的。他們普遍認為，隨著中國進一步改革開
放，世界經濟逐步一體化，擁有一個國內大學學位是不足以面對將
來社會的挑戰的，只有不斷地進修，瞭解國內的發展情勢，融合國
外的先進科技，才可以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處於不敗之地。而台灣
的學生，面對內地經濟的蓬勃發展，台商紛紛湧進內地投資，完全
明白到台灣的明天不可能閉門造車，閉關自守了。他們認為台灣經
濟及社會的發展，將越來越依附於國內的發展形勢之中。因此，他
們既要不斷的進修和學習，更須要不斷瞭解國內的發展情況和政
策，在祖國飛躍發展的過程和契機中，發揮台灣特有的優勢。我們
作為香港未來的主人翁，身處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面對祖國經濟
急速起飛，也應該好好裝備自己，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跨越 第七期4








新一屆生物學會終於成立了！今年我們亦會秉
承生物學會的傳統，繼續為同學提供活動，加強同學
們對生物的興趣及豐富關於生物方面的知識。本年計畫
舉辦的活動包括生物標本的製作、野外考察、顯微鏡下欣
賞生物世界、紀錄片回顧等。


生物是於我們關係很密切的科目，因為人類亦是生物
之一，如果各位同學想多了解生物，請加入


生物學會這個大家庭吧！請大家多
多支持生物學會，我們一定不會
令你失望的！


數學可謂人類科學王國中一顆寶


石﹐為了讓全體同學進一步了解和認識這個神秘
而又富有挑戰的世界﹐我們學會首先讓全校同學
都成為本會的一份子。可以說在全校的眾多學


會中﹐數學學會可說是一個精英會聚的家
庭。
首先﹐數學學會會繼承往年的傳


統﹐為同學們訂購價廉物美的計算
機和舉行IQ擂台﹐並組織一系列與數
學相關的活動﹐以此提高同學對數學


的興趣和展現他們的才華。
希望全校師生都能關心數學學會的發


展﹐並向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


         隨著經濟發展步伐加劇，各行各
業的競爭也逐漸增大，不斷學習是任何一個人都


必須做的事，說好普通話，也成了自我增值的目標。況
且作為一個中國人，祖國的語言也說不好，是怎麼也說不
過去的。


        因此我們成立了普通話推廣小組。本小組成立的目的
是為了營造一個普通話的校園，提高各同學對普通話的興
趣，借此能讓同學更輕鬆地學習普通話，以提高普通話的水


平。更重要的是讓同學了解到普通話在現今的社會是非常重要
的：普通話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語言，加上內地經濟發展蓬
勃，普通話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在未來，本小組會舉行多個不同的活動，希望同學能踴
躍參加，謝謝各位。


你知道一個有魅力的人=30%言+30%行+30%
包裝+10%外貌嗎? 假如你已非一個俊男或美女，但又想
做一個有魅力的人，怎麼辦?


加入戲劇學會是你必然之選。
戲劇學會就是教你怎樣將面皮加後到長不出顏，繼而使你


的言行趨於完美。教你怎樣在全世界最浪漫的地方，最浪漫的時


機，對你喜歡的人做出最浪漫的表白。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比喻，站在一個較正經的角度，相信沒有人


會否認一個會說話，「面皮厚」的人比其他人「吃香」很多。然


而，「會說話」，面皮厚其實也是需要訓練的。　
很多時候，都是緊張，「怕瘀」阻礙了說話，然而，在戲劇
學會中，你已在表演台上「瘀」到麻木時，下台後，你就知


道自己已不知何謂緊張和害羞了。


各位同學，新一屆歷史學會已經成立，成員由6A班同
學組成，主席許浩鎔，副主席黃啟光，李凱玲，其他幹事包括


譚靜文﹑鄺愷塋﹑朱詠研﹑郭家傑和陳欣妮。歷史學會將透過舉
辦一系列參觀活動，增加同學們對歷史的興趣及認識，首次參觀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活動已於十月十二日舉行，是次活動反應熱


烈，我們將於十二月組織同學參觀中西區文物徑﹔另外，於一
月及四月亦會有參觀博物館的活動。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可以以歷史為


鑑，學習做人處世之道，希望同學們積極支持歷史
學會。


學
會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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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甚至批評邀請來的嘉賓。除此之外，X先生似乎很少提出過富建設性的建
議來改善時弊，幫政府改善施政。這樣一味地責罵而又無實質建議的風格實在
令人覺得是譁眾取寵，博出風頭。


類似的帶諷刺意味但又泛泛而談的傳媒節目或者欄目在電視、報紙都有，它們
通常以誇大失實的手法報導事件以此來吸引觀眾或者讀者。


雖然這種類型的評論手法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但這些是香港人每日都會接觸
到的，久而久之對人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這種影響不是隨便一個人跟你閑聊
幾句跟你聊兩句所帶來的影響可以比擬的，它是一個社會性的風氣。有句成語
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傳媒利用了它享有的自由度任意向市民傳送責
罵，諷刺的信息，就算一個人再不喜歡，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薰陶感染也會說
話火爆起來。


這就是傳媒在責罵文化的盛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改善方法
責罵﹑惡語傷人﹑人身攻擊向來都被視為低文化水準而且粗野的行徑。如果
任由責罵文化綜合症肆虐香港，恐怕這種臭罵的文化會成為東方之珠最引人注
目的瑕庛。責罵文化綜合症在香港潛伏已久，要完全根治並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依我所見，可以分兩部份根治。第一個療程是減輕普民大眾的生活壓力。
第二個療程是全面調整香港社會的文化與心態。


沒有誰不想過輕鬆﹑愉快的生活。相信，只要多提倡輕鬆簡單的生活，並且社
會提供減輕壓力的途徑，普通市民是願意換一種愜意點的生活方式的。再說，
責罵文化綜合症的病人不停地怨天怨地和他們受到的壓力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減輕壓力就可以減輕責罵文化綜合症的病情。


以下是幾種心理學家證明能應付生活壓力的幾種療法。


首先，可以試著控制週圍的環境，可以控制的事總比不可控制的事情帶來的壓
力小。舉個例子吧，大家都經歷過考試的日子。沒有複習計劃的人，一定會感
到無從入手，又焦慮又緊張。這是因為複習內容的多少已經不在他的控制範圍
內，考生當然為此承受不少壓力。 相反有計劃的人，對自己的水平與程度都有
一定的掌握。即使不是信心十足，承受的壓力也不會太大。把這種方法代換到
生活中去就是要維持一種控制的感覺。凡遇到生活中不順境的事，都嘗試找解
決問題的方法，按步就班地控制困境。現在，香港的苦業主可不少。我就不相
信他們之中有窮得揭不開鍋蓋的。哎，光是嘆氣是什麼都得不到的，而且只會
讓壓力越來越大。計劃一下如何省錢還債就是一種控制環境的做法。這個方法
既樂觀又主動，對自己的前景有一定的期望與了解，生活上的壓力自然減少。


第二個減少壓力的方法就是尋求外在的社會支持。許多寄情與責罵的人都不情
願與身邊的人談及自己的難處。這是顧及面子有或者是擔心家人不明白自己的
緣故。在香港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社會產生了一群中年失業的男子。他們不
願與家人談及失業的煩惱，以至終日在家裡生悶氣抱怨來抱怨去。上千上萬的
失業大軍在怨天尤人就會造成社會上責罵的風氣。


當我們面對壓力，別人的幫助與溝通能夠為責罵文化綜合症的病人提供抒解抑
鬱情緒的途徑。在溝通的過程中，患者也許可以得到百思不解問題的答案或者
可以讓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看壓力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在與人溝通可以
起著分壓的作用。與家人溝通，了解到有人願意與自己面對難題。與朋友溝
通，了解到有人與自己面對著相同的困難。溝通以後自然就可以感到有人在與


自己分擔壓力，從而獲得信心與鼓舞。


第三個方法是運用娛樂和勤做運動。娛樂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就是興
趣。例如，聽音樂﹑彈琴﹑寫字畫﹑種花等等。把時間花在自己愛做的事情
上可以增加愉快情緒，降低生活中的悲觀情緒。古人在事業上不能一展抱負
的時候，就會歸隱田園深山中種菜種花。這和以興趣減少壓力的原理是一樣
的。


除了培養自己的興趣，還可以做運動減少壓力。運動可以提供時間遠離壓
力，停止責罵。另外，適量運動可以使人的呼吸頻率和血壓在休息的時候降
下來，這樣人的心境就會較為平靜。心平氣和的人自然也不會什麼事都埋怨
責罵一頓。


以上都是針對市民個人而言的，其實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才是治療「責罵
綜合症」的根治方法。首先要改變社會的思考層次與模式。人的思考層次與
模式不是可以朝夕改變的，要治療凡事都責罵的病態，就必須從根基──教
育抓起。


大部份香港人只會從單方面考慮問題，也缺乏深層次的見解。所以常常人云
亦云，傳媒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只看見問題的表面就隨大流或自己的一時
感覺妄下批評。這個現象的猖獗，教育也須負上一部份的責任。教導學生從
多方面思考與客觀分析是很重要的。但是香港的教育就恰恰缺少了這一環。
假若當年香港人可以理性地分析身邊的事情，也許跟隨潮流抄樓而破產的人
數會大大減少。沒有建設性見解的報章雜誌也不會在市場上如此盛行。當然
隨風起浪的責罵聲音也不會如此吵耳。


第二個療法是從治療香港文化入手。《XX日報》﹑《YY日報》在香港
的銷售量最高。不同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大型報紙，這香港的這兩份日報走的
是小報的風格。一大疊報紙只有七分之一與每日新聞有關，大部份卻是教授
讀者如何娛樂﹑如何賺錢﹑如何消費。報紙的高銷量可見香港拜金主義的盛
行，與對物質生活的熱切追求。一旦經濟走下坡，香港就馬上作出悲觀消極
的情緒。


文化的層次淺薄，令香港人面對困難只會作出原始的反應──責備他人，以
求心靈上的慰藉。建立香港的閱讀習慣，有助擴闊眼界與豐富思維而且可以
提高批判能力。多讀書的人見多識廣，對於別人的觀點不會囫圇吞棗地接
受，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所見所學作出獨立的理性的分析。這裡所說的閱讀，
是指閱讀有見地，有豐富文化知識的書籍。可惜，香港許多人只會欣賞一些
顯淺的文章，沉淪在漫畫和低文化水平的刊物中。所以推廣香港人的文化素
質是有必要的。


另外一個方法是提高香港人的精神生活素質。正是由於香港人對於物質生活
的過份追求，社會上才會出現許多不理性的批評抱怨聲音。把生活的重點從
物質的享受轉移到思想的薰陶，人就不會常常因為個人利益的得失而產生負
面的情緒。


現在，正是提高香港市民精神生活的好機會。香港正處於經濟的低谷，市民
的消費力疲弱﹐物質生活的下降，政府可以乘著這個機會提高精神生活素
質。例如，可以提倡市民以音樂﹑美術﹑書籍等精神補品來填補買東西﹑空
閑的時間。更可以多辦大型的高雅音樂會或者文藝展，誘導市民從追求物質
享受到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為市民打下一支「責罵文化綜合症」的注射免疫
針。


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城市，只要不涉及人身攻擊或者淫褻內容和顛覆國
家，誰都可以在任何場所暢所欲言。傳播媒體亦也是如此。許多人都讚揚
這一點，但是站在責罵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香港的傳媒是很大的一股推
動力。


X先生可以說是電台節目中最具爭議性的主持人了。先撇開政治立場，就
X先生的言論形式來說，是非常火爆的。他在電台節目中總是談論香港的
社會現象，評論熱門話題，可是X先生以喝罵的語調批評時弊，批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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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壓力
歌仔有唱：“生活淡淡似是流水．．．．．．”，意境雖好，但這似乎並
不是香港人都市生活的真實寫照。正正相反，香港人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還
是以缺堤的洪流來比喻比較恰當。


只要在上下班的巔峰時段走到金鐘地鐵站港島線和荃灣線的轉線月台，當列
車到站的時候，無論男女老幼，高矮肥瘦，一湧而出地奔向對面的列車。無
論氣勢還是規模，與洪流相比都不相伯仲。是的，這就是生活節奏急促的香
港。


在這樣一個高工資，高效率，高物價，存在高風險，充滿高度競爭的商業社
會，生活壓力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人的壓力很自然地是要釋放出來
的，或者做做運動，或者聽聽歌曲。可是壓力一大，或者同時有多種壓力，
要減輕它不是說到做到那麼簡單，而要完全擺脫它更是困難的事情，於是人
們在盡力減輕生活壓力的過程中也傾向於埋怨這種無法擺脫的壓力。就例如
老師佈置了一道數學題，要求十分鐘內交出正確答案，交不出就留堂。可是
過了九分鐘，你怎麼絞盡腦汁也做不出來，這是你可能早就在心中暗暗罵
道：「神經病！那麼難誰做得出來阿！」嗯．．．．．．恭喜恭喜，你已經
患了初期「責罵文化綜合症」啦。


就好像以上的例子一樣，香港人都會對家庭、工作、學習等這些生活上的壓
力或多或少地有所不滿。當生活壓力超出容忍的範圍，人就會怒氣衝天﹐有
時甚而超越理智的防線，很可能對看不順眼的事物都謾罵一番，包括一些極
為瑣碎的小事。這是責罵文化綜合症患者患病自身的因素之一。


香港的經濟在七十年代疾速起飛，三十年間，香港搖身一變，由一個小漁港
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社會的物質日趨豐富，香港人的薪金不斷提高，特別是
八十至九十年代初，市民的生活可以說得上是安逸舒適。


繁榮興旺令很多人把這一切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從來沒有做情況轉壞的打
算。金融風暴之前，經濟環境欣欣向榮，不少人藉著炒股票、炒樓市發了
達。因為崇尚這種找快錢的文化，大撈了一筆之後，他們沒有同時腳踏實地
地開展實業，而是選擇了繼續他們的高風險投資。可是這種新興的文化似乎
只適用於風調雨順之時，在金融風暴吹襲本港以後，這一群人的環境的確非
常惡劣──股市跌，樓市跌，除了損失一大筆錢之外，急功近利的賺錢方法
已經不可能行得通。由於缺少堅韌不拔的精神，他們面對困難一籌莫展，或
自暴自棄，或怨天尤人，往往錯誤歸咎於別人。於是，從他們的口中出現了
「都是社會的錯」、「都是政策失敗造成的」．．．．．．等責罵。


起初，抱著這種心態的人是少數的，但隨著市道每況愈下和與患病者的精神
交往，越來越多人染上了「責罵文化綜合症」。由此看來，一部分市民對政
府或高層的態度充滿火藥味是不足為怪的了。


責罵文化的成因
1


文化方面2


傳媒影響3


1　減輕大家的生活壓力


2　全面調整香港社會的文化與心態








記者   4C 朱詠齡    3A羅璧如　3A林錦欣　 3A鄭佩儀


顧問    周世耀校長助理    容向紅老師    鍾梅美老師


我自小就很崇拜老師，喜歡教育人，而且中學老師很好，因而自然受到感染吧！還有在大學時，我是修讀理科的，當時的出路不是到海外留學就是教書，所以我就


我們的學生都很勤力，很乖。我們的學生擁有中國人的傳統－－保守，也不太主動，因此自己的見解比較少。但很有責任，很自律，沒有學生是任性不聽教的。


大學畢業後，我曾當了兩年老師，然後在新法書院當理科主任，後來進入香港考試局。88年我進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當研究主管，90年在澳洲悉尼大學任新南威爾斯


我最難忘是教書時代，每年和學生露營，逛長街。記得有一屆會考生是周華健，我和他們一同留守通宵等放榜，大家十分緊張。後來到考試局，我負責出首屆電腦科試題，


香港需要發展，學生、老師都面臨轉折點，應該齊心協力，一起面對轉型時代，所以我們培僑師生們一定要以愉快和輕鬆的心態，共渡難開，此乃我的願望。


校長為甚麼加入教書育人的行列呢？


校長覺得我們的學生怎樣呢？


校長的有甚麼經歷？


校長最難忘的事情是甚麼呢？


校長的願望是甚麼呢？


各位同學對新校長，新老師都很好奇吧。我們《跨越》的記者最近對他們進行了訪問，希望可以增加同學對他們的認識


培僑學生當然也有香港學生的特色。香港的學生基礎不夠好，但有責任感，願意承擔挑戰，能獨當一面，比如我們的初中生就有學生領袖。要改進的便是最好能靈活


我感覺培僑校風良好。


培僑學生給你的印象如何？


馬珮珊老師 你為何會選擇教師為職業？
當教師是我的理想！


你為何會在培僑任教？


學生聰穎、活潑。


一些，更多的創意，能有更多批判性思考。


高級教育研究員，91年回教育署，出任首席課程發展主任，最到培僑當校長。


但當時我不熟悉課程內容，所以和世界各地的老師一起研究，然後成立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那時買電腦很困難，後來又遇到金融危機，我能和大家一起渡過難關，也十分難忘。


當教師是我自幼的夢想。加上我的父母也是教師，中
學時期得到好師長的啟蒙，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常與不
同的同學交流學問。


你為何會選擇教師為職業？


你為何會在培僑任教？


我感覺培僑學生溫馴，較乖巧。


培僑學生給你的印象如何？
學生彼此互助相顧，各人見面都會打招呼。


李白薇老師你為何會選擇教師為職業？
林樂老師


我以前在深圳經營生意。在一次舊同學的
聚會中，得知培僑有教師職位的空缺(丘老
師臨時離職)，所以在九月毅然執起教鞭，
到培僑任教。


我自幼也是就讀愛國學校，感覺這所學校
的校風良好，很有親切感。


你為何會在培僑任教？


學生好靈活。


培僑學生給你的印象如何？


你為何會選擇教師為職業？
我自己很喜歡從事教書這一事業。
因為我覺得教育是建構人類性格不
可少的歷程，而且感覺教學是極富
意義的一項工作。


我本身是培僑校友，感覺
這所學校的校風良好。


你為何會在培僑任教？


培僑學生給你的印象如何？
學生活潑、純真，惟部分學生
的學習的態度卻不復以往的認
真了。


羅慶琮校長


美術    4D林森   4D周禮康


總編輯  6B盧天聰


指導老師  Mr. Steven Hon 李小姍老師


張聖君校長助理
你為何會選擇教師為職業？
我以前是老師，又從事資訊科技工作二十多年，現在想換換
環境，嘗試新的挑戰。


你為何會在培僑任教？
我以前在上水分校教過書，對培僑有很深的感情。


培僑學生給你的印象如何？
很負責任，對老師有禮貌


吳水拔老師當然還有我們的校友


副總編輯  6B 朱豪　  編輯    5D 許詩姮　6B  蕭穎妍　6B  陳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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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免疫力缺乏後天荷爾蒙失調腮肌過度
活躍綜合症候群，簡稱：


責罵文化綜合症
廣東廣西聯講大學永遠名譽旁聽副學士　吳廣德先生


香港社會瀰漫著一股怨氣。我們總在電視上看到有
人示威遊行，反對這個，反對那個。最近市民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激烈的辯論又將這股怨氣升了級。我們不難發覺，這種怨氣除了
在示威人士當中出現，更有一種向普羅大眾擴散的趨勢。漸漸地，
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香港特有的文化 －－ 責罵文化。這裡，我們請
來了廣東廣西聯講大學永遠名譽旁聽副學士吳廣德先生為我們分
析一下這種文化。


責罵文化綜合症剖析圖
腦部會暫時性退化，以致不能進行符合邏輯的思考


嘴部會突發性不受控制，口出狂言


心中充滿憤怒，導致心率失衡


手部神經週期性抽搐，胡亂指人


足部發出惡臭，令人生厭於百里之外
跨越 第七期2


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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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嗎?
徐叔 聖叔


退休後的
好生活


徐叔  每天作息時間表
6 :3 0
7 :1 5
8:1 5
8:3 0


1 5 :00
1 7 :00


起床
晨運
回家
開始工作，整理教材。
每工作45分鐘就休息15分鐘，一共工作4小時。
下午吃過午飯便小睡。
再工作兩小時
到家旁海邊散步然後買菜
晚上看電視再工作1小時


一般退休人士的生活都是清閑自在的，徐叔卻是截然不
同。早起﹑晨運當然少不得，每天仍堅持工作四小時，因
為他說編寫的數學教材一定需要在今年內整理妥當。由此
看來，徐叔沒有真的退休。


不過在工作之餘，徐叔亦不忘輕鬆一下。他積極參加高齡
教師活動，跟老同事飲飲茶，敘敘舊，談論天下大事。前
兩個月他還和太太一起去澳洲大堡礁旅遊，對那裡美麗的
環境和清新的空氣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還醉心


於閱讀《


倚天屠龍記》和《書劍恩仇錄》，也不時被書中的情節所
吸引。


其實退休之後最讓徐叔感到欣慰的是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
照顧家庭，幫助家人做一些瑣碎的家務。所以每天忙忙碌
碌，生活依舊過得很充實。


徐叔


聖叔


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半個學期，大家是否還掛念著徐
叔和聖叔這對培僑「Twins」呢？是不是很想了解他
們現今的生活情況？有見及此，本期的《跨越》特
地對他們倆作了一次簡短的訪問，相信大家看了之
後，一定會羨慕他們既悠閑又充實的生活。


與徐叔相比，聖叔的退休生活則比較悠閑，他也和徐叔一
樣早起﹑晨運和做家務。由於以往教務繁重，即使是週末
也未能抽空去行山，更不用說是旅游了。其實聖最大的愛
好要算看英語書了，所以現在有空在家便可以看個夠了。


近來聖叔還喜歡種種花草，他每星期回內地兩三天，在他
的別墅內種木瓜，聽說收成還不錯哩。當問及他的家庭生
活，聖叔表示除了做家務，他每天早上9時駕車送兒子到中
環上班後，也順道在新界游車河，相信他父子倆的感情一
定增進了不少。


此外，聖叔仍然抽空去小西灣的福建中學替新移民補習英
文，看來他的退休生活真的過得多姿多彩。








“What can we do to change the attitude o f the
members in Summerbridge” was our project’s objective
in Salome’s Service Class. An idea was made: we should
let people know what is sharing and also  teach them to
share with others and not to be greedy.


Every day at Summerbridge, we had recesses and
lunch time. So, our plan was to have everyone bring
some food back to school and share it with other students
or staff so that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sharing. And if some of them ate too much, they would
be stopped and scolded because it was  time to correct
their greedy and miserly ways.


I hope that this spirit will be soon spread out among
everyone in Summerbridge.
                     By Winnie Chu (Family 12)  (S.4C)


Summerbridge is a charity running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s for local secondary students in the summer holidays.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San Francisco in 1978 and later in


Hong Kong Island School in 1992. In the recent years, Citibank,


Golden Sachs, Gap Incorporated and Hong Kong Jockey Club


have become Summerbridge’s sponsors.


EVENTS of SB.


Within the five weeks of the Summerbridge, a lot of activities


such as Hat Day, Mix & Match, Twins Day, Crazy Hair Style


Day, Spirit Day, Student Teaching Day, Family Dinner,


Olympics, Animals Day, field trips … … etc were organized.


Celebration night
Time flew, these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fiveweeks passed, and our lessons would soon end. The lastevent on the list is the Graduation Night. The partici-pants from Summerbridge graduated just like thesecondary 5 & 7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Thepetite hall was simultaneously full of sadness and joy!


Summerbridge@ Ocean Park
We really want to thank god that our sponsors giveus this big chance to meet different people and also ac-knowledge our never-dying SB spirit. We all had fun thatday and felt excited when singers such as Dense Ho andNicholas Cheung made their appearance and gave a great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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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SUMMERBRIDGE ?


Change of attitude


EVENTS


History of SummerBridge(SB)








黃嘉賢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張富源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林樂指數


陳德麟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葉倩君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陳詠豪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馬學霖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你有沒有留意在中一﹑中二級有那些可愛的小同
學呢﹖本期的跨越校報挑選了八位來自中一﹑二
級的同學。在你的心目中，誰又能登上我校的可
愛之巔呢﹖


容柏霖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郁瀚林
精神面貌


精靈指數


活潑指數


笑容燦爛指數


醒目指數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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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real paradise  >>  Beatrice Siu (6B)
Where is your Paradise? Your Slumberland? Your working place ? Or somewhere
else ?
Guess what, after participating the three-week Australian study tour, I finally realised
that Australia is the one. >>
Have you ever seen shimmering stars like diamonds hanging on the endless deep
blue sky? Do you know what’s the feeling when golden sand tenderly caresses your
face?  Gold Coast and Moreton Island brought me such fabulous sensations. Soaking
myself in salty aqua released my spirit from burden and chaos. I took lots of pictures,
went snorkelling and picked shells there.
You should not miss the Alma Park Zoo and Currumbin Bird Sanctuary if you want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a lot more about Australia’s wildlife. Horse-riding let me get
closer to the nature. The scream of terror is still echoing around my ears after I’ve
played the heart-thumping rides in Dream World and Movie World. But I can truly
tell you —  it was heaps of FUN!! >>
I had the happiest time at St. Columban’s College. English lessons, drama,
personal development, team work, art and interaction lessons were interesting and
worthwhile. I immersed in joy during the lessons as the teachers had great sense of
humour. Vitality of my mind and body were both restored in such a relaxing
environment.  Enjoying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friendly and easy-going local
students, I have got my interactive skills improved natually.>>
With the courtesy and kindness of my homestay parents, I overcame all
the obstac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Australian lives. It was a re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 when we exchanged our  ideas all in English. The episodes of
getting along with the kids are still thumping in my mind. I remembered when I got
on the coach on the last day, my host family and I burst into tears. Not willing to
leave, I hugged them tightly in my arms. The little kids even clutched my clothes and
didn’t want me to leave. Suddenly, I realised that I’ve already become part of their
families.>>
Australia  is not a Slumberland , but a real paradise where you can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life, love and joy . I wholeheartedly wish you could have suc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this marvellous world in the coming year.<<


>>
Day 10 >>Dreamwor ld


Panoramic view >>Gold Coast


one of our  homestay fam ilies’ houses


St. Columba n’s Col lege


friendship Y


maths lesson


freindship YY


2002
S t.  C ol um b an ’s  C ol le g e 01 JU L >> 22JUL2002


Our  teacher  >>
Mr John Rober ts


Day1 >>  St. Columban’s College


australian study tour >>


>>
friendship Y


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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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cherMs Sarah Mann








What is it?
If you grab a scientist and ask : ’Is there
anything revolutionary in scientific field
these few years? ’ That guy probably
answers you : ‘Well, the next big thing will
be a small thing . ’ Yes, that’s perfectly
right ! Scientist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now
in keen researches of how to put a robot
into a patient’s blood vessel, or to shrink a
spy satellite to a size of peanut !


That is it — —  The Nanotechnology, a
science which to study matters in an
extremely tiny scale .


What is Nanometer?
One nanometer equals to 1
x10-9 meter, that is the total
diameter of 4 atoms. Well,


maybe atoms are too far from us, let’s
make it closer to daily life— —  the width of
a single strand of fur takes already several
hundred nanometers. In case that you still
have no idea how small the scale of
nanometer is, just remember IT IS SMALL.


About the technology
Nanotechnology, as it was named, is a
state-of-art technique to study matters
under the scale of nanometer. It was first
suggested in 1959 by Richard Feynman, a
Nobel-prize-winning quantum physics
scientist. He was the first man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nanometer technology
which is to produce materials by most


basic unit of
matters— —
molecules and
atoms.


Richard’s theorem was not able to
be implemented until the inven-
tion of computer microscope,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nd
other sophisticated observing
instruments in last 20 years.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since then. Nanometer
technology researchers all around
the Earth are now mainly focusing
on :


1. Assembling a group of identical
molecules together and to see
what new characteristics come.


2. Assembling a group of different
molecules together and to see
what new material is produced.


It sounds like playing LEGO, well
in fact, it is. But researchers are
doing it with atoms and molecules
instead of pieces of plastic bricks.


Nano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For example, it
gives the birth of micro scale
robot sized barely as big as
several red blood cells and brings
surgical tools with it. It is ex-
tremely useful while the robot can
drift around in our blood vessels
and, through manual control, go
to the root of body disease then
cure it . That means there is no
more horrible head-splitting
operations for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brain disease! As micro
robot does the operation accu-
rately inside the body, patient
feels less pain and is supposed to
recover sooner.


Someone titled
nanotech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ciences in this
century, with
genetic sci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say 20 years
from now on when scientists
expect the automatic atom
assembling machine to be born,
as nanotech gets more mature,
another revolutionary era will fall
to us, maybe even more exciting
than Edison’s invention of light
bulb. So guys, get yourself braced
for a new round of pounding of
nanome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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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technology


2  A bloodcell-sized robot is cleaning fats in a capillary
3 An ‘Intel’ logo assembled by molecules


4 Two gears made by molecules
5 Anatomy of a nanoprobe


6 A micro robot eliminating virus
7 Three tiny machine cleaning the surface of a tooth


8 Nanotech-processed surface under microscope
9 Imaginary picture of voyaging in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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