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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報

陳燊亮同學不但學業成績優異，更是校內的短跑高手，他的目標是在28秒內
完成200米賽事。

他曾獲得許多獎項，最令他印象深刻及難忘的獎項是在小學校際比賽中勇奪冠
軍。他能夠在眾多比賽者中脫穎而出，是因為他有驚人的爆發力，但他也曾試過因
為練習時間不足而表現失準。                                          

陳燊亮憑着驚人的爆發力和強壯的體格，贏得一次又一次的比賽，為校爭光。
有時候他也遇到不同的困難，例如：訓練時間不足夠，訓練不規範等，但他仍然會
勇敢面對。縱然陳燊亮十分優秀，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沾沾自喜，仍然努力不懈，繼
續練習，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何宗澤同學由6歲開始學習跳舞，他喜歡跳舞不單是因為跳
舞能強身健體，而且可以認識新朋友。最厲害的是，他至今已經
獲得超過100個獎項。在眾多比賽中，他最深刻、難忘的是參加
「香港校際錦標賽」，因為他在那場比賽中擊敗所有對手，勇奪
冠軍。何宗澤同學學習跳舞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也曾經
遇上過不少困難，可是他越挫越勇，憑着不屈不撓的精神，沒有
放棄自己的理想，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你知道何同學的心願是
甚麼嗎？原來他希望長大後能成為「香港舞王」。

兆
基 之 光

4D 何宗澤

6B 陳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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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班鄧俊樂素有「數學小王子」、「數學天才」之稱，
他自四歲起就開始學習珠心算，自幼就對數學產生濃厚的興
趣。他在2013-2015年連續3年獲得珠心算數學比賽冠軍，
曾多次獲邀作公開表演，又多次代表啟幼國際數學學會到海
外（台灣丶北京等）參加比賽，曾奪得不少獎項，更多次獲
邀到不同學校表演心算。鄧俊樂同學至今已獲得20多個獎
項，他感謝曾經教導他的數學老師，因為他們教曉了他不少
數學知識呢！

鄧同學熱愛數學，喜歡動腦筋及挑戰艱深的數學題。早
年參加比賽時，當大會公布他獲得「奧數一等獎」時，他驚
喜萬分，當時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俗語有云：「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世上沒有天生的天才，鄧同學也不例外，
我們現在看到他那輝煌的成績，全是他努力不懈的成果。愛
迪生曾言：「天才是一分天賦和九十九分的努力」。希望
鄧同學可以再接再厲，在未來成為一顆閃閃生輝的數學之
「星」吧！

優數盃（心算組總冠軍）

左腦激盪大挑戰2018

陳俊威是同學眼中的體育強人，他參加了不少校內、外的體育
賽事，曾奪得多個獎項，為校爭光。陳俊威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
每年都會給自己定下不一樣的目標，今年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在 20
秒內完成 200 米的賽事。他喜歡做運動是因為可以使身體更健康。
他認為多做運動不但可以提升心肺功能，亦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增
加身體的柔軟度等等。他認為除了先天條件外，後天的努力亦是決
定成功的重要因素。

陳俊威認為目前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由於要應付學業，以致訓練
時間不足，以及個人的耐力仍有待提升。在他參加過的比賽中，他
印象最深刻的是參加校外田徑 200 米賽事。陳俊威非常感激鄧浩然
老師，因為有鄧老師的栽培和鼓勵，他才有今天的成就。

歐陽百峻雖然只是一個五年級的學生，但是千萬不要
小看他，他在毛筆和硬筆方面極具天份，短短幾年間單是
在這兩方面已獲得超過四十多個獎項，他寫出來的書法字
比成年人還要美呢！

歐陽百峻八歲開始學習書法，在眾多比賽中，他感到
最深刻的獎項有「首屆回歸盃」和「余寄梅盃」。他認識的
書法體很多，而他最擅長寫的是楷書。許多人認為學習書法
枯燥乏味，所以都不願意學習，但歐陽百峻卻熱愛書法。

歐陽百峻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他非常感謝多年來
指導他學習書法的詹老師和盧老師。雖然他的書法字很漂
亮，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驕傲自滿，因為他認為「一山還
有一山高」，自己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他鼓勵同學學習
書法，因為寫書法可以提高專注力和耐性，他希望我們也
可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參賽作品

新亞中學校慶四十五周年小學書法比賽

香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5A 歐陽百峻

6B 陳俊威

6E 鄧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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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高明瀚
一開始，我以為我可以乘搭飛機到境外交流，在飛機上看電影，還可以入住酒店和吃自助餐……真是太寫意了！但最後我卻被

安排參加境內交流團，到訪一所盲人學校。這讓我感到非常意外，但卻獲益匪淺。
我在那裏體會到盲人要學習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例如：他們每閱讀一篇文章，都要花費比我們多數倍的時間，他們必須用

點字機掃一掃每一個字才能了解那個字的意思，所以閱讀的速度比我們慢得多。
接着，我和同學在盲人學校玩了一個遊戲。主持人吩咐我們要戴着眼罩體驗盲人的生活。戴上眼罩後，我頓時失去了方向感，

還差點跌了一跤呢！這讓我明白到盲人們平時是多麼無助！
在離開盲人學校之際，我看見一個盲人在彈琴，這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我從未想過盲人竟能在看不見的情況下彈出一首首

美妙的樂章。回到學校，老師們説：「既然盲人也可以活得如此精彩，突破自己的極限去彈琴，那為甚麼我們的人生不能活得比他
們更加精彩呢？關鍵就是要看你們是否願意付出努力。」當我聽到這些話，我深深的反思着自己平日看待事情的態度。這次交流真
的很有意義！

5E 鄭家慧
在跨學科雙周活動中，我參觀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就讓我為大家一一介紹吧！我們在四月二十六日參觀了美荷樓。建築師花了

很多心思還原出數十年前美荷樓的房間，真令我大開眼界！
第二天，我們一行四十多人前往灣仔參觀北帝廟。那天人多擁擠，我們好不容易才擠進廟內。這次參觀最令我驚喜的是北帝廟

的外觀。它的建築格局很特別—它有兩個大廳，兩個大廳在正面看明明是分開的，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又像連着的。
在跨學科雙周的最後一天，我們前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在這座宏偉的建築裏，我充分地了解到孫中山先生的生平故事和辛苦

的革命過程。閱讀着他的革命事蹟，我十分感動，也令我對他增添幾分敬意。
是次跨學科活動非常有趣，給人留下愉快、難忘的回憶！我很高興能參與其中，使我學到了很多有關歷史的知識，還得到意想

不到的收穫呢！

5A 江健源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上六點四十分，我匆匆忙忙地拉着行李箱前往學校集合。因為這是北京團的第一天！到達香港機場

後，我們很快就登上了飛機。下午三點左右，我們順利到達北京。但由於交通管制，我們傍晚才能到達交流的學校—東高地第一
小學。首先，我通過歇後語配對找到了小伙伴—孫琦翔。之後，我就跟他回去寄宿家庭。剛到時，他的家長熱烈歡迎我，並為我
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第二天，我和孫琦翔一起去上課。北京的教學模式跟香港很不一樣，他們用的是手觸式電腦螢幕。他們有書法課、中文課、閲
讀課等。每一節課上完之後，都會有十分鐘休息。下午，我和孫琦翔坐車去了天安門遊玩。然後，他帶我去吃炸醬麵。

第三天早上，我又重新回歸大隊。老師帶我們去了中華航天博物館參觀，那裏有很多有趣的展品，有火箭、逃逸塔、航天服、
降落傘等。接着，我們到二樓進行專注力測試並製作了火箭。下午，我坐車到飯店吃過飯後，便回到東高地第一小學與孫琦翔一起
製作毛猴。然後，我便要跟孫琦翔吿別了。

第四天，我很早就起床到北京飛天大廈的西餐廳吃自助早餐。早餐食物種類很多，如：炒飯、肉醬意粉、橙汁、牛奶、蛋撻、
各種麵包等，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接着，我們去了中國 明、清兩代皇帝居住的地方—紫禁城。紫禁城又稱故宮，我們首先參
觀了午門，然後參觀了金水橋。接着，便來到了故宮的核心地區—太和殿。太和殿非常宏偉，是古代中國地位最高的地方。接
着，我們又參觀了中和、保和殿和鐘錶館。下午，我到了舉世聞名的長城去遊覽。當日天氣十分寒冷，又下着雨，所以我們要穿上
五顏六色的雨衣。那裏的樓梯非常斜，間距非常大，同學們都走得很吃力，我們只好沿路撤退。

第五天是我們在北京交流的最後一天。早上，我們到了天壇參觀。天壇很大，足足有故宮的三倍之大！最後，我們返回北京機
場，依依不捨地乘搭飛機回港。 

和國內的師生大合照 同學們，奔跑吧！

盲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讓人難忘的歷史之旅

北京航天科技歷史文化體驗團

境
內 外 交 流

我們剛結識的新朋友 03



4B 蔡鈺瑩
今年的4月30日，我和其他39名同學一起去韓國 首爾 仁川交流。
那天，我們清晨便出發到香港機場。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登上了巴士，先去了首爾的一個堆填區。我們看到了一個用垃圾填

的山丘。可是，這個被綠化了的山丘，看起來和真的山沒有甚麼分別！然後，我們去了酒店放好行李稍為休息一下，便出發去吃
美味的人蔘雞湯了。

第二天，我們吃過早餐後，一行數十人前往一間汽車生產體驗館，了解韓國汽車是怎樣製造的。之後我們去了南山公園，那
裏景色怡人，我們拍了很多美麗的照片和買了很多手信給家人和朋友呢！此外，我們還參觀了著名的3D體驗館。晚上，我們吃了
韓式烤肉，然後便返回酒店進行反思。

第三天，我們吃過早餐後便去了仁川的一所學校交流。雙方分別介紹了自己國家的傳統玩意兒及互相送贈禮物後，就開始表
演了。接着，我們品嚐了那裏的烤肉。然後，我們去了電視台，同學們還可以一嘗配音、電視廣播、做人形等工作。後來，我們
去了LG館，觀看了一部短片，學會了很多知識。最後，老師帶我們去吃石頭飯，但我認為那些石頭飯不是特別好吃。返回酒店
後，老師竟然請我們吃炸雞。我覺得那些炸雞特別好吃。

第四天早上，我們去了安全體驗館體驗刮颱風和地震時的情景，也嘗試在漆黑的情況下摸着牆壁走路，那次幾乎把我嚇得半
死，但讓我學會了逃生的方法。中午，我們吃了火鍋後，就出發到機場了。這幾天雖然有點累，但我覺得既好玩，又開心。

29/4/19    
當刺骨的海風夾雜着些許乾燥和冰冷撲鼻而來時，我

坐在溫暖的車廂裏，望着車外的風景猶如畫卷般活然躍於窗
外，心裏充滿了期待。前往小魚山的路途越來越近了！

我們下了車，走上了陡峭的坡上。看見路旁的鮮花爭先
恐後地綻放，似乎風中都帶着一絲甜蜜。從宏偉的亭子上往
下眺望，青島市那迷人的美景盡收眼簾：海灘上的行人猶如
螞蟻般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長短不一，甚至有的插入雲
霄，雲朵如一條白衣帶纏繞在大廈間，給人一種神秘莫測
的感覺。仔細一看，有幾艘小船在海上航行，留下了一圈
圈的漣漪，樹旁、街旁、海灘旁的植物給這個世界增添了
生機。

青島市的古建築中還保留着歐陸風格的建築群，這些建
築群中保留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但這一段歷史不是用來
感嘆的，而是用來激勵我們前進的。

愉快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在這四天裏，我認識到了很
多充滿中國文化特色的景點：「風箏之都」濰坊、「五嶽之
首」泰山、孔廟、孔府、孔林，了解到儒家文化，香港路小
學的交流時間使我明白了不同學生的想法，青島啤酒廠的建
成和曲折，五四廣場的夜景使我流連忘返，希望下一次能再
有這麼好的交流機會。

5B 洪光帝

認真開研學反思會

學習如何放風箏

放飛夢想

開心的境外交流

難忘的山東之旅

26/4/19
今天是我們去山東的第一天。我們參觀了風箏博物館以

及製造風箏和板畫的地方。不過我最難忘的還是放風箏，雖
然我的風箏在天上停留的時間不長，但我卻依然堅持。一路
上，我看到很多精美的小玩意，可是因為沒帶錢下車，所以
不能把它們買下來。今天我學到了風箏的起源以及觀看了板
畫的上色過程。

今天，我最欣賞的同學是梁駿森，因為他在集隊時，總
是很快來到隊裏。有時，他也會幫忙維持秩序。我對自己今
天的表現尚算滿意，希望明天能做得更好。

5B 王圓願
27/4/19
今天是我去山東的第二天，我們去登泰山，可萬萬也想

不到當我們登上一千五百多米時，竟下起了冰雹，幸好只是
五分鐘，不過害得我的手都凍僵了！在泰山的頂部有一座寺
廟—玉皇廟，王皇廟位於一千五百四十五米高，是泰山最
高的觀景點。在一千多米的地方，有一段金色的文字，那就
是唐玄宗—李隆基留下的文字。

吃完晚飯後，我們觀賞了封禪大典，「封」是封天神，
「禪」是封地神。炎帝、黃帝、神農氏等，無不來泰山祭
典。這次封禪大典，我們觀看到從前秦始皇在泰山祭典的過
程，場面非常壯觀。

今天，我過了愉快的一天。
5D 陳思錡

28/4/19
距離孔廟越來越近了！我思緒萬千—孔子的故鄉曲阜

位於春秋 戰國時期魯國的首都，街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
人羣猶如蜂窩般圍攏在某個商店前面，有說有笑。

終於到了！夢寐以求的孔廟果然名不虛傳—城門上宏
偉壯觀，寫着「萬仞宮墻」。走進裏面，兩旁的柳樹隨風飄
揚，彷彿兩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正在撫摸着自己的秀髪。

十三碑亭中最大的是清代康熙皇帝所撰寫的。最特別的
是，製作石碑的石頭來自北京，所以從北京運到山東花費了
十五個晝夜。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石頭在冰面上用了五百頭
公牛和五百位勞工來運送，可見當時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和
辛苦。

奎文閣中珍藏着孔家的藏書，雖然不能一睹風采，不過
裏面肯定有着許多令人嚮往、沉迷的書籍。不知道書籍中有
沒有孔子自己寫的呢？真令人期待！

5B 洪光帝

至聖林前合影

子貢為孔子守墓6年

風雨中攀登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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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室

相信大家一定沒有見過《明報》報館的「真面
目」吧！裏面可是別有洞天呢！以下介紹了《明報》
其中兩個核心部門，分別是資料室和編輯部。讓我們
一起跟隨工作人員的腳步，深入了解《明報》吧！

這裏可不是圖書館，它是《明報》的核心
部門之一—資料室。這裏儲藏了1990年至
2010年間的報紙，供工作人員在有需要時取
用。資料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有經濟新聞、
政治新聞、娛樂新聞……除此之外，還有許多
鮮為人知的奇聞異事哦！

另外一個重要的部門就是編輯部，這裏負責收集第一手的新聞資料，在事件發
生的第一時間派記者到現場採訪。當有緊急狀況發生時，所有工作人員就會開始忙
碌起來，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當新聞初稿完成後，編輯部還要審核記者寫出來的
稿件，查看有沒有錯漏，確保讀者看到的文章是正確無誤的。

最後，《明報》還有一個與校園息息相關的活動—校園記者計劃，21屆校園
記者計劃還獲得特首的主禮，一眾嘉賓手持巨形登機證，掃過「讀卡機」，象徵新
一屆校記計劃正式啟航！

1. 你知道上圖戴眼鏡的人是誰嗎？
2. 這個人和《明報》有甚麼關係呢？
（提示 : 他的小說中有很多著名的人物，
例如：小龍女、郭靖、楊過和黃藥師……）

跟隨工作人員的腳步，我們來到了大廈的内部。你看！編輯部的阿姨正在向同學們介紹《明報》的獎勵機制呢！原來叔叔阿姨們的工作環境和我們學校的環境很類似，《明報》每月都會選出最佳新聞獎、最佳頭條獎等，並提供十分吸引人的獎金來鼓勵大家。聽到這裏，你們是否開始有一些心動了呢？

學

生
感想

去了明報之後，我才知道原
來報紙的製作這麼複雜，很多編輯

部工作人員，工作辛苦，生活日夜
顛倒，費盡心血才能完成。

—5F (17) 盧姵彤

這次參觀後，我不僅學習

了明報的有關歷史，更了解了

報社各部門的職能，希望學校

能夠多舉辦類似的活動，讓同

學擴闊視野。
—6F (4) 陳嘉怡

這次參觀明報報館，我感到
很開心，因為我不僅學到報紙的製

作過程，還了解到明報的歷史，真
是獲益良多！

—4B (1) 蔡鈺螢

問答小遊戲

10月29日，是我們《旭報》編輯小組成員參觀《明報》報社的日子。我們一路來
到柴灣明報工業中心，平常看《明報》，我們都是單純地去閲讀，並沒有想過報紙是如
何製作出來的，也不知道報社的叔叔阿姨們是如何工作的。借這次珍貴的機會，就由我
們《旭報》的小伙伴帶大家認識和了解一下《明報》吧！我們前往報館的途中，老師替我

們拍了一張照片，我們之中有一個《明
報》的粉絲一5A班的江健源（手上拿
着《明報》的）。經過大約一小時的車
程，我們終於到達了《明報》報館。報
館坐落於一幢工業大廈的中層，看上去
給人一種很嚴肅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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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歡樂與趣味的旅行日
4F 蔡旻姗

今年四年級的學校旅行目的地是馬灣 挪亞方舟「特種基建部隊」日營。
我們4F班分成兩組參與遊戲。我們首先去了學綁繩結，做了一個「炮架」。然後，我們

去玩一個很精彩的遊戲—「公園定向」。我們要在馬灣公園內按任務紙的要求完成任務。過
程十分刺激，並富有挑戰性。其中一個任務是要我們在一個特定地點拍照。我和隊友經過

重重障礙，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到拍照
的地點。雖然過程很辛苦，但我覺得
很有趣。之後，我們參觀完「方舟博
物館」才帶着疲倦的身軀完成這一次
旅行。

我 在 這 次 旅 行 體 會 到 團 結 的 重
要，也明白到甚麼是「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有些事情是要親身經
歷才學到。在旅行當中我們還可以學
到課堂以外的知識。

旅行日
6F 陳嘉怡

今年的旅行曰雖然不是像去年一樣去郊野公園燒烤，卻也是一次有趣的經歷。
旅行日早上，我睜開眼睛，本以為天氣會萬里無雲，映入眼簾的卻是烏雲密佈的天空。   
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䠌進了教室。果不其然，不一會天空便下起大雨。不過惡劣的天氣並不能

中止我們的旅行日，老師安排我們在雨天操場燒烤。我頓時鬆了一口氣，幸好沒有取消燒烤。
望着那些放滿整張桌子的燒烤食品，我不禁垂涎三尺，趕緊拿起燒烤叉子，開始燒烤。雖然燒烤

的過程很愉快，可是卻難免發生意外，有的同學被叉子刺到手，有的被火花燙到了，真是可憐。
吃飽後，我們去一樓玩飛行棋。同學們圍在一起，三五成群地玩飛行棋，不時傳出歡樂的笑聲。

當我們正在玩飛行棋的時候，老師買來了蛋糕，讓我們過去吃。吃着吃着，已經到了放學的時間。我們趕緊收拾好東西，清理好燒烤的場地便放學了。
今年的旅行日雖然無法出外遊玩，可是在校內燒烤也是別有一番滋味啊！

最特別的畢業旅行                                         

6B 黃杰彤
學校旅行，是美好的，是難忘的，是教人眷戀的，也是讓人期待的。但如今，我們卻不想等到這一天。因為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參加學校的旅行。可是，現在可以做的，就是珍惜當下和同學朝夕相處的時光，和一些值得我
們留戀的事物，別讓自己失望。

畢業旅行的那一天，我們興致勃勃地等待着班主任老師到來。突然，原本晴朗的天空被一大片烏雲
遮擋。頓時下起大雨來。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議論着：「肯定去不成了！」「下這麼大雨，還怎麼燒烤？」
一瞬間，整個課室埋沒在一片唉聲嘆氣中。隨着「咚咚咚」的腳步聲，班主任來到了我們的課室，對我們
說：「這次燒烤我們將會在校內舉行。」這話聲剛落，剛剛才平靜下來的熱鍋一下子沸騰起來了。學校怎
麼可能一下子就有燒烤爐啊！老師好像聽見了大家心中的疑問，輕笑道：「學校也不想讓你們的期望落
空，所以提前做好了兩手準備。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嘗試就可以了。時間快到
了，把一切需要的物資帶上，到雨天操場去吧！」

到達雨天操場，便看到一個個排列整齊，由書桌改造成的燒烤爐正在迎候着我們。手持麥克風的老師說道：
「各位六年級的同學們，希望這次的畢業之旅能讓你畢生難忘。困難如數
不盡的欄桿，而我們是要跨越它，去征服它，並非在困難前低頭。」

在風雨中燒烤真的別有一番風味呢！

挪亞方舟

燒烤活動

飛行棋活動

文化日
4C 陳天齊

2月1日是我們學校的文化日。那天，我一大早起來，吃完早餐就去學校了。到學校後，老師給了我兩張紙，說：「把你們紙上
面的圖案沿虛線剪出來。」雖然我不知道剪出來的會是甚麼字，但是我依照指示馬上剪了起來。原來發現是「春」字！意思是新年
如意。過了不久，我們就開始玩攤位遊戲了。

首先，我和朋友先到電腦室玩有趣的新年機器人。只要你大聲地說：「新年快樂！」機器人就會向前走，直至走到終點。接着，我們來到禮
堂。禮堂有不少攤位遊戲—有拋膠圈、拋籃球、踢足球和射揮春等。我從攤位遊戲贏得一粒彈彈珠和幾粒糖作為獎勵。最後，我來到地下玩攤
位遊戲。當我打算換我最喜歡的樂高玩具時，才發現它已經被換完了！我只好換了幾枝筆和幾個扭蛋就回教室了。到教室後，我發現我換的有些
禮物不見了！我非常傷心，但現在後悔也沒用了。

攤位遊戲玩完後，我們班便開大食會。窗台上放滿了食物，有香腸菠蘿、蛋撻和三明治等等，我們吃得又開心又飽。
在回家的路上，我非常開心，因為我玩得非常滿足。

文化日
6A 高明瀚

今年的文化日，我終於可以一嘗當老闆的滋味了。我們的小店開設在禮堂
裏，主要是教人玩射箭的。一開始，我們的小店只有4至5人「光顧」，非常冷
清。沒多久，禮堂便人山人海了，人數更是剛才的三倍，非常熱鬧。過了不久，
我和我的「伙計」便遇到了一個難題，就是我和伙計們都應接不暇，雖然這個活
動令人感到很疲累，但是很充實，還讓我眀白到就算是一個普通的老闆也要應付
很多東西。而在招待客人的時侯，我看到客人開心、滿足、意猶未盡的樣子，我
也會感到很滿足！

此外，在文化日當天我們可以吃到中國特色小食和學到自己國家的獨特文
化，真是樂透了！

學
校 活 動

拍賣活動

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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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Annual Culture Day            
By 5E Cheng Ka Wai 

It was our school’s Culture Day on 1st February 2019. Our school prepared a lot of activities 
for us that day. 

When I arrived at school, everyone was chatting happily. However, when the class teacher 
was about to say a few words, everyone put aside their work at hand an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her. We listened carefully and quietly to her. She talked about the arrangements for that day. After 
the teacher annou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free time, everyone started to talk about what to do 
and where to go first. We were so excited! 

The first place I went to was the face painting stall because my best friends were there to 
help. After waiting in a queue for a long time, it was finally my turn! My friend painted a cat on the 
back of my hand. However, she insisted that it was ‘a tiger’ not a cat! But I didn’t think so. Next, 
I went to an auction. There were so many items for people to bid! I didn’t know what I wanted 
to bid at first. Then I decided to bid a bear for 10 stamps. The bear was very cute! I loved it very 
much! 

This year’s Culture Day was not as boring as I imagined. Quite the opposite, I had a lot of fun.

Our Annual Culture Day      
By Kelvin Kong 5A

1st February, 2019 was our school’s Culture Day. All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ok part in this annual event. I felt glad.
On that day, I played a lot of stall games and one of them was about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I was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and I learned something new that day. For example, I learned that the sev-
en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s called Renri, meaning everyone’s birthday.

At around eleven o’clock, I went to the second floor to play plate spinning. In order to win, I had to put a plate on a 
pole and spin the plate by rotating the pole while maintaining a balance. In the end, I could keep the spinning plate on 
the pole for six minutes! I was amazed! 

After that, I went to the covered playground to watch the shadow puppetry. Some students were standing behind 
a huge screen, pretending to be a tiger or some other characters. I later found out that the puppetry was intended to 
teach people a lesson.

All in all, the Culture Day was a great event but I felt a bit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re weren’t any games I particu-
larly enjoyed. Next year, I want to try some more traditional food from other countries.

印度文化

我們的家長義工

An exciting Sports Day
5E Cheng Ka Wai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8, I looked at the sunny doll I made by myself and opened the curtains with a longing heart. I was amazed by what 
I saw! Waiting for me outside the window was a blue sky and some white clouds. Then I packed all my belongings and went to the sports ground. 
When I arrived, everyone was already there.

After arriving at the sports ground, the first place I went to was the tuck shop because it sold a new drink-bubble drink! Everyone wanted to 
try that new drink so it was quite crowded around the tuck shop. I had to wait for a long time in order to buy it. However, it was worth the wait 
because the bubble drink was sweet and yummy.

Then I went to the track waiting for my turn for the 100m race. I felt excited. When the starting pistol was fired, I ran fast. I thought I ran 
extremely fast. When I passed the finishing line, my teacher told me that I came second. ‘It was not bad’, I thought to myself. ‘Maybe you can’t 
enter the final,’ my friend told me. When the teacher announced the names of those who could enter the final, I was sad because my name was 
not called. I was disappointed. My friend tried very hard to make me laugh and after a short while, she succeeded! 

At last, I went back home after a long day of events. While I was sharing with my parents some of the fun things about that day, I couldn’t 
stop smiling. I love Sports days! Sports Day always makes me happy!

緊張刺激的運動會
4C 陳天齊

3月8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到場後，我們先就座，然後就到運動
場上跳形體操和唱校歌，接着我們的運動會就開始了。

運動會的比賽項目可真豐富，有60米跑步、100米跑步、跳遠、壘球、
班際接力、師生接力等。最令我開心的是我們在班際接力賽中獲得第一名。
當比賽即將開始時，我心想：我們班一定贏不了！比賽槍聲一響，我嚇得手
腳發軟，但當我接到接力棒後，我便用盡全身力氣往前衝，心想：「我們不
能輸的！」當我完成比賽後，我的隊友興奮地跑來對我説：「我們得到冠
軍！」當刻我呆住了。甚麼？我們怎麼會贏的？我們高興得擁在一起。

頒獎時，負責跑接力賽的同學都拿到了一面金牌，大家都雀躍萬分。過
了不久，我們就放學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非常開心和滿足，因為我們在接
力賽中獲得了第一名。

快樂的運動日
5A 江健源

三月八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我一大早就起床
了。到達天水圍運動場時，有很多曾經一起坐過校車的同學
都前來歡迎我。到了八時正，我們終於可以進場了，當同學
們齊集後，老師便安排我們到運動場上去跳形體操。隨着校
歌緩緩奏起，運動會便正式開幕了。

比賽的第一個項目是男子、女子60米跑步預賽，共有
十組健兒參賽，大概花了一個小時才完成所有初賽項目。接

着就是進行男子100米預賽，我被分派在第二組出賽。我一起跑，就已經落後人家多達三個身
位，最終只能獲得第四名，無緣晉身决賽。

之後，我回到觀眾席為我班的健兒打氣。我們班竟然有同學獲得三面金牌呢！到了精彩無
比的五年級四乘一百米班際接力賽時，我們班所有同學都拿着裝了米和豆的水瓶和鮮豔的啦啦
球來打氣，當時場面非常熱鬧。最終，我們班獲得「啦啦隊全場總冠軍」。

參與了閉幕式之後，本年度的運動會便圓滿結束了。我從這次運動會中學到要盡力完成比賽。

啦啦隊

家長參與

形體操

比賽前夕

頒獎禮

皮影戲

面部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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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多元智能課程十分豐富，安排多元智能課程的
目的是為了讓同學們能選擇自己心儀的課程，令課堂變得
更加活潑有趣。這些課程不但使我們增長了知識，還鍛煉
了學生的各項能力。我們學校總共有三十多項多元智能課
程，分為八大共通智能，比如語文智慧、空間智慧、音樂
智慧等。除此以外，我校還安排了一個特殊的多元智能課程—情緒管理培訓。以下，我們
給大家介紹幾個課程吧！

一、外籍義工英語教室	 6F 陳嘉怡

同學們了解多元智能課程之一的外籍義工英語教室嗎？外籍義工英語教室是一個十分輕鬆的多
元智能課程，由約二十位外籍義工定期到校為同學上課，同學們可以學到很多全新的英文詞句，也可
以學會如何在作文中活學活用。同學們都認為這是一門很好的課程，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甚少跟別
人用英語交流，所以這個課程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令他們獲益良多。外籍義工英語教室既令
同學們學到很多英文單詞，又提升了他們的寫作能力。上課時，老師會教同學們寫作的技巧，每次大
家都有豐富的收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次寫作後老師要求表現優異的同學要向全班作口頭匯
報，當時，我祈求自己不要被選中，但我最終被老師選中了。我緊張地站起來，看着同學們的目光，我恨不得馬上挖個洞躲進去。當我朗讀完
文章後，竟然得到老師的稱讚，我頓時放下了心頭大石。因此，我認為這個課程不但可以提升我們的英文能力，更可以訓練我們的膽量，令我
們更加有自信。

二、小小辯論家	 5D 譚芷晴

小小辯論家是一門可以訓練學生說話技巧的課程。最初，我們不知道甚
麼是「辯論」，有人以為辯論是一群人在吵架，也有人以為它是人們在尋找
解決問題的方法。同學們選擇這門課程大多是因為樂於表達和想提高個人的
說話能力，雖然這些小辯手平日在學校都表現得充滿自信，但當他們與其他
學校的同學同台比賽時仍然感到十分緊張和害怕。在隊友的相互鼓勵和支持
下，我校辯手與對方學校唇槍舌戰，直到比賽結束的最後一秒。這真是一種
難得的體驗啊！

這個課程除了增強了同學們的自信，還讓同學們明白了辯論並不是「吵架」，而是一種有趣的思維訓練和團隊活動，也明白了任何時候都
要勇於嘗試，不可輕易放棄。

三、數學推理遊戲	 4B 侯潤傑

在數學推理遊戲課程當中，我們不僅可以鍛煉數學思維，還能提高專注力。
其中一個活動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它的規則是排除不對的「嫌犯」，最後看誰最
快找出真正的「兇手」。
這個活動令我感到非常緊
張和刺激，也提升了我們
的推理能力。

四、球拍對戰	 5B 王灝弘

球拍對戰這個課程主要是教我們板羽球這項運動。原來板羽球是來自歐洲的一項
傳統運動，已經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了！參加過這個課程的同學都認為這個課程的有

趣之處在於增加了同學之間互相競賽的機會。
雖然有些同學認為自己在發球方面稍有困難，
但經過不斷練習，他們最終掌握了發球的技
巧。板羽球可以鍛煉同學們的耐力，還可以提
高身體的協調能力。

五、中國詩詞大觀園	 6D 黃永賢  6F 陳詡藍

中國詩詞大觀園是一個非常生動、有趣的多元智能課程，可是很多同學都以為這個課程很無聊，
因為詩詞給很多同學的印象是沉悶的。然而並不是這樣，其實詩詞也可以很有趣呢！課程中，老師會
向我們講解不同詩的類型，例如藏頭詩，這種詩乍看起來很平常，但是每句的頭一個字連起來卻可以
組成一句話或一個成語，如

「平湖一色萬頃秋，

湖光渺渺水長流。

秋月圓圓世間少，

月好四時最宜秋。」

老師還會講解詩歌的創作背景和詩人的生平，令我們感同身受。
讓我們在中國文化的海洋「暢遊」吧！   

同學們與外籍義工交流

小辯手

毛筆字

手鐘隊 非洲鼓 話劇

茶藝

多元智能

角色扮演

數字遊戲

體能遊戲

灌籃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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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叔是李兆基小學的一位資深校工，他從2001年就開始為
我們服務，一直工作了18年。大家應該想知道更多關於光叔的
故事吧！就讓我來介紹一下吧！

光叔選擇服務我校是因為他很喜歡跟小孩相處。他最喜歡
低年級的學生，因為他們比較受教。光叔跟每一位工友、學生
及教職工相處十分融洽，而且他是一個很勤勞的人，每天早上7
時工作至下午5時。只要能完成老師及校長安排的工作，他就會
感到很滿足。最令光叔感到懊惱的，就是同學們常常不小心把
筆芯掉到地上，因而弄髒地板，由於這些污積難於清理，他往
往需要花上雙倍時間去清理呢！

4D 陳卓立

楊姑娘是我校的社工，她很受同學歡迎。你知
道楊姑娘最喜歡甚麼運動嗎？是長跑？騎自行車？
還是足球呢？其實，楊姑娘最喜歡的運動是長跑。
你們知道楊姑娘最喜歡的動畫人物是誰嗎？她最喜
歡Momchhichi。楊姑娘最喜歡的科目是中文和音
樂。平日，楊姑娘十分忙碌，因為她要照顧三個可
愛的小寶寶，只要一有空，她就會爭取時間小睡片
刻或看書。楊姑娘希望同學們每天開心上學和愉快
地學習，她最喜歡開朗和樂於助人的同學。吿訴你
們一個秘密，楊姑娘有很多好朋友，而她最要好的

朋友就是曾姑娘。
5C 丁冠夫

校園人物介紹

你知道黃愛雲主任小時候的夢想是甚麼嗎？是消防員？老
師？還是護士呢？原來黃主任小時候的夢想竟然是當一位警察。

黃主任最好的朋友是李慧珊老師和謝婉茵老師。黃主任主要
任教體育科和常識科，她最喜歡的科目就是常識科。平日，她最
喜歡看的電視節目和圖書也是科普類的呢！你們知道黃主任最喜
歡哪一種運動嗎？足球？籃球？還是乒乓球呢？其實，她最喜歡
田徑和排球。黃主任最擅長田徑長跑，她竟能在10分鐘內跑完
3000至5000米，相信你們一定感到很驚訝了。假日的時候，她還
會相約一班好友一起打排球來減減壓呢！

5C 丁冠夫

黃愛雲主任

楊姑娘

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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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體現了她的博學多聞，眼神裏流露出永不
屈服的勁兒，我們對她敬愛非常，她的課堂總是笑聲不斷，大家都非
常享受與她相處的時光。筆下的那個「她」便是我們尊敬的唐慧珠老
師了。

唐老師善用電子產品來教學，她鼓勵同學們多探索身邊的事物，
定會有不少意外的收穫。唐老師雖然是一位數學科老師，但她最喜愛
的科目卻是視藝科，她對於繪圖和色彩充滿着無限的興趣。唐老師特
別喜歡主動學習、自律、謙虛和有承擔的學生。她鼓勵大家對於不明
白的事情要多嘗試，不要害怕失敗或遇到挫折。唐老師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本屆六年級學生可以順利考到心儀的中學，並展開幸福美滿
的人生。

6B 黃杰彤

謝老師自小就很喜歡小孩子，所以立志長大後要成為一位老師。自
她畢業後，她便在李兆基小學任教，實現了她成為老師的願望。

你知道謝老師最愛吃甚麼嗎？原來她最愛吃臭名遠播的「水果之
王」——榴槤。謝老師最喜歡的卡通人物是多啦A夢，因為每當她遇到
困難時，都希望多啦A夢能伸出援手，把謝老師從困境中拯救出來。謝
老師期望同學能主動學習，而她最欣賞的是那些有禮貌、學習認真又自
律的學生，而她最不喜歡的是愛撒謊的孩子。謝老師最大的心願是每一
位李兆基小學的孩子都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4A 李其龍

提起0k Sir這個名字，相信無人不知，他就是深受同學愛戴的圖書館主任劉志賢
老師。劉老師的愛好很多，例如：看小說、拍照、爬山和做義工等。由於他認為擔任
紅十字會會員不但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又可以學到很多急救的知識和與他人合作，
所以他已擔任這份工作接近四十年了。當中，令劉老師最難忘的，就是在一次拯救工
作中，即使他傾盡全力，仍然救不活一位傷者，當時，他感到既難過又沮喪！

劉老師會選擇有興趣、懂得愛護圖書和有責任感的同學擔任圖書館領袖生。劉老
師本來是一位中文老師，由於喜歡嘗試新事物，所以他轉任圖書館主任。劉老師積極
推動閱讀，在他的努力下本校圖書館的藏書量已增至一萬二千多本，因此吸引了不少
同學到圖書館借閱讀書。相信大家都喜歡看老夫子和多啦A夢，劉老師還計劃添置老
夫子和多啦A夢的成語書，大家拭目以待吧！

5F 盧姵彤

周永強老師

劉志賢老師

唐慧珠老師

謝婉茵老師

我校創校至今，一直有一班對教學充滿着熱誠的「老」老師在默默「堅守」着，
周永強老師就是其中一份子，他在我校工作了十多年，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年華都貢獻在
學生身上，怪不得有人總說老師如春蠶，的確，春蠶一生完全沒有說過一句自詡自誇的
話，但吐出的銀蠶就是最好的證明。

提到對學生的期望時，周老師說：「待人處事誠實有禮貌，用功讀書又能放鬆去
玩。」當了十多年的老師，他深知學生就像一根橡皮筋，管得過緊會斷，不理不顧就更
容易鬆懈。此外，周老師也跟我們分享他的奮鬥故事，他說：「話說當年考大學，我因
一次運動而右手骨折無法正常書寫，便開始苦練左手寫字，最後居然成功考取大學學
位。」學習使用左手寫字必須有過人的耐力和恆心方能成功，看來周老師的學習經歷很
值得同學借鏡。

周永強老師雖然只是教授中文和普通話科，但他對運動充滿着無限的熱枕，可說是
一個文武雙全的好老師。事實上，周老師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書蟲」，沒有時間看書
就是他最為苦惱的事。同學們在課間休息時不妨到七樓和周老師交流、砌磋，相信定會
獲益良多。

6B 黃杰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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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g of  Money 6B Lau Yik Sze, Sophia 

Last week, I found a bag of money in a fast food shop. I was afraid.
In that morning, my sister and I went to the shopping mall because we needed to buy some 

drinks. We did not have enough drinks at home. When we arrived at the shopping mall, both of us 
were hungry so we looked for a place to have our lunch first.

We went to Melody’s Fast Food Shop because I liked eating there. It was very crowded and noisy. I 
bought a box of chicken wings, a lot of French fries and a cup of Coca cola. Then, we looked for seats to 
have our food. However, there were too many people so we couldn’t get the table easily.

After a while, we got a table with two chairs. We found a big black bag. We felt strange and we 
thought it might have a lot of things inside. We opened it and we saw a lot of money in the bag. We 
were shocked. I screamed, ‘Ahh! There is a lot of money!’ Nobody heard my words because Melody’s 
Fast Food Stop was too noisy. I asked my sister what we should do. My sister told that we could call the 
police. We were calling the police when someone yelled, ‘Oh! This is my bag!’ I asked the man, ‘Is this 
bag yours?’ ‘Yes!’ the man answered. Suddenly, the man took out the gun and pointed at my head. He 
told everyone in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or else he would kill them all.

A woman wanted to call the police but the man noticed her and killed her at once. Everyone in 
the restaurant screamed. A man outside Melody’s Fast Food Shop saw everything so I mimed, “Call the 
police” at him. The man nodded his head and he called the police. ‘Bang!’ I died. When I was going to 
the heaven, I was thinking why the man killed me. I was confused.

‘Ding! Ding! Ding!’ I woke up and I did not know why I was in my bedroom. I thought for a while. 
Then, I knew that it was just a dream.

A Wonderful Day 3A Yeva Lui

Last Sunday was a sunny day. John and his parents went to May Park to have a special picnic be-
cause it was John’s birthday. They chose going on a picnic because picnicking is John’s favourite hobby. 
John and his family felt excited.

First, Mum took out some tasty food from her backpack. For instance, Mum took out sweet, red 
apples, homemade chocolate cookies, salty hot dogs with ketchup and a bunch of yellow, luscious ba-
nanas. Dad took out three glasses and a carton of orange juice too. When Mum and Dad were taking 
food and drinks out, John ate a hot dog. “Mum, the hot dog is delicious!” John said. Mum answered, 
“Really? Thank you!” Everyone was joyful.

Suddenly, a stupid monkey jumped out from the green tree. It jumped onto the picnic table and 
stole bananas and an apple. John screamed, “Ahh! You silly billy monkey, go away! You are ugly! Arr, 
give me back the fruit!” On the other hand, Dad yelled, “Hey! Give me back the bananas!” Unfortu-
nately, the monkey didn’t listen. So, Dad took a super huge stone and threw it at the monkey! “Boom!” 
the monkey died. Mum took out some food and fed the monkey. To everyone’s surprise, the monkey 
was alive again. It put the fruit on the table and ran away. John and his family felt wonderful again.

Finally, John and his parents ate the food happily. They all said, “What a wonderful day!” 

My Amazing Dream 4C Chan Sum Yau

Yesterday was my birthday but my parents forgot it. I felt very upset. I had an amazing dream 
when I was sleeping like a pig at night.

In my dream, someone woke me up. Oh! A pudding was flying in my room. She said, ‘Wake up, 
Daisy.’ I felt surprised. I asked her, ‘Why do you know my name? Are you a fairy or a monster? Help! 
Help!’ The pudding said, ‘Ha-ha! I am a birthday fairy. I know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it your birthday 
today?’  I said, ‘Yes, but my parents forgot it.’ The birthday fairy said, ‘Let’s have a party!’

After that, the birthday fairy waved her magic wand. The magic wand looked like a spoon. Sud-
denly, I saw some party hats were making food as fast as a train. They made a lot of chicken wings, fish 
balls, sausages and a big mango cake. There were ten candles on the cake because I am turning ten 
years old this year. Then, I saw some party whistles and horns decorating the living room. There were 
a ‘Happy birthday’ banner and some colourful balloons on the wall. The birthday fairy said, ‘Great! 
Let me call your friends to your birthday party.’ Few minutes later, my friends arrived. They gave some 
presents to me. Next, the fairy said, ‘If you make a wish in front of this cake, the wish will come true.’ 
Then I closed my eyes. I wished I would have a piano as my birthday present.

‘Wake up! Today is your birthday,’ somebody said. I said, ‘Birthday fairy?’ ‘No, I am your mum. 
Happy birthday! I have a special gift for you.’ I woke up and saw a piano in my room. What an amazing 
dream!

My Holiday with my Cousin 5A Amy Boey 

When I realized that my cousin Emily was going to spend two day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um-
mer holidays. I was very surprised and I screamed out at once. Emily comes from London. And I hadn’t 
seen her for years!

I waited for many days and finally, the summer holiday came, and the big day arrived! I ran to the 
airport to pick her and her parents up. There were many people in it. But I finally found them. I went 
shopping with them in the airport. My uncle bought some snacks and my auntie bought some jewel-
lery and Emily bought a diary and some sticky note paper. I asked her why and she answered, ‘That’s a 
secret.’ and gave me a wink.

Next, they went to my home and had lunch and of course, after eating lunch, Emily and I took a 
lot of selfies and I shared all of my dolls, toys with her. She looked very happy. When it was at dawn, 
we set off to Hong Kong Wetland Park. We looked at the animals and sunset. It was wonderful.

The next day, we set off before the sun rose because the journey to Ocean Park was quite long. It 
took us three hours! We went on the cable car, the spinning horse and the swinging swing. But when I 
stopped in front of the roller coaster, and wanted to invite Emily to play with me, I saw Emily’s face be-
come as white as a sheet of paper. ‘What’s going on with you?’ ‘Please. I don’t want to go on the roller 
coaster!’ ‘Don’t be afraid. You are very brave, aren’t you? Do you dare to give it a try?’ Emily let out a 
deep breath and nodded. Oh! What a fantastic ride it was! After going on this ride, Emily said, ‘Wow, it 
made me feel dizzy!’ and I asked, ‘Was it great?’ She nodded with a smile. 

Finally, we went on the mountain and looked at the night view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Emily got 
carried away by the view. I looked at her and asked, ‘How was it?’ She answered, ‘Great, I am over the 
moon with this trip.’ And she smiled. We looked at the view together and I thought that the night view 
of it was lighter and more beautiful because of our friendship.

At last, Emily went back to London. Before she departed, I hugged her and hoped that she could 
come back in the coming year. She smiled with delight.

When I went home. There was a note sticking on my desk. It said,
Dear Amy,
Thank you for the trip. I will never forget! 
Yours 
Emily

一次做家務的經歷 2B 譚焯允
有一天，天樂在房間裏玩玩具和看圖書。剛巧媽媽經過，她看見天樂的房間十分凌亂，便生

氣地說：「你的房間這麼凌亂，如果你不好好整理一下，我就不帶你參加美美的生日派對！」聽過
媽媽的話後，天樂感到很後悔，他決定把房間打掃乾淨。

天樂首先把圖書一本一本放在書架上，接着他把地上的玩具一件一件放進玩具箱裏，最後他
把牀上的衣服一件一件摺好，然後整齊地放進抽屜裏。天樂一邊打掃一邊說：「原來做家務是這麼
辛苦的。」經過天樂的整理後，房間變得一乾二淨。

後來，媽媽走進天樂的房間一看，她說：「你的房間很乾淨呀！好，我就帶你去美美的生日
派對吧！」天樂興奮地說：「我可以去美美的生日派對？我很開心呀！謝謝您。媽媽，我以後會自
己打掃房間的了。」媽媽高興地笑了起來。

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3C 賴璟晴

十月二十日（星期四），老師帶我和三年級的同學到西貢 蕉坑的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作教育
性參觀，目的是讓我們學到更多課外知識。

當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我們到達目的地後，眼前只見一片綠油油的草地。我們沿着小徑
往前走，便到達了「貝殼館」。「貝殼館」的外形像一個白皚皚的蝸牛殼，當我們一走進「貝殼
館」，就看到數之不盡的貝殼，令人眼花繚亂！有的貝殼是半黑半白的，有的是紅彤彤的，有的是
黃澄澄的，瑰麗極了！同學們看到這些貝殼都驚歎不已。

離開「貝殼館」後，我們便到植物園觀察植物，那裏鳥語花香，還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地。
我在農田裏看見很多不同種類的植物，有紅彤彤的牛角椒，有黃澄澄的菠蘿，還有紫色的茄
子。同學們都拿起紙筆仔細地記錄植物的形狀和顏色，有些同學還用相機拍照，大家對眼前的
植物都充滿好奇。

這次參觀真讓人大開眼界，我還學到很多課外知識呢！

假如我是張騫
4B 解震梵

在這一個神秘的世界裏，有人想變成蓋世英雄拿破侖；有人想變成懂得飛天跨海的超人；有
人想變成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但我卻想變成無人不知的張騫。

假如我是張騫，我會攀山涉水，努力尋找世人未知的世外桃源；我會翻山越嶺，勇敢地探索
無人知曉的絕世好去處；我會越過乾旱的沙漠，衝過寒冷的極地，闖過漆黑的猿人洞穴，在洞穴的
牆上抹去塵埃，看那早已成過去的輝煌時代……

假如我是張騫，我會專心致志地侍奉皇上；我會一心一意地協助皇上處理國家大事；更會為
朝廷對抗匈奴的侵擾，保我大漢邊境及百姓的安全；更會謹謹慎慎地告訴皇上如何輔佐太子……

假如我是張騫，我會幫助一些露宿街頭的老年人，給他們一些從西域帶回來的瓜果，讓他們
充饑；我會從西域帶回一些外文書，送給小孩子和老百姓，讓他們學會更多知識，領略域外風情。

假如我是張騫，我會創造出一個美好、和諧、美麗、和平、友愛的世界，讓人們過着幸福、
快樂的生活。

神奇藥丸
5B 洪光帝

生活如年輪般永無止境地延伸着，我們每天都要面對許多令人難堪、困惑、煩惱的瑣事，你
有沒有想過，假如在一個機緣巧合下，你只需要一顆小小的神奇藥丸，你心裏頭所縈繞着的絲絲不
安情緒便能一哄而散……

從前，我經常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仰望蔚藍的天空，太陽放射出絢爛七彩的光芒，輕輕地
灑落在我的睫毛上。仔細一瞧，點點小花被掩蓋在綠茵下，只探出一個小小的腦袋，小得十分不顯
眼但別有一番風味。

可是隨着現代化科技日新月異，一座座高聳入雲的高樓拔地而起，汽車的鳴笛聲充斥着整個
喧鬧的世界，工廠上的濃煙污染了整個天空，帶來一番猙獰的景象……

假如我有一顆神奇的藥丸，我會讓藥丸實現我的願望，在荒蕪人煙的土地上種上樹木，減少
地球暖化。珍惜大自然帶給我們的各種資源，讓地球變成生機勃勃的星球。剎那間，一顆包含着希
望種子在我心裏生根，發芽了！

外面的空氣捲着些許的潮濕撲鼻而來，走到輕鐵站前，我如釋重負般嘆口氣。在回家的路
上，是我最放鬆也最疲倦的時候。我戴上了耳機，準備好好地享受這短暫的「旅途」。

良久，我才回過神來，發現761P輕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現在我面前。車門緩緩地打開
了，不過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小男孩看樣子是不小心跌倒了，他狼狽地趴在
月台上直打轉，我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一位中年大叔急速地
向這邊衝來，還以為他走上前去幫助那位小男孩。可是，接下來的一幕拉回了我的思緒—中年
大叔不但沒有去幫助他，反而繞過了小男孩便衝上列車。這下子，我感到驚訝萬分。小男孩的淚水
最終也不爭氣地順着臉頰滑下來。

假如我有一顆神奇的藥丸，我會讓藥丸實現我的願望：人與人之間都懷着一顆誠實、善良、
互相關愛之心。不再是對他人的痛苦或失敗而幸災樂禍；不再是輕視他人的努力成果；不再是對
受傷的人視若無睹。假如我有一顆神奇的藥丸，我將會在平凡中追求不平凡，最後在平凡中打造
不平凡！

一個安靜的下午 
6C 陳梓澄

我安閒自在地走在花園中，周圍的環境十分安靜，沒有人們的喧鬧聲，唯獨有大自然的歌聲。
雀鳥的歌聲在耳邊徘徊，牠們把舞台設在樹上，每一條樹枝上都站着一排雀鳥，動聽的歌聲

此起彼伏，組成了一首交響樂。樹葉更承擔起了演奏樂器的責任，在一旁做伴奏，襯托着每位「歌
手」的歌聲，美妙極了！

我踩在硬梆梆的石子路上，只見路旁一個個樹叢在迎接客人。它們身上有一顆顆顏色鮮艷的
莓果，好像是用來迎接貴賓的美食。我蹲下採摘了一棵藍莓，捧在手心裏把玩，它是小小的，皮是
光滑的，我忍不住試吃了一口，淡淡的甜味，很好吃。

我繼續沿着小路往前走，正在傾聽着大自然演奏的交響樂的我停了下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一個很大的湖，那個湖的水十分清澈，可以清楚看到水下的魚兒。往遠處看，蔚藍的天空和湖水連
在一起，遠處的一旁有一座森林，森林和森林的倒影緊緊地連接在一起，場面十分壯觀。我凝視着
湖面，這時，一陣撲鼻而來的花香吸引了我，一片花海展現在我面前。花香隨着微風飄送過來，溫
暖的太陽在上空綻放光芒，令人身心放鬆。

「是時候回家了……」我默默地說道。我隨手摘了一朵花，希望這朵花能令我回憶起這裏的一

點一滴：雀鳥的歌聲、甘甜的藍莓、壯觀的湖景……

中英文科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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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鍾樂而

4A 許家銘

4F 張柏朗5A 黃柏熙 5B 曾琬晴

STEAM作品

製作藝術名牌

直尺和圓規組合設計 製作七巧板

玩具：志趣相「投」

名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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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ice Song to Share 
                                By 6F Li Ting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
Can you guess what song it is? It is Lemon tree sung by a German 

band named Fool’s Garden. This is my favourite song 
which is introduced by my English teacher. This song 
is very nice. It always makes me happy. When I feel 
happy, I listen to it. When I feel sad, I also listen to 
it.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is nice song,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below. 

Funny Jokes
By 5A Tang Sheung Hei 

1)Sam: Hey! Please call me a taxi.
Candy: Yes, sir. You are a taxi.

2)A teenage girl had been talking on the phone for about fifteen 
minutes, and then she hung up the phone. ‘Wow!’ said her fa-
ther, ‘That was short. You usually talk for three hours. What’s 
wrong today?’ ‘Wrong number,’ replied the girl.

3)Michael: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tthew: Which part? 
Michael: All part of me.

D M F G C L I D

O H O K R C T R

L P X A A R J A

P R A B B I T G

H D W I J B X O

I B X Y G B I N

N A W I H G U T

F C H I C K E N

Riddles & Codes
By 5A Tang Sheung Hei 

What is over your head but under your cap?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8  3  7  5   11 2 16  5

What demands an answer without asking a question?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14   3  3  5 18 6 17 17

What goes up when rain comes down?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7 15 18  5  6 17 17 2

What building has the most stories?

 __ __ __ __ __ __ __
17 16 18  5   2   5  8

What can hold water when it is full of holes?

__ __ __ __ __ __

13 20  3  9  4  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K A O G R E U Y N F H T S D M I L B W P

Fun corner

Golden Eyes
By 4F Choi Man Shan

Golden Eyes Answ
ers:

dragon,chicken,rabbit,crab,
dolphin,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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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噴嚏	 4B 侯潤傑

你知道過於劇烈的噴嚏會發
生甚麼事嗎？而試圖忍憋住噴嚏
又會發生甚麼事？原來過於劇烈
的噴嚏會震裂肋骨的。而試圖憋
住噴嚏，更可能使頸部或者顱內
的血管破裂從而致命呢！

	 6D 黃永賢

如果着火了，你會用冷水還是熱水救火呢？
不用多說，火當然很熱，用冷水澆的話可以降低
火的溫度，但假使要儘早滅火的話，最好使用熱
水。為甚麼呢？因為冷水和熱水比較，熱水較能
在短時間內產生水蒸氣，把火源覆蓋，火源得不
到氧氣，便不會繼續燃燒，但在實際火災現場，
又怎會有熱水呢？

請你讀以下的英文句子……    
5B 王灝弘

請你讀一讀以下的英文句子「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你發現甚
麼奇怪的地方了嗎？其實這個句子用到了英語
中的 26 個字母。如果不信的話就來數數吧！

魚會口渴嗎 ? 5D 譚芷晴

你一定認為，魚兒在水中生活，怎麼可
能口渴呢？原來魚是會口渴的，只不過它們
喝水的方法和人類有所不同。德國布來梅阿
爾弗雷德維格納研究所指出，魚分為鹹淡兩
種，兩種魚喝水的方法有所不同。鹹水魚是
用吞水的方法得到水分，而淡水魚則經由食
物和魚鰓得到水分。

棒棒糖中間孔的作用
6F 陳詡藍

你們知道棒棒糖的棒中間的孔有
甚麼功用嗎？那是因為實在有太多的
小孩喜歡咬棒棒糖的棒子了，所以才
有了今天這一個安全的設計，防止我
們不小心吞下時，阻塞呼吸。

說大話為甚麼叫
“吹牛”？ 6D 黃永賢

古代屠宰牲畜，為了刮毛
方便，會在牲畜腿上割個口子，
再用鐵條在皮下捅幾道，用嘴湊
過去往裏吹氣。殺豬，宰羊都要這樣，目的就是好去毛。

但牛太大，皮又堅韌，人工是沒有辦法吹起來的。
所以，吹豬，吹羊是正常的，吹牛肯定就屬說大話了。

石英鐘為甚麼停在 9 ？ 6F 陳嘉怡

掛在壁牆上的石英鐘，當電池的電能耗盡而停止走動時，
其秒針往往都停在刻度盤上“9”的位置。這是由於秒針在“9”
所在的這個位置所受到的重力矩的阻礙作用最大。

羊醫生
羊有一個神奇的天賦，當牠們生病的時候就

會自己找到可以治病的草藥吃，自己治好自己。
感覺比人類還要聰明，畢竟醫學好複雜啊！

獵豹比法拉利還快	 6F 陳詡藍

獵豹能在三秒內從 0 加速至 60 英里（每
小時），比一輛法拉利 Enzo 還要快。

喵星人 5D 譚芷晴

有很多人都喜歡貓，稱牠們為「喵星人」。
剛出生的「喵星人」眼睛都是藍色的，到了3週左
右眼睛就會開始轉變顏色，大致可分為棕、綠、
金、橘等顏色，有些也會維持藍色。

一個雕像騎的馬如果兩條前腿都沒有着
地，那麼此人戰死沙場；如果一條腿沒有着
地，那麼此人後來重傷而死；如果全部的腿
都着地，那麼此人死於自然。

指的是人們平常不太會注意的，
但卻有價值的一些知識，它饒
富趣味，並且和我們的生活息
息相關。

冷知識甚
麼
是
冷
知
識
？

冷水和熱水，哪一種在滅火時比較有用呢？	

雕像騎的馬有甚麼學問？ 5B 王灝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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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lk with LSKTV’s Chairman
                                                  By 5A Tang Sheung Hei 
Last week I was very lucky to get the chance talking with LSKTV’s chairman, Ms Ko Kit Yee. After talking with her, I know more about our campus’ 

TV station. 
LSKTV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It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reative platform expressing their ideas and to cultivate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According to Ms Ko,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 the equipment they had was not that good due to lack of money. 
Next, the LSKTV studio was so small that teachers needed to carefully design and decorate in order to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Besides, there were 
no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mes which c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chances to learn the media and information knowledge systematically or even 
make their TV programmes by themselves. Thus, the students recruited by LSKTV were not able to make programmes by themselves.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jobs were done or helped by teachers. 

‘However, things have been changed since 2006,’ said Ms Ko Kit Yee, the teache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LSKTV now. According to Ms Ko, LSKTV was sponsored by DELL in 
2006, an American multinati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company. As a result, our school has bought a lot of advanced equipment and software in recent years. Compared to the 

past, students do not need to recite scripts but can look at them on a special projector showing all the scripts. How cool it is! Ms Ko added, ‘Students are given a lot of chances to learn outside the class-
room.’ For instance, they were able to go to the Apple Store which is located in Central early this semester. Students were taught how to use a software called I-Movie to make videos. In addition, some 
athletes and famous journalists came to our campus and taught the students how to take sports photos. 

Ms Ko said that she tries her best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creativity as well as motivation to make TV programmes which really belong to students themselves. With the effort of Ms 
Ko and other teachers together with all the LSKTV student members, I believe that LSKTV will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in future! 

LSKTV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me
                                                                                        By 4F Choi Man Shan
Which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me are you in?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LSKTV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me? By its name, you must know 
that it is about our campus’ TV station. Last week I got the chance to inter-
view two students from this programme. They were Tang Pak Lun (6A) and 
Hui Chak Hei (6B). Therefore, I know more about this training programme 
now. 

According to Tang, LSKTV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me is amazing. 
First, it offers student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really do something by themselves. For example, they got the chance 
to take photos by using professional cameras early this term. While making their own TV programmes, students 
needed to think of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 it. In addition, this programme invites some guest lecturers to come 
and teach them professional techniques about taking photos and making videos. Tang said, ‘My dream is to be a 
Youtuber.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in this programme may help me make my dream come true.’The other inter-
viewee was Hui. He also added, ‘I feel grateful that this programme can provide us with many trainings.’ Hui was im-
pressed that this programme’s leader, Ms Ko, organized a visiting tour to the Apple Store which is located in Central. 
Hui and other members were taught how to use a popular software called iMovie. They felt excited! 

Above all, both of the interviewees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LSKTV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me. Would 
you like to join it next term? 

LSKTV 的專才們
                                     6F 李  婷
同學們有沒有參觀過我們的校園電視台 (LSKTV) 呢？你們對 LSKTV 的認識又有多少呢？前陣子

我採訪了參加校園電視台專才課程的兩位同學，因此對校園電視台以及它的專才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D班的莊子俙是我採訪的其中一位同學，他今年第一次參加校園電視台專才課程。他表示自己非

常喜歡校園電視台的專才課，因為他可以通過課程學習錄製不同的、真正屬於學生的節目。子俙和同
學一起錄製的第一個節目是《校園之最》。通過這個節目，他們和全校師生介紹了校園裏幾個富特色
的地方。例如，校園最冷的地方，最多植物的地方等。除了影片的剪接需要老師幫忙外，該節目的選
題和錄製環節全都是由同學們獨立完成的。為了更好地錄製這輯節目，同學們自發留校兩天，加班加
點才把節目做好，真不容易啊！令子俙同學印象深刻的還有攝影器材的重量—扛着幾千克重的攝影
器材到處走，真是需要非一般的體力呢！

我採訪的另一位同學是 6B班的許澤熙。許同學興奮地談到了校園電視台給他們提供的各種培訓
機會。本學期他們不但有幸去了位於中環的Apple 總部參觀和學習使用 i-movie 處理影片，而且還參
加了校園電視台舉辦的一系列攝影知識技巧培訓課程。據許同學介紹，學校特意邀請了「香港體路」
(Sportsroad) 體育新聞平台的記者和著名運動員來給他們上培訓課，讓他們獲益良多。在課堂上，同
學們可以嘗試用專業的攝影器材和剛學到的運動攝影知識來拍照片和短片，真的非常有意思！

聽了校園電視台的兩位同學介紹了這麼多相關專才課的精彩內容，同學們有心動嗎？心動不如趕
快行動，下學期趕緊報名 LSKTV 的專才課吧！LSKTV 唯一的女將

                                            5C 溫佩橋
LSKTV專才課程是2018學年才開設的。這個課程的成

員幾乎全部都是男生，只有一名女生——金莉莎。我有幸能
採訪她，了解這個LSKTV唯一女將的內心世界。

通過訪談，我了解到莉莎同學原來一開始並不願意參加
這個課程。「我覺得這個工作很無趣，又辛苦。」莉莎同學
說。後來是她的媽媽苦口婆心地勸她參加，她才半推半就地
參加這個專才課程。

結果，參與後的莉莎同學卻發現這個課程遠比她想像中有趣和實用。她印象最深的是學校組
織的培訓課程，她可以通過課程學習到使用專業攝影設備拍攝和許多寫稿的技巧。「真的太實用
了！我可以學到拍片、剪片、配音……」這是莉莎同學在採訪中反復提到的一句話。

然而，莉莎同學也提到一件尷尬的事——「整個電視台只有我一個女生，分組的時候好尷
尬和無奈。」原來LSKTV唯一的女生很希望電視台專才課程下一年度能招收更多的女將呢。女生
們，你們有興趣的話快來報名參加下年度的LSKTV專才課程吧！

LSKTV 小檔案
創辦年份：2004年
目前負責人：高潔怡老師
創辦目的：希望同學能在課室外學習到知識，並根據自己的想法獨立製作節目。
最新設備：1. 褪地幕（用作插入不同背景）

2. 字幕投影器（幫助主播準確地看到講稿內容）
3. 藍牙麥克風        

節目：每月更新，內容涵蓋不同的學科並兼顧學生的興趣。
LSKTV專才課程：每逢週一上課。通過系統學習，學生能掌握寫稿、影片拍攝與剪接的技巧。
                                每學期都會邀請校外嘉賓到校為學生提供講座和培訓。
                                                                                                                                                6A 賴卓妍

電視台

6A Tang Pak Lun (Left) and 4F Choi 
Man Sha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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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ubble Tea

3. Octopus Balls

4. Siu Mai

5. Spicy Hot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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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and White Siu Mai
                       By 5C Wan Pui Kiu

The black and white Siu Mai combo is the most 
popular snack in T market. The white Siu Mai is made 
of fish. The black one is made of cuttlefish's black ink. 
They are all handmade and super yummy. You can't 
miss them! If you like spicy food, the spicy Siu Mai may 
suit you. It's delicious! 

Octopus Balls
By 6A Lai Cheuk In 

The octopus bal ls  are ver y 
popular among students, who come 
to T market. This 
s n a c k  c o n t a i n s 
octopus and it is 
very delicious with 
t e r i y a k i  s a u c e , 
salad dressing and 
seaweed on top.

Q  Pancake
            By 6A Lai Cheuk In 

Q Pancake is also popular in T 
market. Its crust is crispy. Its fillings 
are attractive. Customers can 
choose fruit, meat, seaweed and 
any dressing that 
they like to put in 
the pancake. 

Queen's Dumplings 
By 4F Choi Wan Shan

Dumplings, dumplings,  I  like dumplings. Dumplings, 
dumplings, have you ever tried the Queen's Dumplings?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tasty dumplings that you should try. 

Pan-fried pork dumplings are  very popular here.  The 
golden wrapper and delicious  fillings always make people's 
mouth water! 

My favourite one  is  the boiled dumplings with Chinese 
chives because  I  like  eating  chives  and moreover boiled 
dumplings are healthier.

Spicy Hot Pot 
              By 5A Tang Sheung Hei

Spicy hot pot is trendy in recent years. In 
T market, there is a stall selling spicy hot pot. 
You can choose from a wide variety of meat, 
vegetables as well as various ingredients to 
make your own hot pot. The shop owner will 
help you cook the food, so you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getting sweaty because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of cooking.  

T Market's Food Stalls
Are you a foodie? If yes, you can't miss the food stalls 

in T Market located in Chung Fu, Tin Shui Wai. With a 
simplified Japanese design and clean environment, you 
can enjoy different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from all over 
Hong Kong. Now follow our campus journalists' footprints 
and find your favourite food in this market. 

LSKTV Chairman 
Ko Kit Yee

LSKTV 唯一的女將金莉莎

Foodies' English 
Time

By Lai Cheuk In
Match the picture with the correct word 

美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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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張員外的請帖 ( 怎樣寫好文章 )

作者：曾忠華

類型：語文知識
我想為大家推薦這本書，因為

很多同學都有寫作方面的困難。很

多的作文書都枯燥無味，而這本書

卻通過一個個幽默的故事教會你很

多簡單而實用的寫作技巧。

全書以張員外的故事為線索，

通過一個個錯誤示範，讓讀者學會

準確恰當地用文字表達。書中的張

員外本來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有錢

人，有一天，他想給朋友寫信，所

以他去找老師學寫字，老師第一天教他寫一，第二天教他寫二，第三

天教他寫三，他以為一直加上筆劃就行，所以就不再跟老師學寫字

了。之後他寫信給朋友，他的朋友姓萬，張員外剛一提筆便遇上了一

個大難題。你們知道張員外做錯了甚麼嗎？

書名：三國演義（下）

作者：陳秋帆（改寫）

內容大概：
這本書講的是三國時代的後期，

只剩下魏、蜀、吳三個勢力，蜀國軍師

諸葛亮先征服南蠻，便有了「七擒七縱

孟獲」和「火燒藤甲兵」的故事。然後

又北伐了五次，不過都因為種種原因而

失敗了，諸葛亮最終因積勞成疾而死。

之後，蜀國主公劉禪投降魏國，由漢高

袓—劉邦所創下的漢朝正式滅亡。最

後，魏國的司馬昭這個「野心家」（意

思是權慾極強的人）掌握了魏國的政

權。正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司馬昭死後，他的兒子司馬炎逼皇帝退

位，自此進入新的朝代—晉朝。

讀完這本書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諸葛亮，因為我不僅喜

歡他的足智多謀、神機妙算，我更喜歡的是他對蜀國的鞠躬盡瘁。劉
備死前對諸葛亮說，如果他的兒子（劉襌）無能，他可以自立為王。

但諸葛亮並沒有這樣做，雖然劉禪軟弱無能，他仍然忠心輔助劉禪；

他也沒有背叛蜀國，向魏國投降。

書名：豎琴女孩和她的「虎」爸

作者：君比

題材：輕小說
這本書是關於一名叫做周諄希的女

孩，她患有學習障礙，上課時無法集中注

意力，考試更是每年都排名倒數。沒想到

有一天，她居然在法國豎琴比賽中奪得兩

項冠軍，揚威國際。為了不讓父母擔心自

己的學業，她服用了「聰明藥」，雖然她

的成績果然突飛猛進，可是身體狀況卻一

天天地變差，從而影響了她練習豎琴。終

於，諄希的父母發現了女兒的秘密，決定

阻止她繼續服用「聰明藥」。雖然最終她

的成績又變回了最後幾名，但是身體健康

了，也能專注練習豎琴了。

我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我認為君比的小說十分有意義，書裏的很

多故事都是根據真實新聞改編，教會了我很多道理，所以我希望能把

這本書推薦給各位同學，讓你們也有所獲益。	 	

書名：西遊記

類型：漫畫
《西遊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描寫的是一群人格化的動物，包括：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他們

需要護送唐僧到西印度取經。為了護送唐僧，師徒四人經過了各種考驗，與妖魔鬼怪鬥智鬥勇。歷經九九八十一難

後，四人終於取得真經成佛。書中把鬼怪之間的交戰描寫得出神入化，彰顯出人物不同的個性特質。

	其中最經典的場面是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鬥法求甘雨，過程驚險又刺激。書中對主要人物唐僧師徒四人的

個性刻劃得非常鮮明，例如：虔誠的唐三藏、貪吃的豬八戒、好勇的孫悟空、服從的沙和尚都是名揚四海的角色。

左起：5E鄭家慧、4F蔡鈺瑩、4C陳天齊、
5A江健源、6A高明瀚

左起：4F蔡旻姍、6A賴卓妍、5A鄧尚熹、
5C溫佩橋、6F李 婷

後排：6B黃杰彤、5F 盧姵彤
前排：4A李其龍、5C丁冠夫、4D陳卓立

左起：4B侯潤傑、6F陳栩藍、6F陳嘉怡、
5D譚芷晴、6D黃永賢、5B王灝弘

好書推介

書名：揭開人體的奧秘

類型：百科
看完這本書後，我知道了人體

就像一部複雜的機器，身體裏的每個

器官都如同機器的零件一樣各有職

責，彼此分工合作以維持人的生命。

手掌是關節連結起來用來拿取物件

的工具，而胃可以吸收食物中的養

分，用來供給身體所需的營養……這

本書讓我大開眼界，因為它讓我知

道：原來我們經常做的事，比如呼吸

和飲食，都要借助身體裏的各個器官

互相合作才能完成，少了任何一個器官都不行。

旭報小成員

6F 陳嘉怡

6D 黃永賢

6F 陳詡藍

5B 王灝弘

4B 侯潤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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