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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采學生報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

記：黃老師，十分感謝你在百忙中抽空接受華德小記者的訪

　　問。你可以告訴大家為何你會選擇這個職業？ 

黃：我自小就十分喜歡當老師；特別在小學階段時遇到一位

　　很好的老師，受她的感染下，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便決定選擇這個職業了。

記：打從心底你喜歡這工作麼？

黃：真的很喜歡！尤其是低年級的一群。

記：黃老師實在是十分疼愛小孩啊！那麼你覺得現在教師的

　　工作跟以前有何不同呢？

黃：老師的工作是很繁重，因為它不單是教與學上的工作，

　　還是人性的工作，如何用生命影響生命，如何以身作則

　　等等。可是現在的老師工作除了教學外，所負責的範圍

　　也多了，有其他文件上的工作要兼顧，例如計劃書、財

　　政預算和招標的工作等。

記：老師的工作真是艱辛呀！那你滿意目前的教師待遇嗎？

黃：當然滿意！不過最大的回報不在於薪金，而是看見學生

　　成為善良有用的人。

記：黃老師，你覺得在教學上最艱難的工作是什麼？ 

黃：相信應該是讓全班同學都能學會老師所教授的知識了。因為

　　每個同學都不同，如何令他們一一掌握，是很考工夫的！

記：教學的工作不愧是份專業！你對於現在的教育風氣有何

　　見解？現在的小孩子跟以前的小孩子又有什麼不同？

黃：現今的教育要求比以前高，各方面都比以前學得更廣更

　　深；而小孩子也因為兄弟姊妹少而更依賴及未會體諒別

　　人。所以現今的老師更費心力啊！

記：如何費心力呢?

黃：我們要先成為小孩子們信任的老師，彼此尊重，互相坦誠，關懷對方，才能成為孩子的榜樣。

記：黃老師從事教學三十多年，你有何體會呢?

黃：教學是一項充滿挑戰的工作，很多人覺得是刻板不變，其實每年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家長、

　　不同的合作伙伴都教曉我不同的東西，而令我再有新的力量去面對挑戰。

記：你對TSA有何看法?

黃：一項政策要常常檢討，看看是否有違原意；而任何考試都要學生有適當的操練，才會

　　得心應手的。

記：做老師辛苦嗎?

黃：當然了！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政策，又有不同的要求，老師要不斷增值及努力呢！縱使辛苦，

　　我還是希望小朋友愉快學習，開開心心!

記：再次感謝黃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讓我們明白老師的工作不易為，要珍惜老師們為同學付

　　出的一切心力。

教學．樂與苦 - 黃小鳳老師專訪

黃:黃老師　記:華德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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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真理與公義 - 華德小記者簡介

　　華德學校自2007 - 2008年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
款在校內建設華德電視台，隨即在同年一月成立華德小記
者。目的是培育我們的同學掌握採訪、分析、撰寫、編輯
和報道等技巧，並提供機會讓大家透過探討週遭的問題，
認識真理與公義。

5A 陳彩茹 
　　我是陳彩茹，今年第一
年參加小記者，我喜歡唱歌
和英文，請多多指教。

5A 鄭凱晴 
　　我是5A班的鄭凱晴，是第一
年參加小記者的，我非常喜愛攝
影，因此我想學更多攝影和訪
問的技巧，令我有更多的知識和
鍛練自己的膽量，請多多指教。

5D 廖峻賢 
　　大家好！我叫廖峻賢。我的
性格文靜。我喜歡閱讀、看電視
和做手工藝；我不喜歡吃洋蔥。
我很開心可以參加華德小記者。

5D 區家聰
　　我叫區家聰，我認為我是一
個性格開朗的人，這次是我第一
次當記者。由於我很喜歡拍攝，
我希望這一個學期能多學些拍攝
技巧。

6A 張雅文 
　　大家好﹗我是6A班的張雅文。
我十分高興可以參加小記者小組，
因為可以學會不同的東西，自己
的能力也提高不少，來年希望可
以學到更多技巧和與其他小組成
員快樂相處！謝謝！

6A 陳文信 
　　大家好！我是陳文信。今年
10歲。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
我還很喜歡做手工藝。我空閒的
時候會在圖書館閱讀。我很高興
能夠加入小記者的團隊。

5A 甄子軒 
　　我是甄子軒，英文名是
Yun Tsz Hin Bosco。我參加小
記者的原因是因為想將一些報
導與全校的同學分享。

5B 陳薇靜 
　　你好，我是華德小記者陳
薇靜，我希望能在「校園小記
者」中學到多一點溝通技巧，
也希望將來能做一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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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韋以諾
　　大家好！我是6A班的韋以諾。
這年已是我第二年參加華德小記
者。我很開心可以參加華德小記
者，因為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亦希望和新同學和恰相處。

6D 趙匡琪
　　大家好！我是6D
班的趙匡琪，我最喜
歡的是畫畫。我擅長
煮菜，最愛吃冰淇淋。
我很高興能參加「校
園小記者」。

6D 陳子謙
　　大家好！我是6D
班的陳子謙，這次是
第一次參加「華德小
記者」小組。我會盡
力做好本分。

6D 何欣樺
　　大家好！我是6D
班的何欣樺。我很高興
能成為華德小記者，其實
我參加的目的是希望可
以能學習到拍照的技巧。

6D 曾芷晴
　　大家好，我是6D班的曾芷
晴，今年11歲半，是一個又天真
又活潑的小朋友。今年是我第一
次參加「華德小記者」，所以
特別緊張，大家請多多指教。

6D 鄭皓洺
　　你好！我叫鄭
皓洺，最喜歡玩遊
戲機和跑步；最愛
喝汽水。

6D 李康佑
　　我最喜歡的是種花，也很
喜歡大自然。參加華德小記者
便能和大家分享種植的心得了。

6D 黃家正
　　大家好！我是6D班黃家正，
今次是第一年參加小記者，我
今年十一歲，是個好動的人，
我參加小記者是因為可以提高
我的自信心。

6A 杜耀斌 
　　這是我第一年參
加小記者。加入的原
因是我希望將來從事
記者或電影工作，因
此我希望透過小記者
學懂訪問及剪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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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得與失 - 德國花式單車青少年盃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那天，晚上六時左右我跟香港

單車代表隊的隊友們到達機場。當時，我的心情緊張萬分，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父母，獨自出門呢！

　　我們先乘飛機到北京，三小時的機程裏，我實在悶得

發慌，所以便和隊友們下棋消磨時間。之後在北京機場轉

機，我們在機場逗留了兩小時，才登上往德國法蘭克福的

飛機，這時已是夜深，我一上機便累極而睡了。

　　終於到達目的地了！我們乘巴士到沃爾姆斯（Worms），

並入住青年旅舍（DRK Buildings Werk），因為旅舍及訓

練的地方沒有無線網絡設備，所以不能傳訊息給父母，他

們擔心得很呢！晚上，教練見我們一臉倦容，所以只是與

我們練習一會兒便讓我們休息。那天，我們大夥兒遊覽了

沃爾姆斯城市，見識了很多中外聞名的歷史建築，令我獲

益良多。

　　第二天，教練為我進行個人訓練，還幫我再三檢查比

賽程序；期間，我有幸觀賞到德國隊四人花式單車練習的

情況，他們不但技巧純熟，而且十分有默契，很值得我們

學習。之後，我們一起到意大利餐廳晚膳。

　　第三天是舉行隊際賽的日子，教練說：「今天當是熱

身賽，為明天青少年盃作準備吧！」各國選手都全力以赴

，技術高超，看得我們都目瞪口呆。可能因為大家都很緊

張吧，所以都未能發揮應有水準，大家都有點沮喪。我們回

旅舍後，各自進行檢討，希望在明天舉行的青少年盃有更

佳表現。

　　第四天，青少年盃的賽事結束了，雖然我已盡了力，

但只獲得第四名，有些不甘心，但爸媽說：「不要緊，今

次是你第一次參加世界性賽事，就當汲取經驗吧！」經過

今次比賽，我不但學習到很多花式單車的知識，擴闊視野

，更學會照顧自己。明年，我一定要再次參加世界花式單

車錦標賽，爭取更好的成績，為香港增光！

　　　　　　　　　　　　　　　　　　　　 6A 林柏源

準備出發

踏上征途

難忘的經驗在精英雲集的賽場中，我們絕不渺小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一起練習

忙裏偷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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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聽與說 - 學生議會

2015-2016年度學生議會班代表名單

年級 A班

林沚琦 陳思行 馬家聰 江俊軒

朱庭芳 羅梓浩 李熙怡 梁雋謙

周嘉朗 洪鳴佑 李瀚良 盧彥呈

陳韋廷
(主席)  

梁泳常
(副主席)

陳卓熙 曾芷晴

B班 C班 D班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6A 陳韋廷 (主席)

我覺得很榮幸能夠當選學生議會主席。我一
定會依照誓詞上所寫去做，致力促進學生與
校方的溝通，共同建設健康愉快的校園。在
這個學年中，我希望同學都能夠健康愉快地
成長。

6B 梁泳常 (副主席)

畢業前的最後一年，我很榮幸能成為學生議
會班代表的副主席。我希望在本年度能用我
的能力，創造屬於大家的美好回憶。在此再
次感謝老師和同學給我一個機會。

我們謹此承諾：
　　作為學生議會班代表
，將竭誠為同學服務，聽
取及收集同學的意見，向
校方反映，並致力促進彼
此的溝通，共同建設健康
愉快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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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到了馬來西亞遊玩。第一天，

我們吃過午飯後便到香港國際機場乘搭飛機。我們在馬來

西亞機場降落。由於由香港到馬來西亞需要四小時，所以

到了這裏已經是七時了。所以，我們吃過晚飯後，就到了

酒店休息，準備第二天的旅程。     

    

　　第二天，我們參觀高腳屋。沿途，我們看見很多古色

古香的景物，例如，大炮和蒸氣火車。高腳屋是用木造的，

我們登上一條長長的樓梯才可進入屋內，屋內日常用品齊

全，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參觀完畢，我們去

了吃馬來西亞的美食—肉骨茶。我覺得不是太好吃，因為

它的藥材味太重了。可是，我的家人就極力讚賞，可能他

們較喜歡吃一些濃味的東西。

　　第三天，我們到了樂高世界。導遊給我們六小時玩耍，

所以我們用一半時間來玩機動遊戲，用一半時間在水上樂

園游泳。在玩機動遊戲的途中，我很佩服弟弟，因為連我

都不敢玩的過山車，他竟然敢玩。跟著我們給親友和朋友

買了一些紀念品。水上樂園真有趣，這裏的泳池都是由一

些「樂高」積木砌成，而且這裏還有三條長長的滑梯，起

初，我不夠膽子玩耍，但是爸爸的一番話鼓勵了我，就是

「人一世，物一世，一起玩吧！」嘗試過後，我感到十分

刺激，於是我多玩了很多次，直到媽媽說要離開，才依依

不捨地離開。

　　最後一天，我們一大早吃過早餐後，就乘旅遊巴去機

場。在登機前，我回望著，實在十分不捨呢！

　　　　　　　　　　　　　　　 華德小記者6A 杜耀斌

遊玩．相遇與不捨 - 馬來西亞輕鬆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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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經驗與立志 - 北京古蹟遊

　　說到旅遊，有人愛到充滿鄉土人情的地方，

有人愛到有各種特色美食的城市，而我就獨愛到

中國的首都，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交通

樞紐－北京。

　　去年暑假，我們一家到北京遊玩。第一天，

我們到了中國古代漢族宮廷建築之精華－故宮。

故宮又稱紫禁城，位於北京中軸綫的中心，也是

中國明、清兩代二十四位皇帝的宮殿。一進故宮，

我被氣勢磅磚的宮殿吸引住了。金黃琉璃瓦在陽

光下，顯得金光閃閃，別有一番古色古香。我們

先到了太和殿。那裏是東方三大殿之一，明清兩

朝二十四位皇帝都在此殿進行盛大典禮。那裏結

構嚴謹，裝飾華麗，令我大開眼界。然後我們還

到了保和殿、中和殿等宮殿參觀。各種宮殿都富

麗堂皇，加上古色古香的景色，令我的思緒回到

了古時的故宮。

　　第二天，我們到了十三陵。十三陵共葬有十

三位明朝皇帝的陵墓，亦象徵「天圓地方」，富

有特色。我們參觀了一會兒，便轉到世界享負盛

名的建築－長城。一說起長城，人們就會把它和

秦始皇的名字聯繫起來，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

漢」，我不甘示弱，當然要登上這座氣勢雄偉的

建築物了。可是走了不一會兒，已經氣喘吁吁了。

我咬緊牙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千辛萬苦登上

了長城的八達嶺。我站在嶺上遠眺，巨龍躺臥在

崇山峻嶺上，是古人的心血和結晶，亦是我在旅

程中最深刻的景點。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我立志努力讀書，將來到更多國家體驗它們的特

色及風土習俗。

　　　　　　　　　　　 華德小記者6A 張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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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製作與相贈 - 小記者陳薇靜教你做Cupcake

材料：

雞蛋3隻

低筋麵粉65g 

砂糖（A）10g

砂糖（B）65g

牛油10g（已溶）

牛奶20g

碗 2個

入爐紙杯若干個

步驟：

1.　準備2個乾淨、乾爽的大碗，小心地將蛋黃和蛋白分開。

2.　用打蛋器將蛋白打至起泡，並將砂糖（B）分3次加入，打發至

　　濕性發泡，放入雪櫃待用。

3.　將砂糖（A）加入蛋黃並打鬆，加入牛奶拌勻。

4.　麪粉分兩次篩入蛋糊，輕手拌勻，再加入溶牛油拌勻。

5.　先取一半蛋白與蛋糊沿一個方向輕手拌勻，再加入剩餘的蛋白

　　拌勻，同樣要輕手拌勻。

6.　預熱焗爐至180度，把蛋糊平均倒入入爐紙杯裏。

7.　可按個人喜好加入果仁或巧克力粒。

8.　放入焗爐焗16-18分鐘。

9.　蛋糕出爐後放在網架上放涼，即可享用。

10. 送給你欣賞和感謝的人吃。

顧問:黃綺霞校長　　負責老師:陳雁凌主任、陳玉媛老師、華德小記者、張　俊先生

小記者陳薇靜贈送親手製作的cupcake給黃老師

1.

2.

3.

4.

5.

10.

6. 7. 8. 9.

華德學校

P. 8P.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