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負責老師：黃明慧                小記者：5B 陳天𩓙  5B 譚迦允  4A 林凱晴 

                                               4B 鄭璟霖  3A 盧愷羲  3B 鄧恩諾 
 

 

 

 

 

 

 

 

 

 第十四期 

本年的運動會在 4 月 9 日舉行，當天風和日麗，

涼風陣陣，同學、家長和老師紛紛參賽，樂在其中。

在比賽時，同學有沒有發現一班為我們服務的人的

身影？ 

在運動會當天，我們訪問了三位工作人員，其中

一位是林振江老師，他是賽道總裁判。他説做得辛

苦，因為要走來走去，但他非常喜歡這個崗位，因為

可以令比賽公平，非常有意義。他想做終點裁判，因

為可以看到同學的結果。       小記者：盧愷羲 

 
    除了老師，我們採訪了一位穿中學校服的工作人員

――邵俊剛，他是一位嶺小的舊生，當天擔任計時員，

責任是記錄賽員的時間。他的崗位是大會安排的，他雖

然認為這份工作十分辛苦，但他有陽光傘擋太陽，又能

看見他的師弟師妹在做運動，他感到很有意義。 

   他對我們説他計時的時候並不緊張，因為他有信心

自己能勝任。他希望下次可以再來母校運動會做義工，

他做甚麼崗位也沒所謂，他認為既有意義，又回味無窮，

因為可以明白體育精神的意思。    小記者：林凱晴 

 

 

 

 

 



 

  

 

除了老師和家長義工，高年級的學生也能報名成為服

務生，而有一個職位是不但能服務同學，而且有獲獎機會，

你知道是哪一個崗位呢？這當然是啦啦隊隊長，我們在當

天訪問了啦啦隊隊長――5B 李諾賢。 

李諾賢曾經做過啦啦隊隊長，工作是帶領同學，這就是

當初他決定做隊長的理由。他喜歡這份工作，為了背誦口

號，他花一星期時間在學校背誦，間中會在家中練習。 

啦啦隊隊長有六名。他們有時會吵架，但他們也有平靜

的時候。雖然工作時間感覺很長，他也不覺得辛苦，他説：

「在運動會裏，我學到團體合作。」為了運動會，他還每天

約其他隊長一起練習，他説下年要再做啦啦隊隊長。 

小記者： 

鄭璟霖 

 運動會當天，我們有幸在終點線找到 

了甲組 200 米個人短跑的冠軍――5B 華龍睛，訪問

她的獲獎心情及致勝之道。 

 華龍睛獲獎後，她非常激動又開心，因為獲得冠

軍不是容易的。她是怎樣奪得冠軍呢？原來她每週的

星期四也會去田徑隊跑步一小時，她認為只要多點練

習跑步，就能獲獎！ 

 比賽中，她在一開始會跑慢一點，然後在衝線前

加速。比賽後，她認為下次可以繼續努力！ 

 華龍睛除了參加學校的運動會，還參加了一些學

界跑步比賽。除了跑步外，她還學閃避球、羽毛球和

排球。因為華龍睛曾看過排球比賽，所以對排球很有

興趣。 

 最後，她認為自己很喜歡跑步，因為跑步可令自

己變得健康。            小記者：譚迦允 

 

 

 

 
 

 



 

 

 為了配合運動會，我們特意邀請了來學校為三年級上通識堂的 

殘奧乒乓球運動員――李文達進行專訪，讓同學更了解不同的運動項目。 

 他為甚麼會受傷呢？就是一次的交通意外。話説當年還在車上睡覺的他才是

二十歲呢！突然「呯」的一聲，他的全身動也不動，就昏迷了。當他醒來時，發

覺自己敞在醫院的床上，他的上身能動，但下半身還是動不了。出院後，不 

能工作，究竟他是怎樣克服呢？ 

  李文達從小就接觸乒乓球，對乒乓球很感興趣。受傷後，他就想在自 

己全身癱瘓前做一點運動，而乒乓球就是最好的選擇，所以他就選擇了乒乓

球。練習的時候，他有壓力嗎？怎樣克服呢？他當然有壓力啦！他就是以平 

常心和家人的支持來克服這個困難的。李文達也有點期望拿獎，不過他覺 

得只要盡力便可。 

 

 

提及拿獎，就當然會有比賽，他出 

席了 2-3 次比賽，最深刻 

的就是在廣州的亞運會。當 

時，李文達傷勢還是很重， 

而且平日有家人陪伴的他，當天 

要獨自上台，使他感到非常緊張、 

害怕，不過他還是鼓起勇氣，克服 

了這個困難。 

 在比賽上有一些很強的對手，也 

令李文達感到有點壓力，對手如哥羅地亞 

的選手，他們的身形龐大，手也很長，所 

以很容易擋到球。李文達很難得分，只能得 

「細分」。 

 最後，李文達想對同學説，要用心專注做 

每一件事，遇到困難的話，要看開點或向家長、 

朋友傾訴。    小記者：陳天𩓙、鄧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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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也知道四月十五至十七日是五年級的生

活營吧！所以今年，我們訪問了 5A 程駿和 5B 何婧妍。

在今次的生活營，他們去了在粉嶺的宣道園。他們都很

喜歡宣道園，因為這裏的空氣很清新，而且地方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遊玩。 

 營地裏有不同的球類活動，還有繩網、射箭、躲避

盤等。何婧妍和程駿都認為這些遊戲很有趣、很刺激！

午餐時，大家吃了蒸水蛋、菜心、番茄豬排等，他們都

吃得津津有味！ 

 還有，何婧妍認為最深刻的活動就是與她的好朋友

─顏樂琳玩耍，因為她很幽默。原來顏樂琳也是她最欣

賞的同學，因為她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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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復康協會賽馬會傷健營，我們邀請了 3A 蘇

晉霆及 3B 王信柔接受訪問。 

 王信柔很喜歡這營，因為可以學到很多傷健知識，

又可以體會傷健人士的感受。你們猜猜她吃了甚麼？

就是咖哩角和炒麵。她最欣賞鄧恩諾同學，除了因為她

們是好朋友外，鄧恩諾還常常幫助她。王信柔認為最理

想的生活營地點是迪士尼樂園，因為那裏有機動遊戲。

王信柔一點也不想念家人，因為在生活營中，她不會被

家人督促。總括而言，她在這次生活營學會了如何與傷

健人士相處。 

 另外，蘇晉霆也喜歡這個地方，因為傷健營的環境

很美麗。還有，他可以在營中打籃球和羽毛球。睡覺方

面，他因為有同學在身邊，所以睡得很甜。他最欣賞吳

栢謙同學，因為他們是好朋友。下次，他只想和同學同

房，因為老師常常監管他。 

這次，他學會了與傷健人士的 

相處方法，他樂在其中。  

小記者：鄧恩諾、盧愷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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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駿認為玩不同的遊戲就是最深刻的活

動，他最欣賞的同學是黃樂懿，因為當他不

開心，黃樂懿會安慰他。 

 下一次的生活營，何婧妍想去泰國旅遊，

因為那裏有很多地道小食，而且她也想與

她要好的朋友同住一個房間。程駿想與他

的班主任莊老師住同一房間，因為莊老師

能跟他談天，又能照顧他。程駿想到東京，

因為他能在那裏學習當地的文化！ 

 最後，他們在整個生活營學會了要同心

協力和要有團隊精神。    小記者：譚迦允 

 

 在四年級的生活營裏，我們採訪了四位

同學，分別是盧愷瑤、李寶湘、韓睿思和李

栢雋。 

 他們去了大埔北潭涌渡假營，而且一致

喜歡這個地方，這裏有羽毛球、乒乓球等。

韓睿思和李栢雋最喜歡玩乒乓球，而李寶湘

和盧愷瑤則喜歡去兒童公園，因為可以與鄰

班同學玩。 

 李栢雋和韓睿思最深刻的活動是羽毛球

和乒乓球。盧愷瑤和李寶湘最深刻的是玩

「大腳八」，因為平日不能玩這遊戲，又能訓

練團隊合作。 

     此外，他們的午餐有很多美食，例如：白菜、湯、

煎茄子等，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回味無窮。 

     在這次生活營，韓睿思最欣賞雷楚賢，因為

雷楚賢把「房長」這職責做得很好；李栢雋最欣

賞韓睿思，因為韓睿思很開朗。他們最想在下一

次生活營到迪士尼酒店，與岑老師、謝銳熹和雷

楚賢一起渡過生活營。李寶湘和盧愷瑤想到日本

東京旅行，她們希望與梁老師、莫老師、陳逸桐

和林凱晴同住一間房間。 

     在生活營的最後一天，他們都感到依依不

捨，玩得樂而忘返，也希望可以再來這裏。 

小記者：林凱晴、鄭璟霖 

 

  

     

 

小 四 



 

  

 

 

 

 

 
六年級的畢業營去了日本的沖繩。其

中，我們採訪了 6A 衞子雋和 6B 鄭銘樂。 

   六年級同學乘搭了香港航空 A320。在機

上，他們能高興地談天説地。衞子雋喜歡沖

繩，因為那裏環境漂亮，水清沙幼。沖繩又

有很多水族館，有不同的魚。還有，那裏有

很多美味的食物，他們都吃得津津有味。他

們又去了神社，大家都回味無窮。 

 鄭銘樂也喜歡日本，他喜歡首里城。鄭銘

樂説在日本除了可認識琉球文化外，還可以

與同學一起吃自助餐及度過一整天。他亦表

示日本的保育工作很全面，水清沙幼。 

另外，鄭銘樂表示最欣賞劉家愉，因為她

會關心人，就算有人曾令劉家愉生氣，她不會

計較。衞子雋則認為鄧楠最好，因為他最樂於

助人。          小記者：林凱晴、盧愷羲 
 

 

 

小 六 

 

 今天我們訪問了一位資優生──顏樂琳。甚麼是資優生？資優生就是個

人在某方面特別強，所以老師就會推薦資優生參加一個相關的資優活動或在

網上做一個資優課程。顏樂琳就參加了這兩項。 

 資優活動──「Let us shine」是一個講座，只有一課。她進去時覺得很

安靜、恐怖，但當她慢慢適應後，覺得這個活動很有趣，如有遊戲和做問卷。

導師也會説一些關於資優、星座、宇宙滅亡的事情。她去了這個活動後明白

自己更多呢！ 

那網上的課程呢？原來網上有很多學系給我們選擇：天文

學、考古學、社會經濟學……顏樂琳就選了天文學。不過，她

覺得天文學對她來説有點太難。在這個課程裏，教會了她有關

於星座、望遠鏡的結構、宇宙滅亡等……課程一共有三級，每

一級都會有一個測驗。顏樂琳真是很認真！她要影印所有課

業，還要在網上找資料，才能完成測驗，她對知識這麼感興趣，

怪不得可以完成三級課程呢！      小記者：陳天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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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期五的班主任課上，六甲班同

學都在做功課，其中有兩位男同學在談

天。黃老師便問他們：「你們在説甚麼？」

其中一位同學説：「他要我求婚！」黃老

師嚇了一跳，問：「他要你向他求婚？」

男同學説：「不！是向老師求婚！」黃老

師問：「為甚麼要向老師求婚？」黃老師

想了很久都不明白，最後男同學説：「我

們是要向老師求秩序分！」  

小記者：譚迦允 

 在中文課上，有一位同學被蚊叮

了，她立刻噴「蚊怕水」。在我附近的

同學聞到後，都説非常臭，立刻捂上鼻

子。我身旁的同學還戴上口罩。突然，

他説：「哎呀！我的口罩更臭！」我原  

本不想笑，但還 

是忍不住笑了出 

來。 

小記者：譚迦允 
 

 

在四甲班的音樂課，鄺老師理解到

我們記性不好，不能把音樂符號牢牢記

着，於是分 
6

8
和

2

4
 。

6

8
是男，

2

4
是女。當老

師喊：「
6

8
！」男生需要站立；當老師喊：

「
2

4
！」女生需要站立。可是，我班的鄧

皓一同學反應較慢。當老師説：「
6

8
！」

全部男生已站起來，只有鄧皓一沒站。

當老師説：「
2

4
！」，所有女生站起來。有

人發現鄧皓一沒有站，就説：「站起

來！」他就站起來。鄺老師説：「你是女

生嗎？」            小記者：林凱晴 

今天，校長來到我們班派通告。當她

説：「我們的綜藝表演不會在星期六舉行，

會延遲四天。」「喔……」全班嘆氣。校長

説：「不會取消……那天的午餐是麥當

勞……」「耶！」全班一起歡呼。過了兩分

鐘後，「耶！」還是沒有停止。校長就問：

「那究竟你們是想去綜藝表演，還是不想

去？」有一位同學低聲回答：「不想，但是

請你把我的午餐送到家裏去。」 

小記者：陳天𩓙 



 

 

 

 

 

 

 

 

 

 

 

 

 

 

 

 

 

 

 

 

 

 

 

 

 

 

 

 

 

 

 

 

 

 

 

 

 

 

 

 

 

 

 

 

 

 

 

 

 

     

 在校園小記者裏，我和其他組

員相處得比上學期更加融洽、合

作。我最深刻的是學習電腦排板，

因為我是第一次學的。在這裏，我

還學會中文作文。我很感謝黃老師

的教導，下年度我一定會參加小記

者。            3B 鄧恩諾 

 

 

 

 我很高興能參加校園小記者，因為我能採訪

不同的人，還可以跟大姐姐記者學習。 

 我能學到如何有禮地採訪別人，又能學到其

他數之不盡的知識。 

 我和盧愷羲、鄧恩諾、鄭璟霖等小記者合作，

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能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

西。我亦很感謝黃明慧老師，因為她令我們團結

合作，還教了我新知識。          4A 林凱晴 

 

 這個學期已經是我最後一次

參加校園小記者了！在這個課外

活動裏，我感到很開心。(小記者

也很乖，除了……) 感謝黃老師悉

心教導我們，也希望我和譚迦允

退出了小記者後，那些「小徒弟」

能「醒醒定定」地製作《嶺風》吧！      

5B 陳天𩓙 

 

小記者心聲 
 

 

 在這過去的一個學期，我和其他小記者一

起訪問了不同同學和老師。最令我深刻的一

次訪問是訪問李文達先生，因為這是我第一

次訪問殘奧運動員。我非常榮幸成為小記者，

因為這個學期已是我最後一次參與小記者課

程。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和黃老師，希望下次也

能看到小記者們的《嶺風》。    5B 譚迦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