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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官 小 記 者 出 版

訪問北官古箏彈奏高手

小記者：你參加比賽前要進行「特訓」嗎？如有，那個「特訓」是怎 
     樣的呢?
楊采茵：比賽前要進行「特訓」，「特訓」就是「加堂練習」，因為 
     熟能生巧。

小記者：比賽時，要注意些甚麼?
楊采茵：比賽時，要注意兩點: 
     1.切忌緊張   2.留意細節，如: 注意坐姿

小記者：在比賽時有甚麼難忘的事?
楊采茵：有一次比賽時突然斷弦，我沒有怯場，若無其事繼續彈奏， 
     還得到全場的掌聲。

小記者：你有今天的成就，和家人的支持有關係嗎？
楊采茵：有的。爸爸幫我換琴弦，媽媽陪我練琴。每次比賽時他們都 
     會告訴我盡力而為便可以，名次並不重要，要好好享受比賽 
     的過程。

        同學們掌握了成功的秘訣嗎？考試將近，不要只「臨淵羨魚」，
是時候「退而結網」了！

小記者：為甚麼你會學習彈奏古箏？
楊采茵：因為古箏是中國傳統的樂器之一，古箏的音色很動                   
     聽、清脆，爸爸媽媽很喜歡聽我彈奏古箏。

小記者：有些甚麼秘訣令你在彈奏古箏方面有那麼出色的成就？
楊采茵：秘訣有三：
     1.堅持練習基本功
     2.難點部分重複練習
     3.初學新歌要慢彈

       「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說得對極了！做學問非一朝一夕
的事，學懂彈奏一種樂器而能夠在比賽中脫穎而出，更要下苦功。今
天，我們小記者有幸訪問五甲班「古箏高手」楊采茵同學，聽聽她與
我們分享她的成功秘訣。

小記者與楊采茵同學合照
(左:6D陳思甜 中:5A楊采茵 右:6A馬晶晶)

楊采茵同學與她的獎盃合照

5A班 楊采茵同學
榮獲以下古箏獎項:

2017年
第四屆國際青少年古箏比賽
中國香港區域選拔賽少年組

金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古

箏獨奏初級組冠軍
第二屆青少年中樂香港公開

賽古箏四級冠軍

2018年
第九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古箏獨金獎
第九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最佳才藝獎
世界和平藝術節國際古箏之

星大賽(香港區)金獎
第十二屆青少年文化藝術交
流盛典(總決賽)古箏特金獎
第四屆國際青少年古箏比賽

金獎(第一)
第十屆「國際盃」才藝大賽

中樂古箏獨奏金獎
屯門區中西樂比賽2018中樂

彈撥B兒童組冠軍

2019年
第十四屆青少年文化藝術交

流盛典古箏特金獎
第十四屆國際古箏大賽初賽

一金獎  決賽一金獎

北官小記者: 馬晶晶(6A), 陳思甜(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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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陳子冰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I  had a scary t ime with Dad and Mum in a wi ld l ife park in South Afr ica.  It  was an unfor-

gettable tr ip for me. 

    First,  we rode on a bus in the wi ld l ife park.  We saw Egyptian vultures f lying over us.  

They were huge and brown. Then, we went to the Giraffe Area. We opened the windows and 

fed the giraffes with leaves. They looked very cute.  After that,  we vis ited the L ion area. 

Some chi ldren hit  the windows and shouted on purpose. They thought it  was funny.

     Then, a l ion roared at us and scratched the side door glass.  Since we were scared, we 

yel led loudly.  Fortunately,  the dr iver drove us far away from that area and the side door 

glass could stay intact.  Lastly,  we were al l  safe.  Their  mother scolded the chi ldren for 

drawing the l ion’s attention to us and made them apologize to al l  of us on bus. 

     I  had an awful  t ime in the wi ld l ife park today! I  won’t go on another 

wi ld l ife tr ip!  

                                  

12th August,  2019                  Sunday                          Sunny

 My diary
5A  Wong Tsz Hong

       今天，收拾房間時，我看到一張大合照中的一位同學，不禁想起一件令我十分後悔的
往事，這件事發生在一年前的某一天。
       那天，我和同學一起上舞蹈課，我們在一間舞蹈室裏跳舞。後來，我和一位同學在嬉
戲打鬧，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突然，他多打了我一下，我一氣之下就抓着他的衣服
，然後他就拖着我跑，我說︰「你死定了！」，但是就在這時，悲劇發生了！
       當時我想了想，不可以這樣拖下去，一定要想個辦法讓這「玩意」停下來，於是我嘗
試用腳絆他的腳，讓他摔倒。嘿嘿！完美的計謀。我心裏想。結果，我成功把他絆倒了，
但是！他摔倒在地上後，下巴擦傷了，下巴流了很多血，他不但沒有嚎啕大哭，而且連一
滴眼淚都沒有，我想他是嚇呆了吧！我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我回過神來時，那位同學已經被送往醫院了。事後，我不但被老師責備，還被那位同
學的家長教訓了一頓，真是罪有應得啊！
       這件事情令我感到很慚愧，也讓我領悟到不應那麼貪玩，更不可以在上課的時候玩。
我以後決定不會和同學打鬧了。
      「吃飯了！」一陣叫聲把我從回憶中喚醒，我把照片慢慢地放在書桌上，讓它每時每
刻都提醒我，直到永遠……

一件令我後悔的事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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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my new friend’

N
O

R T H  P O LE

N O R T H  P O

L E

2019

2019

Dear Paul ,

 How are you? I  am 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Of course we can be fr iends!

 First of al l ,  let me tel l  you about myself.  My name is Zheng zhen xi ,  Jason. I  

am ten years old.  I  was born in a warm fami ly and l ive in Hong Kong with my par-

ents.  I  am now studying in the North Point Government Pr imary School .  I  l ike my 

school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fr iends here since I  started school ing at f ive.

 Now, I  would l ike to share with you my hobbies.  I  l ik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because it  is fun and relaxing.  I  a lways play computer games with my elder 

brother,  Alan at home. I  a lso l ike playing footbal l  because it  is healthy. I  a lways 

play footbal l  with my classmates every Fr iday and Saturday in the footbal l  f ie ld.

 Lastly,  I  want to tel l  you that Isaac is my best fr iend. His hobby is playing 

footbal l  too.  He started playing footbal l  at pr imary one. He also always plays 

footbal l  with me after school .  I  hope I  wi l l  be a professional  footbal l  p layer and 

make a l iv ing in this profession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you. 

Would you mind tel l ing m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wishes,

Jason Zheng

北官

知 多啲
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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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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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將於第93期公佈

1

學校有多少位男老師呢?

2 哪兩位老師是在北角官立小學畢業的呢?

3

哪位老師的姓氏最少筆劃呢?

第91期猜謎語答案第91期猜謎語答案
1.

2.

有頭沒有頸，
身上冷冰冰，
有翅不能飛，
無腳也能行。

有紅有綠不是花，
有枝有葉不是樹，
五顏六色居水中，
原是海底一動物。

魚

珊
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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