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記者: 你們在服務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呢? 最
        後如何解決?
丁銘浩: 記得一次當值時，有一位同學被蟲咬傷後，
        走到救傷站，他告訴我們發生了甚麼事，
        但我們不知道「這一咬」是否只是皮外傷，
        於是我們便帶那位同學到教員室，讓老師
        處理。
蕭愷燊: 有一次，有同學受傷，我運用我學過的急
        救知識，成功幫助傷者止血。
李凱程: 有一次，有一位同學擦傷了膝蓋，我準備
        幫她消毒。突然，她說‥「不要幫我消毒。」
        我問為甚麼？她答道‥「我怕會很痛。」
        幸好我安慰她後，她終於讓我幫她消毒。

小記者: 你們在當值時有沒有遇到難忘的事?  
丁銘浩: 有一位同學受傷，我們幫他消毒，過了幾   
        天，那位同學到救傷站向我們道謝。
蕭愷燊: 每次救傷的經歷都令我難忘。
李凱程: 我覺得幫助別人後，自己的心情是很好的。

小記者: 在擔任救傷組隊長的過程中，你們最想感
        謝誰?
丁銘浩: 張志文老師，因為張老師教導我們不同的
        急救知識。
蕭愷燊: 我最想感謝的也是張志文老師，是他選我
        擔任救傷組隊長。
李凱程: 我想感謝張志文老師和我的隊員。

    同學們，現在你們對救傷組的工作有更深的瞭
解嗎？喜歡他們的工作嗎？想加入這個團隊嗎？如
果想的話，從今天起就要有一顆救急扶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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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裏，如果同學受了傷該怎麼辦呢？當然可以找救傷組老師，但除了
老師，還可以找誰幫忙? 嗯……大家想到嗎？就是懂得基本急救知識的北官
救傷組了！大家想了解他們更多嗎？看過今期的訪問，相信大家對他們的工
作會有更深的認識。

小記者: 你們為什麼會加入北官救傷組這個團隊呢?
丁銘浩: 因為可以令我有機會幫助同學，還可以學
        到更多急救知識。
蕭愷燊: 因為可以幫助別人。
李凱程: 因為我對醫學上的知識有興趣。

小記者: 救傷組隊長和救傷組隊員的工作有甚麼分別?
丁銘浩: 救傷組隊長和救傷組隊員的工作大致相同，
        只是隊長還要檢視隊員的工作情況。
蕭愷燊: 隊長要分配工作，隊員須聽從隊長的指示。
李凱程: 隊長主要負責替傷者消毒，貼上膠布或紗布
        等，隊員可以從護程中學習。

小記者: 加入救傷組後，你們有甚麼得着?從中又
        學到甚麼?
丁銘浩: 我們可以訓練自己的應變能力。
蕭愷燊: 我認識一班好朋友，並學到很多救傷的知識。
李凱程: 我除了認識到更多朋友，還學到怎樣照顧別
        人。

救傷組隊長: 前排左起: 5A 李凱程  5D 蕭愷燊  5B 丁銘浩
救傷組隊員: 後排左起: 5D 高子衡  5D 陳盈慧  5B 羅致衡  5C 蔡蕬楹  5A 蘇志敏

救傷組隊長: 前排左起: 5A 李凱程  5B 丁銘浩  5D 蕭愷燊
小記者 : 後排左起: 5A 呂瑞愷  5D 湯詠詩  5A 屈宜葶  

北官小記者: 5A 呂瑞愷  5A 屈宜葶  5D 湯詠詩

救傷組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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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小息的鈴聲終於響起了，
跟老師敬禮和道謝後，我們都急不及待地排隊到操場活動。    
     甫到達操場，已經有數十個同學比我們更早到達，
他們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吃東西。陽光很猛
烈，我跟朋友馬上到有上蓋的位置，不用被太陽烤熟。
    我拿出媽媽為我準備的小食，一邊吃，一邊看着其他
同學在陽光下享受剩餘十分鐘的小息。有些同學總會太興
奮，在操場上奔跑追逐，然後會被風紀提示站在講台旁邊
反思。
    吃完東西後，我到洗手間洗手，洗手間永遠都擠滿了
人，有不少同學竟然喜歡在廁內聊天呢！真奇怪！看看手
錶，我知道小息快要完結了，操場上的同學都開始跟隨老
師的指示集隊，整個操場盡是整齊的隊伍，大家臉上都掛
着依依不捨的神情。

4C 邢皓文

    暑假時，我們一家人到
了淺水灣游泳。想起來，上
一次到海灘已經是三年前的
事了，所以當天我在出發時
已經很興奮。
    乘了一個小時的巴士，
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甫
到達沙灘，我看到有些人在
玩沙灘排球，有些人在照日
光浴，有些人在海中暢泳。
我和父母立刻換上泳衣，向
大海奔去。
    爸爸帶領我們游到浮台，
站在搖擺不定的浮台上，驟
覺沙灘上的人就像小矮人一
般。陽光灑在海面上，海水
隨波浪一閃一閃的，真是太
美麗了。
    游泳過後，我和媽媽在
沙灘上堆沙，爸爸就躺在地
蓆上休息。突然，沙中鑽出了
一隻寄居蟹，雖然牠很可愛，
但是我知道不可以捉走在大
自然生活的小動物，只好看
着牠在我的沙堡旁走開。
    黃昏的陽光把沙灘照得
金黃，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
心情離開。希望下次的沙灘
之旅快點來到吧！

3D 林善瑜

    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girl name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d her mother. One day, her mother 
asked her to bring a basket of cookies to her grandmother.

    雖然小息的時間很短暫，但是我卻可以看到同學們在上課以外的另一面，希望膳息快點到來吧！

    I had a picnic on 9th June. It was hot and sunny. I went to Sai Kung 
Country Park with my friends. We went there by taxi. I felt excited. 

    At the park, we played hide-and-seek under a tree. I saw some butterflies 
and birds. I heard the birds singing. They sang softly.Then, we sat on the 
grass and ate sandwiches and chicken wings. We drank juice and coca cola. 
It was yummy.

3D Lee Pui Ying Valerie

    After we went home, I couldn’t find my bag. I went back there but I could not find it. I told my mum 
when I came back home.

    I felt happy because I ate a lot of yummy food. However I felt a little bit unhappy because I lost my picnic 
bag. 

By 4A Kung Lok Hang

    Little Red Riding Hood followed her mother’s instructions and went into the forest 
on foot. Suddenly, she saw a rabbit jump out of the grass. She chased the rabbit quickly 
and said,‘Don’t run, I can catch you,’But the rabbit ran so fast that she couldn’t catch 
it. Unfortunately, she got lost and felt scared.

    She cried loudly and a witch came next to her. She asked,‘Why are you here?’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swered,‘I need to bring this basket of cookies to my grandmother but I got 
lost in the forest.’Then, the witch said,‘I give you a map. You need to follow the map and 
you can get to your grandma’s house.’Little Red Riding Hood was happy and said ‘thank 
you’ to the witch.

    She then followed the map. She went through the forest and crossed the bridge and 
finally she reached her grandmother’s house. She felt very excited about her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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