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們發現校內有一位低小的學妹每天坐着輪椅上學，持續

了一段長時間。雖然她腳部受了重傷，但是她的意志力很強，勇敢面

對困難，最終很快恢復過來，能重新站立起來及行動自如。今天我們

很榮幸有機會在線上專訪這位北官小勇士—3B班黃淑賢同學，瞭解她

受傷後的心情及如何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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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專訪北官小勇士線上專訪北官小勇士線上專訪北官小勇士

受訪同學：3B 黃淑賢同學

小記者: 黃淑賢同學，我們留意到你去年有一段
             長時間要坐着輪椅回校上課，你為甚麼
             會受傷呢？身體哪部份受傷呢？
淑賢:     當時我因為交通意外而令腳部受傷，右
             小腿骨折，因此不能走動，需要坐輪椅
             代步。

小記者: 你受傷後，心情怎樣呢？
淑賢:     起初我很擔憂，心情很忐忑不安，因為
             我怕日後坐着輪椅回校上課會被同學取
             笑，又怕追趕不上學習進度。

小記者: 你的腳部受傷後，對生活造成甚麽不便
             呢？
淑賢:     自從腳部受傷後，對我生活造成很多不
              便，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樣行動自如，很
             多事情無法自理，要靠別人幫忙才可以，
                例如我要靠媽媽抱着我到浴室，協助我洗
                澡；乘搭巴士時，上車、下車時都要麻
                煩司機叔叔為我放下輪椅斜板等。

小記者: 你受傷後仍堅持上學，到底有甚麼動力
             支持你呢?
淑賢:     受傷後我留家休息了一段日子，因為我
             很掛念老師及同學們，同時又想盡快追
             趕學習進度，所以我向爸媽提出想繼續
             回校上課，他們都很支持我，所以我便
             開始坐着輪椅上學去。

北官小記者

北官小記者: 6A姚沁彤同學(相片左上方)
                     5B黃璟桐同學(相片左中方)
                     5B龔瀚淳同學(相片左下方)
                     6D楊采茵同學(相片右中方)
受訪同學:    3B黃淑賢同學(相片右下方)
指導老師:    盧文華主任(相片右上方)



北官小記者: 姚沁彤同學(6A)、楊采茵同學(6D)、黃璟桐同學(5B)及龔瀚淳同學(5B)
文稿整理: 林麗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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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 你回校上學，有沒有遇到困難？
淑賢:     有的，由於我不能走動，所以如廁時要校工姨姨幫助我。小息時，
             由於我不能到操場玩耍，所以同學們會留在課室陪伴我。校方也因
             應我的需要，特別把課室調動到有升降機的那一樓層，方便我坐輪
              椅出入。

小記者: 你怎樣克服遇到的困難呢?
淑賢:     回到學校後，我感受到老師及同學們對我的關心及支持，盡力地幫
             助我適應，使我不感到孤單。縱使當時我仍然要放學後在家中坐在
             床上做功課，身體非常疲累，但我知道身邊有很多人疼愛我，所以
             我充滿信心及力量去克服困難，面對挑戰。

小記者: 在你受傷後的一段日子，有甚麽人曾經幫助過你呢？你想感謝誰呢？
淑賢:     我最想感謝媽媽在我受傷期間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及支持，也想感
             謝老師及同學對我的鼓勵及幫助，還有校工嬸嬸及其他幫助過我的
             人。

小記者: 這次經歷令你有甚麽領悟呢?
淑賢:     這次經歷令我學會了感恩，以及要勇敢克服恐懼、堅持及相信自己
             的能力。

　　同學們，你們看了這篇專訪後，一定要學習黃淑賢同學這種堅毅不屈
的人生態度啊!

　　每當我看見有同學在考試中考取不到好成績時，兩年前的經歷便在我腦海中浮現，
至今難忘。
　　記得那一天，我正在家裏玩耍，媽媽千叮萬囑地對我說：「過幾天要考試了，趕快
去温習吧！」但我卻若無其事地繼續玩耍。直至考試前一天，我才想起第二天要考試，但
我依然想：每次考試我都能考到第一名，這次一定也能！
　　考試那天，老師如常捧着一大疊試卷走進課室，但我突然感到忐忑不安，心想：
「糟糕！我根本沒有温習！」不久，老師把試卷派給我們，我收到試卷後，仔細查看了
一遍，心想：「這麼簡單，這次考試我一定能拿到滿分！」
　　一星期後，老師公佈成績。試卷發下來，我一看，才拿了八十四分，比以往退步了很
多。標點符號錯了，改寫句子錯了，連填寫詞語也錯了。這時，我真是悔恨交加，悔自己
沒有為考試作準備，恨自己太驕傲。更不幸的卻在後頭呢！老師要求家長在試卷上簽名
。
　　回家後，我結結巴巴地對媽媽說：「今天老師派發了試卷，我只考取八……十……四
分。」媽媽聽到後非常生氣，把我狠狠地教訓了一頓，我感到很慚愧，只好答應媽媽以
後會努力學習。
　　這件事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驕傲使人落後，謙虛使人進步。我決心做個謙虛的孩
子。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一件難忘的事一件難忘的事4B 楊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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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Wang Fung Hang
Dear Sam,

 Your birthday is coming soon. I would 
l ike to s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I have a birthday present for you. It is 
a j igsaw puzzle.  I bought it in a toy shop. It 
is large with some beautiful and colourful 
pictures. I bought this present because you 
l ike playing puzzles.

 I wish you a wonderful birthday.

Cheers, 
Tommy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為何我們不寬容一點，原諒別人的過錯呢？

    　有一天，我跟表弟一起玩耍。表弟很調皮，我玩甚麼他就搶甚麼，令我不能好好地
玩。被這樣折騰了好幾回後，我忍不住生氣了。

    　我罵了表弟幾句後便沒有再理睬他。他知道我生氣了，於是一直跟我說對不起，還
哄我回去跟他一起玩耍。但不管他跟我說了多少次對不起，我也沒有原諒他，把他的話
當作耳邊風。

    　第二天，我忘了帶橡皮擦回校，所以向同學借了一塊。放學前，我正要物歸原主，卻
找遍了整個教室，翻箱倒櫃的也找不到。我只好硬着頭皮，戰戰兢兢地對同學說：「
對不起！我可能……弄掉你的……橡皮擦。」原本以為他會對我破口大罵，但是他不但
沒有責怪我，還反過來安慰我說：「沒關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頓時，我的心裏
好像打翻了五味瓶：內疚、感激、慚愧……全部湧上心頭。這時，我想起昨天跟表弟發
脾氣的事，覺得自己實在太小器了。和同學相比，我的胸襟顯得如此狹窄。回家後，我
馬上為自己昨天動輒發怒的幼稚行為向表弟道歉，然後我們便和好如初，開開心心一起
去玩了。

    　經過這件事，我學會了寬容，也領悟到心存怨恨只是自討苦吃，寬恕他人就是善待
自己。如果人人都多一份寬容，我相信這個世界定必更安寧，更和諧，更美好！

我學會了寬容我學會了寬容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5A 鍾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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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9th November, 2020         Sunny and windy
    
    Today, I went to Ocean Park. I had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re.
    This morning, the blazing sun shone up in the sky as if it 
wished to celebrate Mum‛s birthday. So, Dad suggested 
celebrating it at Ocean Park. We all agreed.
    Soon, we arrived at Hong Kong Ocean Park by MTR. First, 
we bought some tickets. Then, we went inside. We didn‛t have 
lunch yet so we chose one restaurant to have a fantastic and 
quick lunch.
    After lunch, we went to the ocean theatre. The dolphin 
show started at 2:00pm. When the dolphin trainer asked some 
questions, my sister and I raised our hands and answered 
quickly, so we were invited to go up on stage to feed the 
dolphin. The dolphin trainer also taught us how to make the 
dolphin jump out of the water, dance in the water, and spin 
around. 
     Suddenly, a strong wind blew away my cap. It sank down to 
the bottom of pool. I just stood on the stage.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I couldn‛t swim. If I dived into the pool, 
maybe I couldn‛t get out from the water. Then, I saw the 
clever dolphin swim under the water and help me get back my 
cap. All the audience cheered me up and clapped their hands 
loudly. I was so surprised that the dolphin helped me get the 
cap back. I said thank you to the dolphin.
       This was an unforgettable day for me. I learned that I 
shouldn‛t wear a cap on a windy day. In addition, I am amazed 
that the dolphin can follow the dolphin trainer‛s instruction to 
do some tricks and I like to work with dolphins, so I have  
decided to be a dolphin trainer when I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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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今年來了兩位「新鮮」社工，他們
是誰呢？

北官哪一位女教師是最「珍貴」的呢？

北官小機械人叫什麼名字?

答案將於第96期公佈

1

2

3 北角官立小學今年度多了兩
位「非人類」學生，你知道
它們是誰嗎?
答案：小機械人

新任校長姓甚麼呢?
答案：姓「張」，張燕媚校長

北官教師中，哪一位具有
「人中之龍」、「地靈人傑」
的特質?
答案：孫龍傑老師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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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Ng Yat Nam Aiden

   Diary of a visit to the Ocean Park   Diary of a visit to the Ocean 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