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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學生: 5B 吳鈞濠

倩儀：吳鈞濠同學，恭喜你今年在香港朗誦及音樂協會舉辦的校
         際朗誦節中取得小五、小六年級組英詩獨誦冠軍。請問你
           是否第一次取得冠軍呢？

鈞濠：不是第一次了。上年度朗誦節，我也取得小三、小四年級
             組的英詩獨誦冠軍。每次取得獎項，我都很開心，很雀躍，
           亦成為了我繼續努力的推動力。每場比賽都有很多來自不
           同學校的參賽者，面對不同對手，我會竭盡全力準備。

倩儀：你的英文朗誦表現那麼出色，請問有甚麼秘訣呢？可否跟我
           們分享一下?

鈞濠：秘訣就是要先了解朗誦詩篇的內容，投入作者的感情，然後
           不停地練習，練到熟練為止，只有這樣做才有機會取得佳
           績。

倩儀：比賽前，你通常用多少時間練習？你在比賽和平日練習時，
           心情有甚麼不同呢？

鈞濠：我平日每天會用一至兩小時練習，練習時很吃力的，唸錯
           或停頓了太久，就要重新再唸。因為比賽時一定較練習時
                 緊張，所以多練習一定有幫助，亦會增加信心。

倩儀：比賽時，你有否遇過特別有趣的事呢？

鈞濠：有趣的就沒有，卻有一件難忘的事。記得有一年比賽時，我
           突然咳了幾聲，就被取消資格了。下台後，我呆了般 坐
           在座位上一段時間，腦海一片空白!

 5B班吳鈞濠同學是一個說話鏗鏘有力的學生，在訪問過程
中，他的聲線亦充滿情感，怪不得他不只一次在校際朗誦節比
賽中奪得優異成績。本年度，他再取得英文朗誦比賽冠軍，相
信他取得這成就的背後必定付出不少努力。以下是我們兩位小
記者與吳鈞濠同學的訪問內容，希望同學們能從中獲得啟發。

「朗誦之星」專訪「朗誦之星」專訪

小記者: (左)5E Kamonphan,
             (右)5A湯倩儀

下一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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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nphan：除了英文朗誦比賽，你有否考慮參加其他比賽呢？例如粵語和普通話朗誦。

鈞濠：           有。過往我亦曾經參加過普通話朗誦比賽，取得亞軍和優異獎。相信我會繼績
                      參加比賽，爭取更好的成績。透過朗誦，我亦有機會多欣賞不同語文的優美作
                      品。

Kamonphan：我知道今年因為疫情關係，朗誦比賽由現場比賽改為自行錄影上載片段參賽。
                      你喜歡哪種模式？為甚麼？

鈞濠：           我喜歡錄影的模式。因為如果表現不好，可以重新錄一次，讓我有機會改進。

Kamonphan：你在下年會否繼續參賽？有否訂立下一個目標呢？

鈞濠：           我會繼續參賽，目標是再次取得冠軍！ 

Kamonphan：鈞濠同學，我們一定支持你！在此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令我們獲益
                      良多。最後，請問你想趁此機會向誰表達謝意呢？

鈞濠：           我想多謝我的父母，這麼多年來，他們都給我支持；我亦想多謝學校老師給
                      我參賽的機會，真的感謝他們啊！

 在今屆朗誦比賽中，除了鈞濠同學，也有其他同學獲獎，他們亦得到張校長的嘉許，並
合照留念。成功非僥倖，鈞濠同學勤奮、努力、堅毅的精神，的確值得同學們作為借鏡。希
望下一期學生報，我們可再訪問其他表現卓越的同學，下一個會是你嗎？

張校長頒發獎狀予第72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普通話詩詞獨誦各得獎同學。 張校長頒發獎狀予第72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粵語詩詞獨誦各得獎同學。

校際朗誦節比賽普通話

詩詞獨誦獲獎同學
校際朗誦節比賽普通話

詩詞獨誦獲獎同學 
校際朗誦節比賽粵語
詩詞獨誦獲獎同學

校際朗誦節比賽粵語
詩詞獨誦獲獎同學

(左)3C王俊瑜(季軍)
(中)6D楊喜善(季軍)
(右)4A杜耀清(季軍)

(右)5B黃柏諭(季軍)
(中)4C龐芷瀅(季軍)
(左)3D陳俊銘(季軍)

北官小記者:  5A 湯倩儀, 5E Kamonp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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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頒發獎狀予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英詩獨誦各得獎同學。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一件快樂的事一件快樂的事
 每當我看見放在陽光下的那輛粉紅色的自行車時，就會想起一件令我感到快樂無比的
事。

 那是三個月前的一個星期六，當天陽光明媚，晴空萬里，可愛的小鳥在樹枝上吱吱地
叫着，好像在為我打氣。那天，爸爸媽媽帶我到柴灣學習騎自行車。

 一到達活動場地，只見幾位小朋友已在靜靜地等待場地人員安排。教我們騎自行車的
是一間自行車小店的老闆。首先，他向我們詳細地講解騎自行車的技巧，還說，秘訣就是
要看得遠，騎車的速度要快。接著，他還親自向我們示範。

 看完示範後，我們都躍躍欲試。我選了一輛粉紅色的自行車，便迫不及待地坐上去。我按
着老闆的教導，雙手輕輕扶着自行車的扶手，雙腳像青蛙一跳一跳的。老闆說，雙腳必須
離開地面十秒才算成功。我試了無數次，都不能成功，有幾次還摔倒在地上，甚至連大拇
指也擦破了，幸好媽媽為我貼上創口貼。

 這時候，爸爸立即跑過來，仔細檢查我的傷勢。我生氣地說：「騎自行車這麼困難，
我不學了！」爸爸鼓勵我：「不要氣餒，騎自行車摔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只要堅持，就
一定可以成功。」姐姐也在旁為我打氣。

 聽完他們的鼓勵後，我滿懷信心，再次騎上自行車，繼續勇敢地前行。果然，不一會
兒，我終於能夠做到雙腳離地十秒了。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練習，我終於掌握了騎兩輪自行車的技巧，我歡呼起來：「太棒了
！太棒了！我懂得騎自行車！」我高興得像一隻快活的小鳥，風兒在我的耳邊吹着，好像
也在對我說：「你真了不起！」

 學懂了騎自行車真是一件令我感到樂滋滋的事。

3B 馬睿悅

朗誦節比賽英詩獨誦獲獎同學

前排:
(左一)1B劉柏顯(亞軍)
(中)2C陳焯熙(季軍)
(右一)3D洪梓芊(季軍)兼獲
粵語詩詞獨誦比賽亞軍

後排:
(左一)5B吳鈞濠(冠軍)
(左二)6A馮菀柵(季軍)
(中)6A王睿晴(亞軍)
(右三)6B林烯桐(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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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曾皓勤一次生病的經歷一次生病的經歷
           上星期六，外祖父和外祖母帶我到快餐店吃美味可口的下午
茶，我吃得津津有味。
           
           當我回到家裏，我就開始出現嘔吐的情況。爸爸媽媽看見我臉
色蒼白，四肢無力，身上滿是嘔吐物，就顧不得那酸臭的味道，急忙
帶我到醫院看病。

           到了醫院，醫生對我說：「因為你吃了骯髒的食物，所以患了
腸胃炎，你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和定時定量服藥，這樣才能
快些康復。」

           於是我聽從醫生的指示服藥，再加上爸爸媽媽無微不至的照
顧，四天後，我終於康復了。

           當我長大後，我一定要報答爸爸媽媽的恩情。

 A smartphone is my favourite electronic gadget. It is rectangular and 
as big as a palm. Usually,  we use it to make phone cal ls .  It is smarter than a 
telephone because it has more functions than a telephone. Many people l ike 
using it .  I l ike it,  too.

 A smartphone is very expensive. The most expensive smartphone may 
cost ten thousand dollars.  Even the cheapest one may also cost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ollars.  Because they are so expensive, my parents wil l  not 
buy it for me. I want to have one so I save up al l  my pocket money. I hope I 
wil l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smartphone later.

 A smartphone has many functions. I can not only make phone cal ls but 
also video cal ls with it .  I can use it to play games, surf the Internet and 
even take photos and videos as well .  Also, a smartphone can help me learn 
many things, such as searching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s and reading 
digital books, too. A smartphone is as smart as a computer.

 I wil l  set some rules for myself to prevent myself from over-using the 
smartphone. For example, I wil l  play games less than one hour a day. 
Moreover, I wil l  turn my smartphone off before eight o ‛clock at night and 
wil l  hand it to my mother. I real ly hope I can get a new smartphone very 
soon.

 

My favourite electronic gadget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4D Tsui  Ho Him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第96期北官知多啲答案

北官

知 多啲
北官

知 多啲
北官

知 多啲
北官

知 多啲

1

2

3

北官現任有多少位副校長？

北官哪一位女教師的名字有「美麗的水
邊」的意思?

今年度六年級在哪兒舉行畢業典禮?

答案將於第98期公佈

1

2

3 學校網站主頁的「北官全
接觸」是由哪一位男教師
聲演? 

北官哪一位男教師的名字
有「遠大前程」的意思?

北官哪個年級的課室在本
年添置了互動顯示屏?

答案：一年級

答案：丁鵬程主任

答案：林長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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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I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I grow up. It is because I l ike children 
and I want to share my knowledge with them. There are lots of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i l ities to be a teacher.

 There are many requirements to become a teacher. I need to l isten 
and answer students‛  questions patiently and speak confidently.  I need to 
be good at the subject that I wil l  teach. I also need to complete a 
university degree.

 A teacher has many responsibi l ities.  I need to preview the 
textbooks and prepare the lessons. After class, I have to mark their 
homework.

 Being a teacher is not an easy job. I wil l  complete a university 
degree to achieve my goal .

I  want  to  be  a  lawyer I  want  to  be  a  lawyer 

4A
Hong Jeremy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I  want  to  be  a  teacherI  want  to  be  a  teacher

 I want to be a lawyer when I grow up. It is because I can gain a 
lot of money. I can help those people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too.

 I need to wear a suit and a gown when I am in court.  I carry a 
briefcase when I am going to work. I want to work at a law firm.

 I think a lawyer is to uphold justice. I l ike to be a lawyer 
because I can help the good guys defend for themselves and I can put 
the bad guys into prison. A lawyer should have the spirit of helping 
others, therefore my dream is to be a lawyer.

 To become a lawyer, I need to study hard and communicate 
fluently with others in English, so I am going to strive for good 
grades. I hope my dream wil l  come true.

4A
Wong I  T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