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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及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我校每年定期為高年級同學舉

辦不同主題的「境外學習交流團」，讓同學增廣見聞，體驗異地文化，更希望

增加同學對自己身處的社會、國家及世界的認知。

	 本年度我們參與教育局資助的「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到南京作歷史文化、古代建築特色及古代重要

歷史人物認識，另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五日至八日，到台南高雄作民族文化交

流，亦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至七日，到新加坡作水世界之旅交流，讓學生了

解兩地環保之不同措施及方法，引導他們有更深的體驗。

	 令人欣慰的是，從老師口中得悉，同學們在旅途中，表現團結合作，自律

守紀，獲大學老師及領隊稱讚為素質高的團隊。這正正是遊學團賦予孩子的體

驗式教育，建立出一種自立、文明有禮、積極向上的心態。

	 要真正享受到遊學的好處，並不單只是在遊學的那幾天內，事後將所見所

聞整理、消化，並將之轉化成個人的技能和態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從交流團

後之學生家長分享會中及同學們的遊學後感，喜見他們能親身體驗異地的風土

人情，增進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和尊重，拓寬了視野，豐富了人生閱歷，增加了

生活的磨練，提高了獨立自主能力，增強了主動性，確確實實豐富了人生。

	 通過這短期的遊學，同學要離開父母，自己處理一切日常生活，遇到

問題要自己解決，亦學會了怎樣與人交往。難怪每年都會有很多家長反映，

孩子參加了遊學團後收穫不少，也成長了不少。相信他們今日所學到的，

將會畢身受用。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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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歷 史 文 化 探 索 之 旅

第 一 天  靜 海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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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南 京 市 鼓 樓 區
           第 一 中 心 小 學 小 學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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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中 華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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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科 學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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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秦 淮 河 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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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南 京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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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中 山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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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南 京 總 統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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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感 言

南 京 歷 史 文 化 探 索 之 旅

5A 林琳
	 第一天到南京後，先參觀靜海寺，了解簽訂南京條約的原因，對割讓香
港及回歸中國的歷史認識加深了。我們吃過晚飯，老師給我們到超級市場購
物，我買了不少零食及手信。
	 第二天，我們到中國科舉博物館參觀，還玩了一些小遊戲。參觀完後，
便到秦淮河畔的街上買紀念品，感受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第三天去了中山陵，認識了一些有關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
	 第四天遊覽了總統府，對孫中山先生辦公的地方有一些認識，多了解當
時的歷史。吃過午飯便乘飛機回香港，四天的行程便完滿結束了。

5A 王熙婷
	 「鈴」	鬧鐘從六時響個不停。我醒來的時候，已是六時十分了。由於時
間緊迫，我匆匆忙忙地換了體育服，吃過早餐，便拖著沉重的行李回學校集合，
然後乘旅遊巴士到機場去。

	 下車後，我們排隊辦登機手續。不久，飛機要起飛了，這是我第一次乘飛
機。從地面飛到高空真的夠刺激啊！有時還會左右搖動幾下呢！

	 兩個多小時後，便到達南京了！我們先乘車到靜海寺。靜海寺古色古香，
一踏進正門，便看見鄭和的雕像。內牆就是一些壁畫，上面畫了鄭和航海的過
程、怎樣捉拿海盜和跟外地人的交易情況……

	 我們聽導賞員說英國人和清政府簽南京條約的過程。腐敗的滿清政府不停
地打敗仗，不斷地簽訂不平等條約，卻沒有進行改革，不禁有些黯然。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便去看壯觀的中華門，我認為其中的藏兵洞是最厲害
的。那裏又大又寬，仔細往石磚上看，還會發現一個個的名字在上面呢！經歷
了那麼多年的風雨，竟然還保存得這麼好！

	 下午我們乘車到科舉博物館參觀。科舉博物館的牆上有些圖畫，我看到圖
畫上考場考生的表情，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參觀完科舉博物館後，便到秦淮河
畔的街道上遊覽。街道上的人很多，我和同學在店舖內買了些手信和小吃，感
受一下南京的風土民情。

	 第三天到南京博物館參觀。博物館面積太大，整個上午都參觀不完，只能
走馬看花，希望有機會再來參觀！下午到中山陵，那裏有很多階梯，走到最頂
真有點不容易呀！

	 第四天參觀南京總統府。總統府也是很大，孫中山的雕像雕得很精緻。吃
過午飯，我們便乘飛機回香港。回港的飛機遇到六次不穩定氣流，嚇得我腳也
軟了！

	 這次的交流參觀，令我增廣見聞，我會把這次經歷好好地埋藏在腦海裏！

5A 楊詩寧
	 到南京交流，我認識到當地的歷史文化，
擴闊了自己的眼光。

	 第一天，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學校，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去旅行。到南京後，先參
觀靜海寺。靜海寺的展覽讓我了解到近代重要
歷史事件和人物，還看見當時清朝與英國簽署
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
約。

	 第二天，我們去了中華門，我親身體驗到
古代城垣的歷史及建築特色，亦了解到城牆在古
代的軍事作用。下午，我們到當地的學校交流，
我在學校認識了一個新朋友，從他口中了解到
內地的學習及生活方式。

	 第三天早上，我們來到中國科舉博物院及
秦淮河一帶參觀。我在科舉博物院認識中國科
舉制度的發展，並了解到科舉制度對學術界的
影響。然後我們到秦淮河畔瀏覽，了解一下當
地的風土人情。老師給了我們自由時間，讓我
們可以購買當地的小吃，大家吃得不亦樂乎！
我一面吃小吃，一面欣賞河畔的風景，真捨不
得離開！

	 下午，我們去了中山陵。我不但了解孫中
山先生為國家作出的貢獻，還認識揉合中西建
築風格的中山陵。

	 第四天，我們到南京總統府參觀，看一看
孫中山先生工作的環境。在這兒辦公真不錯！

	 參觀完後，我們便要回香港了！四天的行
程，轉眼便過去了！

5C 黃嘉渝
　　經過這次南京交流團，令我大開眼界。

　　第一日，去了靜海寺，透過參觀靜海寺，了
解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

　　第二日，去了南京博物館了解南京歷史、文
化和藝術。然後去了南京小學，了解更多內地的
學習模式。

　　第三日，我們去了南京古城牆——中華門，
及中山陵。

　　第四日，我們去了南京總統府。透過參觀南
京總統府，了解近代中國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

　　經過這次南京交流團，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秦
淮河一帶。秦淮河一帶令我們認識秦淮河沿岸
的發展。我覺得南京古城牆十分高大。在那麼多
旅程中，中山陵的行程最辛苦，因為要爬很多樓
梯。我希望可以再去一次南京交流。

5B 李凱琳
　　第一天，我們坐飛機到南京。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到靜海寺，那裏是
記載著南京大屠殺和鴉片戰爭的重要地方，靜海寺是個很美麗的地方，有
位女講員向我們講解近代歷史。

　　第二天，我們食完美味的早餐後，便去中國科舉博物院。哪裏的步行
街，古色古香，我們彷彿到了古代一樣。我們先去博物院裏面有很多歷史
文化和古物等等。

　　下午，吃過美味的午飯後，我們去南京的鼓樓區第一中心小學交流。
那裏很大，大約一公頃，同學十分熱情、大方，也很有禮貌。其中，我認
識了王思懿和顧之燚等朋友，他們可友好了！我們還上了一節南京特色小
食的課，其中我知道南京人很愛吃鴨，我也愛吃鴨。

　　第三天早上，我們吃過早飯，就去中山陵，最好玩的就是中山陵的梯
級，我們很快就爬上去了，站在高處望，壯觀的景色收盡眼底。

　　第四天，我們去了總統府，南京所有地方都是古色古香，當然，這也
不例外，裏面介紹了很多關於以前的總統，導遊叔叔為我們細心講解這些
知識，我們也專心聽。下午我們要回港了，最期待看到下雪，但還是沒看到。
哎！真可惜。之後，我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南京，再見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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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馮建銘
　　今次我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南京歷史文化
探索之旅。我們首先到了學校集合，然後一個
一個地慢慢上旅遊巴，最後，我們到了機場，
準備前往南京。

	 當我們到達南京後，導遊先帶我們到超級
市場買東西，接著，他帶我們可以靜海寺參觀，
我們還拍照了一些照片呢 !

　　第二天吃過早餐後，我們參觀了南京博物
院，令我們了解南京的歷史、文化和藝術。下
午，我們去了當地學校參觀，並和當地的學生
們交換禮物和一起做一些手工。

　　第三天，我們參觀了中華門，登上古城牆，
親身體驗古代城牆的歷史、建築特色和古代軍
事作用。接著，我們到了中山陵，要先登上很
多層樓梯才到。下午，我們到了中國科舉博物
院，並親身體會科舉考場江南貢院，認識中國
科舉考試制度的發展及對其學術界的影響。然
後，我們還去了秦淮河一帶，令我們認識的秦
淮河沿岸的發展。

　　第四天，我們到了南京總統府，了解近代
中國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最後，我們乘坐飛
機回香港。

　　這次的南京之旅十分特別，希望下一次還
有這麼特別的旅遊啊 !	

5C 龔欣悅
　　我自從去了南京以後，學習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歷史。

　　到了南京之後，那兒的氣候變化令我很難適應，不過過
了一會就好。到了靜海寺，我知道了有關鄭和下西洋和鴉片
戰爭的歷史事件，令我受益十分多，這也是我十分難忘。

　　那邊的吳導遊人很好，十分和善，四天的旅程都是他帶
領我們完成的，我們有不會的問題來問他，他也很和藹，耐
心地為我們解答。

　　四天的旅程令我十分難忘，希望能在一次去南京遊玩。

6A 胡朗聲
	 這次南京四日三夜之行，我學會了很多生活要事，令我獲益良
多。

	 第一天，我跟媽媽告別，然後登上旅遊巴士，踏上我開始獨立
的時間。乘飛機後，大家坐在飛機上興高采烈地傾談。到達南京後，
第一個參觀景點是靜海寺，亦即是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讓我了解
到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包括鴉片戰爭的史實，讓我更了解割讓香港
的歷史。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南京博物館，了解一下南京的歷史、文化
和藝術。不過歷史博物館的面積很大，展品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
給。大家用了整個上午，也看不完展品。這次參觀，只是走馬看花，
我希望有機會再來欣賞呢！

	 吃過午飯，我們到鼓樓區第一中心小學交流。這間學校比香港
的學校面積大得多了，新建的圖書館非常吸引，令我也希望能在這
裏閱讀。之後，我們和南京的學生一起上課，認識內地學生的學習
方式，了解一下南京的風土人情。最後，我們和南京的學生交換禮
物，我會把禮物好好收藏呢！

	 第三天上午，我們參觀了中華門（又稱聚寶門），相傳城門下
埋有沈萬三的聚寶盆，不知是不是真的呢！城牆的面積廣闊，保留
了當時的原貌。下午我們到中山陵，要走三百多級階梯，才能到達
頂端。中山陵的階梯，給我一種莊嚴神聖的感覺。雖然我走得上氣
不接下氣，但到達中山陵的頂端，回望下面的風景，真是一覽無遺
啊！

	 第四天我們參觀總統府，看一看孫中山先生曾經辦公的地方，
認識一下當時的歷史人物。最後我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南
京。
這次南京四日之行，讓我認識了南京的歷史文化，擴闊了自己的眼
光，真希望能再到南京玩呢！

6B 陳浩銘
	 第一天下午，我們下了飛機後，便去了靜海寺參觀。在
展館裏，我認識了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歷史，以及清政府和英
國交戰後，簽訂了南京條約，結果割讓香港與英國，然後香
港回歸中國的過程。

	 第二天上午，我們先去了中華門。在哪裏我看見了三道
城門，城牆的範圍很大，聽說這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城堡。然
後我們去了科舉博物館。在館裏，我知道了科舉考試的淵
源，科舉考試的演變過程，以及科舉制度對亞洲及歐美地區
所帶來的影響。

	 下午我們去了南京的一間小學交流，學校的名稱叫鼓樓
區第一中心小學。我們參觀了小學的設施，與當地的學生進
行一些活動，如體能訓練。又與當地的學生一同上課，最後
我們交換了禮物，以紀念這次的交流。

	 第三天上午，我們去了南京博物館。我看到一些遠古生
物的遺骨，又參觀了春秋時代的石器和青銅器。可惜時間不
足，只能走馬看花。

	 下午我們到中山陵，那裏階梯很多，我們花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走到頂端。	從上面往下看的風景，真是很漂亮啊！
那時，我覺得能看見這種風景，爬多些階梯也是值得的了！

	 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南京總統府。總統府是以前孫中
山先生辦工的地方。	總統府是一棟仿法國文藝復興風格的
平房，建築風格真是很特別。它讓我想像到當時孫中山先生
在那裏工作的模樣。

	 下午我們便乘搭飛機回香港了！這次旅程，我覺得很滿
足。它讓我學會了不少課外的知識，同時又能開闊自己的眼
界，我希望還能參加多一次交流呢！

6A 鄭嘉宇
	 聖誕節的假期，我參加了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我們集合後一起
乘旅遊巴去機場。到達南京後，第一個參觀景點是靜海寺，我們認識一
些近代重要的歷史事件。

	 第二天，我們到南京科舉博物館參觀，了解一下古代的科舉制度，
讓我知道古代的考試是如何進行的。下午，我們到一間南京的小學參觀
交流。我在那裏造了一個滿有藝術氣息的葫蘆，我會把這個葫蘆好好保
存起來，作為我的南京紀念品。

	 第三天，我們到南京博物館參觀，看了很多出土文物，是真正的古
董。下午我們到中山陵，導遊跟我們講解了很多關於孫中山先生的事蹟。

	 第四天，我們去參觀了總統府。總統府的面積很大，保存了原有的
建築，讓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孫中山辦公和居住的地方。
四天的行程轉眼便完成了，參觀過總統府後，我們便要帶著依依不捨的
心情回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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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水 世 界 之 旅

第一天

濱海灣公園、濱海堤壩、

克拉碼頭、魚尾獅公園、

金沙娛樂城激光表演、

萊佛士登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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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小印度、娘惹博物館、

新加坡科學館、

魚尾獅塔、西樂索海灘、

環球影城外觀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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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當地學校交流牛車水、

新加坡城市展覽館、

綠色圖書館、

老巴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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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新生水工廠英語導賞、

東海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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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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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服務獎 
6A 邱紫晴 佘采營

5C 徐樂衡

表現出色組
望組

表現傑出學生

積極參與獎
5A 歐子瑜  李凱晴

自律之星
6A 胡朗聲 梁詠怡

5B 邱頌珈
自理至叻星
6A 劉欣儀  
6B 嚴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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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李凱晴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交流團，也是第一次到新加坡，心情既輕鬆又

緊張。當地的食物可稱為「人間美食」呢！我認識了水的不同用途，

又學到了與人相處之道！ 與當地學校交流真的很有趣呢！當地的老

師十分友善，同學有點跳皮，如果可以留在那裏多一點時間就好了。

當地科學館有很多科學的玩意。十分有趣呢！我在當中領略了反射的

原理。那裏有一個鏡子迷宮，裏面有很多鏡子，我們需要同心合力才

能逃離迷宮呢！這次交流團真的令我獲益良多！

5B 邱頌珈

 這四天三夜裏，真玩得暢快 !

 第一天，我們到當地食肆吃下午茶。到晚上，我們便欣賞激光表演，五顏六色的

激光，有紅色、紫色、粉紅色等，我們看得目不轉睛。第二天，我們到科學館參觀，

我們進入了鏡子迷宮。開始時是頗順利的，但後來我們失去了方向，找不到出口，最

後終能逃出這個迷宮。第三天，我們到了當地的學校交流。我們跟當地學生一起上英

文、音樂和體育課。玩飛盤遊戲的時候，我們不太明白怎樣玩，當地學生就一對一教

導我們，十分友善呢 ! 最後一天，我們到了一個遊樂場遊玩，那裏有海灘，老師帶我

們到沙灘戲水，真涼快 ! 這個旅程玩得真快樂 ! 希望我明年六年級也能參加。

5B 黃琪琪

 這個旅程十分有趣。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終於到了新加坡了。第一站，我們去了濱海

灣公園。一下車，我便感受到了新加坡的熱情。一個大大紅紅的太陽，照的我無法睜眼。步

入公園，便可以看見許多蒼翠的大樹，一棵棵大樹都非常挺拔，像一個個士兵，守護著整個

公園。當天的旅程中，我最喜歡克拉碼頭，因為那裏不僅有夢幻般的小鎮，還有許多酒吧餐廳，

處處都聞到酒的香味呢。第二天，我們到了科學館，裏面非常有趣。其中一個刺激又好玩的

叫鏡子世界，我跟梁文茜在裏面東撞西撞，一直找不到出口。經過我們兩人的努力，終於逃

出來了。第三天，我們到了學校交流，在音樂課上。認識了一個朋友，她非常的友善，我們

一起聊天吃飯，非常開心！第四天，我們匆匆的吃過午飯，便依依不捨的返回香港了。

家長學生感言

5C 梁文茜

 在新加坡的四天之旅，我十分開心，因為去

了不少地方，我還吃了不少的美食，有拉麵、海

南雞飯、串燒、肉骨茶 ... 因為時間太緊，所以沒

有時間吃太多，如果可以的話，我十分希望可以

一放暑假就去新加坡，但我最不喜歡那裏的一樣

東西—那裏的太陽，因為一年四季都非常熱，所

以很怕熱的我很不喜歡。我去了當地學校，那裏

的學生都會說英文，我一句都不會，但他們的運

動十分利害。我最喜歡的是乘飛機，因為上面有

好吃的中、午和晚餐。我覺得這次旅行十分開心，

因為讓我學到了不少的東西。

6A 佘采營

 這一次的新加坡之旅，真令我獲益良多。第一天，我們去了魚尾獅公園，

雖然天氣十分熱，但是我們也很積極去參觀。除了這一個公園，當然還有其

他地方，例如 : 濱海堤壩、濱海灣公園， 還吃「亞坤下午茶」……十分豐富。

接著幾天，我們去了不同的地方認識當地多元的文化。我最喜歡的景點就是

去科學館參觀，因為我玩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實驗 -「雲圈」。最後一天，我

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新加坡， 雖然我們只在新加坡幾天，但是我在新

加坡學到很多知識！希望將來也可以再去新加坡！

6A 佘采營母親  譚三妹女士

 俗語說 :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這次交流活動

中，孩子十分開心愉快，也讓孩子成長進步了。他既懂得

與人分享，亦能大膽與人交流，自理能力和自覺性增強

了，也學會了照顧他人，更體會了父母工作辛苦，亦知道

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才有所得，也懂得有計劃地使用金

錢。 孩子透過這次到訪環境優美、城市整潔有序的新加

坡，不單能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也成長了不少呢 !

6A 余惠琳

 這次「新加坡水世界之旅」，我每天都很開心， 

因為這是我首次和老師及同學到外國遊學，亦是我首

次離開父母身邊的一個經歷。

    在新加坡我們到一間國際學校交流，這所學校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的音樂課，當中安排我們隨著

音樂的節奏走路，在音樂停下時，要找到自己的伙

伴，非常有趣。體育課也同樣輕鬆有趣。他們的午餐

是在操場旁的飯堂吃的，菜式較為清淡和健康。 

     這次的遊學無論在知識上，或是在各方面都令我

大開眼界。另外，更加讓我學習了獨立和自理。我真

捨不得新加坡呢 !

5B 邱頌珈父親 邱偉倫先生

 發現邱頌珈去新加坡回來後，處理自己日常生活的能力又

邁進了一步，比以前更獨立，亦給我分享了很多在那邊生活的

瑣碎點滴，雖然我從前也去過新加坡，從她口中得知現在的新

加坡變了很多，她亦跟我談到那邊的學校，她會問我那邊的學

生為什麼不用穿校服回校，為什麼會不用考試，她遇到的新奇

事回來後都會一一問我，她又說到那邊嘗試了一些新的食物，

如咖央多士和肉骨茶等等，試過後，她說味道都好，旅程很開

心。購物的時候，她會記得買肉乾、鹹蛋魚皮、還有一個鎖匙

扣給我，希望她在外面見識多了，人亦會慢慢成長 !

5A 歐子瑜

 我很喜歡新加坡因為那裏的空氣很好，可能因為那裏種了很多樹。 我認

為最難忘的是魚尾獅身像。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科學館、土生華人博物館、

my tree house 圖書館、聖淘沙島等。「 小印度」的屋子很漂亮， 顏色非常鮮

艷 ; 科學館裏面有很多展品 ; 我又去了一間國際學校作交流，那裏有一個很大

的禮堂，裏面可以打羽毛球場，學校的操場也很大 ; 我上英文課時，老師跟

我們玩英文遊戲 ; 上體育課時，老師教我們玩飛盤 ; 我在土生華人博物館認識

了當地土生華人的歷史，也從老師的教導中學會了待人接物的禮儀。

6A 邱紫晴

 這次新加坡之旅十分有趣！在學校

交流時，發現了與我們的學校十分不

同。他們是幼兒園、小學、中學和高中

在同一所校舍的。十分特別呢！

     上體育課時，我們玩飛盤。雖然有

很多次都失敗，不過最後也有成功！在

當中認識了一位女同學，她十分善良，

而且很悉心地教我們。在上音樂課時，

我們學會了節奏、聽力和一些簡單的舞

步。我們學得真多呢！這一次新加坡之

旅真是獲益良多！

6A 劉欣儀

 四天新加坡之旅令我感到很開心，因

為我很喜歡老師安排的行程。

 當地的人很友善，他們也很環保，街

上我很少見到垃圾桶，這一點和香港的完

全不同。我們去了很多地方，例如：牛車水、

唐人街、老巴剎市場……也品嚐了很多新

加坡的美食，例如：GaYa 多士、海南雞飯、

肉骨茶等，我都很喜歡和滿意。我們更加

去了新生水工廠品嚐一些經過過濾的水，

並觀看了整個的過濾過程。加上導遊的細

心講解，今次的行程真豐富呀！

6A 鍾煦正

在這次新加坡水世界之旅」中 , 我不但學到知識，還交

到朋友。當中也有不少趣事，令大家大笑……

     我也十分感謝這次「新加坡世界之旅」的老師，因

他們細心安排這次行程。雖然這次旅行有些地方我們去

不到，但總括來說十分精彩。

6A 梁詠怡

 這一次，我很高興能參加「新加坡水世界之旅」。能和同學們一起觀看

新加坡的各種美貌和形態。這幾天的旅行中，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例如 : 待

人接物，自律和自理能力。第一天，我們去了新加坡標誌性的地方 -- 魚尾

獅公園。第二天，我們去了新加坡科學館。第三天，我們和當地的學校交流。

第四天，我們去了牛車水。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想再參加這樣的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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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歐芷盈

 這四天我學會了很多知識，放進了「知識寶庫」，令我獲益良多。出發當天，我們先到機

場，上機時大家都十分興奮花了四個小時，終於到了新加坡。我覺得最捧的就是去魚尾獅公園，

新加坡天氣炎熱，但魚尾獅令我們感到涼快，還有老師安排我們到公園遊玩，十分好玩 ! 我覺

得新加坡的夜景比不上香港的維多利亞港美麗呢！新加坡面積很小，但卻有地方很大的感覺。

第一天我們去了六個景點，其中我最喜歡克拉碼頭， 因為歷史悠久和那屋子很有歐美風格，

十分美麗。第二天我們首個景點是「小印度」，那邊環境優美，很有印度的特式。我們圍繞小

印度走了一圈，途中見到很多印度風格的廟，導遊跟我們講解了印度廟的傳說，我覺得很奇妙，

我們跟隨著老師和導遊去了商場逛街，走過很多不同的店舖。我們還去了科學館，我體驗到很

多新事物，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鏡面迷宮，大家一起走的感覺非常開心和難忘。另一天，我們到

當地的國際學校交流，起初我很不適應那裏的環境，第一課是音樂課，有一班樣子看來很凶惡

的中學生走來，但其實他們是很熱情的人，我們隨著樂聲動起來，大家都很開心地跳起舞，我

還認識了一個朋友呢 ! 晚上我們去了老巴剎吃晚飯，我們吃了很多東西，如串燒和拉麵，吃得

津津有味。最後謝謝領隊的老師和導遊，辛苦了。

6B 嚴子軒

 一下飛機，我便感到空氣十分清新，因為新

加坡那裏種了很多樹木，香港很少植物，所以香

港空氣比較混濁。我們首先去了我最喜歡的地方 -

濱海堤壩，然後，我們參觀了科學館，那裏有很

多科學設施，例如可以用特製的鏡子看不同形狀

的展品，新奇怪異，十分有趣。我還看了一部關

於天文的電影，學了很多天文的知識，接着，我

們去了聖陶沙參觀，那天天氣晴朗，我還觀看了

沙灘美麗的風景。我還與當地學生交流，同學十

分有善，令我很開心，學到了很多東西。最後，

我去了水再生工場，看他們怎樣造水再生，然後

我們去了牛車水購物。這次旅行，學會了在學校

學不到的課外知識。

6B 陳浩銘

 我們到達新加坡國際機場之後，我先去濱海灣花園參觀。沿路看到很多的樹木，

花園裏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特別是那擎天大樹，讓我大開眼界，怪不得新

加坡會被世人叫做「花園城市」。接著我們便到達濱海堤壩，我在那裏拍了不少漂

亮的照片呢！我們又到亞珅餐廳享用下午茶，那裏的多士非常美味，下次再到新加

坡的時候，一定要再來這裏嘗一嘗。之後，我們便到新加坡的魚尾獅公園。魚尾獅

口中噴出的水柱，讓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涼快感覺，我們拍了幾張照片後便離開了。

最後我們到金沙娛樂城去欣賞激光表演，那場表演很美麗。第二天，我們首先去「小

印度」參觀一圈。接着我們便到土生華人文化館，在那裏簡單地認識土生華人的日

常生活。之後，我們便到新加坡科學館參觀。我們又到聖淘沙的西樂索沙灘，那裏

我們看到一個更大的魚尾獅像，可惜它不會噴水，我們在那裏拍了幾張照片。最後

我們在餐廳享用了肉骨茶。第三天，我們到當地的一間學校交流。我們不但在那裏

上課，還在那裏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我們又參觀新加坡規劃局。接着我們便到 My 

Tree house 綠色圖書館，我還在那裏找到了幾本心儀的圖書呢！之後，我們便到牛

車水，老師給我們一小時的購物時間，我買了很多有紀念價值的東西呢！最後，我

們便到老巴剎市場去享用晚餐，老師給我們每人十元新加坡幣去吃飯。第四天，我

們參觀新生水工廠，那裏的導遊是說英語的，他告訴我們新生水是怎樣來的，導遊

還送了我們每人一瓶新生水呢！這次的新加坡之旅，真是收穫豐富呢！

6B 陳浩銘父親 陳建先生

 老師、同學、你們好！陳浩銘同學這次新加坡旅行

回來後，聽他談到當地濱海灣花園、魚尾獅公園之美，

他還談到當地和香港的一些差異，例如天氣比香港炎熱，

市面衞生比較清潔，人們多說英語和普通話，而不是廣

東話，飲食也有不同等。作為父親的我，、覺得他在逐

漸長大，能夠觀察到一些現象的差異，為他的成長感到

欣慰。多謝老師和同學們。

6B 梁衍生

 四月四日的早上五時， 我懷著緊張和興奮的心情到

學校，因為這天我要到新加坡境外交流。雖然要和父母

分開，但是還會再見。上到飛機後，我發現我要和老師

一起坐，左邊是梁老師，右邊是李老師，然後我們就開

始大約三個小時的飛行旅程。到達新加坡後，我們先到

濱海灣公園 (Gardens by the Bay)，看到很多人造的擎天

樹。然後我們去吃下午茶，十分好吃。接著我們去魚尾

獅公園，魚尾獅像十分宏偉。我們又去看激光表演，十

分漂亮。還吃了海南雞飯，十分好吃。最後，我們就回

酒店，酒店十分漂亮和乾淨。第二天，我們先往「小印

度」，那裏的人十分有禮貌。然後我們去娘惹博物館參

觀，那裏可以玩蓋印章。最後，我們去了西索海灘看魚

尾獅塔，也是一樣大。我們順道去了聖淘沙看環球影城

外面的那個大地球儀。然後，我們去飲肉骨茶，但對我

來說太辣了。   第三天， 我們到當地學校交流，但我沒

有交到朋友，有些失望。 然後我們去牛車水買手信。接

著我們去 My Tree House 看圖書。然後我們去新加坡規

劃局。最後我們去老巴剎市場吃飯。第四天，我們去新

生水工廠。然後我們去一個遊樂園遊玩。最後就坐飛機

回家。如果下次能再去新加坡交流，我一定會去。

6B 石竣瑋

 在這四天內，雖然看起來很漫長，但不久就過了。

這次到新加坡的旅遊，能看到新加坡人的生活、學校、

美食和文化等等。我希望如學果可以再去一次新加坡，

我想看看沒去過的地方，認識更多的事物。

6A 曾栢禧

 我很高興可以獲得參加新加坡遊學團的機會。

這次「新加坡水世界」之旅令我樂而忘返，既能汲

取知識，又能品嚐美食，真是一舉兩得。

    到過的景點當中，令我最難忘的是新加坡科學

館，因為能學到新知識，又能買到精美的紀念品。

    此外，當地國際學校學生的運動很厲害，而且品

性善良。如果再有機會，我也想再到新加坡旅遊，

因為新加坡的環球影城和 legoland 等，我也沒有去

過，很想去這些地方玩。

    我覺得這次新加坡之旅，不但讓我們同學間增進

友情，還讓我們增進智識。

6A 劉欣儀母親 蔡穗華女士

 四天的「新加坡水世界之旅」順利完成，從接回欣儀的那刻，我聽着她滔滔不絕、

繪聲繪色的描述，深深感受到旅程帶給她的無比歡欣。新加坡這座花園城市像油畫般印

在她腦海中，也不由得漸漸進入她的描繪藍圖…… 

 新加坡給她的最初印象是潔淨、文明而靜謐。踏入新加坡國土，一下飛機，昏昏沉

沉的孩子們隨即被萬里飄香的 GAYA 多士猛然喚醒！新加坡的「香」流入齒頰！

     卸下倦意，同學們煥發了清晰的期盼。帶着期盼，大家到了鱼尾獅公園。魚尾獅石像

巍然聳立，有着古老神秘傳說，大家不禁對他肅然起敬，爭相拍照。手掌心上捧着的魚

尾獅像伴隨着「咔嚓」聲，成為欣儀相機裏的永久留念。克拉碼頭的美也從她那照相機

裏的一縷金燦燦的陽光中得以寫照。

 入夜，她們像眾遊客般被當地的水舞燈光秀深深吸引：水舞的燈光，搭配震撼的交

響樂跌宕起伏：靜如夢幻，隱喻新加坡的複雜文化背景；急如萬馬奔騰，氣勢磅礡，把

七彩的萬花筒完美展現，使人嘆為觀止！

 接下來的科學館、西樂索海灘、華人文化館、新生水工廠、牛車水……令大家更貼

切感受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而有幸進入新加坡學校參觀，更是把此旅行的最終目的——

異國文化交流完美構建，讓友誼之光自由穿梭！

 新加坡之旅已結束，同學們依舊回到從前的地方，地點已轉換，唯一不變的卻是新

加坡給大家留下的美好與自由！

6B 徐逸熹

 這次新加坡四天遊令我很開心。我們早上五時四十五分集合出發往機場，飛機

折騰到了十點才起飛，我感到很興奮，我們用了三小時才到達新加坡機場。新加坡

的環境與香港很不同，我到了很多地方，最難忘的地方是魚尾獅公園，因為它是新

加坡的象徵。第二天，我到了新加坡科學館，內裏那個迷宮實在太有趣了。我們還

去了新加坡著名的地方聖淘沙島參觀，我們先到魚尾獅塔，然後再到沙灘，最後，

我們在環球影城外拍照。第三天，我到了一所學校，而我最喜歡的課堂是體育課，

因為我可以和當地的學生一起玩飛盤。下午我們到了牛車水、MyTreehouse 綠色圖

書館和新加坡城市展覽館，我最喜歡的是牛車水，因為那裏有很多漂亮的紀念品和

津津有味的食物。最後一天，我們到了當地供水的地方「新生水工廠」。 我們看

到了他們處理污水的過程。然後，我們就去了公園遊玩。最後，就乘車往機場去乘

飛機。我們用了五小時才返回香港。這段旅程真難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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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 高 雄           民 俗 文 化 之 旅
第一天

十鼓文化村、奇美博物館

　　第一天，我們來到十鼓文化村。踏入大門

口，便看見一個大大的鼓。我們沿路走到夢糖

劇場，本來同學們都很睏，但被這震耳欲聾的

鼓聲震醒，變得精神百倍了。我們看過這場精

彩的鼓樂表演後，便輪到我們和遊客一同練習

打鼓。打鼓蠻有趣，我們也很有天份呢 ! 

5A  姚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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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台灣高雄，吃過午餐，便到奇美博物館參觀，那

兒是展示希臘神話展品的地方。在進入前，導遊便提醒我們參

觀時要保持安靜。博物館分了兩層。首先我們參觀第一層，第

一層主要擺設雕像、古代兵器和動物標本，有些動物標本很龐

大，而且栩栩如生。不久我們就到第二層去參觀。第二層主要

介紹西方畫作，我們都看得很入神，有些西方油畫很抽象，充

滿藝術感。今天讓我們認識了很多藝術作品，感到很滿足。 

5A 鄭翠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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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美農原鄉紙廠文化村、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六合夜市

　　第二天，我們去了做擂

茶 DIY。我記得那時，桌上

有兩個陶瓷盆或兩個大碗，

裏面放了多種材料，還有一

枝很粗的棍子，讓我們用作

攪拌。攪拌之後，再把另外

兩碗粉末混進去攪拌多一

次，然後我們便每組分成兩

個小組，女同學一邊，男同

學一邊，我們輪流體驗……

	 最後，就是我們最期待

的試喝環節了，每人約兩匙

份量。我試了一點，可能我

不懂客家人的文化，因為它

實在太難喝了 !	

5A 黃寶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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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下午，我們到旗山

老街參觀。街道兩旁有很多

攤檔，有賣小食的，有賣精

品的，有賣手信的……那裏

甚麼都有，當中最令我留下

深刻印象的就是那神秘的攤

位，經過一番努力後，我贏

了一隻可愛的公仔呢！

5A 蕭亭均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六合夜市「掃街」，街道兩旁都擺放了形形色色的

小食。我們吃過牛肉麵之後，我組同學便立刻買土耳其冰淇淋，口感很像糯

米糍，十分美味。然後我經過賣鹽酥雞的店鋪，聞到了香噴噴的味道，讓我

垂涎欲滴，最後我還是忍不住要買來吃。鹽酥雞的肉質很滑，外皮酥脆，吃

得我停不下來。六合夜市的美食特別多，例如 : 大腸包小腸、起司薯餅、碳

烤胡椒餅、官材板、花生……還有芭樂沾梅子粉，酸酸甜甜的，想起來也口

水直流啊 !	可惜時間緊迫，未能嚐到所有美食，希望下次能夠嚐到啦 !

5A 區雅愉

	 在這一次交流團中，令我們留下最深刻印

象的是到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參觀，那裏有很

多不同的設施，還有很多高科技產品。我們借

了平板電腦在科學館裡學習，讓我們學習很多

科學的常識。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感到十分有

趣，因為那裏有很多我們從沒有見過的事物，

最精彩的還是使用平板電腦去各個展示館完成

任務，令我們大開眼界。

6A 吳尚弘、吳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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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旅程裡，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是「鳳梨酥 DIY」。鳳梨酥是台灣的特

產，有咬口，味道又甜又酸，十分美味。

在製作鳳梨酥的時候，我們把內餡包在

皮裡，放在模型裡，再去烤，看到自己

的「作品」，心裡有滿滿的成就感。

5A 楊詩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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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旗山老街、維格鳳梨蘇 D I Y、駁二藝術特區、

國立中山大學、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打狗鐵道故事館
	 在第三天烈日當空的中午，我們前往著名的駁二藝術館。

當我們走進宏偉的建築物時，都被這裏的魅力吸引着，一會兒

看看智能機器人，一會兒又看看獨一無二的展品，令我們大開

眼界。當我們從大門走出去，便來到青青大草原，

	 抬頭一望，一隻隻美麗的「蝴蝶」在天空中飛舞。老師給

我們這班「活潑的小馬」自由地奔放。有的同學在追逐，有的

同學在吹泡泡，有的在和老師談天說地。

				我、哥哥和子謙在這裏放風箏。起初我們都不懂得怎樣把這

美麗的風箏放到天上，但經過我們努力嘗試後，終於把這隻頑

皮的風箏放到廣闊的天空了，它愈飛愈高，快要飛到天邊了！	

				快到集合的時候，我們的風箏突然「不聽話」地左搖右擺，

原來是和另一隻風箏打成一片，我們想馬上找出那隻「該死」

風箏的主人，準備「找他算賬」，誰知那隻風箏的主人早已消

失得無影無蹤了。我們只好無奈地剪掉兩隻風箏的「尾巴」，

重新把他們放生，讓他們飛上藍天白雲找理想去了。

5A 姚卓彥、駱子謙  6A 姚卓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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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南眾多的景點中，我最喜歡彩虹教堂。彩虹

教堂很適合攝影，配合早上蔚藍的晴空，中午火紅的

陽光，晚上浩瀚的星空，美得簡單樸素，用平凡的材

料做出非凡的景緻。我一直渴望我家附近有一個這樣

的地方，當我心情低落時去散散步，或者約同三五知

己去緩跑，彷彿所有不開心的事情都會煙消雲散。

6A 鄭嘉宇

第四天

彩虹教堂、旗津老街、

旗津貝殼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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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貝殼館後，導遊哥

哥馬上帶我們去欣賞各類

型的貝殼。我在展品櫃中

看到一些大小不一的貝殼，

有些只有手指般大，有些

卻比我們的身體還要大呢 !

看著這些形狀奇特而美麗

的貝殼，真令我大開眼界。

我們一邊參觀，一邊不停

地拍照。

5A 黃巧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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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台南高雄民俗文化之旅，對我而言絕對是一個「美食之

旅」。

    第一天晚上，我們吃了「個人火煱」，食材非常豐富，有豬肉、

牛肉、雞肉、蘿蔔、蔬菜、芋頭、金針菇、雞脾菇……

    第二天早上，我睡到很晚。醒來後立即更衣到酒店餐廳吃早餐，

因為太趕時間了，所以我就拿了十二個大饅頭，塞進嘴巴裡，但

時間只夠我吃十個；由於我太睏了，便裝了兩瓶咖啡喝。到了晚

上，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候——逛夜市。我和同學由街頭吃到街尾。

我們吃了最著名的香脆大雞排，滑嫩嫩的豆腐花，嚼勁十足的杏

鮑菇，美味香脆的薯條，微辣的胡椒餅……

    第三天早上，我又睡過頭了。不過那天我不吃饅頭，而選吃了

一大碟豆芽。到了中午，我吃了三碗半的牛肉麪……

    由於我每天都暴飲暴食，每天都吃了很多美食，每天都吃宵夜，

結果最後我的肚子……

5A 李雅恩

美 食 及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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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感 言

 四月五日 ( 星期四 ) 是我校舉辦台南高雄民俗文

化交流團的開始，我們先坐飛機去高雄市。首先，我

們先到十鼓文化村。到了那裏，我們先看了鼓樂表演，

然後體驗打鼓的樂趣。之後到奇美博物館參觀，了解

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

 四月六日 ( 星期五 ) 我們到美濃原鄉紙傘文化村。

首先我們先製作綠色的擂茶粉，了解它的原理。之後

老師給我們購物時間，然後吃午餐。晚上，我們到了

熱鬧的六合夜市，品嚐很多著名的台灣美食。

 四月七日 ( 星期六 ) 我們製作美味的鳳梨酥。之

後，我們到打狗鐵道故事館拍照遊玩。

 四月八日 ( 星期日 ) 最後一天，我們到駁二藝術

特區參觀，跟著在大草地上自由活動，最後我們到了

機場回港，結束這次台南民俗文化之旅。

5A  韋嘉弘

 四月五日至四月八日

 星期四，我們乘飛機去台灣高雄。我們先到奇美博物館，那裏

的雕像的靈感源於希臘神話：有宙斯、雅典娜、赫拉、美杜沙……

我先去參觀動物館，那裏的動物標本如幻似真，翔翔如生。接著，

我到藝術館參觀，那裡的「沉思者」令我感到神奇!「藝術家厲害了!」

「怎麼辦到的 ?」……一條條的疑問不斷從腦海中冒出。

  星期五晚上，我們到六合夜市去。那裏人山人海。我們混在「人

海」裡，被人流推了又退，經過一番騰折後，我們終於買到「心頭好」

了！總算滿載而歸。

 星期六， 我們到維格餅家製作鳳梨酥，我一邊品嚐著自己做的

鳳梨酥，一邊滿足地笑了，還買了很多手信呢 ! 下午我們還到駁二藝

術舘，那裏的大草原讓我感到心曠神怡。

 我們捨不得台灣高雄，它給我留下深刻的回憶，讓我流連忘返。

 5A 陳心悅   

  我幸運地有機會參加學校舉辦的台灣高雄民俗文化之旅，真是想想都興奮！

在出發的前一天，我急急地撿了行李，總是害怕遺漏了甚麼沒帶，因為全部行李只佔了半個行李箱，害得我整晚沒睡好呢！

  第一天早上要五點多集合，我還是迷迷糊糊的。集合點名之後，我們乘坐旅遊巴到機場，我們就在車上欣賞了完美的日出。

  抵達了機場，我們去辦登機手續，經過一輪安檢，我們正式登上飛機。飛機上，我們有說有笑的，還在埋怨飛機餐有多難吃呢！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台灣。

  剛下機還有點頭疼，不過知道自己已經置身於台南高雄，不禁又興奮起來。我們先到當地的一間餐廳吃午餐。

  第一站：十鼓文化村。「鼓」，聽起來都知道是有關鼓的地方，沒錯，我們先到夢糖劇場欣賞鼓樂表演，非常「驚」動人心。

我們還嘗試跟着節奏打鼓呢！下午我們參觀奇美博物館，那裏蘊藏着許多希臘神話的故事，而且有很多大型動物標本。晚上，我們

在一家火鍋店涮火鍋，最後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早餐之後，我們到了美濃原鄉紙廠文化村，導遊向我們講解了紙傘的文化歷史後，我們還在那裏自製了「擂茶」，把

一些不同的穀物磨成粉，加上一些綠色茶粉，最後加上爆米一起磨就完成了。只需加熱水就能沖來喝，還能帶點擂茶粉給家人享用

呢！ 

  隨後，我們還到「旗山老街」購買了很多手信。中午在那裏品嚐客家菜！午餐後出發去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那裏真的

非常好玩！我們嘗試了一個全新的科技遊戲，幫助我們認識一些新的日常工具發明。先把平板電腦放在有關發明板子上，不需要操

作任何東西，平板就能自動感應，播放一些介紹片段，再回答問題取分。七十分鐘內，看看誰的積分最多，裏面相關的發展都非常

有趣呢！

  晚上我們在六合夜市吃牛肉麵和逛街，買了很多「台灣美食」，令我最深刻的就「大腸包小腸」和「珍珠奶茶」了。

 第三天，我們自製鳳梨酥，真的是一次有趣的嘗試呢！把餡皮和鳳梨果漿餡分成平均六等份，把餡皮完整地包住餡再搓成圓形，

最後放進模板固定形狀，工作人員再幫我們燒製就完成了。隨後我們也在那裏買了鳳梨酥及其他小食做手信，真是滿滿的收穫啊！

    午飯後，我們參觀國立中山大學、打狗英國領事館，還坐在一個觀景台上欣賞整個小港灣，涼風迎面吹來，真是別有一番享受。

到了鐵道故事館，我們了解鐵道的歷史，而且還和舊形大火車拍照，留下紀念性的時刻。那裏的鐵路都不使用了，所以把鐵路的軌

道都填平成了一片大草地，我們就在那裏自由自在地奔跑，散播着歡快的笑聲，大家都筋疲力盡，在旅遊巴上睡着了。

    第四天，我們到一個海灘上的「彩虹教堂」，其實是一個「冂」字型的建築，專門拍攝婚禮用的。我們找了一些空位坐着，唱

起詩歌，頌讚上帝。

    我們順道去了貝殼館，有些貝殼只有手指般大小，有些卻比我們身體還要大。我們最後到旗津老街買了很多小禮物，我挑選了

我和妹妹姓名的三個字，其中我也刻了偶像的名字，是「夜光姓名吊飾」，哈哈！

    不知不覺，這已是最後一個景點，我們回到機場乘坐飛機回香港。真不捨，就好像剛剛才來台灣高雄，現在就要揮手說再見了，

我一直回想這幾天的畫面，高雄 ! 再見了 ! 我一定會再來的！

5A 陳麗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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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感 言

   小兒參加此次台南高雄民俗文化之旅，讓孩子認識不少台灣文化

特色，明白台灣與香港的差異，增加人生閱歷，我覺得有必要和有價

值，很有意義。

     五年級的學生已有學習和觀察能力，此次高雄之旅，對每個學生

都有不同的體會 --- 離開父母貼心的照顧，學會照顧自己，與人相處，

保管財物和金錢的運用。同學和老師之間的認識也多了，大家在一起

度過充實而快樂的學習旅程。

 學習與旅遊的結合，在旅遊中快樂學習，明白了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的真理。希望學校繼續舉辦不同的遊學團，讓同學踏出香港

開闊視野。謝謝！

5A 李雅恩家長  李萍萍女士

 「盼望已久的台灣之旅開始到啦！」小女楊詩寧早早就收拾好行李

準備出發，由於那幾天我忙於上班，根本沒有時間幫她整理行裝，沒想

到她一點兒也不馬虎，按照學校的指引把有需要和必須帶的衣物，生活

用品等都收拾好。一大早就整整齊齊的放在行李箱裏。曾記得那天即出

發前一晚我才替她檢查，沒想到女兒收拾得很整整齊齊，我感到很開心，

心裏想 : 我的女兒長大了。那天晚上，她很早就上床休息。第二天，凌

晨五點，她就起床漱 洗和吃早餐，準備出發。看到她這麼自律，我倒不

怎麼擔心她。記得在台灣的第二天晚上她有跟我視頻。我問她：「你怎

麼到現在才想念媽媽？台灣那麼好玩嗎？玩到晚上都沒有時間跟媽媽聊

天。」你知，她怎麼回答我呢？她說跟老師和同學一起玩，節目太豐富

了。每天都出去玩和接觸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朋友，太新鮮了，她幾乎

忘了跟家人聯絡呢！聽完之後我突然覺得女兒長大了，開始要離開父母，

獨立了 ! 如果明年學校再組織去什麼地方交流，我還是會支持楊詩寧參

加，讓她多機會學會獨立，特別感謝學校組織是次交流活動。

5A 楊詩寧家長  陳  欽女士

 亭均非常期待這次台灣交流旅程，她在出發前已十分興奮。在出發前的一個晚上她

準備收拾行李，突然發現她最愛的波鞋破了。她就連忙想辦法怎樣可修補那雙波鞋，時

間分分秒秒地流走，距離出發的時間越來越少，但她還是未把最愛的鞋子修好，所以心

情非常差，然後她就使出必殺技——致電給正在工作的爸爸。在電話交談中，她對爸爸

說出波鞋損毀的情況，爸爸就對她說：「好等我下班回家就可幫你修好。放心 ! 明天一定

可穿着最愛的波鞋去旅行。」但她不相信爸爸能幫她修好那雙波鞋，於是就對着她最仁

慈的爸爸發脾氣說：「我說你修不好，就修不好 ; 如果真的修不好，明天去旅行豈不是沒

有波鞋穿！」接着就哭了出來，請爸爸買一對新波鞋給她去旅行，但爸爸仍然叫她要相

信爸爸能幫她修好波鞋，不要浪費金錢買新波鞋了，當時她只好板着臉等爸爸回家。

 過了好幾小時，爸爸回來了，連飯也不吃，就立即幫板着臉的亭均修理波鞋。經過

爸爸研究後，不到半小時，就幫她修好她最愛的波鞋。她立刻從板着臉變為天使臉，非

常開心。正當她還在開心興奮之際，爸爸突然從身後拿出一雙新波鞋送給能變臉的女兒。

 最後亭均反問爸爸，為什麼買新波鞋給她，爸爸回答：「因為希望你有個開心的旅程。

 其實，小女非常重視這次的學習旅程，所以才希望穿上最心愛的波鞋，帶她走最精

彩的旅程。回港當晚，她一下車，便對着我喋喋不休，將她這幾天所見所聞盡訴給我聽。

我心裏知道，她這幾天一定過得非常愉快和滿足。

5A  蕭亭均家長  蕭偉聰先生








	01_20180626--禧年恩平交流特刊 p1-proof
	02_20180624--禧年恩平交流特刊 p2-13proof (1)
	03_20180625--禧年恩平交流特刊 p14-25 proof (2)
	04_20180625--禧年恩平交流特刊 p26-29proof (1)
	05_20180625--禧年恩平交流特刊 p30-33proof
	06_20180626--禧年恩平交流特刊 p34-37proof
	38
	39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