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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數學精英

得獎項目: 

(由於三位同學得獎甚多，本報
只記錄部分獎項。)

5B 余浩鉦
2019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金獎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決賽)特等獎
數學智能之全港數學挑戰賽

2019季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

小學數學邀請賽冠軍

6A 周星言
2020華夏盃總決賽一等獎

2020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金獎第一名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2019-2020》決賽亞軍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越級挑
戰中三級金獎

6B 單知淑
2020「華杯」奧數之星創

新全國聯賽一等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2020金獎
2020華夏盃總決賽一等獎
2020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金獎

北官小記者: 湯倩儀(5A)、Kamonphan(5E)、姚沁彤(6A)、楊采茵(6D)

北官學生報94期2020年11月

北官不少同學在數學方面表現出色，今期學生報的小記者訪問了三位

在數學方面表現卓越的同學，請他們和大家分享學習數學的心得。

訪問前來張大合照

受訪同學: (下排左起)

6A 周星言、6B 單知淑、

5B 余浩鉦

小記者: (上排左起)

5A 湯倩儀、6D 楊采茵、

6A 姚沁彤、5E Kamonphan

6B單知淑同學

5B余浩鉦同學

6A周星言同學



專訪北官數學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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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北官數學精英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常以為自己的數學很了不起，但與
北官數學精英一席話後，我們才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北官的三位數學精英就是：6A班周星言同學
、6B班單知淑同學和5B班余浩鉦同學。我們小記者今天很榮幸有機會專訪這三位小精英，瞭解他
們的成功之道。

小記者：為甚麼你們有那麼出色的成就？
星言：在課堂中，我會專心聆聽老師的講解；在家中，我會分配時間做一些數學練習題和閱讀一些 
           參考書。
知淑：首先，我從小對數學就有濃厚的興趣，父母也會解答我對數學的疑問。其次，我有堅持不懈
           的學習態度，因我知道做任何事情如果半途而廢，就不會成功。還有家人對我一直的支持，     
           成為我學習上一股不可缺少的動力。
浩鉦：我平日會多做數學練習題。我會選擇做小六及中一年級的奧數試卷來挑戰一下自己，若遇到
           不明白的地方，我會上網搜尋解決方法或請教他人。

小記者：家人可有影響你今天的成就？如有，如何影響？
星言：日常當我碰到數學難題時，父母會鼓勵我先思考解決辦法，培養我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對我
           解決困難方面大有幫助。
知淑：我今天的成就離不開父母的支持。一年級時，媽媽建議我參加奧數比賽，她讓我感受到數學
           的趣味，啟迪我對數學的興趣，她也是我第一個私人數學補習老師。
浩鉦：家人十分支持我，不但為我繳付昂貴的數學比賽報名費，還陪伴我到試場參加比賽。平時他     
           們也會陪伴我學習。
  
小記者：你們的學習態度跟今天的成就有沒有關係？
星言：有，我今天的成就有賴努力和勤奮。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主動發問，上課當然也要留心。
知淑：數學是一門深奧的學科，成功的背後是苦苦的鑽研，如果沒有堅持不懈的學習態度，我不會
           有今天的成就。
浩鉦：是有關係的。當我遇到難題時，我不會放棄，會堅持嘗試解決。

小記者：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成功秘訣？
星言：我的成功祕訣有三：奉獻、勤力和恆心。第一，要成功就要奉獻出時間做數學題。第二，平
           日要多練習，這就是勤力。第三，不能臨近考試，才「臨渴掘井」，你要有恆心堅持每天做
           練習題。
知淑：我的成功祕訣很簡單，就是「夥伴同行」。在奧數這條路上，雖然是辛苦，但我並不孤單。
           我有很多一路同行的夥伴，例如：周星言和李翊霆同學。我們經常一起上奧數班，一起到不
           同的地方比賽。在這段日子裏，我們一起分享學習經驗，有了這些夥伴，我一路走來留下了
           很多快樂的美好回憶。
浩鉦：我的成功秘訣就是「善用資源」。現在科技發達，網上有許多學習資源，善用這些，就能事 
           半而功倍。

　　聽了三位「數學精英」的話後，令我們領悟到「成功需苦幹」；你們在看了這篇專訪後，又領
悟了些甚麼呢？

受訪同學：5B 余浩鉦、6A 周星言、6B單知淑

北官小記者: 湯倩儀(5A)、Kamonphan(5E)、姚沁彤(6A)、楊采茵(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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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五歲的一天，我在公園玩耍時，因頑皮而受傷，令本來充滿歡笑的地方帶來了
不愉快的回憶。
　　當天，爸爸媽媽帶我到公園玩耍。我看見一個大哥哥坐在鐵柵欄上，於是懷着好奇
心也跟着坐了上去，並模仿大哥哥把身子前前後後地擺動，感到十分有趣。
　　可惜，好景不常，正當我跟那位大哥哥嘻嘻哈哈地聊天的時候，聽到媽媽呼喊我的
聲音，我正想轉身告訴媽媽我在這裏時，結果一個重心不穩，我從鐵柵欄上四腳朝天地
摔了下去。我坐在地上呆了一下，看見爸爸媽媽正焦急地跑過來。我回過神來，才發現
我的手臂擦傷了，頓時哇哇大哭。爸爸連忙把我背起，一邊走一邊責備我，把我送到醫
院。
　　到達醫院後，醫生幫我做了一個詳細的檢查。「不用擔心，沒甚麼大礙，只要傷口
不要碰水和做太大動作，很快便會康復。」醫生一邊替我包紮手臂，一邊說。爸爸媽媽
就像放下了心頭大石般，舒了一口氣。
　　回家後，我見爸爸媽媽板着臉一直不說話，便想說話緩和一下氣氛。這時，我的耳
朵彷彿聽見了兩把聲音——「不如你主動向爸爸媽媽道歉吧！」一把聲音響起。「如果
你先說話，你一定會被爸爸媽媽責罵的！」另一把聲音也響起。心裏經過一番掙扎，我
終於向爸爸媽媽說了一句話——對不起。
　　不出我所料，最後我還是被爸媽責罵了一頓。最慘痛的是我被罰一星期不准外出玩
耍，我的傷口也需要兩個星期時間才完全康復。經過這次經歷後，我學會了不要貪玩，
也不要做危險的事情。

一次不愉快的經歷一次不愉快的經歷

6A Chelsea Wong
 

     Once upon a time, on a hot and 
sunny day, there was a young fox 
strolling in the grassland. He felt 
thirsty and starving, wishing for 
something juicy for himself. 

     Suddenly, his dream came true! 
He spotted a grape tree, it was as 
tall as a tower, fox ran as fast as 
the wind and sat under the grapes 
tree. Red grapes looked fresh and 
juicy under the sun, fox murmured, 
“ These grapes looks tasty! If I 
can have many of them, I might be 
the happiest fox in the world!”

     So, the fox got carried away. 
He jumped higher and higher 
trying to get bunches of grapes. 
Unfortunately, he could not get 
any bunches of those sweet 
grapes. He fell on the 

grass and cried, “Ouch! This tree 
must be pulling my leg!”

     Then, a zebra saw the fox  
sitting on the grass and yelling. He 
asked, ”Mr. fox, are you feeling 
fine? If you are hungry, you can 
have lunch at my house!” The fox 
was touched, “ Thank you Mr. 
Zebra! You are really kind! Those 
grapes might be sour, but I am 
happy that you helped me!”Then 
the fox had lunch at Mr. Zebra‛s 
home.

     So the saying goes : When we 
can‛t get things that we want , we 
will simply speak ill of them! Yet, 
the kind people will cheer us up!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6C 陳鈺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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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ppy dinner

 Last Sunday was my mum‛s birthday. She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my 
l ife.  I wanted to give her a surprise. So, I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ingredients. I bought some beef, vegetables, eggs and chicken. 

 After I went home, I started cooking at half past five. I cooked three 
dishes. First, I washed the beef and vegetables.  Next, I chopped the beef and 
cut the vegetables.  Then, I steamed the beef for seven minutes. After that, I 
stir-fried the vegetables with eggs. Also, I steamed the chicken because my 
mum l ikes chicken.

 Soon, it was dinner time. My family members sat at the table in the 
dining room. “Where is the rice?” asked mum. “I ‘m sorry. I forgot to cook the 
rice,” I said.  We were hungry. 

 I rushed to the kitchen and cooked the rice. Ten minutes later, we could 
have dinner. Mum said, “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dishes are delicious!” I did 
not say anything but smiled. We had a happy dinner time!

　　去年的中秋節晚上，我們一家去維多利亞公園賞月，我的心情很興奮。

　　我和弟弟提着新買的花燈，蹦蹦跳跳地來到公園。公園裏到處張燈結
彩，好像過年一樣。有的人在賞月，有的人在玩花燈，有的人在買小吃。
公園裏人來人往，絡繹不絕。

 　　我和弟弟提着花燈興奮地跑來跑去，玩得滿頭大汗。我們累了，就
跑到樹下休息。媽媽拿出月餅，我們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我想: 嫦娥
和月兔是怎樣過中秋節的呢?

　　那天晚上，我愉快地和家人一起慶祝中秋佳節。我希望月圓人亦圓的
時光，是天長地久的。

4B
Yeung

Tsz Ching 

3E魯之晗

  第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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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官新任校長姓甚麼呢?

北官教師中，哪一位具有「人中之龍」、
「地靈人傑」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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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將於第95期公佈

1

2

3 學校有多少個「跳飛機」?

本校新翼圖書館在哪一年
落成?

本校「學生報」有多少年
歷史?

答案：C.20年

答案：A.2006年

答案：C.9個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中秋節中秋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