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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愉      :

麥博士  :

麥博士，請問您何時在北角官立小學就讀？

我是在1964年入讀北官的小一，但是二年級學期末時學校後面的山坡發生山泥
傾瀉。為安全起見，在我就讀三年級的時候，整所學校的學生都要轉到丹拿山
警察官立學校，即後來的北角循道學校，到小四，我繼續留在北角循道學校，
換言之，我在北官只讀了三年，但這三年的學習已啟發了我很多。       

受訪嘉賓 ：麥偉明博士

小記者 ：  5A馬睿愉   6A湯倩儀   6B龔瀚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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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之路
麥偉明博士專訪

    七月十八日，北角官立小學三位小記者在線上訪問了麥偉明

博士。麥博士是北角官立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委員，亦是香

港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系前助理教授。雖然是次訪問在線上進

行，但我們都深深感受到麥博士學識淵博及其對教學的熱誠。

    透過這次訪問，讓同學了解到擔任大學助理教授的要求及工作，

麥博士更和同學了分享他的讀書心得，實在令同學獲益良多。以下

是三位小記者與麥偉明博士的訪問內容，希望同學能從中獲得啟發。

睿愉    ：請問您在北官就讀時有甚麼難忘的回憶？

麥博士：最難忘是學校後山山泥傾瀉，學生未能上課，
            到小三要轉到丹拿山警察官立學校，當時很
            難過，因要離開學校，但可以到新的環境學
            習亦令我很難忘。

瀚淳     :  請問您對現在北官的學生有甚麼感覺？

麥博士  : 北官的學生非常活潑，笑容滿臉，而且守規
             有禮，每當有嘉賓來訪，學生會主動向他們
             打招呼。學生亦十分受教，遵循老師的教導。
             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礎訓練，希望學生能保持
             良好的品德。  

麥偉明博士

小時候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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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淳    :

麥博士 :  

瀚淳    :

麥博士 :

瀚淳    :
 

麥博士  :

睿愉     :

麥博士：

我們知道您退休前在香港理工大學擔任助理教授，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工作嗎？

大學的教學對象是大學生，相對中小學生，他們已建立了良好的學習基礎，教學
着重於循循善誘，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令學生能主動學習。另外，相對知識傳
授，教學更着重培養學生的生命成長，以協助他們日後工作發展。

您在工作上有甚麼有趣的經歷或難忘的事情？

教學相長很重要，特別是高年級的學生，不少大學生同時兼顧工作，有次上堂，
有一名學生不斷說話，原來他正在分享自己在機場工作的經驗。當時我讓他用十
分鐘分享自己工作經驗，而他分享的內容正正跟我想他表達的吻合。我在學生身
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互相成長，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另一件難忘
事情是，有一次，有一名教授來到理大演講，對方問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有沒有
改變。他表示如果沒有改變就浪費了四年時間，因為如果學生放棄升學轉戰職場，
四年間發展可能會更好。所以大學生要問，讀了大學多年，自己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改變自己的思考方法。當時有學生問如何可改變自己，該教授表示要多看
經典，激發思考。所謂經典，是指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書籍，西方經典如柏拉圖及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東方文化則有易經、論語、道德經等。這些書籍看似沉悶，
但內裏其實蘊藏很多智慧。

成為一位大學助理教授真不容易，請問需要甚麼學歷呢？怎樣才能成為一位大學
助理教授呢？

我先在理工學院取得會計高級文憑，工作六年後到英國留學，修讀碩士課程，專
門研究管理人員如何學習，學習時會遇到甚麼困難，作為老師又如何幫助他們解
決困難。回港後到香港理工學院任教，主要教授管理學及人力資源管理。後來，
學院升格為大學，規定老師須持博士資歷，所以，我再修讀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學習非常重要，因為社會不斷轉變，若不持續學習進修，人生便畫上句號。另外，
現時在大學任教，除了學歷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學生分享工作經驗。

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學習歷程嗎？
您小時候或年輕時在學習歷程上
有遇過困難嗎？
您是怎樣克服的？

我小學學習過程很愉快，困難不多，
不需要參加補習班，閒時會跟同
學玩康樂棋。我讀書的年代需要背誦課文，小學生記憶力好，背誦的效果好，
所以我鼓勵大家背誦，例如唐詩三百首。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詩《每事問》
說：「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得巧，
愚者問得笨。人力勝天工，只在每事問。」教導我們發問的重要。小學時有篇
文章《文學與人生》，提到我們讀書時，一篇一篇文章，唱着唱着，掛在嘴邊，
到您生命去到那個階段時，就會恍然大悟。有一年，我在香港看完八月十五的
月亮，就想起蘇軾的《明月幾時有》，到十月份我在西安教書，月圓之夜又見
到月亮，十二月去莫斯科又見到月亮。三個不同地方的月亮，都令我啟發到可
以借蘇軾這作品思念家鄉，從而感受到作者寫這篇作品的重點。我不鼓勵同學
用背誦的方法應付考試，但我會鼓勵大家平日當興趣般多背誦。《中庸》也提
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意思是別人一次就能做到的，我
反覆做一百次；別人十次就能做到的，我反覆一千次。意指人應以勤奮不懈的
精神，彌補天資不足。

小記者在線上訪問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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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儀    :

麥博士 :  

倩儀     :

麥博士  :

     
 

麥博士，您有甚麼讀書心得和我們分享？

小時候，我很喜歡到圖書館，因為能接觸不同的書籍。小學時我有個綽號叫「運書
隊」，因為我今日借的書，明天便可還，看很多書，當時我最有興趣看的是《十萬
個為甚麼》，當中提及西瓜如何成為一個炮彈令我印象最深刻。這篇文章令我明白
可從不同角度看每件事。閱讀不但能增廣見聞，更能鍛煉文筆，所以多閱讀是很重
要的。

麥博士，您有甚麼勉勵的話給予北官的同學呢？

我是專門研究學習的，所以我想用兩句話來總結學習—「心以積疑而起悟，學以漸
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的意思是在心中有許多疑問，而當你有疑問後就
嘗試找答案，然後就會悟到那個答案；「學以漸博而相通」的意思是，學識越多，
知識水平越廣博，便越能融會貫通。

我鼓勵大家多閱讀，我在這裡推薦三本書給大家，第一本書  是陳之藩教授的《劍
河倒影》，我上過陳教授的課，他是一位電機工程師，上課時學生問他：「陳教
授，你讀得是工程學，為什麼要去寫散文呢？」陳教授回答：「我看人們寫的散文
寫得太差，所以我寫幾篇樣本讓大家看看甚麼是真正的散文。」當時我就想：「就
算厲害也不要那麼驕傲嘛，你寫的文章到底有多厲害呢？」於是我就買了他的書來
看，發現他寫的文章真得很好。他寫了很多篇散文，我鼓勵大家看《劍河倒影》。
大家都很嚮往到劍橋、牛津大學讀書，我們可以透過這本書了解陳教授在劍橋大學
的所見所聞。

我推薦的第二本書是朱光潛先生的《談美》，這書有十五篇文章，通常小學生會讀
到其中一篇<一顆古松的三種態度>。《談美》內容是關於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
去體會「美」，書中提到西方交響樂曲是一直響個不停，而東方的古琴彈了一聲後
就會停一會，之後才彈第二聲，這就是中國文化特別之處，以繪畫的角度來看叫
「留白」，「留白」的用意是給一些空間讓我們思考，東方音樂沒有聲音的一部分，
就是讓大家從中想像，與西方文化一連串的聲音不同，這就是中國美學的特點。我
們可以看這本書來了解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美的方面的不同處。

第三本是陳從周教授的《說園》。陳從周是內地同濟大學建築系教授，這本書的內
容是述說東方建築的特色，以及東西方建築有甚麼不同之處。你先想想:如你在故宮
會欣賞甚麼？故宮是有一條縱軸線的，我們可以沿着縱軸線來參觀故宮，這就是故
宮建築的特色。蘇州的園林則不同，它是沒有縱軸線的，它會借景，透過窗來看到
對面的山。另一美學概念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始出來」，意指有些東西
看得太清楚就不美了。

中國文化有很多智慧，我們都可以應用，所以如果我們看完陳從周教授的《說園》，
日後到不同的園林時就能知道為甚麼那裏要有各種的設計，例如為甚麼這裏會有一
道橋，那裏會有座涼亭等等，其實這些設計都很講究的，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重要
遺產。這本書的文字已寫得通俗易明，但即使大家現在看不懂也不打緊，中學時再
看也未遲，看了這些書會幫助大家瞭解一些知識，這樣大家就能比其他的學生走
快一點，大家的人生也會快樂一點。

後記：

是次訪問中，同學除了加深對大學

助理教授工作的認識外，也讓同學

了解學習的心得。「書中自有黃金

屋」，同學應該多閱讀，藉此好好

裝備自己。在此十分感謝麥偉明博

士接受我們的訪問。

三位小記者來一張合照
左起：5A馬睿愉、 6B龔瀚淳、6A湯倩儀



   能夠成為「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我感到十分興
奮。首先必須要感謝學校老師的賞識，因為每年每間學
校可提名兩位學生成為「校園藝術大使」，而我有幸被
推薦參與這個計劃，成為「校園藝術大使」，我感到十
分榮幸。這個計劃讓我們有機會參加一系列多元及精彩
的藝術活動，擴闊我們的藝術眼界 。

   在這「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當中，有不同的活動讓我們參加，例如「敢創‧藝術營」、
「小小木偶師」工作坊、探索擊樂之旅、沙畫藝術體驗及水彩速寫工作坊。我參加了水彩
速寫工作坊，工作坊以視像型式進行，導師除了詳細地教導我們繪畫技巧，還給我們示範
，如何完成一幅作品。首先，我們要先畫幾條線及幾點作初稿，然後再找出作品的重點或
重心，慢慢由幾條線畫成一幢大廈，再加上周邊的環境。在工作坊中，我學會了光暗處理
理、色彩運用及調色技巧等，真是獲益良多。

    學了這些技巧後，令我更加容易掌握線條的運用和色彩配搭的技巧，我明白到除了之
前學的繪畫技巧之外，原來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方法。我更加明白到，畫畫需要不斷學習
及嘗試，多留意身邊的事物，熟能生巧，勇於創新，發揮無限創意。

    最後，我期望主辦機構可以舉辦更多關於藝術方面的活動，例如參觀由尖沙咀香港藝
術館舉辦的展覽活動、多感觀展覽和工作坊等，提供更多機會讓不同學生一同參與，擴闊
視野。

    在8月份的暑假，兩位同學將會參加更多、更精彩的藝術學習活動，期望她們日後能再
與我們分享所學，讓我們認識如何用藝術豐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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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植珮嘉同學的分享：

校園藝術大使      以藝術豐富生命校園藝術大使      以藝術豐富生命
         北角官立小學一直致力推廣體藝學習，發展學生的體藝潛能，讓他們從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中 ，學習新知識及技能，從而擴闊視野，豐富人生經驗。本年度，學校首
次參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推薦了5A班吳佩樺
同學及5B班植珮嘉同學擔任本校的「校園藝術大使」，她們透過計劃參加了不同的藝
術學習活動，現在就讓她們分享一下從活動中獲得的體驗吧。

5A吳佩樺同學的分享：

    當我知道能夠獲選參加「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真的令我受寵若驚，因
為我知道透過這個活動能夠讓我學習更多關於藝術方面的新知識，從而擴闊視野，令
我眼界大開。我會履行「校園藝術大使」的使命，在校園分享我的所見所聞，用藝術
豐富人生。

    這個計劃有不同的藝術項目，當中我最喜歡的兩個項目就是「我的防疫機械人」
和「2D畫畫工作坊」。透過參與「我的防疫機械人」這個活動，令我提升了創造力和
想像力。例如我們會思考將一個平平無奇的機械人改良成「防疫機械人」，它的功能
是消滅世界上的細菌及病毒，創造無菌環境。在「2D畫畫工作坊」活動中，我掌握了
畫風景畫及2D立體畫的技巧，提升了我的繪畫技術。

   參加這個計劃後，我在藝術方面的造詣大大提升，我真希望這個計劃能夠普及化，
讓更多同學參與。

5B植珮嘉同學的分享：

校園藝術大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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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Tsang Shu Yi

My mum: A hard-working and kind-hearted person

      My mum has short and black hair, small eyes and a lovely smile. 
       My mum likes challenges and a new job, is a new challenge. Thus, she changed jobs 
between 2008 and 2009.  In 2008, she was a newspaper reporter.  In 2009, she wa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She has been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since 2016.
  
       My mum is a diligent person.  Although she has an exhausting day at school, she teaches 
me how to do my homework and corrects students' homework.
   
       My mum is a kind-hearted person too.  She donates to a charity group called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onthly.

       I am very glad to be her daughter.  She teaches me that I should be a hard-working and 
kind person. I will do more housework and work hard for my studies to repay my mum.

。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4E    張慧翹

    夏天又到了，我很想去旅行呀！
    
    三年前，我們一家人、表姐和表哥一起回到我出生的地點——法國
去旅行。

    我們首先乘坐飛機去法國的南部探望爺爺。到了爺爺家已經是夜深了，
所以一抵埗便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時，爺爺已經買了早餐給我們吃，
有牛角包、乳酪和牛奶，真是很美味啊！吃過早餐後，我們去沙灘堆沙城
堡和游泳，玩得很高興呢！我們還買了冰淇淋，我吃了巧克力和薰衣草味
的冰淇淋，味道特別好。
    
   後來，我們乘坐高速列車去北方的諾曼第探望奶奶。奶奶帶我們去了
戰爭博物館參觀，但是我不太享受這次參觀，因為我不喜歡戰爭，戰爭帶來很
多傷害。其餘時間我們都是吃喝玩樂，每天都過得無憂無慮，實在不想離開。
     
   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來到巴黎，參觀了巴黎鐵塔、凱旋門和羅浮宮，那都
                  是世界第一級的建築物，真令我讚嘆不已。巴黎鐵塔很高；
                  凱旋門很宏偉；羅浮宮珍藏了千千萬萬的藝術品，真是三
                  天也看不完呀！
    
                        假期過得真快，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法國，我                                                                                                                                                 
念                  想念爺爺和奶奶，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到法國探望他們。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遊 法 國



     今天是我和家人來到馬來西亞的第三天，爸爸帶我們去潛水，我的心情就如枯苗望
雨般期待着。

      到達海岸旁，教練給我們穿戴上沉重的裝備和簡單地講解後，他便和我們一起跳
進海裏開始潛水之旅。  
 
      起初，我還以為在海裏會看到的是色彩繽紛、朝氣蓬勃的畫面，卻沒想到真實環
境是眼前灰濛濛一片，海底全是已經白化的珊瑚。上岸後，教練解釋說：「這是因為
船隻和工廠排出的廢氣，以及人類亂扔垃圾的後果，因此造成數以萬計的海洋生物和
珊瑚死亡。」他接着說：「其實，我也非常喜歡中華白海豚，可是，因為人類不斷填
海，所以牠們的數量正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聽後，我感到十分惋惜 !

      回到酒店後，我仍不斷思考着教練說的說話，並下定決心由現在開始要為保護海
洋出一分力，減少製造垃圾。

深海之旅

5A   馮紫蔓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印象深刻的惡劣天氣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昨日的經歷令我印象深刻。

    昨天是學校運動日，我一大清早就懷着興奮的心情前往學校，準備參加今年的運動
會，一心想着奪冠而回。我匆匆忙忙地吃過早餐，立刻飛奔上學去。

    回到學校後，老師帶着我和同學們乘坐校車到將軍澳運動場。在車上，同學們七嘴
八舌地猜測誰會是運動比賽的大贏家，大家都估計我是班中唯一的希望。

    運動會開幕禮的時候，我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我抬頭一看，心感不妙，
因為天空下起雨了! 幸好雨勢不是太大，運動會仍可繼續進行。可是，不久之後，雨
勢越來越大，就在這時，擴音器傳來校長的聲音:「各位同學，實在很遺憾，由於現
在下起傾盆大雨，已不適宜繼續進行比賽，為了顧及大家的安全，所以運動會不得不
立刻終止。」大家聽到後都沒有太大反應，唯獨是我瞬間崩潰了! 為了參加這次運動
會跑步比賽，事前我每天都用上兩小時練習跑步，就是希望能再一次站上領獎台。我
過去兩年都在運動日奪冠而回，因此我希望今年也能創下佳績，再一次蟬聯冠軍，但
一切希望都因這一場暴雨幻滅了! 

  這次經歷令我印象很深刻，也令我體會到暴雨帶來生活上種種的不便!

5B     洪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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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又到了，我很想去旅行呀！
    
    三年前，我們一家人、表姐和表哥一起回到我出生的地點——法國
去旅行。

    我們首先乘坐飛機去法國的南部探望爺爺。到了爺爺家已經是夜深了，
所以一抵埗便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時，爺爺已經買了早餐給我們吃，
有牛角包、乳酪和牛奶，真是很美味啊！吃過早餐後，我們去沙灘堆沙城
堡和游泳，玩得很高興呢！我們還買了冰淇淋，我吃了巧克力和薰衣草味
的冰淇淋，味道特別好。
    
   後來，我們乘坐高速列車去北方的諾曼第探望奶奶。奶奶帶我們去了
戰爭博物館參觀，但是我不太享受這次參觀，因為我不喜歡戰爭，戰爭帶來很
多傷害。其餘時間我們都是吃喝玩樂，每天都過得無憂無慮，實在不想離開。
     
   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來到巴黎，參觀了巴黎鐵塔、凱旋門和羅浮宮，那都
                  是世界第一級的建築物，真令我讚嘆不已。巴黎鐵塔很高；
                  凱旋門很宏偉；羅浮宮珍藏了千千萬萬的藝術品，真是三
                  天也看不完呀！
    
                        假期過得真快，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法國，我                                                                                                                                                 
念                  想念爺爺和奶奶，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到法國探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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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bookMy favorite book
     Do you l ike reading fantasy novels?  Do you enjoy reading inspirational 
stories? If you do, I recommend you to read the book cal led “The Big 
Friendly Giant”.

     One night, an orphaned l ittle girl  named Sophie saw a benevolent giant 
cal led BFG, blowing something with stuff that looked l ike a trumpet into the 
windows.  Suddenly, the BFG saw Sophie.   He grabbed her up and started  
running incredibly fast unti l  he reached Giant Country.

     The BFG explained to Sophie that most giants ate humans, but he didn't.   
As he was the Big Friendly Giant.   The BFG then explained what the thing 
was that looked l ike a trumpet.  He caught dreams and used it to help blow 
them into children's houses at night.
    
      However, the man-eating giants woke up.  These giants caught the BFG 
and insulted him.  Sophie couldn't tolerate them bullying him, so she planned 
to tel l  the Queen of England everything about the cruel giants through a 
nightmare.  It worked successful ly that the giants got the punishment they 
deserved.  The BFG and Sophie now have a peaceful l ife.

     My best-loved character in this book is the BFG since he was generous, 
cuddly, and brave.  He spent al l  his time col lecting and creating dreams 
before giving the good ones to children.  When the man-eating giants 
smashed his hard-col lected dreams crazily,  he could not bear it any longer, 
so he overcame his fears and stood up to the contemptible giants by fighting 
back.

     The lesson I have learnt in the story is that 'Never underestimate 
yourself'.   Because of the BFG's differences from the other giants, he was 
constantly teased by them.  He didn't believe he could have influence on an 
important matter unti l  he met Sophie, who hacked out a bri l l iant plan to 
treat the giants.   Although apprehensive at first, he gradually real ised that 
he was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matter.  He demonstrated that you 
are capable of more than you believe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yourself.

     This book holds my interest because the writer keeps the story running 
smoothly and al lows the plotl ine to develop in a logical way that readers can 
easi ly fol low.  Moreover, the story is very thought-provoking and very 
engrossing.  I would recommend it to almost everyon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enjoy and, more importantly,  learn from the BFG.

6B
Yang Oi Ka



         Hi!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all to Thailand Songkran Festival. Songkran is Thai 
traditional New Year which starts from 13th April to 15th April. Songkran means ‘movement’ 
or ‘changing’ since according to Thai astrology, the sun will move into a new sign of the 
Zodiac on this day. Songkran Festival is also called the ‘Water Festival’. Water is believed to 
�ow and wash away all bad omens during the festival. Thus, it is a time for cleaning houses, 
villages, temples and spirit houses.

         On 13th April, people who work in cities like BangKok start returning home to celebrate 
Songkran Festival. In the morning, after faithful Thai Buddhists give alms to Buddhist monks, 
caged animals, especially birds and �sh will be released. Elders and parents will be visited 
and respect will be paid by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spring must be poured 
water from elder’s hand to show their respect and ask for blessings. Another traditional 
activity of Songkran Festival is to build sand pagodas and decorate them with colourful 
pennants.

        In the afternoon, people normally wear �owery shirt but not white ones lest our bodies 
will be revealed when we get wet. Meanwhile, kids and teenagers will buy water guns or 
squirt guns to splash water. Another option of getting soaked is to get to the back of a 
pick-up truck and join in water �ghts. Some people set up stations with water buckets and 
form teams to splash water on others who walk by.

        Splashing water is so much fun. Everyone likes to gather and join in the water battles. 
Yet, the tra�c at those spots must be heavy and the roads are often wet and slippery. Drivers 
have to drive carefully to avoid car accidents.

         I hope everyone will like Songkran Festival. Come visit Thai next year to enjoy the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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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又到了，我很想去旅行呀！
    
    三年前，我們一家人、表姐和表哥一起回到我出生的地點——法國
去旅行。

    我們首先乘坐飛機去法國的南部探望爺爺。到了爺爺家已經是夜深了，
所以一抵埗便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時，爺爺已經買了早餐給我們吃，
有牛角包、乳酪和牛奶，真是很美味啊！吃過早餐後，我們去沙灘堆沙城
堡和游泳，玩得很高興呢！我們還買了冰淇淋，我吃了巧克力和薰衣草味
的冰淇淋，味道特別好。
    
   後來，我們乘坐高速列車去北方的諾曼第探望奶奶。奶奶帶我們去了
戰爭博物館參觀，但是我不太享受這次參觀，因為我不喜歡戰爭，戰爭帶來很
多傷害。其餘時間我們都是吃喝玩樂，每天都過得無憂無慮，實在不想離開。
     
   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來到巴黎，參觀了巴黎鐵塔、凱旋門和羅浮宮，那都
                  是世界第一級的建築物，真令我讚嘆不已。巴黎鐵塔很高；
                  凱旋門很宏偉；羅浮宮珍藏了千千萬萬的藝術品，真是三
                  天也看不完呀！
    
                        假期過得真快，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法國，我                                                                                                                                                 
念                  想念爺爺和奶奶，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到法國探望他們。 

6E    Kamonphan

Songkran  Festival
Pupils’Works 
for Appreciation

  第99期中華文化趣味題答案

1

2

3 「三更半夜」中的「三更」指的什麽時間？

中國長江的長度居世界第幾位？

春秋時代哪位思想家被尊為「萬世師表」？

答案：A.孔子

答案：B.第三位

答案：B.晚上十一時至凌晨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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