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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十年人事幾
番新。」北角官立小學校友
會主席林嘉威先生畢業於
一九八六年，屈指一算差不
多四十個年頭，儘管世事
變，校友林嘉威先生仍心繫
北官，近幾年更成為本校校
友會主席，致力聯繫母校與
校友的關係。今天學生報小
記者有幸透過視像訪問林嘉
威先生，除了讓各位同學可
瞭解會計師這行業外，還可
細聽他娓娓道出兒時的校園
生活！以下是小記者與林嘉
威先生的訪問內容。

小記者：請問您在北官的學習生活是怎樣的？有甚麼難忘的回憶？小記者：請問您在北官的學習生活是怎樣的？有甚麼難忘的回憶？

林先生 我們那時的校園生活，當然不比現在舒適。那年代，
課室沒有空調，桌子是木造的，像個箱子一樣，也沒

有先進的器材，例如電子白板。那時候，老師用粉筆在黑板寫字。現在
北官有新翼校舍，我那個年代沒有。對於校園生活的印象，我已經較模
糊，印象較深刻的，是當時沒有手機，如果找同學須致電對方家中，通
常是父母接聽，如果打給女同學更會被查問一番，所以
電話一接通時，心情也會緊張呢！當時我們的生活比較
簡單，小息時，我們一窩蜂跑到小賣部，就在三角操場
洗手間的位置。小賣部食物種類繁多，例如：冰棒、薯
片等零食。以往的回憶真是又快樂又深刻！

小記者：您的子女以往也在北官就讀，為甚麼您 小記者：您的子女以往也在北官就讀，為甚麼您 
         會讓他們在這裏讀書呢？         會讓他們在這裏讀書呢？

林先生 那時我帶大兒子到北官「叩門」，後
來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灣仔區的一間

小學也邀請大兒子前往面試。我的大兒子到那間小學，
校長問他：「你想不想在我們學校就讀？」他說：「不
想！」校長問他原因，他說不喜歡，原來大兒生希望在
北官讀書。他才上了兩天學便說很喜歡北官，小兒子順
理成章跟哥哥入讀北官。直到大兒子讀三年級那年，我加

入了家長教師會，對於北官
了解加深，知道學校比我就
讀時變得更好，令我有信心
讓兒子在這裡學習。

小記者：您的兩個兒子現在讀中學幾年級？小記者：您的兩個兒子現在讀中學幾年級？

林先生 大兒子現在讀中六，而小兒子正讀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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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威先生（左一）和他的兩位兒子
（左二：林溢朗，右二：林溢晴）

都是北官的校友。原來林先生的妹妹
（右一）同樣是北官的校友呢。林先
生的爸爸（中）也是北官校友嗎？

張燕媚校長（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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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為甚麼您會投身會計師這個行業？您從事這個行業多少年？小記者：為甚麼您會投身會計師這個行業？您從事這個行業多少年？

林先生 我從事會計
行 業 超 過

三十年了。因為我的父母希望
我從事文職工作，加上我讀書
的時候數學科成績比較好，所以
我選了理科。當年香港只有兩所
大學，我考不上，中六畢業後便

找工作，因為熱衷數
學，便想找一份與數字
相關的文職工作，於是
便投身會計行業了。

小記者：會計師的工作是甚麼？小記者：會計師的工作是甚麼？

林先生 會計師主要幫公司計算盈利和虧損的帳目。另
外，也會做審計的工作，看看有沒有違規、做假

帳等。我是從低做起，做最基本的每月結算工作，現在則主要為公
司的營運提供意見。

小記者：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會計師？小記者：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會計師？

林先生 一定要考取一些專業的資格。每個地方、國家都需
要的。

小記者：請問您在工作上有甚麼有趣的經歷或難忘的事情？小記者：請問您在工作上有甚麼有趣的經歷或難忘的事情？

林先生 我曾經連續53小時工作，沒有睡覺。回家後，看報紙時發現有人因為
工作了33小時，過度疲累而死亡，我看了這則新聞後十分害怕，感覺

與死神擦身而過，當時年青只顧着完成工作，沒想過身體會超出負荷，之後沒有再連
夜工作，這是我最難忘的事情。

小記者：您的工作會遇到甚麼困難或挑戰？您是怎樣克服的呢？小記者：您的工作會遇到甚麼困難或挑戰？您是怎樣克服的呢？

林先生 我遇到的困難多是時間性問題，有時候公司的生意很多，我的工作就會比較忙
碌。我曾經在一間國企工作過，他們要求的精準度較嚴格，時間也很緊逼，平常

半個月才處理的工作，三天就要完成，於是就發生了連續53小時工作的情況。我克服的方法就是
把工作簡化，並多利用電腦軟件去計算和檢查數字有沒有出錯，以提高工作效率。

小記者： 最後，您有甚麼建議給予我們小師弟或者小師妹，如何裝備好自己，將來投身會小記者： 最後，您有甚麼建議給予我們小師弟或者小師妹，如何裝備好自己，將來投身會
計師行業？計師行業？

林先生 想做一個會計師，首先要對數字有興趣，然後可以在中學四年級選科時選擇修讀
會計科。香港的大學大部分都有會計科，大學畢業後，到香港會計師公會考試。

只要你努力讀書，就可以通過會計師的資格考試，
不用太擔心。考試的內容有一部分是關於法律和公
司管理。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修讀會計課程。

結語：結語：

在這次訪問中，同學除了對會計師的工作有
所認識外，相信透過林先生的分享，也讓同學對
舊日的北官加深認識。同學們要好好珍惜小學的
生活，畢業後也希望你們像主席那樣心繫母校！

上排左起：程少玲老師、盧文華主任、6B楊子晴
下排左起：5B蘇子焮、林嘉威先生、6A馬睿愉

北官小記者：
（左起）5B蘇子焮、6A馬睿愉、6B楊子晴



Myself 
My name is Victor. I am a 

boy. I live in North Point. I am 
eight years old and my birthday 
is in December.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her name is Emma.

I am fat and short. My hair is short too. I have a 
round face and a small nose.

I like indoor activities. I like playing card games 
in my spare time. I always play it with my Dad and 
sister every day in my bedroom. I like watching TV 
when I am free, too. I often watch TV alone almost 
every day in the living room.

6A楊子欣6A楊子欣

4B Ip Long Him
4B Ip Long Him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妹妹，對不起！妹妹，對不起！

每當我看見妹妹膝蓋上的傷疤，幾年前的經歷就像潮水般湧上我的腦海，那件事至今
仍歷歷在目。

那天陽光明媚，碧空如洗，我悠閒地躺在家裏的沙發上，無所事事。我看着窗外晴朗
的天空，突然靈機一動，倏地就像箭一般衝到妹妹跟前說：「我們到公園蹓躂一下吧？」
妹妹立時應聲道：「好呀！」可是嘛……媽媽卻嘮嘮叨叨地說：「別讓
妹妹爬高呀……」話音未落，我已拉着妹妹溜了出去！

我們迫不及待地跑到公園玩耍，裏面的遊樂設施可多啊！我們興高
采烈地玩個不停，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一個攀登架，便抱起妹妹爬了
上去，我們在架上互相追逐，可是妹妹不小心腳下一滑，摔了下來，痛
得嚎啕大哭起來，我心裏暗忖道：「糟糕呀！」我立即從攀登架上爬了

下來，看看妹妹的傷勢，妹妹的膝蓋上像是破了一
個洞，地上遺下一攤血，途人見狀，趕快召喚救護
車把妹妹送進醫院去。當時的我，悔恨交加：悔，沒有聽媽媽的話；恨，
自己沒有好好照顧妹妹！

雖然歲月總會「洗退」妹妹膝蓋上的傷疤，但，這件事永遠烙印在
我的心裏！

小記者：為甚麼您會投身會計師這個行業？您從事這個行業多少年？小記者：為甚麼您會投身會計師這個行業？您從事這個行業多少年？

林先生 我從事會計
行 業 超 過

三十年了。因為我的父母希望
我從事文職工作，加上我讀書
的時候數學科成績比較好，所以
我選了理科。當年香港只有兩所
大學，我考不上，中六畢業後便

找工作，因為熱衷數
學，便想找一份與數字
相關的文職工作，於是
便投身會計行業了。

小記者：會計師的工作是甚麼？小記者：會計師的工作是甚麼？

林先生 會計師主要幫公司計算盈利和虧損的帳目。另
外，也會做審計的工作，看看有沒有違規、做假

帳等。我是從低做起，做最基本的每月結算工作，現在則主要為公
司的營運提供意見。

小記者：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會計師？小記者：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會計師？

林先生 一定要考取一些專業的資格。每個地方、國家都需
要的。

小記者：請問您在工作上有甚麼有趣的經歷或難忘的事情？小記者：請問您在工作上有甚麼有趣的經歷或難忘的事情？

林先生 我曾經連續53小時工作，沒有睡覺。回家後，看報紙時發現有人因為
工作了33小時，過度疲累而死亡，我看了這則新聞後十分害怕，感覺

與死神擦身而過，當時年青只顧着完成工作，沒想過身體會超出負荷，之後沒有再連
夜工作，這是我最難忘的事情。

小記者：您的工作會遇到甚麼困難或挑戰？您是怎樣克服的呢？小記者：您的工作會遇到甚麼困難或挑戰？您是怎樣克服的呢？

林先生 我遇到的困難多是時間性問題，有時候公司的生意很多，我的工作就會比較忙
碌。我曾經在一間國企工作過，他們要求的精準度較嚴格，時間也很緊逼，平常

半個月才處理的工作，三天就要完成，於是就發生了連續53小時工作的情況。我克服的方法就是
把工作簡化，並多利用電腦軟件去計算和檢查數字有沒有出錯，以提高工作效率。

小記者： 最後，您有甚麼建議給予我們小師弟或者小師妹，如何裝備好自己，將來投身會小記者： 最後，您有甚麼建議給予我們小師弟或者小師妹，如何裝備好自己，將來投身會
計師行業？計師行業？

林先生 想做一個會計師，首先要對數字有興趣，然後可以在中學四年級選科時選擇修讀
會計科。香港的大學大部分都有會計科，大學畢業後，到香港會計師公會考試。

只要你努力讀書，就可以通過會計師的資格考試，
不用太擔心。考試的內容有一部分是關於法律和公
司管理。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修讀會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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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林愉3D林愉

6A Wong Chun Yu
6A Wong Chun Yu

佳作欣賞佳作欣賞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22nd September, 2022

Dear Tommy,

How are you? I had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in a restaurant 
yesterday. 

Yesterday afternoon, Grandma and I lunched at a western-
style restaurant for its famous signature dishes. 

On arriving at the restaurant, the waiter gently guided us to a table for 
two. I felt excited when I sat down. Grandma was delighted.

The waiter swiftly gave us a menu. We read through it and found that all 
the photos of the dishes looked mouthwatering! Thus, I ordered the garlic 
bread as a starter, the grilled steak as the main course and lemon pudding 
for dessert.

The food was served immediately. However,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The waiter 
accidentally hit my Grandma’s head! “Ouch!” shouted Grandma. The water put down the dishes 
onto the table and walked away without apologizing to her. I looked at my garlic bread and 
screamed. “Damn it!” a dead body of a fly was lying on my bread! 

The manager of the restaurant heard my loud scream and came to me. I complained about 
the poor attitude of the waiter who served the food for us and the dead fly body on my starter! 
He rushed to the kitchen and brought an ice pack to soothe my Grandma’s pain. Then, he served 
us another plate of garlic bread. About twenty minutes later, I paid the bill and went home.

This is my worst experience lunching at a restaurant so far. I hope I will 
never have such a bad experience again. Tommy, do you like dining out?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Love,
Jerry

小息的時候小息的時候
「鈴……」隨着老師離開了課室，我們期待已久的小息正式開

始了，我感到十分興奮！

同學們像急流一樣湧出課室，然後四散。有的
同學到圖書館專心地看書，有的同學跑到大操場快
樂地玩耍，有的同學三五成群地在談天說地……而
我就喜歡和同學一起坐在樹下畫畫兒，畫了一幅又
一幅，我們交換畫畫兒的心得，多有意思呢！

「鈴……」上課的鈴聲響起了，同學們都紛紛
返回課室。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收拾好桌子，
準備專心上課。

Pupils’ Work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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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北官
藝術館藝術館

北官藝術館北官藝術館
齊來欣賞北官小畫家的視藝作品吧！

齊來欣賞北官小畫家的視藝作品吧！齊來欣賞北官小畫家的視藝作品吧！

一年級一年級
摺紙樂摺紙樂

二年級二年級
家庭相框家庭相框

四年級四年級
夏日游樂夏日游樂

三年級三年級
夢幻中秋夜夢幻中秋夜

3D林輊曦
3A蔡卓霖

2D陳曉嘉

4B馬芷琪

4E孫飛雲

1E鄧廷謙

3B周卓賢

3C周芷蔚

2A施書彥
2B陳顥宜

4A林子珊

4C陳朗平

2C潘煒陶

3E黃珞怡 4D黃秀義

1C施艾瑤

2E歐陽穎晞

1A洪啟睿

1B Yang Lucas
1D吳伊嵐



中華文化趣味題中華文化趣味題
看圖猜成語：下面兩幅圖是指哪兩個
成語呢？（答案刊載於第102期學生報）

齊來欣賞北官小畫家的視藝作品吧！齊來欣賞北官小畫家的視藝作品吧！

第100期學生報
「看圖猜成語」答案

羊入虎口羊入虎口 背道而馳背道而馳呆若木雞呆若木雞

六年級六年級
無窮動無窮動

五年級五年級
中秋月餅中秋月餅

5D曾詩婷
5E王芷晴

5B勞婥淇

5A馬睿悅

5C吳靄琳

5E張慧翹

5D張栩寧

5E陳俊言
5A林泊詩

5B林言晞

6D梁雪婷

6D史佩雯

6D陳嘉晴

6A蔡鑫權6C何嘉耀

6E洪亦芯

6D林欣兒

6B李之若

6A高千尋

6E温政杰

6B許洛翡

6C鄧凱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