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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中一同學﹕

   學校於本學年籌辦中一級班報，目的是透過報導

中一級同學校園生活，增加你們對班和學校的歸屬感，

透過表揚同學的成就和好人好事分享，讓大家學會互相

欣賞，互相學習，一同進步，也讓中一家長了解子女的

學習情況。除此之外，透過寫作、閱讀和編輯工作，期

望能增加同學運用語文機會。

  在此，我祝賀今期班報成功出版，期望將來見到更

多同學們的優秀作品、分享和報導。

鄧錦棠校長

校長的話



女班長：陳嘉瑩（左一）

男班長：蔡展濤（左二）

鎖匙員：Sarao Singh Amarbir（左三）

1A 小領袖

各科科長

  從小學升上中學，面對同學、老師及

環境等的轉變，我相信要適應一定不是容

易的事；轉眼間已兩個月了，看著你們逐

漸適應中學生活，彼此之間的互動越來越

密切，班房也由靜靜的變得熱鬧

起來。我也觀察到同學的成長，積

極投入活動。我寄望你們能善用時

間，發揮創意，愛上學習，享受校

園生活。

班主任的話

在1A的歲月

活動剪影

Halloween Activities  24th October 2016

圖書館課

王永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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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享

潤田拾趣

MY Nice Web Page
Welcome to my Webpage

About me
  HI, I’m Aden Leung. I’m 145cm tall. I weigh 30kg so I’m very thin and 
slender. I have big eyes, short and spiky hair. I’m 12 years old and I’m a Hong 
Kong student. I’m in Form 1 now. 

My personality
  I have many personality traits. I’m hard-working, I always do my 
homework before eating my dinner. I think I’m a nervous boy. When it is 
dictation time or exam week I will be scared. I’m very responsible. I go to 
school on time every day. Sometimes, I’m funny. I seldom tell jokes but when I 
do, my classmates all laugh at them.

My favorite things.
  I’m a video game lover. I play computer games every weekends with my 
friends. We usually play after dinner and my brother seldom joins. Besides 
computer games, I like listening to pop-music when I do my homework. My 
favorite band is ABC. It is a popular band. Besides computer games and 
music, I like playing sports. I like playing football. I play with my friends on 
Sundays from 3 p.m. to 5p.m. We play in the park near my home. For sports, 
I like swimming too. I usually swim at weekends with my dad. I enjoy these 
activities very much.

My favorite person
  My favorite person is my elder brother. He is very kind to me. He shares 
his snacks and candies with me and encourages me to do well in my exams 
and dictations. My best friends are Bosco, Ethan Pand Ryan. They are helpful. 
We will help each other when one of us gets into trouble. My favorite teacher 
is Mr. Nguyen. He teaches me English. When I fail my dictation, he will let me 
re-do it. 
    At last, thank you for reading my web profile and hope you enjoy it.

1A  Aden Leung

1A Jessica Yim

難忘的師恩

    有人說過，春雨染綠了世界，而自己卻

無聲地消失在泥土之中，老師，當了你三年

學生終於知道了：陽光是這樣照亮人生的，

雨露是這樣滋潤禾苗的。

    記得三年前的一次家長開放會，班裏貼

滿了同學的優秀作業和作文，琳琅滿目，像

過年一樣。上課了，老師帶領我們讀完課

文，問了一個較難的問題，我一下就想到了

正確答案，卻遲遲沒有舉手，教室裏鴉雀無

聲，我連自己的心跳都聽清，我看了看四

周，悄悄地舉起了手，想了想，正準備放下

時，陳老師一下就看了過來，我晃晃悠悠地

站起來，前有同學注視，後有家長凝望。我

既緊張又興奮，陳老師向我點點頭，投來信

任的目光，我一下子就放鬆下來，正確又流

利地說出了答案。

    還記得剛開學時，陳老師領着我們進入

教室，老師您總有辦法讓我們認清拼音那

一張張陌生的臉，神奇的把他們拼成一節

節熟悉的音節，也總有辦法讓那些漢字拼

成一隊。

    往事 處處，歷歷在目。

    老師，當了你三年學生，我終於知道

了：陽光是這樣照亮人生的，雨露是這樣滋

潤禾苗的，老師，你就是滋潤我們心田的雨

露。師恩難忘！

1A 金童

我的啟蒙老師

    還記得我在小學二年級時，我的英文成績極度不理想，考試的成績每況

愈下，令我及父母頗為擔心，這時，我人生中的一盞明燈    我的英文啟蒙

老師張老師出現了。

    當初對英文一竅不通的我，在張老師的循循善誘下，開始認識英文的拼

寫方法。在她認真的教導下，我發現英文字開始變得有趣，我如同飢渴的荒

地，開始吸收源源不絕的知識之泉。幾經失敗，我的英文成績開始有所回

升。正是因為如此，我更加努力學習英文。

    她的教導方法十分奇特。不同於其他老師，她的教導方法是那麼生動、

有趣。她將僵硬、難懂的句式講得眉飛色舞。她通過一些外國坊間的故事，

讓我們得到了知識，並容易地把它吸收、消化，以便於在日常生活使用。

    因為她，才造就了今天的我，感謝她一直以來對我無私的愛和奉獻，感

謝她陪伴我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人生低谷，感謝她令我見識如此生動的英

文。如果沒有她，我可能只是每年都排在未端的小子。所以在我收筆前，我

要鄭重對她說聲「謝謝」。

1A 顧博洋

第一位認識的同學  區栢生
    我最難忘的事是我可以認識到很多新同學。

當我們排隊時，我就認識了區栢生。我覺得認識

朋友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王國
    我和我們班中的其他4位同學，互相稱呼大

家一個花名，並以此建立了一個我們的王國。大

家也漸漸地熟絡起來了。

知心好友
    在這裏已就讀兩個月，我最難忘的事情

是我認識到—群知心好友。大大的雨
    我最難忘的事就是上個月某天突然下起大

雨， 我淋濕了全身，有一位高年級的哥哥為我

打傘，我十分感謝他。

扭計骰
    班中同學嚷著我們有奇人異士：陳卡霖同學能在很短的時間將扭

計骰還原，於是在某天的午膳點名時段便請同學表演一下，同學熟

練的技巧令人歎為觀止。再細問同學如何學會這技能，他說在網上

YOUTUBE學的。新一代的學習途徑是如此的多元化！

1A 陳卡霖

1A 侯思宇

1A 陳梓唯

1A 蔡展濤

王永茹老師

 



曾澤熙

陳可盈

甄正文
    升中後，英文

科的內容較小學時

深奧。我怕跟不上

進度。幸好Ms Yau

幫我溫習，令我測

驗及默書都有好成績。多

謝姚老師！

潤田心

姊弟情 兄妹情

6A 柯茵娜
1B 柯森燁

6B 葉家輝
1B 葉家欣

藍皓倫
    同學們從一開學

時的陌生變得像現在

的融洽。當有同學遇

到困難時，其他同學

都會幫助這些同學。

我希望大家可以延續

樂於助人的精神。

林煒晴

1B有話說

洪曉詩
    當我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我因不知課室在哪，所以我便

去問了一位

老師。我原

本是很害怕

的，但這位

老師很耐心

地告訴我課

室在哪。

戴朋

蔡鍵豐

江保怡
    一個月過去了，

漸漸地同學們都認識

對方，慢慢地我也結

識了新朋友。不久，

他還邀請我去小賣

部，逐漸話題多了，對他的

認識也多了……     我最開心的事是認識了陳

天丞。他戴着一副眼鏡，脾氣

十分溫和。我第一天上學便遇

到他，他和我在不知不

覺間便如舊相識般聊起

來了，他是我在1B班

第一個認識的朋友，因

此對我來說十分難忘。

傅珉健
    我在升中後最感興

趣的科目就是科學，因

為科學科很有趣，上課

時可以做

實驗。

    我在1B班最開心的

事情不但是與同學融洽

相處，還認識到一群很

好的朋友和同學，他們

會教我做功

課，與我一

起溫習。

    有一天英文測驗，我的筆不知

道放到哪裏去了。程啟淳看見我慌

張的樣子，就知道我沒有帶筆。於

是他拿了一支筆給我，說：「借給

你吧！你放學再還給我啦！」我感

動極了。

    借着這次機會，我就來說說我和葉家欣同學之
間相處的一些事情。
    葉家欣在英文方面很優秀，很值得我學習。她
為人誠實善良，樂於助人，常常幫助同學解決問
題。我在學習上就得過她的多次幫助。
    記得有一次，我正在小息時做英文功課，有些
地方我絞盡腦汁也不會做，急得直撓頭。她過來
說：「我幫你看看吧！」她看了一下功課，思考了

一下，說：「你可以把這道題分開
來做，然後再這樣來做。」當時我
並不理解她的方法，但她仍不厭其
煩地教我，直到我明白為止。
    在班裏的同學中，我很敬重葉
家欣為人善良純樸，誠實可靠。她
平時尊師重友，善待自己的同學
和幫助同學，很值得我學習。

    記得第一天到學校時還不認

識1B班同學。後來她們主動和我

說話，令我認識了一班好朋友。

每天午膳時陪我一起吃飯，每天

放學時陪我一起放學。當我不會

做功課時教我做

功課。十分感謝

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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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Chen Keying

English corner 中文佳作

我的啟蒙老師

    春風化雨永在心，當我淡淡的足跡踏過無人問津的驛站，當我柔弱的雙

腿橫跨在成功與失敗的門檻，當我滴血的心陷入迷茫的時候，我就會想起他

對我的鼓勵。

    他的個子不高，高高的鼻樑上戴著一副黑色邊框的眼鏡。每節中文課，

他總以有趣的課堂加上豐富的經驗向我們傳授知識。當我們犯錯時，他總以

循循善誘的方式提醒我們并教導我們改正。

    記得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他當上了我們的班主任兼中文老師。那時候在

我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特別兇惡」的老師，所以我們都很懼怕他呢！但相

處過後才發現，其實並不是如此。

    自從他當上了我們的中文科老師後，我的中文寫作能力便有了很大的進

步。每當遇到各種不明白的問題時，他總是耐心地指導我，還鼓勵我參加各

種寫作比賽；每當我遇到挫折時，他總是第一個關心我，鼓勵我。記得有一

次，我遇到了一點挫折便想放棄，可是他對我說：「失敗乃成功

之母，做事千萬不要半途而廢，你如果放棄了，當中又能學習到

什麼呢？」這句話直到現在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啟蒙，是生命的開始。人生如一張白紙，每個人都有光輝的

一頁，無論它是色彩斑斕還是黯淡無光，能在這張紙上譜寫人生

的只有我們自己，然而在屬於我的那張紙上，卻有這樣一個他。

他，就是我的啟蒙老師    小學中文老師陳老師。

1B 鄭加加

我的啟蒙老師

    天上的星光，仿似老師的眼睛，閃爍，明亮；彎彎的月亮仿似老師的臉頰，微笑，漂亮；湍急

的流水，仿似老師的話語，激烈，高昂。而那一句諄諄教誨，更是令人難忘。

    我最難忘的老師是馬老師，她有一頭烏黑的頭髮，瓜子臉，高高的鼻樑，兩條柳葉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令我最佩服

的還是那能說會道的嘴巴，常常說出滔滔不絕的道理。

    馬老師總是希望我們能做到最好，所以我們稍有錯誤，他就會指出來，做詳細的講解。記得那一次，馬老師給我們安排了

作業，讓我們認真修改完成，可是我圖快，揮舞手中的筆「刷」「刷」地寫著，有很多的錯誤都沒有在意。

    這時，我突然覺得有一隻溫暖的手，在撫摸著我的頭髮。我抬頭一看，原來是馬老師。她一臉慈祥的笑容，眼睛裡充滿了

愛護。

    馬老師親切地對我說：「這個地方寫錯了，應該是在意，以後再也不能馬虎了！」她並拍拍我的肩膀，走開了，不知怎麼

回事，我的臉像喝過酒一樣發燙。馬老師的話在腦海裡一串一串的閃過，時刻提醒著我。

    啊！馬老師，您用手中全部的愛，染成了我青春的色彩；您用執著的信念，鑄成了我性格的不屈。老師，我生命的花火裡

閃耀著一個您。

    鳥兒遇到風雨，躲進它的巢裡；我心上有風雨襲來，總是躲進您的懷裡。我的師長，您是我遮雨的傘，擋風的牆。

    您的愛，像太陽一般的溫暖，春風一樣的和煦，清泉一般的甘甜。您的愛，比父愛更嚴峻，比母愛更細膩，比友愛更純

潔。您對我的恩德，我終生難忘。

   天涯海角有盡處，只有師恩無窮期。感謝您，馬老師。

1B 陳可盈

評語：

  文筆流暢，善用比喻

及排比手法，感情流露自

然，盡顯你對老師的感激

之情。

評語：

  文筆精煉，起首

及結尾均能運用比喻

手法寫出你對老師的

感 激 之 情 ， 首 尾 呼

應，結構完整，佳！

（班主任）楊嘉儀老師 （班主任）陳建評老師

    剛開學時，我還擔心

同學會否太被動，彼此不

太熟絡……過了兩個月，

大家都融洽相處，我也感

到很放心。期望1B能繼續

彼此支持、幫助同學，營

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1B班的你們聰穎，善良，活潑。有時你們也

有幻想，也有默然，

在默然中沉思，在幻

想中尋覓。小小的你

們會長大，會成熟，

願你們更堅強！願你

們更自信！

 



梁植森

跑步

謝嘉雯
陳任錡

班主任的話

Dear 1C students,

  Teaching you English and being your 
form teacher this year can be delightful to 
me. Hope you will soon be accustomed to 
the secondary school life here in LCD. Our 
lessons are filled with a positive atmosphere 
and laughter. Hope we will keep this up and 

improve together in the 
near future. May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his 
academic year. 

Love,
Miss Tam

親愛的1C班學生：

  身為你們的班主任，我

不得不由衷地說：你們是一

群擁有無限精力的學生，所

以我們的關係就在一片熱鬧

聲中建立。漸漸地，我們互

相了解、認識，找到了屬於

我們的默契和節奏。雖然你們彷彿掏空了我的

耐性和精神，但我仍感激在我教學生涯的開端

便遇到你們。你們的衝勁能督促我去完善每一

天的教學，亦能讓你們應付中學的各種挑戰。

希望你們有一個愉快充實的中學生活。

張健軍老師

Students' hobbies

黃銘珠

譚靖朗 譚浩明

謝洪林

打羽毛球

甘凱瀅
葉俊佑

打籃球

其他
林澤鋒

吳天賜

打乒乓球

游泳

鍾家樂 黃曉俊

林芷穎

丁詩鑫

徐樂然

朱倩欣陳虹瑩

施耀弘
謝俊謙

王傑森

踢足球

王祖兒 林灝然

打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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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師恩》佳句摘錄

Students' English works

林芷穎
    我曾經像無數的學生一樣，在半路感到徬徨

而躑躅不前，而那位老師也像無數老師一樣，在

我年少懵懂的時候給予我關心和教誨。

黃曉俊

    長大後，我一定會
回來母校，請你們吃一

頓飯，表達我對你們的
感謝。我一定會讓你們

大快朵頤，還會告訴師
弟們你們有多好。真多

謝你們。

王傑森
    我最難忘的老師是甘主任和歐老師。但是我現在已經是中學生了，很少機會可以跟她們見面，如果可以穿越時空的話，我很想回到小學時期，可以向老師繼續學習。

丁詩鑫
    當到達終點時，老師張開雙手，抱住了我，我心頭頓時湧出頭一股暖意，眼眶都濕潤了。他是我一位最難忘的老師。

謝洪林
    我的性格是懶和馬虎，經常欠交功課，但她

並沒有罵我，還細心地教我做功課。如果她現在

出現在我面前，我一定會對她說：謝謝老師，謝

謝你多年的教導，你讓我成長。

Mid-Autumn Festival is the best festival.
Open your mouth and eat mooncakes.
Oh! The moon looks like a ball.
Night is as happy as us all.

1C  Dora Tsui

Moon is bright.
On the sky,
Only once is full in a year.
Night, we will see you in the sky

1C  Sam Leung

Laying in bed I see the moon shines bright.
Autumn brings us a windy night.
Now, eating mooncakes makes my trousers tight.
Take a walk and it will be alright.
Enkindle a candle is a must.
Run along to fly your kite.
Nothing can stop you from flying to a new site.

1C  Shicca Ding

Friend and I go moon gazing.
Eat mooncakes.
Star fruits we taste.
The 15th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n this month we will eat reunion dinner,
Very happy on this day,
At Mid-Autumn Festival, we are all gay.
Lanterns with candles are brighter and brighter.

1C  Sam Wong

感恩

 



 

1D大家庭
我們的班主任

Interesting Lessons

廖詠芝 老師

任教科目：中文、生活教育

課外活動：辯論學會、中文集誦

王啟志 老師

任教科目：通識教育

課外活動：橋棋學會
左起：傅詩雯（女班長）、鍾晉熙（男班長）、

   鄭宇杰、傅明浩（鎖匙員）、鄧錦棠校長

 

1D1D



 

我們的傑作

Reunion dinner with my family,
Each of my family member sits together,
Usually having a feast.
No one will miss it.
I am happy.
Oh! We are family!
Nice! The dinner is great!

Dishes are so yummy!
I like the moon cakes a lot.
Nice! The moon cakes are delicious.
Nice! We can also play the lanterns.
Excellent! We will have a great time tonight.
Ready to go moon-gazing tonight!        

1D  Burney Li

Stars are bright.
Nobody dislikes them.
Offer lights in the night,
With the moon as friends.
Year after year.

Mid-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Often happy and excited.
Outing and eating,
No one is unhappy.
Colourful lanterns everywhere.
A night of fun.
Kindle a light everywhere.
Everyone is happy! 

1D   Hagen Fong

Crunchy and chewy,
Awesome,
Nice and sweet,
Delightful and delicious,
Yummy treat!

1D   Martin Cheng

Little children are everywhere,
And playing with their lanterns.
Now let’s look at the bright moon.
The moon cakes are very yummy!
Everyone is having fun.
Reunion dinner with 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Now everyone is enjoy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1D  Janeray Fung

難忘的師恩

    小學生活已經結束了，但其中有一位老師讓我終身難忘，

他是我的中文老師陳老師。

    有一次，我的中文考試考了五十八分，陳老師下課後便叫

我去找他。他先是一臉憤怒，隨後，他從憤怒中清醒過來，然

後悉心地把我錯的題目一遍一遍的解釋給我聽。解釋完後，還

跟我說了他對我的期望。聽了這些話，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巨

大的震撼。我暗暗下定決心要努力學習！

    一眨眼幾個星期過去了，第二次的中文考試即將到了，我

複習了一遍又一遍，還在心裡暗自祈求老天保佑。考試進行

時，我以為自己複習得很周全，便沒有全心全意地答卷，但在

聽力部分就用心多了。

    到了派發卷子的那天，我信心十足地等待著老師發卷子，

那表情簡直是自我感覺良好。可是，當老師發到我的時候，陳

老師叫我出來，跟我說聽力的部分就錯了一題，而筆試部分

就錯漏百出。我一聽到，簡直如晴天霹靂。老師叫我下課去找

他，他還一如既往地悉心的一遍一遍的解釋給我聽。最後，

老師對我說：「其實你是可以的，只是太粗心了，繼續努力

吧！」這簡短的一句話像一道溫暖的陽光直射在我的心田，這

句話撫慰了我受傷的心靈，這句話使我戰勝自卑，重樹信心。

  在這裡，我要對陳老師送上一句話：「謝謝您給了我勇氣和

信心，謝謝您對我辛勤培育，我一定不負您所望，爭取更上一

層樓。」

1D 麥俊軒

難忘的師恩

    時間過得真快，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不知不覺我的小學生活快

要結束了。在這六年中，我獲得許

多許多，學到各種不同的知識和技

能。可是誰會想到，這六年來默默

地幫助或教導我們的老師？

    老師們，是您用永不放棄的精

神教導我。是您們有耐性地灌溉

我，令我不斷成長。

    記得有一次，同學們考試不合

格，可是老師並沒生氣，反而鼓

勵我們。您說，不要灰心，只要

下次努力一點便會成功。後來您

更付出您的私人時間為同學們補

習，這教我深深體會到，您多麼

細心和慈祥。

    經過您悉心的教導，同學們的

成績不但進步了，而且自信也大

大提升。親愛的老師，是您教導

我們知識，讓我們獲得很大的成

就感。老師的恩情，我們一輩子

也不會忘掉，一定會銘記於心。

老師，謝謝您！

1D 黎樂天

 



活動FUN享

陸運會

科學館

沙田濾水廠 濕地公園

中一級科學研習活動

中一迎新活動

 



視藝園地

腦伴同行教育計劃  退化廚神互動劇場

生涯規劃MY WAY活動

海洋動物造型設計

1B 陳可盈

1D 謝浩言

洪詩雅1A

洪曉詩1B

林芷穎1C

陳虹瑩1C

金童1A

李鏗1D

 



中一甲班

中一乙班

我們的大合照

中一丙班

中一丁班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TWGHs Lee Ching Dea Memorial College

香港北角雲景道十八號    

18 Cloud View Road, North Point, HK

電話：2571 5422       

傳真：2566 2767       

網址：www.lcdm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