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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日，楊校長率領諸位老師及四、五年級共三十二

位同學，到台北參與了一次文化交流。四天的旅程，我們感受到台北的春暖

花開，兩所國小的熱情接待，故宮的靜謐莊嚴，九份的山城風貌……一切都

帶給我們難忘的印象，看看同學為我們介紹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吧！

台北文化交流記

參觀瑞柑國小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日期間，我們到瑞柑國民小學參觀，我更有幸代表同學向

大家介紹我們九龍塘學校呢！瑞柑國民小學經台北縣政府大力補助，以及前任校長和

全體教師不斷改善校內設備，因而吸引許多重視環境教育的家長子弟到那裡求學。到

訪期間，該校的校長張文斌先生悉心介紹校園每個角落，讓我們大開眼界。

	 這所小學的校園內有不少綠化的地方，還養了不

少「台北樹蛙」。當中包括「拉都希氏赤蛙」﹑「白

頷樹蛙」﹑「斯文豪氏赤蛙」以及「盤古蟾蜍」等十

多種樹蛙。牠們有的大，有的小，最大那隻比手掌還

大呢！張校長告訴我們，樹蛙能夠爬行是因為身上有

吸盤，所以能夠反地心吸力沿着牆往上爬。其後，我

們還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樹蛙，摸摸牠們呢！

	 除此之外，瑞柑國民小學的校園面積十分大。

那裡不但有完備的設

施，而且有一個運動

場。參觀當天，那裡的

同學更帶我們到運動

場上騎自行車。校舍內

有廣闊的土地，集大自

然教學和康體設施於一

身，讓我們從城市來的

學生嘆為觀止呢！

看，我們與樹蛙有親密接觸呢！

我給大家介紹九龍塘學校 我們獲張文斌校長（後排左四）的熱情招待

5A	黄浩彥



參觀天文館

	 	 我很榮幸可以參加學校舉辦的台灣文化交

流團，那幾天的遊學使我認識了許多新事物。

	 	 最令我難忘的景點是南湖國民小學。這所

小學位處台北市內湖區和南湖區銜接點，面

向基隆河。粉紅色的校舍，典雅優美，圍牆四

周，巒樹林立；門窗外的櫻花，穿牆吐豔。「日」字型的建

築，配合著斜陽、倒影，在淙淙的流水中，更增添了校園的

幽靜與典雅。

	 這所小學除了有優美的環境外，校內的設備也十分吸

引。記得甫進校園，便聽到以民歌曲風的校歌，唱出了學校

「健康、前瞻、尊重」的願景與希望。接着，看到同學以電

子書本來學習，我們也上了一節精彩的天文課。我們用了一

支特別的「電子筆」在書桌上寫字，神奇地，我們所寫的字

竟立即在電子屏幕上出現。不但如此，更厲害的，是連我們

的筆順也一一顯示出來！

	 電子教學是時代的趨勢，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也一樣

可以享有各種電子教學設施了。

到南湖國小交流

我們在看電子課本

	 	 二月二十九日，我們到了台灣交流，起初我只

知道是體驗當地的文化，後來才知道我們學習的事

情挺多的，讓我來介紹一下吧。

	 	 我最喜歡的景點是「防災科學教育館」。在

教育館裡設有防火、防震等的體驗設施，很多遊

客都慕名而來。我們首先參觀了防火體驗區，導遊先向我們解說，

然後讓我們走進一個煙霧世界裡，我們靠着牆，飛快地往出口「逃

生」。同學知道當發生火災時，氧氣會停留在離地面二十厘米的高

度，所以都紛紛蹲下身子來逃走，彷彿真的遇到生命危險似的。

	 接着，我們到了防震體驗區，我們感到興奮不已。因為香港沒

有地震，導遊說許多香港遊客都跟我們有着一樣的反應，既新奇又

興奮！開始震盪的一刻，地板在晃動，物件也在搖搖擺擺，而我們

則戴上保護帽子，感受地震的威力。途中還不時配合玻璃碎裂的聲

音，十分逼真，令人好像真的有地震的感覺呢！這個館真的值得我

們一遊。

	 參觀完畢後，我感到災難是隨時都會發生的，我們在安全的時

候，除了要學好災難來臨時的應變措施，也應為自己的幸運而常存

感恩之心。

遊防災科學教育館

4A	陳嘉瑩

5C	吳子皓

同學靜待地震來臨

我們戴上防災帽，進行地震演習。

地震過後，我們這些「生還者」眉開眼笑。



《閱讀的益處》 《閱讀的益處》

《小書蟲》

《我和作家有話說》

中文作文比賽冠軍作品

1C	陳弘毅 2B	梁灝龍

3C	蔡旻均

4B	杜嘉縉

天天讀書好處多

汲取知識豐富我

音樂藝術古詩歌

天文地理體育科

各項科目隨你我

學會思考角度多

教我發問為甚麼

增廣見聞拓先河

每日一節閱讀課

齊來閱讀不嫌多

親愛的君比女士：

	 您好！我是九龍塘學校四年級的學生。我想跟您

說一席心底話，希望您能抽空閱讀我寄給您的信。

　　我最喜歡閱讀您的《四個10A

的少年》，因為這本書真實地描述

了四個於中五會考取得優異成績的

少年的奮鬥史，它也同時反映了現

今青少年一些獨特的想法。您的文

筆生動跳躍，內容也十分有趣。以

前的我不太喜歡閱讀小說，因為我

總覺得小說的內容枯燥無味，但我

現在已改變了看法，我發現您的小說不但趣味性強，

還能提升我的閱讀及寫作水平呢！

	 讓我分享一下自己的閱讀心得吧！我很喜歡閱讀

不同類別的書籍。而我最感興趣的就是百科全書，因

為它能不斷增長我們的知識。此外，我總會踴躍參加

一年一度的書展，因為在書展裏既能購買到自己心愛

的圖書，又能與作家會面交流。

	 我想問您一些問題，為甚麼您會成為一位作家

呢？當一位作家應具備什麼條件呢？希望您能解答我

心中的疑問。謝謝！

忠實讀者

嘉縉上

四月二十七日

厚厚的圖書像一位啞老師，

他會教我中文，

又會教我英文，

還會教我數學。

厚厚的圖書像一台時光機，

它帶我穿梭動盪的三國時代，

又帶我走過取西經的路，

還帶我經歷辛亥革命的日子。

同學們，從今天起

就讓我們多閱讀，

吸收更多知識吧！

我是一條小書蟲，

最喜歡啃書本，

啃着，啃着，啃着一本冒險書時，

我會變得很緊張。

啃着，啃着，啃着一本笑話書時，

我會哈哈大笑。

啃着，啃着，啃着一本悲情書時，

我會傷心地流眼淚。

看！書架上還有這麼多的書，

究竟她會帶我去探索太空、大海、

還是世界各地呢？

真期待與書本一起遨翔天際！



《閱讀的益處》

《我和作家有話說》

《我和作家有話說》

5A	陳俊彥

親愛的羅貫中先生︰

	 您好嗎？看完了您的《三國演義》後，我十分欣賞您的文采，也很想跟您談論其中

一些內容，所以冒昧給您寫了這封信。

	 首先，我覺得您寫書時包含「忠君」思想，重視「忠」和「義」，難怪讀者會義憤

填膺了。您拜了施耐庵為師後，更幫助他修改和寫《水滸傳》後三十回，為的是與施耐

庵一起寫書勸世；另一方面，您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寫《三國演義》，感動人心。那段

時間您一定忙得不亦樂乎，廢寢忘餐，但仍能寫出歷史巨著，我真的十分敬佩您。可惜

您把《水滸傳》寫完後，沒有人敢承印《水滸傳》，因為朱元璋有令︰不得承印《水滸

傳》，否則會被監禁。對朱元璋此舉，真替您感到不值。但這並沒有打擊到您對寫作的

信念和熱情，這教我敬佩萬分，希望我也能擁有一顆如此熱愛寫作的心呢！

	 您把《三國演義》的情節寫得出神入化，把人物描述得栩栩如生，令我猶如置身其

中，融入歷史之內，見證多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描述三國統一後，我覺得若能再多寫一些晉國往後的發

展，定能令故事更臻完美。

	 最後，我真的很感謝您能留給我們如此精彩的精神食糧，真希望能超越時空，親身向您學習寫作。

	 祝

名留青史

您的忠實讀者

陳俊彥敬上

四月二十五日

6D	李洛賢

 

 

敬愛的徐焯賢先生：

您好！我是您的忠實讀者，能與您於信中交流，實在榮幸之至！

在我唸五年級的時候，您曾到我校為全體五年級學生舉辦講座。自此，我開始留意您所撰寫的書

籍。直至最近，我又購閱了您的新作「地海空奇幻系列」。才看了數頁，就被您奇幻細膩的筆觸所吸

引。拜讀您的作品，細味您營造的故事情節，讓我彷彿置身於科幻世界中；忍不住一直看下去，真教人

「手不釋卷」、「廢寢忘餐」。在此系列中，您不但有嶄新出色的寫作手法，而且內容曲折迷離，有別

於一些概念化的小說；藉著這種不凡的內容引起讀者對當前科技發達的反思；閱讀後，我也獲益匪淺。

	 我的志願是當一名小說作家。為了實踐此抱負，我想請教您一些閱讀和寫作的心得。我在細閱您的

作品時，不時會看見您運用了一些神話傳說為背景，創作手法十分巧妙；我也經常在您的故事中看到不

少哲學理論，令我興致盎然，思緒暢遊於您的文海裏。據我所知，大部分青少年讀者都喜愛奇幻小說，

我也想創作此類小說。奇幻小說必然包含下列元素：真實的背景，天馬行空的人物經歷，詭異的情節，

故事背後還須帶出或隱含一些道理；但各種元素的比例應如何分配呢？盼對寫作有經驗的您，能給我指

導，解答我心中的疑竇，謝謝！

	 最後希望您筆耕不絕，讓讀者能閱讀更多您的新作！

	 祝

聲譽日隆

小讀者

李洛賢

四月二十七日



	 我校把星期二定為語文日，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讓

他們有更多學習和演練普通話的機會。每次的語文日活動都設有不

同的主題，配以不同的學習活動，從中加強學生的普通話聆聽、說

話和拼讀能力。

	 語文日的活動非常豐富，有早會、午間廣播和普通話大使問

答活動。於早會時間，同學會以簡報或短片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例

如：中國傳統樂器、中國少數民族的習俗、中國服飾的轉變、中國

美食及中國陶藝等。此外，亦會欣賞歌曲，從歌曲中學習普通話。

午休的時候，各年級的同學均有不同的演練機會。演練形式包括：

普通話功課朗讀、背誦含英咀華、個人或小組說話、故事演說、朗

誦表演和主持人表演等。於校園各處，同學可回答普通話大使的題

目，或是認讀拼音和詞語，答對的同學可得到小證書以示鼓勵。

齊說普通話

早會主題介紹和分享

小組說話

朗誦表演功課朗讀 故事演說

	 	 在語文日的下午，大家坐在長椅上聊天。小明說：「這個周末，爸媽會帶我到『香腸』購物，然後到上

海飯館去，我最喜歡吃的就是松子魚和『殺人』炒飯。」這把小明的好朋友小香逗笑了，小香說：「是『商

場』，不是『香腸』；是『蝦仁』炒飯，不是『殺人』炒飯，你把聲母x和sh混淆了。」小香還說：「你要把

我的名字唸清楚，是『小香』，千萬別唸成了『少沙』。」小明聽了，也笑了。

	 	 小明的普通話字詞唸不準，主要是混淆x和sh兩個聲母的發音，使說話容易令人誤解。舌面音x發音時是

舌尖向下，在下齒背；翹舌音sh發音時，舌頭向上捲起，所以發聲母x的時候，舌頭是不用捲起啊！大家多說

多聽，在語文日跟普通話大使練習，一定可以說好讀準普通話！我們一起看看下表，複習以上字詞的正確讀

音吧！

你吃過『殺人』炒飯嗎？

	 duō		 shɑ̌o
	 多	 少

	 dɑ̀	 xiɑ̌o
	 大	 小

	 shɑ̄ng	 chɑ̌ng
	 商	 場

	 xiɑ̄ng	 chɑ́ng
	 香	 腸

	 xiɑ̌o	 xiɑ̄ng
	 小	 香

	 xiɑ̌o	 shɑ̄
	 小		 沙

	 xiɑ̄	 rén
	 蝦		 仁

	 shɑ̄	 rén
	 殺		 人



龍的起源

	 中國人一直以「龍的傳人」自許，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因為遠古時候夏族的代表正是流傳數千年的

龍。

	 據說當年鯀奉派下凡治水，他看見凡間的人受到洪水的侵襲，四處流徙，無以維生。可是鯀卻束手無

策，眼看洪水不斷吞噬無辜的生命，他不忍生靈塗炭，於是決定盜取天庭的寶物「息壤」，以助人們戰勝

洪水。當時天界的主人堯對於「息壤」被盜，感到十分憤怒，於是收回「息壤」，洪水再次肆虐人間。鯀

更不幸被雷電擊中，他眼見治水失敗，最終懷著滿腹怨恨而逝。沒料到鯀的怨氣醞積腹中，經過多年後竟

變成了一條黃龍，這條黃龍也就是鯀的兒子──禹，他用疏導的方法戰勝

了洪水，而在治水的過程中，他一方面運用龍乃水神的力量克服了重重障

礙，另一方面他收服了許多興風作浪的惡龍，轉而幫助他共治洪水。

	 長江三峽中的「斬龍台」和「錯開峽」，據說正是當年禹斬掉一條

亂開水道，險些誤了大事的惡龍所在地。禹還建立了夏王朝，「夏」既

是中國史上的第一個王朝，也是一個以龍作為圖騰的氏族。自此，龍便

在中國人的傳說中開始生根。

龍的形態和特點

	 在中國的神話和傳說中，龍是一種神異的動物，而且可以幻化成不

同的形象。它可以像一條小蟲一樣，也可以變成天上騰雲駕霧的神獸，

甚至可以幻化成人。不過，根據古籍記載，龍還是具有「三停九似」的

基本形象。它的身體主要分成三個長度相同的部分，而且具有蛇身、鱷

首、蜥腿、鷹爪、蛇尾、鹿角、魚鱗、口角有鬚、額下有珠的形象。前

人多把龍分為四類：有鱗的叫「蛟龍」，有翼的叫「應龍」，有角的叫

「虯龍」，無角的叫「螭龍」。還有另一種說法是：有兩角為「龍」，

獨角為「蛟」，無角為「螭」，無腳為「蠋」。

與龍有關的成語

	 歷來有不少成語都包含「龍」字，身為龍的傳人的你又認識多少

呢？大家試動動腦筋，根據下列各解釋，猜猜與龍有關的成語。

1.	形容精神充沛的樣子。	 2.	形容繁華熱鬧的景象。

3.	指險要的地方。	 4.	形容群眾失去了領袖。

5.	形容繪畫、雕刻或文字的敘述極為逼真。	 6.	指事情的整個過程。

7.	形容兩強爭鬥，不相上下。	 8.	指人材得到賞識重用。

9.	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成大器。	 10.指作畫時在重要處添上一筆，使作品更加深動。

龍的傳說
【答案】1.龍馬精神			2.車水馬龍			3.龍潭虎穴			4.群龍無首			5.活龍活現		6.來龍去脈			7.龍爭虎鬥			8.蛟龍得水			9.望子成龍		10.畫龍點眼

長江三峽中的錯開峽

校址：九龍塘金巴倫道2721地段
電話：2336 3802   網址：http://www.ktsps.edu.hk

顧問：楊美娟校長、梁綺華副校長、陳施敏主任
籌委：鄭燕玲老師、白娜蓉老師、鄭志鵬老師
   陳佩儀老師、王凱莉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