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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林惠芬 黄美君

股民A∶
Γ唪 !今日恒指又升穿二莴黠 ,快D八多D货 !」

股民B∶
Γ我都唔孰输 ,八多了雨手匿璺 °」

股民A∶
Γ你亘咐少 ?我起孺八十手啦 !」

股民B∶
「覃咐多 ?唔鬻金融海哺咩 !」

股民A∶
Γ你同我定 ,暹有咐多金融海哺 !」

大家擐韶得—
年前的金融海曛嗝 P在那之前 ,在查源及石油股领旅下 ,全球多佃股市做好 ,港股更ell08年 8月

以来新高 。股市氟氛惕旺 ,股民愁容不再 ,笑脸重蹁 °

可是 ,臃有158年雁史的第四大澄券商雷曼兄弟竟宣饰正式破屋 ,瞬罔令股市低迷 ,童
F±急跌五成 ,失荣率急

升 ,人心惶惶 9而迷你偾券凰波至今未徼底平息 °

宄竟有甚麽原因尊致人亻卩g深受金融海喃的影譬 P我亻卩g可徙佛教的角度来解程 ,业以此雯活逗用於生活上 ,改善

及虔理我亻卩g在逆境中带来的鱼面情锗 °

造成金融海嗪的主要因素是 「盒」和 「愚癍」 °曲於富峙股市昌旺 ,投夤者汽了得到更大的利涸而覃迷你偾

券 ;而银行理财麒Fnz汽 了得到佣金而欺膈投篁者 °因耗他亻卩:有了非份之想 ,想不努而镬地嫌取更多金镄 9忘记了市

埸的投童凤除 9又或者敲聪敲信 ,没有好好地潦解投查屋品的性篁 ,以致被盒念牵盾鼻子走 9最後只能承受 「盒」

和 Γ愚癍」的苦果 °

琨在股市又再次上升 ,股民又 Γ
`b思思」想藉此大嫌一簟 °他亻卩弓好像忘记了金融海痛峙带来的教割||,逭是由於

他亻卩g忘不了嫌取更多金镄畴的 Γ桀受」 〔即快桀的感受 〕°有了 「椠受」 ,便封金镌起了孰蓍及依惫 ,渴求更多的

金镄 °一旦失去了 Γ桀受」 ,人亻卩:便有 「苦受」 〔即痛苦的感受 〕,柢此熳辎 o因此 ,金融海嗪中的受害者因 「苦

受」而怒不可遏地黄焉金管局的盖管不富 9逭都只是因舄他亻卩:感到自己的 「榘受」受到葳重威膏而作出的行岚 o

金镌固然重要 9但千莴不要被其蒙蔽心智 ,以致最後被它所操控 °衍空法肺曾在

《夤醒人心—徙培黄EO罔 始》—菩指出 :「 镄固然重要 ,但生活熊度更汽重要 ,我亻卩:可

富拭在吃颔峙啖到菜根香 ,重新花多黠畴固舆子女相虚 ,而不是晚晚去慝酬或围OT,生

活便可以重新回薪到傅铳僵值中去 °」雎然金镄上的揖失的碓令人很痛苦 ,但周遭有很

多束西是值得我亻卩]圉注的 ,如身暹的家人 `朋友在自己痛苦和熳辎畴 ,舍舄我亻卩弓感到檐

夏 ,想一起和我亻卩g分檐痛苦 ,我亻卩:的情锗亦舍罔接地影辔他亻卩:° 如曾有一宗於金融海唏峙

亵生的命案 ,一名29葳槛埸特警输了百多莴元股票 ,业欠下⒛多莴元值跨 ,加上於警晨

升叙拭中失欺 ,在笠重打擎下典祖母—同在旺角住所烧炭身亡 9醒成嘛繇芟屁的惨案 O

其蔓只要懂得虚理情锗 ,我亻卩g就能脱雕逭些熳辎 `痛苦 o首先我亻卩:要察夤到自己的痛苦 ,然後找出痛苦的原

因 9再封澄下桀诫除烦辎和痛苦的根源 °就如金融海喃中的受害者 ,知道自己因揖失金镄而痛苦 ,明 白逭是曲於他

亻卩:封金镌的渴爱及依懋所造成的 ,因而须淡化封金镄的重祝 。谊麽便能减少熳辎及痛苦 ,生活将遇得更围心 °

∶夤料 来 源 :《 竟 醒 人 心一 徙 培 春 EQFfl始 》



你封领袖生的工作有甚麽期望及抱鱼 ?

某家文 :我希望能带领领袖生圄陈 9有 效地煽助老绅维持秩序 °

自律 °我们业以公平 `公正 、谦虚的悲度 9孰行工作 °

以 「舆同睾打成一爿」作扁领袖生陈伍今後的大方向 °

GA梁箱文 黄雅瞿

而我们含以身作只刂9澍立一佃好榜棣 ,令 同荸荸舍

而领袖生就像母规提黠子女一榱提黠同荸 °我们含

左起:副 首席领袖生6S鄂芷婷 、首席领袖生6A某 家文 `副 首席领袖生6S吴欣颖 、6S桨健桀

新的孽年已艇罔始了好畿佃月的峙罔 ,相信同孽封新
—

届的领袖生也有一定的印象 °

禳我亻卩:更韶谶领袖生圄陈及其背後的理念吧 !

身柄首席领袖生鲁不鲁感到很大的厘力 ?有没有掏此而作 出曦牲 ?

荼家文 :其盲作扁一佃睾生 9穿 上校服就需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我们一方面要颧及荸校的鼙誊 9另 一方面也要

封自己的行扁自青 °我们不愿因扁领袖生的身份 ,扁 免被同荸筲疑才留意自己的言行 °营然 ,领袖生作扁

孰法的角色 ,就更愿努力做好自己 ,给同荸一佃 良好的示筢 °

熙揄在校 内或校舛 9窨否因颀忌身份而特刖注意 自己的言行率止 ?

吴欣颖 :我们没有咸到太大的屋力 ,只 是竟得青任重了°但幸好有他人一起分檐 9而 不是孤罩作戟 。营有需要峙 ,

我们亦可找老绅芎忙 °至於有甚麽犊牲 ,我相信是不可以参加其他孛含吧 °初峙我们畲介意失去了舆朋友

分享算瓣活勤的桀趣 ,但檐任副首席领袖生是一佃鞋得的槛舍 9就算犊牲也是值得的 °

若 同班同擘犯规 9你畲如何虎理 ?你韶柄领袖生徇私是否熙可避免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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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韶柄荸校有什麽地方需要作出改善 9以提升你佃的工作效率 ?

每天要提早七峙半回校 ,的 碓咸到十分辛苦 °我们都希笙有翰班制度 9减轾屋力 °另外 ,有 盍操埸 「蚊患」

盲在羸重 ,学校的艇蚊装置似乎未能铃挥效用 °牝们璁是黑色一大群的追赶我们 ,十 分恐怖 °再钪 ,有 些

同睾竟然不知 「接上不能钦食」迄校规 9甚 至在被查 F。9峙逯艟镇迮食 °希望荸校能加强教育同荸遵守校

规 9同 荸亦愿 自律 °

喵搿峙 9若同阜出言侮辱或恶意攻擎 9你佃鲁如何虎理 ?

我们舍冷静地去庭理 °大部份的同荸只是被罚的畸候 ,表琨得不太合作 9或是封我们的意兄不瞅不睬而己

其宵 ,我们孛校始终屑於第一纽刖 ,大部份同荸都很自律 9较少含作出攻擎或侮辱领袖生的行扁 °

岽健桀

有没有遇到棘手或特刖深刻的事件 ?

棘手的事反而没有遇遇 ,只 是一些特别佃案令我们印象深刻 。骢固有一坎 ,一位领袖生到中一班房用餐 ,

出乎意料地受到热烈歆迎 ,甚 至在他回锞室峙仍被追著聊天 °更甚的是 9同 荸们似乎能叫出他的名字 ,好

像已摸清该领袖生的底细般 °

如果入班房孰行工作畸 9同阜 Γ起哄J9你们鲁如何虎理 ?

吴欣颖 我们畲先隔Ffi起哄的同荸 ,避免再激起其他同荸的情绪 °芷将犯事的同荸带到一角 ,令他的情绪冷静下来 °

如果控制不了营畸情况 ,我们也不含舆同荸有正面的衙突 °始佟巡椟畸只有五佃领袖生 ,扁安全起兄 9我

们畲懿清犯事同荸的榱貌 9然後向老绅辍告 °

作柚一

邰芷婷

在孰行

桨家文

莒值峙

某健桀

封於
「

鄂芷婷

佃领袖生 9你韶柄 自己是
Γ
罩生派 J退是

Γ
老 0W派 」 ?

领袖生是孛生舆老绅之 Fn,的 檎棵 9立不含偏向任何一方 ,保持中立才是最公平的做法 °老钸工作繁忙 ,所

以我们要芎助维持秩序 ,以 盍荸生的青任和本份 °相反 ,有 峙候荸生含不敢找老鲫解释 ,领袖生便含代扁
耨连 °同扁荸生 9我们含以同理心去理解同孛的想法 ,连至筻赢 °

老 ET的走狗 」谊看法有何感受及回庵 ?

Γ走狗」逭词捂是一佃侮辱 9我们提出蕨正抗羲!!!迨 看法抹煞了领袖生背後的努力 °我们业不是盲目

轨行老铈的指示 9我们也含舆老钸封揄 °老绵给予我们的是一定的自由度 ,领袖生是有自主榷及猸立思考
的 °身扁领袖生就有羲榜和青任去维持荸校的秩序 ,指 出同荸的错庭 ,显加以引辜 °我们绝不是傀儡或走狗 !

骢固你在中一及中四峙 9曾因犯规而被割丽次 9你畲否介意描过一下莒峙的情形舆感受 ?有甚麽忠

告及提醒铪予同睾昵 ?

岽家文 :那 雨坎都是因舄我在荸校看漫耋才被蜀的 °营畸 ,我 没有戚到鞋遇或愤怒 ,只 因我理蔚在先 。所以 ,我业
没有做任何的辩解 ,只 是坦白承懿错换 °若同孛真的遘反校规 9便要坦哉地懿错 9而 不是怪青领袖生特意
去找他们窳螟 °我们只是希望同睾做得更好 9业不是故意针封 。

滹固你在中三 、中四畸曾想檐任领袖生 9但未能被遥中 9鲁不鲁感到有道憾 ?琨在成柚副首席领袖

生 9你又有何感受 ?

吴欣颖 :那 畸 ,我 只想檐营多一项戕位 9血不是非做不可 °後来 9领袖生朋友向我拆苦 9钪工作太沈重 ,我反而戚
到虔幸没有被遵中。琨在 9檐任了副首席领袖生显没有戚到特刖F·B心 ,也没有饷稍以往的遗憾的戚竟 °但
能夤起逭份青任 9我寅在戚激老鲫封我的信任和肯定 °

有同擘表示你铪人的感竟太柔弱 9你鲁不鲁在孰行喊搿峙因心软而拄制不了情沉 9又或者放妲一些

擘生 ?

桨健桀 :若有荸生犯规 ,我 自然含硬起心踢 °我业不明白扁什麽含被指柔弱 9可 能是我平日给刖人沉默寡言的咸竟
昆了°其宵徙外觐(高 度)上 ,我 已铿有威撮人的能力 ,相 信不含被同荸 「反客扁主」。

;i-氵 Ⅱ.∶∶~t - i1?讧 `i   ̌ ‘  ·  ’‘

有同睾反映你的形像妲於廒肃舆韶真 9近乎冷漠 9你有何回庵?

鄱芷婷 :熟哉我的朋友 ,便 含知道真宵的我是非常热情及好勤的 °甚至在聊天的畸候 9我 含失鼙大笑 °但作扁领袖
生 ,我懿扁必须要有一定的威蕨 9不 可以遇於嬉皮笑腧 °



⒛Og年 8月 23日 至8月 28日 9我随圉到花莲和台iL——参舆逭一次镯勤心霾之旅 °我本封此次旅程不寄予厚望 ,但创喜出望外地仰望到人
生 `首次逭般贴近地感受到生命的厚度——幽深霏穆 `氟象灞然的生命 ,教我不由得霏然趄敬 ,同畴感慨戾多 °

我亻卩:到前遇静多宏律的大自然景觏——徙清水断岸 `森花/Ax路 到太鲁圃囡家公圜的畏春祠 `燕子口等 °那些峭壁深峡 `蜿蜒除峻的大自然
景觐都令人噗辐觏止 ,又使我感受到自然的雄奇律大 °太平洋的一望缎除 `粼粼波光亦叫我糟噗不铯 °我罔始仰望到生命的高度 ,竟仝在我眼
前的蹁海箱壁上和尕流直下的银河袒 °不遇雄奇莴丈的大自然尚不及站在生命面前 ,更能在我心底留下更大的牵繁 °

整佃旅程中最令我靴以忘愫 `最受镯勤的地方 ,是世界宗教博物髂 °起初我以崴逭博物髂鲁没趣地展示不同宗教的典藉故事 ,所以没抱任
何期望地踏莛了髂田 °直至尊寅曼罔始介轺 ,我才蔫夤田顶上刻著∧字箴言 :「 百千法田 ,同霈方寸」 ,引人深思 °接著我亻卩:一行人站在 「浮
心水廉」前面 ;合上眼 ,用手感受清水的流勤 ,髑碰洗滁心霾的黠滴清澈 °然後 ,我亻卩:渐渐走莛了探索生命的旅程 °

「逭裎叫 F朝墼步道凹°」撙蔓曼锐 °我放眼望去 ,逭傺走廊的樯壁印满了不同圃家和宗教人士朝璺峙的模檬 :如基督教徒手孰璺黔
伊斯南教徒五腱投地 `佛教徒安祥猸行 °走廊右旁的大方柱上 ,不畴用投影方式映射出—些固题 :Γ 世上有神嗝 ?」 ;Γ 我亻卩:徙哪裎来 ?」 ;

「我是推 ?」 °我亻卩:一路安静地走著 ,一暹留意那些朝璺者一腧虔馘 `满愫信心的模檬 ;思考著那些罔题峙 ,我亻卩:赫然癸琨走廊上的路愈
超平坦⋯⋯

撙寅曼解释瓿 ,原来愈来愈平坦的路 ,象徵朝墼者因著自己的信仰而愈有信心 `克服—切困靴 °心中的悸勤令我十分感勤 :生命和信仰 9

或静是我亻卩:走在路上 `舡擢除阻的力量 °

曲於峙固繁迫 ,我亻卩:匆匆地走到 「生命之旅曛」——逭是封我歇癸最大的地方 °逭裎分成了五佃匾 :初生 `成畏 `肚年 `老年和死亡 9也

就是把人生劐分了各佃陪段 °尊寅曼逐一崴我亻卩:解兢各侗囡家及宗教人士的生命槿俗和文化 ,屏幕上同畴播放著他亻卩:不同人生陪段的橇式 `精
神面貌等 °每佃匾也摇放了一佃雕像——出生匾站著一侗高捧著孩子的母耦 ,面露喜悦的神情 ;成畏匾是一佃正在荸召射箭的小孩 ;H±年匾是
一封穿著日本澧服的新人 ;老年匾则是一位偃僵邻慈祥的老人 ;在死亡匾邻是甚麽也没有 °撙寅曼逭峙站莛了死亡匾原虑橇放雕像的位置 ,告

萧我亻卩:∶ Γ死亡亚没有漂示象徵 ,但在乎我亻卩:死後 ,想要留下怎麽檬的形熊 °」我顿峙愣住了°活著和死亡於人生的意羲底何 ?我亻卩:管管役役
地走遇了人生的路 ,窖否只是 「佟霈黄土」 ?

最後薄蔓量淆我亻卩:走到屡於 「琨在的自己」的那一匾 9於是我亻卩:各同孽都一趄走到了成畏那匾 °她叫我亻卩:回颐望著自己已艇走遇了的出生
匾 ,罔道 :「 你亻卩:遇往的人生遇得怎檬 ?有没有後悔 ?将来呢 ?你鲁怎檬遇 ?」 那刻心雯深感震槭 ,我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溢满了熟浜 °生命逭
峙灼灼地朝我屋遇来 ,咄咄逼人的 ,令我忽感窒息的屋迫 °也静我溲有真正赤馘地面封生命 ;但生命的沉重 ,翎教我霎畴蕨霏 `慎重地面封它
—— Γ路漫漫其llg速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亦是我在行程中最大的得著 `心雯最大的髑勤 °

冤瑚黜拙
日本 ,相信是不少畴下年青人智往的旅避璺地 °今年 ,我很篥幸有槛窖舆吴蒿置和曾倚梅同孽一同代表香港去日本 ,

囡合瓣的工洲科孽管 9富中得著不少 ,希望能借此锱鲁舆大家分享一下 °

7S莳铭黢
参加一佃由工洲各

一踏出槛埸 ,看旯街道井然有序 ,路上丁黠兄的垃圾也没有 ,十分乾浮 °初到夤境 9人生路不熟 ,便找了侗警街罔路 °因辐言薷不通 ,

我亻卩:瓿韶峙都 Γ手舞足蹈」 ,警街很有耐性地耠我亻卩:指了路 °才走了畿步 ,警街又跑上来 ,原来他想敲我亻卩:可以走天槁 ,鲁快黠 °如果在香
港 ,要徙急速流勤的人群中 ,找到一侗熟心助人 ,而又顾意停下脚步来覃你的人 ,恐怕此要全世界放蘖核武的可能性擐要低 °

在整佃科孽管中 ,参加者都要出席裸堂 9但我亻卩:在裸堂上都不是被强行填满的慌子 ,而是勤努的蜜蜂 °因崴耩者亻卩:都是拿遇懿里甭奥的
磔出科孽家 9我亻卩:都要加倍留心去骢 `去思考 `去消化 9而在演耩完辜後舍有答罔瑕茚 °呀 !或静虑孩叫做封揄瑷钸 ,因辐有峙同孽亻卩:舍提
出一些篁疑或提莪 9舆教授一同封揄 °教授亦坦言有些罔题他亻卩:也不懂解答 9他亻卩:答的也井铯封的官方答案 ,亚鼓励同孽亻卩:将来自己黢澄 °

逭提醒了我 :孽召不也如是嗝 ?知谶虑该是靠自己寻找 `自 己孽胃得来的 ,老肺甚至教授瓿的也不—定封 9孽生也不鹰照罩全收 ,不假思
索 °佘何琨在的教育系铳以考拭崴基踺 ,令孽生敲以崴世界的真理都舄在抨卷参考上 °

另外 ,我特别想分享自己封科孽的一些愚旯 °

以前我孽科孽 ,不得不否韶 ,是辐了拿高分 (觥使最後也拿不到 )° 艇遇逭次科孽管後 ,我的看法改燮了 °在裸程上 ,教授介轺了他亻卩:
各自擅畏的鲍嚅中的科孽新知 ,包括物篁和反物矍的形成 `比粒子更锢的中微子 (neutrinOl° 擐有我最喜爱的裼振宰教授 ,他在介轺科孽上
槿稹的封稻特性峙 ,更引用了中囡的迥文莳 ,擐即埸向各位鹳罘捅薰出来 °其他圃家的人未必明白 9但我心中邻辐自己是中圃人泛趄了一繇
自豪感 °我徙来没想遇科孽可以禳人如此舆售 ,原来明白多一黠逭佃世界是一件快桀的事 °我琨在所孽胃的知谶 ,其寅是舄了将来的孽胃围
圃一傺霓圃的道路 `打好一佃穗健的基憷 ,而井罩触辐了求取成艟罩上的A°

逭看法亦改燮了我滇大孽的邃科次序 °本来我跟大部分孽生—檬道骢鲎瓿 ,以辐八薰法 `譬 `商等黄金科目便一定前程似锦 `衣食缎
夏 °但作舄莴物之雯的人颖 ,我亻卩:是否有黄任去了解逭佃世界多一黠 ,封其他生物的援助多一黠呢 ?而且人生在世也只是匆匆麸十载 ,如果
不把握峙罔去孽多一黠充寅自己 ,不矍得可惜嘱 ?

我擐记得王希繁老肺曾艇瓿遇大孽亚井—罔碱荣訇||觫所 9它不是辐了大家的 「镄途」而罔 ,它是崴了一些寻求知裁的孽生而敲立的 °将
来赚镄的禳鲁多的是 ,但孽胃自己想孽的知谶的槛舍御少之又少 ,何不把握逭三年 (将来是四年 )的峙罔去追求可夤的知馘呢 ?

富然 ,科孽不能保澄各位将来都一定有前途 9但商科又可以嗝 P在金融海哺的街擘下 ,很多商科的大孽生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赚镄的
目棕建不到 ,强迫自己孽胃的遇程也不好受 ,何苦呢 P而且琨今很多大企菜在聘淆高叙硪曼峙 9也亚井特别镉好商科的人 ,反而有一槿超势
是吸钠别科的人才 °因舄他亻卩:夤得稹雁史的人懂得前草可谧的道理 9稹静文的人表建能力较佳 9霞科孽的人较懂得逗用超辑思雒 °吸钠多元
化的的人才 ,能狗增加/Ax司 的弹性 ,在面封不同的危槛畴便可以屹立不倒 °其寅 9只要你是人才 ,缎揄在那裎都舍是佃人才 °所以 ,希望大
家在将来撰挥稹甚麽科峙 ,能狗韶真考虑自己的舆趣 ,切忌人云亦云 °

舆其花三年畴罔去追求未知的箱果 ,何不想瓣法享受那三年 ?

最後 9十分感蒯孽校耠予我亻卩:逭佃檄窖去揍圃祝野 9冕馘到科孽的魅力 °勰箱逭次日本之行 ,我想引用一位演蒂家笊焉仕的觐黠 °他
锐 ,我亻卩:孽胃基踺知馘已槛要花上三 `四十年 (包括孽校荸召和寅召艇腧)9六十五葳畴又因 Γ年纪大 `槛器壤」 ,不得不退休 °七除∧扣
後 9我亻卩:一生中能全心全意地投放在自己理想上的峙罔大概只有十年 °相信大家都已艇遇了第一侗十年吧 !很快吧 ?所以希望大家是畴候韶
真想一下自己的理想 ,好好甜劐一番 ,亚努力朝著目棵莛癸 °雎然到最後未必窖成功 9但至少在末日来蹁畴能封自己瓿 :Γ 嗯 ,我很享受追
求的遇程 ,此生算是缎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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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M|TCH ALBOM 菩 名 :《 再 箱 我 一 天 》

本菩的主角查理本是贼菜棒球攫手 ,因惕而退出逗勤埸 ⊙此後他人生充满阻滞 ,佃性燮得

乖僻 O他自暴自蘖 ,佟 日酗酒 ,妻女也雕他而去 。富他得知女兄不要他参加婚澧 ,他心碎了 9

泱定自骰 ○昏昏晕晕之除 9他重遇母耦 ○母耜瓿出了富年父规岚什麽要抛下他亻卩]出走的真相 ⊙

他嗣始懂得什麽叫 「家」°家 ,不需要道理 ,只需要你的理解 `包容 `接受 O孩子勰把父母的

受祝岚理所富然 ,不懂感恩 ○直到有—天跌倒了 ,才裘琨在身暹的 9—直也是父母 。假如再耠

你一天 ,你想和推—起度遇 P

作者 :白 先勇  菩名 :《寂寞的十七葳》

逭佃故事主人翁裼霎峰 ,是佃封哥渍菩 ,追求自由的人 ,但爸爸 `嫣嫣翎一直逼他要薰

菩 ,常常拿他跟兄弟比较 ⊙槿Th=的 屋力禳他快喘不遇氟来 ,他罔始自甘堕落 ○他抽娌 `翘裸 `

不想回校上裸 ,更不想回那侗不温暖的家 ,因岚他韶岚家裎的人只鲁封他施屋 ,令他熳辎 ⊙逭

佃寂寞颓屦的青年是很多青少年活生生的舄照 ,究竟我亻卩:又是用—
侗怎漾的熊度面封我亻卩:的 人

`  
°

4C娠晓彤 畴佩篁 卜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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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胚史之谜研究窨 菩名 :《令人戟傈0恐怖世界史》

「人可瘦酷到什麽地步 P」 你有没有想遇逭佃固题呢 P法圃哲孽家伏甭泰曾兢遇 :「 厘史

只是犯罪和炎鞋的记掾 。」是的 ,肚圃的世界背後是—部染血的黑暗遵膻剽 9是 由舡敷生命堆

横而成的 ,是不忍卒睹的 O本善辋履了静多厘史上的血腥故事 `暴虐蔑酷的人物和令人戟傈的

厘史事件 9如血腥瞩簏女王用火刑烧死三百人等等 ○

作者 :清心 善名 :《你攫牛油 P砸包 P遘是雨檬都要》

人的一生 ,往往要面封雨肄的局面 ,在思想交戟後 ,靛又能做到 「缎悔」呢 ?逭本菩透祝

出琨寅中的人性 `爱情 `社舍槿棰的哀桀舆徇簏 O作者锢腻的髑夤舆真切的膛舍 9教你如何看

清真正的人生鹳 °此菁不只教尊澶者如何去做攫挥 ,遘带出人亻卩丹不要孰著於作出攫挥 ,反要活

出蜃於白己的燥镧 。

作者 :丹 ■布朗 菩名 :《天使舆魔鬼》

本善是描舄十六世纪被教窨迫害的—群科孽家 ,暗艏 「光明鲁」 ,後来燮篁岚反基督社

圉 °故事探封宗教信仰和科孽精神能否圜融 ,寓葸用理性看待宗教 ○滟秘的光明舍符虢及一件

厦尖世纪武器 ,带你莛八葸想不到的饰局世界 9宗教舆科孽封戟 ,是岚了拯救世界 ,抑或是毁

诚世界 P作者在屣焉怖下震撼人心的情茚 ,曲折而充满刺激 9禳旗者始佟保持高度繁g昃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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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腧
冬天 ,大清早就要起床上班 `上孽 ,面封温暖的被蒿 ,筒直是又爱又恨 !好了 ,

大的勇氧去踢围棉被 ,—曜而趄 o但你癸琨峙FHg所酴缎畿 ,於是急忙梳洗更衣 9

直襁草站 °摺到上巴士 ,走了不猿路 ,草上有乘客小聱告前你 :「 你忘记拉裤链

A· 假装骢不旯 9但趁羝人注意峙连忙拉上 °

B· 向那人钪鼙谢谢 9然後立即拉上 °

C· 不管是否到连 目的地 ,立刻下阜 o

D· 瞪封方一眼 9然後振振有辞辩驳 :Γ 我是故意的 9新潮流 !」

就富你槛胚了畿番抒扎 ,付出了桠

连出田前照镜子的峙罔也没有 9就

!」 你的反虑是 :

敦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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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题
1■ 小明自己做暑期作菜 ,第二天 ,他死了 ,崴什麽 P(猜—句俗静)

2· 老虎 `狼 `犭官币子玩避截 ,哪佃巡常被淘汰 P(猜—佃童蒂人物)

3■ 有26倏蛇±L奏 ,可以由A膈至Z,最後哪倏蛇翰了P(猜—位明星)

4C屣君妍 `梁思渝 `婪淑眉

4· 哪本中圃畏篇小葫最好看 P(猜—本菩名)

5■ 天空之城 °(猜香港一佃地方名)

6· 婪兜自己洗澡 °(猜—佃近代文孽作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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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vlh《c,r《e,dlcOD ycODul lulslulcaIⅡly gcOD lfcODr l1ullmdh?
κare"Ⅲ ui κa Vee(4B)

Do you feel bored with those restaurants you go to?l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士 Or you!

Shanghai Siu(Guan in|
Shop330,3/F,Kwail
Chung Plaza,7KwaiI
№ oh删 ,Kw"№ 吧

|

Middle∶ Steamed POrk Dumpling($20fOr5).The skin is thin and

Right∶ Hot and sOur sOup with WontOn($35).If you like the spicy

fuⅡy nⅡ ed。  This dish is strOng in taste。

the dump1ings are luscious and attractive。

taste,you shOuld try this。 The WontOns are

AL w1de range Of

Itahan pizza

Brilliant Garlic l

Bre删 616/⑶
|

|[IT∫ :∶1揣 1∶∶∶℃T⒊
l FOng。 Te⒈ 24281168。

I-Iighly recOΠⅡnended∶

tea ti1ne,

Left∶ Super,with lmushroOn1,pepperoni,pineapple,and sausage。

Right∶ Seafood with Thousand Island Sauce(~$26hal￡ ~$50whole)。

HOney Chicken Wings($26/5).It a1so offers desserts and dⅡ nks。 It is a good choice for

l⒒nswers t。 R⒉

丨  ;日拼彳祛||ˉ

l!|||}i|r

|Answers t。 R⒊
∶     a)TO be very busy

(b)Mr CK Luk  (c)Ms SC Yeung
HO  (b)Ms WC Lee  (c)KM Yung

b)TO understand exacdy   c)TO be

o TO Speak tO sOlmeOne very angrily

(d)Ms Lily Hau (e)MrHL Ma
(Cl)Ms HL Lam  (eJ Mr William Wong丨

hardwOrking   d)TO try

g)cOmpletely dead

l

l

but faⅡ         I
l

Editooal Board

Teacher Advisers∶ Ms MY Mok,MsYS Ng,Ms MC Tsang,MrPK∶ Wu
g0ief Edtors∶ Lam Wai Fan(6A),Wong Mei Kwan(6A),So Sin Yin“ E),Wong Chun Hong← E)

Editors∶ 6A∶ Leung Chung Yan,Leung Yee Man,Li Wai Yin,Wong Nga Lai,Wong Hok Man,Chan Cheuk Yu

4A∶ Lam Pui Ying

4B∶ Chan Tsz Yan,Kwan Man HOi,Mui Ka Yee,Wong Ching Han

4C∶ Buk Mei Ngan,Cheung Hiu Tung,LvⅣ  Kwan Yin,Leung Sze Yu,Mak Shuk Mei,Sze Pui Ying

1卩 :Wong Tung Yi,Ⅱ ~H。 Man,Wong CⅡ Yan

e)TO be tight-nsted

R1 Engll冶汾∴Won



InteⅡew wth Lee Ch⒈ w● -the best kno-tFⅠath1●n athⅡete
且n彐Ⅱ●ng Kong and gⅡ est●fh●n●uF at the athIetⅠ cs meet

L:Lee Ch⒈ wo R:Lam WaⅡ%m(6A)&Wong Mei Kwan fsA)

I]R∶ H[i,Mr Lee。 Nice to see you at our school sports1neet。  Triathlon is not a we11-known sport for Hong Kong
l  peop1e。 When did you且 rst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is sport?

∷
=飞

絷鞘岁⒒廴⒒ :奋;l∶ⅠΙt;#浅 FJⅠlI∶∶
i:fft吴

ⅠⅠ∶l屮罂Ⅰ拄窟:::扌:W
l  stopped since。 I think triathlon has been gaining popularity in Hong Kong。

l]R∶ You were a1ready receiving training in triath1on when you were in secOndary school。  Can you talk about

|   your trai口
1ing then?

IL∶ Schoo1started at8∶ 00an△ and nnished before4∶ 00pm。 I did Iny best to take thne offto train before and after

l  schoo1。 During school and pubhc exaⅡ 1s,I had to cut down on Iny training tiェ ne。 C)f cOurse,my training
I  wasn’t as frequent as professiona1athletes`I1nanaged to practise sⅥ注ΠⅡning after schoo1on weekdays,but

k嬲 打 絮 拄 咒 F∴ ∶m扌 冱

=革

ym∝、

lL∶ A11the three events are very tough when you want to push yourse1f to lhnits in a competition。 Since I can

hke it the best among the three。l  talk to Iny teaⅡ Ⅱnates飞Vhi1e cychng,I guess I

I

l

l

I

l

I

I

l

I

l

I

I

l

l

l

I

I

Hame∶ Lee Chi Wo,Dmid李 致和 Heiσht∶ 177cm
Datc of Birth∶ 9。 4.1977 Weiα ht∶ 70k

Honours including∶

Silver Medal,2006】 Doha Asian Games

Ch引mpion,China International Triathlon Ch引mpionships(2001-2004)

Champion,Hong Kong International Triathlon ChaInpionships(1999-2004)

lR∶ We know that you decided to be a fu11-ti1ne ath1ete upon your graduation from Hong Kong Chinese l
I  University。 ∶Did your faⅡ 1ily support your decision?Did they ever put pressure on you to quit?       I

|L∶
↓f∶∶fJ=茗 :∶ ∶∶∶:亠d∶ i、t∶甘:∶11LF:|且弓:1⒒ j∶ 1:i:∶

∶∶
￡F∶}∶f∶∶∶昱1、扌∶

∶
且
 1 

昱品廴:J:IΙl∶∶
l  so I to1d1myse1fthat I would becOme a full-{
l  results in internationa1cOmpetitions。  My faⅡ 1ily didn’ t oppose Iny p1an;on the contrary,they were I
I  very supportive。  And I was lucky that I didn’ t need to worry about1ny faΠ 1ily’ s1iⅤ ing。             I

|]R∶

what d。 you thi]nk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ining1nethods here and those abroad?              |

lL∶ I don’ t rea11y see any big difference。  The In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is about the venues。  Triathlon l

I  requires acres of space,and the problem for Hong Kong is,of course,1ack of space here。  Thatis why I
I  we often need to train overseas,where scarce traffic,the easy availability of country parks and forests I

|莨茗
=哏

f:fi;;冱lJ%l韶J箝冱eJ】1】
jlⅠ

L∶∶膦 甜  嚣:l甜:=占鞯器孟丫"|
l]R∶ What are your current goa1s? Have you got any plans?                                        l

荮e扌Wt rδ昱 甜
IR∶ One can never be a professional athlete al11ife long。  When your peak period is over as an athlete, I
I  would you think about going into the show business? You were once featured in TⅤ B’ s“ Hong Kong l

|  
】Ⅰ∶1F:∶Ⅱ∶哇:、i丁 f【:⒒。ccessfu1examples of athletes who have turned actors or actresses,such as |

IL∶ Alex Fong is Inuch better-looking than Ine,and I’ In not interested in the show business。  Many peop1e I
l  have asked1ne ifI want to be a cOach after retiring froΠ 1being an athlete。 And I would say I’ In very l

l  interested in being a coach,hopefully at least part-ti1ne,if not fu11-ti1me。 since I’ 1m spending Inost I

|E崽 甯 ⒊严岢 孟r器 芏 ⒉生昊:1u【⒊ 凵⒉

=Ι

l群 里 袈 rh濒
哎 whch山雨 on哪 hmm|

[|ェ 」̌fⅠ屮哪 L△1PLYP】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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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Ⅵ泛th NⅠk●Iaus H[e且 ndⅡ -Exchange student
at sin Tak-a sunny and I● veIy b●y

Cherry Cha"Chek Vu(6^),s:■η●Ⅱ Wo"gH●k ma"(6^)

∶NⅡko⒒ausH叮 si=non and Cherry:∶

He11o Nikolaus!Firsdy we wou1d like to ask your9what日 re your foeⅡ ngs about

Hong Kong?”

We11。 。First of aⅡ Ithink Hong Kong is1nuch Ⅱnore crowded than Aus“ a。 There
I Ⅱvein a sma11vⅡ lage in the countryside。 I think that Hong Kong is a hectic

city。 For instance,lots of people walk very fast。 But foⅠ tunate1y,I’Ⅱn a1so

someone who wa1ks quite fast。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spare thne?

on weekends I really like to1neet friends and‘ ‘
discover” different p1aces of

Hong Kong like the space MuseuⅡ1,the Peak。

I∶  We are interested in knowing something abOut your faⅡ1ily back home in Austria。 How many sib1ings do you

have?

N∶ I have One sister,who is2years younger than lne,and one brother。 He is4years younger than Ine。 So I’ 1n the

oldest of us。

What attracted you tO HK for an exchange year?

The reason why I chose Hong Kong is a1ong story,but to1nake it short,the∏ nain reason was I wanted
tO go tO somewhere that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ustria and Europe。 I’ 1n very interested in other

cultures,sO HOng KOng is,I think,the best place to1earn about a new,interesting culture。

FinaⅡy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if yOu would recoΠ Ⅱnend your siblings or friends to do an exchange year?

Yes,of cOurse。 I、vOuld recOΠⅡnend eⅤeryone to do an exchange year in another country. It doesn’ t have to be

Hong KOng,though itis a Ⅴery good place to go。  It can be any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ank yOu very Fnuch for being interviewed。

You are welcome。

Phrases and ⅠdⅠ●ms WoⅡg Tumgˇ :(4E),s● s:"V:"g(4E)

fo11owing phrases/idioⅡ1s?Do you know the=neanings ofthe

I、valk as fast as

you do, Hong

Ko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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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nswers on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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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y tO guess

2.Who are the

(a)       (

who they are?
parents ofthese adorable chⅡ dren and babies?

b)Hin⒈ This“ a shirt。
(d) Hint∶ Among

most elegant teachers。

11辶 :

W●Ⅱg Chu"H●
"g(4E),W● "g Ch:Va"(4E冫

(c)

(c)(

KM Yung,Ms W C Lee, Mr wnⅡ aⅡ1wong,
Mr HoMs HL Lmm, Principa1

(Answers On R4)

the (e)Hint∶ Hel。ves

black suits了nost。

(a)

options:Mr

(d)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