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
遊黃埔江，
我們坐上觀光船，遊覽上海，夜景真的很美呢！
接下來，是我們整個旅程最寫意的兩天。第四天，我們一早出發，
坐兩個小時的車程到蘇州。上午遊覽虎丘風景區，那裡很多花花草
草和樹木，景色迷人。有一條長長的石梯，兩旁栽種了不同的樹
木，微風吹過，真的很舒服呢！

第四天我們去了杭州，一早出發。我們遊覽西湖，那個三潭印月，
美得像一幅畫，站在任何一個位置，看開去，它都像一幅畫，真的
很喜歡這個地方。走完西湖，我們便到岳飛墳墓參觀，而且有一班
小記者來訪問我們呢！真的有趣。
剩下兩天了！這天我們不用那麼早起床，吃過早餐後，坐車到復旦
初中，進行第三天的交流活動。兩校更有一個簡介會，各方的學校
都有同學代表演講，之後更有音樂表演呢！十分精彩的。最後，活
動完了，我們便要跟新認識的朋友說一聲再見了，因為這天是我們
最後一天跟他們一起上課，真的有點捨不得呢！（眼有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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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便去參觀留園，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風景區唷！雖然沒有虎
丘那麼大，但是它有著不同的“畫”在裡面。裡面的畫很特別，它
們是活的！這些畫都是由花，草，樹木和一些奇形怪狀的石合起來
的，不斷生長，不斷轉變。晚上回到酒店吃晚飯，由於這天是聖誕
節，所以我們便在酒店吃聖誕大餐，舉行聖誕節聚會，更一起交換
禮物。

離開學校之後我們便回到酒店休息，晚餐後才去觀賞馬戲團表演。
這個馬戲團表演真的很精彩呢，個個節目都是十分危險，精彩萬分
的！但亦有部分的同學因為太累了，最後都忍不住睡了。（笑）
終於到最後一天了，要回港了。早餐過後便開始收拾行李，辦理退
房手續。午飯後，我們坐磁浮列車到機場。真的很快很快很快呢！
最快時速好像是每小時四百多公里呢！厲害吧？人到達了，行李卻
未到，所以我們要等待呢。最後我們都安全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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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以後，我覺得自己學習的態度真的及不上上海的同學呢。
而且我覺得，英文程度一定要提升，不能輸給其他人。這次我深深
感受到交流的感覺，也感受到上海的文化，也學懂了很多：懂得了
照顧自己，照顧別人，要有責任感，亦需要準時……全都很重要
的！這旅程真的玩得開心愉快！

學生回應：2J 黃佩怡
字裡行間，我可見到陳泳潼同學在是次上海交流團中的體驗和學習的經驗確是難
得。她的分享更能令大家反省一下自己平日的學習態度，而最寶貴的，我覺得是可
以在上海得到一份真摰的友誼，在文字之中也看得出同學對上海的一切有著不捨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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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航空在北京》................................


間

1S 許曦文
在一個炎炎盛夏的清晨，我們保良局屬下九間中學的一百多名師
生、家長乘坐直航客機，飛往首都北京參加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信息中心」主辦之「中國青少年航天航空科
普教育培訓項目」。經過約兩小時三十分鐘的航程，我們安然抵達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機艙外的清新空氣令人精神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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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旅遊巴士離開機場，七天歡樂、愉快的行程便正式開始。在這
七天裡，我們到過北海公園、天安門廣場、萬里長城，也參觀了北
京航天航空大學、北京航天航空大學附屬中學、北京航天城、航空
博物館及北京衛星製造廠等科研單位。此外，多位著名航天專家和
我們座談及作專題報告，加深了我們對國家在航天航空事業發展之
認識。
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活動是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學附屬中學舉行的
「火箭製作及發射」比賽。每個隊伍須運用有限的材料，包括：木
棒三根、貼紙一張、火藥少許、長圓形紙筒一個、短圓形紙筒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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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鋁紙一張、橡皮筋兩條、機翼骨架一個、機翼數片及圓錐形火
箭頭一個，製作一枚火箭。
整個製作火箭過程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製作火箭主體，首先把
兩個小圓紙筒黏貼在長形圓紙筒上，然後在火箭頂部開一個小孔，
再把橡皮筋穿過小孔，並將鋁紙黏貼在橡皮筋上形成降落傘。其
次，把橡皮筋穿過錐形火箭頭及底部的小孔，然後打結，再把橡皮
筋及鋁紙降傘放進火箭主體內合上火箭頭，第一部分便大功告成。
接著，第二部分就是把兩塊主機翼黏貼在機翼骨架上，跟木棒連
接，再把副機翼黏貼在木棒尾部，做成水平翼，最後把火箭和飛機
連接在一起，一枚自製火箭就完成了。
緊張興奮的時刻終於來臨！我們按組別拿著手上的製成品步行到北
航附中的操場舉行隆重的試飛儀式。我的拍檔鄧顯全同樣是中一級
學生，他就讀保良局慧妍雅集書院。我倆在等待試飛時互相交流學
習心得。而在整個試飛過程中有歡笑、有失落、有成功、也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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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敗。終於到我倆上場了，我們按照工作人員的指示小心翼翼地把火
箭安放在發射台上，當一切就緒，工作人員開始倒數 「五、四、
三、二、一 發射！」火箭立刻一飛衝天。
忽然間，火箭倒頭直插地上。我倆頓時感到一陣晴天霹靂。雖然試
飛失敗了，然而並無損我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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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天難忘的旅程使我認識到祖國的偉大及祖國航天航空事業的飛
躍發展，我更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及學會了對人包融及體諒，我也
對首都北京之明媚風光更加嚮往。此外，火箭製作活動加深了我對
火箭結構的認識及了解，促進了朋友間之合作精神。身為一個中國
人，我感到十分驕傲及自豪。我希望這項活動能延續下去，使更多
同學親身感受箇中的樂趣。

學生回應：1P李焯瑩
這幾天令人們難忘的旅程，在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動，每一個活動都十分精彩而令眾
人印象深刻的有製作火箭，因為只提供了一些簡單的工具，就要製造一個高科技產
品，如果有機會我也希望嘗試。除了活動，還有觀光，北京的名勝多，簡單說萬里
長城就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北京的確是個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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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夢飛翔》.......................................

1S 高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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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看！我們親手做的火箭升到天空中!在這...... 噢！飛到這
裏了！」

記得在參加北京遊學團時，曾經跟航天附中的學生作交流。當天，
我們到了那所學校，參加了他們為我們舉行的活動─做模擬火箭和
飛機。
那時，有一個老師教導我們怎麼做。首先，我們把火箭的繩子塞進
它的前部。然後，把尾部用膠水黏好。製作火箭後，便製造飛機。
首先，大家把飛機的尾部和翼部用膠水貼好。最後，把它的頭部跟
火箭結合，一個簡單的火箭飛機模型就誕生了。模型製作過程完畢
後，導師就派發火藥給各位同學，原理是把這些火藥引爆令飛機升
空的。
到了發射的場地。我殷切地期待，抱著緊張而興奮的心情，來迎接
這個美好時光。終於到了我發射了！我小心翼翼地把我跟我同伴
郭曉宇的「傑作」插到準備發射的那支幹上。接著，我們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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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去到發射的那個操控器，等待導師的指揮。
「咇！」我跟郭曉宇一起按下重要的按鈕。「呼」的一聲，那個火
箭透過火藥的引爆，升空了；一會兒，那個火箭便跟飛機分離。飛
機仍然在空中，不斷盤旋.. ....我跟同伴也很興奮，不斷說：「飛到
哪了..... 在這裏......又到了這裏......」

on
dimension


雖然我倆的飛機的飛行時間並不太長，但已經很滿足，因為有些人
還不能把火藥引爆而不能升空呢！我為我的成果感到很光榮。在製
作的過程中，雖然有些複雜，卻令我明白到：一個火箭飛機模型的
製作過程，已經這麼困難，何況是一架真實的火箭呢！在這刻，我
真的為中國人的航天技術感到驕傲。這次北京之旅，除了讓我知道
中國人的航天發展外，更透過那些親身經歷，令我認識我更多朋
友，起碼有郭曉宇。

學生回應：2S 何尚昀
文章的每一段想表達的意思很明確。閱讀完這篇文章後，我清楚知道作者怎樣製作
火箭飛機模型和發射前後的心情。我覺得這次作者去的交流團好像很有趣，令我也
想參加一些交流團。如果下一個學年學校再舉辦一些交流團的話，我一定會報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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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hat Is The Best?.........................

Champion Award, 2006 CLP Liquefied Natural Gas Slogan Competition
Lau Ka Ho Isaac (2 Pluto)

What is the best?

No need to guess!

It is Liquefied Natural Gas.

What is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I didn't know it until I joined a slogan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China Light Power. Natural gas, like coal, is a fossil
fuel. It is formed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accumulated organic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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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ound and is mainly composed of methane (CH4). Natural gas
produces significantly less emissions and is known to be the cleanest fossil
fuel.
China Light Power, an electricity company of Hong Kong, has started usi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since 1996 to supply electricity alongside nuclear
power and coal. To celeb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cleaner fuel to Hong
Kong for ten years, China Light Power organised a slogan competition in May
2006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awareness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I joined this competition because it was my English homework. I wasn't a
very good writer and when I was informed that I won the slogan competition,
I was very surprised. In fact, I didn't spend much time on writing this slogan.
I remembered earlier on in my English lesson, I learnt about rhyming in
writing poems. A poem will sound better if the last word of each line rhymes
with one another. Therefore, I tried to use words that rhyme with “gas” as my
starting point to create this slogan. I came up with “guess” and “best” and I
wrote this slogan “What is the best? No need to guess! It is Liquefied Natural
Gas.” in just five minutes.
If you ask me why I have won, I think it is because there are no difficult words
in my slogan and it can be easily said and remembered.
I will use the book coupons that I received as the prize to buy more books
about the environment to enrich my knowledge. I can also visit the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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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of China Light Power with other winners in August. Hopefully, I will
make some new friend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learn from them.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Liquefied Natural Ga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Hong
Kong, here is a useful website -- http://www.clpgroup.com/environment/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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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feedback: 

2P Lau Ka Ho's Father

This was a good chance for Isaac to use his creativity for some competitions outside
the school. He can look at things more widely instead of just focusing on his studies.
We hope he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hard for good results both in different competitions
and school examina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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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Get Abroad, Move Ahead..............


on
dimension


“My Favourite Bookmark”

2006 British Council English Adventure Bookmark Competition

Tsui Ka Hung (2 Jup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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