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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思交流計劃
惠州之旅
一. 計劃名稱： 同根同心-惠州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交流團
二. 資助來源： 香港教育局
三. 計劃目的： 認識國家的環保政策及措施；了解當地自然保護區對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的影響；探討兩地共同面對的環保

問題和解決方法。
四. 活動日期： 27/11/2015-28/11/2015(共2天)
五. 參與對象： 小四學生及老師(共44人)
六. 活動行程： 參觀大鵬古城、車遊大亞灣石化工業區、參觀海龜國家自然保護區、遊覽惠州西湖、參觀惠州科技館。

紐西蘭之旅
一. 計劃名稱： 紐西蘭英語遊學團
二. 資助來源： 學校愛心工程基金計劃
三. 計劃目的： 透過與當地學生交流、住宿家庭及觀光旅遊，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對紐西蘭文化的認識。
四. 活動日期： 19/3/2016-30/3/2016(共12日)
五. 參與對象： 小五、小六學生及老師(共20人)
六. 活動行程： 探訪學校(Helensville Primary School)，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家訪及住宿；參觀當地名勝，如伊甸山火山口

(Mt.Eden)、奧克蘭博物館(Auckland Museum)、動物園(Auckland Zoo)，以及兩日一夜之生態團(Rotorua Tour)，
活動包括：參觀地熱谷、Kiwi島、農埸及欣賞綿羊表演；於Skyline Skyrides乘坐纜車及玩滑行車Luge rides。

台灣之旅
一. 計劃名稱： 台北、宜蘭體驗之旅
二. 資助來源： 學校愛心工程基金計劃
三. 計劃目的： 帶領同學和家長到台北探訪小學及老人院，體驗台北的生活文化和宜蘭的農莊生活，從而了解台灣小學發

展、老人服務、農莊生活、藝術及歷史等情況，深入了解台灣的風土人情。
四. 活動日期： 20/3/2016-24/3/2016(共5天)
五. 參與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家長義工及老師(共39人)
六. 活動行程： 探訪當地的永春國小，並探訪當地的老人院，了解台灣的老人服務，參觀名勝︰鶯歌陶瓷老街、鶯歌陶瓷博

物館、松山文創園區、台北101大樓、饒河街夜市、淡水老街及漁人碼頭、內湖慈濟環保教育園區及三星鄉蔥
仔寮農場等。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YCH Law Chan Chor Si Primary School



4B梁峻笙

今次的惠州交流團，的確令我獲益良多。除了讓

我們認識到惠州的文化風俗外，亦了解到當地的環保

措施，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我較喜歡第二天的行程，我們分別到了惠州西湖

和惠州科技館參觀。那天，我們吃過早餐，便出發遊

覽西湖。那裏風光明媚，有很多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建築及古文物，如有東

坡園、九曲橋等等。這些古色古香的古建築及古文物

真是十分珍貴，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遊覽西湖後，我們便到了惠州科技館，這裏與西

湖簡直有天壤之別。在那裏展覽的東西全都是由科學

家精心設計出來的，不但有很多先進的科技儀器，亦

有很多高科技的遊戲。我們在這裏流連忘返，玩得很

開心。
經過今次的交流

團，我們分別認識了

惠州的古文化，同時

亦體現了現今科技的

發達，我真的不枉此

行。今後，希望有更

多同學有機會跟學校

到境界交流，從而擴

闊視野。

4D 岳成瀚

出發前，我既興奮又期待，幾乎每天晚上都睡不
着，一直期盼那天的到來。轉眼間到了出發的日子，
我很早便起床，吃過早點，便整裝待發。我懷着輕鬆
的心情回校集合，因為畢竟這不是我第一次自己到境
外交流，所以亦希望自己能在今次的交流團中好好表
現。

經過漫長的車程，我們到達了第一站—大鵬古城。
古城至今已有621年歷史，我們還知道它有「將軍村」
的美譽，因為這裏出了很多將軍，如名將劉鐘、賴氏
「三代五將」等。接著，我們更到了海龜自然保護區
參觀。那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海龜，讓我們更清楚了
解海龜的生活習慣，從而令我們知道愛護大自然的重
要性。最後，我們更參觀了惠州西湖及惠州科技館，
欣賞了當地的古建築及文化，亦
感受到科技的發達。

整個行程，我們都在歡笑聲
度過，而惠州交流團亦劃上了一
個完美的句號。很感謝老師連
日來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
此行程不但讓我眼界大開，亦
加深了我和同學的感情，真的
希望再有機會參加學校舉辦的
交流團！

B組  黎寶芝老師
4B 林晉南
4B 程智康
4B 周彥希
4B 梁峻笙
4B 劉東濤
4D 王培澤
4B 羅梓欣
4B 徐亦蔚
4D 陳妙恩
4D 劉凱晴

D組  李少祺主任
4D 楊子鋒

4D 賴浚樂

4D 羅宇軒

4E 王梓謙

4E 薛諾言

4E 余健賢

4E 林泳珊

4E 周琬靜

4E 藍采怡

4E 鄧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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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之旅
分組名單

學生心聲

A組  陳碧琪主任
4A 劉卓興
4A 黃祖貽
4A 許堯燊
4A 陳冠汶
4B 何詠聰
4B 余博誠
4A 歐天怡
4A 溫家晴
4A 何翠玲
4B 陳海情

C組  張卓賢主任
4C 成 晉
4C 簡際恒
4D 許鑒銘
4D 岳成瀚
4C 張源芳
4C 張芷澄
4C 張婧怡
4C 郭寶儀
4C 吳思駿
4D 吳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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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留影
楚思交流特刊
惠州之旅

第一站，參觀大鵬古城。

在科技館內，學生大開眼界！

西湖美景，盡入眼簾！

學生爭相與海龜合照

學生親身體驗科技館內不同的創新儀器

最後一站，惠州科技館。

我們到達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參觀在展覽館內，學生認真學習。
學生在賴恩爵將軍府內留影

學生到達西湖，尋找
當地的文化古蹟。



5A Tsang Hing Ho, Marco
Joining the New Zealand study tour wa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improve my English and to 
learn about the local cultures. This kind of study tour 
can be held every year so that more schoolmates can 
get benefits from it.

New Zealand is an excellent place for studying. 
Those local students have less pressure than Hong 
Kong students. They have less homework than we do. 
Also their lessons are more interactive. I enjoyed 
studying there very much. I have learnt to raise my 
ideas bravely in the class. Teachers were patient and 
kind. They were willing to listen to us.

Besides that, I like the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e air is fresh and the sky is blue and bright 
there. Everywhere is clean and tidy.

At last, I have to say thank you to Miss Fung and 
Miss Lee. Thanks for giving me a chance to explore New 

Zealand. Also, I’ve learnt
to be more independent. 
Although I know I have lots 
of rooms to improve, I will 
try my best to speak more 
English and be brav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study tour in another 
country.

5A Zeng Nga Yan, Yoyo

First of all, I should give many thanks to my dear 

teachers, Miss Fung and Miss Lee. They helped us a 

lot and encouraged us to use English all the time 

during the tour.

In this 11-day New Zealand Study Tour, I have 

learnt a lot of local cultures. Also, I’ve learnt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speak English confidently. I 

earned good friendship with my trip mates too.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as when I 

stayed with my homestay family. There were three 

children in my homestay family. They were very 

nice to me. They had a lovely cat. I played with it 

every night. I enjoyed chatting and having desserts 

after dinner every night with my homestay family.

We had a barbecue together at the last day we 

stayed with my host family. 

We had sausages and 

chicken wings with some 

special tasty sauce. After 

having barbecue, we played 

on the trampoline. It was 

exciting! I enjoyed it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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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之旅
Group List

Pupi ls’Voices

Group A
Teacher: Ms Fung Lai Ling
5A CHAN KA PUI, Tina
6A HO YUI HEI, Yosi
5A CHANG CHO YIU, Phoebe
6B TSANG UEN SUNG, Suki
5A CHEUNG TIN LONG, Dickson
6B WONG WING KIT, Joe
5A CHOI LOK HEI, Hayley
6A TSANG UEN TSANG, Jane
5A GONG YEE HIN, Hugo

Group B
Teacher: Ms Lee Yuen Ha
6B WONG PUI YAU, Lasson
5A TSANG HING HO, Marco
6E TSE HON MAN, Mickey
5A ZENG NGA YAN, Yoyo
6B WU CHEUK WING, Belle
5B LUO YIK SEN, Eason
6A YU CHUNG WING, Jeffrey
6B WONG PUI SI, Tavy
6B TSANG HOI CHING, Yuna

楚思交流特刊
紐西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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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Gal lery
楚思交流特刊
紐西蘭之旅

A lovely lake!

Eason drew a huge
dinosaur on the sand. The wool was smooth

and soft!

Our buddies were nice and helpful!

We went to Mt Eden and
enjoyed the beautiful view
of New Zealand.

We chatted happily during recess
in Helensville Primary School.

Luge was exciting!We all
had great fun there!

We made a traditional art
work in New Zealand.

We took an old train.
We learnt about dinosaurs
in the museum.



5A曹金千洳

台北，一個令人樂不思蜀的地方。

今年三月，我跟隨學校的交流團到台北交流。交流團的行程十分豐富，內容也很精彩。回想當初，在報名參加交流團時，

我猶豫了很久，幸好最後做了一個沒有令我後悔的決定，要不然便不能參加這樣多姿多彩的體驗之旅了。

整個旅程中令我最深刻的是到鶯歌陶瓷老街遊覽及往陶瓷廠博物館製作陶瓷。這裏精雕細琢的陶瓷多不勝數，看得我們目

不暇給。這些質優價廉的陶瓷吸引了很多遊客慕名而來購買，怪不得這裏能得到「小景德鎮」的

美譽呢！陶瓷廠博物館除了能讓我們學習關於陶瓷的知識，還能讓我製作了人生中第一個陶瓷製

品，真是一舉兩得。

在這五日四夜中，我在仁濟安老院表演後領悟了：成功背後是要付出努力。我們每一晚都練

習表演項目，犧牲了休息的時間，演出的時候才會成功。我也學會了要有一顆感恩的心。我很感

謝老師、校長、家長抽空帶我們到台北交流，也很感激我的父母讓我到異國體驗交流，令我學懂更

多。
雖然台北宜蘭體驗之旅已經結束，但我的「學習之旅」還沒結束，我會再次參加交流團，繼

續增廣見聞，在交流團渡過充實的每一天。

1C 江思瑤家長游香平 

非常有幸參加學校舉辦的台北宜蘭交流團。我和女兒都是第一次到台灣旅遊，這次行程不僅讓我們體驗了台灣當地的風土

人情，而且亦促進了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是人生中一次難忘的經歷。

這次交流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重視。在陶藝博物館裏，孩子

們親手體驗陶藝製作。每個孩子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認真地學習每一個步驟，創作出屬於自

己的作品。當女兒將從台灣寄回來的作品帶給家人欣賞時，收穫的是滿滿的自信與喜悅！

此外，在行程中，當女兒第一次欣賞偶戲時，她就被這種古老的表演深深吸引着，目不轉

晴地觀看。在中國內地，偶戲基本絕跡，意想不到在台灣竟然還能欣賞！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次台灣之行的每一個行程都安排得很周到，寓教於樂，孩子

們增長了見識，學到了知識，陶冶了情操。衷心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的辛勤付出，有你們的呵

護，孩子們的明天將會更加絢爛多彩！

5A劉諾琛

今次的台灣遊學團，真是不枉此行。不但令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也令我大開眼界。
這一次旅程最令我深刻的是製作陶瓷。一開始，我認為自己一定會弄得十分糟糕。我們要做的是一個澆水器。我十分努力

地做，大概做了二十分鐘，澆水器開始成形，雖然跟我想像中的有差別，但看起來還可以的。我
希望寄回來時，仍然能保持原狀，希望可以快點看到自己的製成品。

此外，令我難忘的亦有在偶戲餐館內師傅的表演。他們的表演十分有趣吸引，肯定是花了
很長時間練習，才能那麼精彩，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師傅還教我們如何操作布
偶，還教了一個「翻身再插」的玩法，十分有趣。

我十分感謝學校給我這一次交流的機會，亦十分感謝父母出資讓我參加，讓我學懂如何照
顧自己，使我變得更勇敢，不再像以前那麼愛哭了。希望日後再有機會參加這類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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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名單

台灣之旅

家長心聲

楚思交流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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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何鳳儀主任
*1C 蔣效丞及家長    *1C 江思瑤及家長

*2B 鄭祺耀及家長     6A 林穎婷
6A 羅芷淇    6B 黃祉穎    6B 林詩晴

   6B 林惠珊    6E 朱寧芯    

B組  黃秀麗主任
*3E 馮樂然及家長    *3E 李俊軒及家長

*5C 梁敬謙及家長    5A 曹釬洳
5A 曹浩洳    5A 陳巧藍    5A 賴銘堯

5A 劉諾琛    5A 許煒培

C組  張嘉寶老師
*2C 仲芷瑩及家長    *4B 陳海情及家長

*4D 羅宇軒及家長    4D 岳成瀚
4B 林晉南    4E 仲育瑩
4D 王培澤    5B 黎沚萱

學生心聲

領隊：曾嘉麗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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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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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台北桃園機場，個個精神奕奕！

與永春國小學生交流，體驗地板
滾球的樂趣！

校長與家長們一起進行偶戲體驗。

齊齊動動手，陶瓷DIY！

致送紀念品予永春國小同學。

參觀內湖慈濟環保園，了解台灣人的
環保意識。

真想快快把親手做的
蔥油餅吃進肚子裏！

探訪仁濟安老所，為長者送暖。

原來製作布偶真的很好玩呢！
最後一站︰台北偶戲館。



2015-2016
教師專業交流計劃簡介

潮州考察之旅

一. 計劃名稱： 潮州考察教師專業交流團

二. 計劃目的： 加深教師對內地小學教育的認識和了解，從而擴闊教師對祖國發展的視野，並促進學校的團隊

精神。

三. 活動日期： 12/5/2016-14/5/2016(共3天)

四. 參與對象： 全體教師(共47人)

五. 活動行程： 分別參觀潮陽啟聲國際學校及潮州市實驗學校，與內地教師進行交流，分享教學心得及辦學理

念。此外，亦到了當地的名勝古蹟參觀，了解潮州文化。

在一九九九年，本校透過義務工作發展局安排本校學生及家長一同前
往韶關的希望工程學校進行

探訪，自此開展了學校不同形式的交流團。轉眼間，已有十七年的歷史
了。回想最初，學校也曾組織大

小不一教師交流團，最近一次要算在二零零三年，當年沙士襲港結果只好
取消，延至今年我們再度獲得法

團校董會的批准，全體教師前往潮州進行考察及專業交流，三日兩夜的

行程中參觀了兩所小學及遊覽當地的名勝景點。

此外，學校也參加了教育局的「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在五月

下旬與南沙小學進行了簽約儀式，並初步達成「一三五」共識，「一」

即是一個目標─「同根同源同夢，共建共進共享」，「三」即是三個維

度(學校、教師、學生)的互助，「五」即是五個互助的策略，深信今後

兩校亦會相應展開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了。

校長心聲

馮麗玲副校長
在這個暖和的五月，我校教師一行四十多人，前往潮州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教師專業交流團，參觀了民辦的潮陽啟聲國際學校和官辦的潮州市實驗學校。我們以合作學習其中一個模式(jigsaw reading)，每組對一個範疇進行研習，比較兩地小學的異同，經過討論與反思，在分享會中作匯報，整合成一幅中港兩地教育最新發展圖，是次理想的實踐學習，各人獲益良多。
潮州是個千年古城，古跡處處，發展步伐不及珠三角城市快速，而我們也可放慢步伐，能夠有空間去細看，去回味，去思考。
旅程中，我對潮州市實驗學校的校訓---「讀有益的書，做有用的人」感覺猶為深刻。短短十個字，言簡意賅，包含了終身受用的人生至理。而學校為了實踐校訓，投放了不少人力物力，不但興建了大型圖書館及閱覽室，將閱讀編入語文課程，每周一節語文課到圖書館讀書上課，舉辦大型讀書節，在操場增建美文朗讀舞台，更將閱讀氛圍帶進學生家裡，鼓勵家長創建「書香家庭」，不但進行親子共讀，還要

帶子女去買圖書、買書架、建書房等等，每逢星期六，學校圖書館免費開放給全
校學生及家長使用，家長亦給予熱烈回饋，不斷捐增圖書給學校，因為他們明白
到，孩子學習水平不斷提高，家長也要努力學習跟上。而正確的價值觀、良好的
行為習慣，亦得以逐步建立起來，成為有用的人，而不是社會的負擔。

透過今次交流活動，深切明白到內地對教育投放的資源，何奇巨大!身為教
育工作者，除了守護我們的核心價值，更必須要對內地的教育發展有所認識，互
相交流，參長補短，別做一隻井底之蛙。

教師心聲

楚思交特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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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儀副校長

在這次考察交流團的活動中，透過參觀文物古蹟，增加了我對潮州這個歷史名城的認識。同時，能夠與
四十多位同事結伴考察，更是難得的相處機會。不過，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還是參觀學校的活動。我們分別探訪了公營和私營的學校，進一步了解國內的教
育。這兩所學校的辦學背景不同，亦各具特色，但均重視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
在參觀潮陽啟聲國際學校期間，曾目睹過百個學生在操場上認真地進行書法及繪
畫比賽，場面多麼壯觀，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由學生負責自己搬凳子往返操場和
宿舍。還有，在潮州市實驗學校的小息中，看到學生迅速地自行由操場返回課室，
體現了高度的自律精神。因此，多麼期盼香港的學生也能夠具備自律精神，踏出
自主學習的第一步。

何鳳儀主任

老師們每天埋首繁忙的教學工作中，就連抬頭觀察四周，低頭沉殿反思的時間也變得奢侈。尤幸今年學校利用了教師專業發展日，組織了教師潮州交流團，讓我們全校老師能暫且放下手中的事務，一起去吸收新的體驗，着實不錯！

我們先後參觀了兩間小學，分別是潮陽啟聲國際學校和潮州市實驗學校，
透過參觀學校設施、觀課、座談、訪談、與學生對話等不同環節的交流，令我
們對國內的教育制度及實況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內地學生對學習投入和活潑熱
情的態度更是令人欣賞！

另一方面，同事們在輕鬆的心情下交流之餘順道遊覽一下潮汕的名勝，亦
為我們這個團隊留下美好的回憶！相信在這次交流中的得着，定能對我們的教學
エ作有所啟發的。

李小鳴主任

在這次交流團中，分別參觀了兩所辦學理念鮮明而頗具規模的小學。兩所學校

均是當地的重點學校，無論在環境、校舍設施及資源方面都比一般香港小學優勝，

而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學校對學生自理能力的培訓。內地的小學生除了要懂得

照顧自己外，還要負責清潔課室、走廊、洗手間及搬桌椅等工作，實在是難能可貴

的培訓，這種精神絕對值得香港小朋友學習。

此行可謂大開眼界，且獲益良多；而最難得的是老師可暫時拋下繁重的教學工

作，與幾十位同事一起到內地增廣見聞；行程中老師亦充份發揮了團隊精神及學習

精神，實在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蔡子楠老師
心懷教育，放眼祖國

透過此次與潮州的兩所學校的交流活動，包括參觀校園、觀課和教師交流，增

強了我對祖國教育發展的新認知。雖然內地與香港在教育體制、校園文化及教育方

法都各有千秋，但是「以學生為本，促進學生愉快學習」的教育理念卻是一致的！

這次的潮州交流考察，亦令我發現祖國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也投放了更多的資

源在教育領域。作為一名教師，我應該樹立終身學習的信念，探究適合學生的教學

方法，讓每一個學生都能享受學習，樂於學習。

楚思交特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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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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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穿上了保護裝備，個個英姿颯颯！

小記者出發到達了發電廠

你看!小記者們多麼投入認真。

我們的傑作「出爐」了！

小記者們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我們渡過了充實愉快的一天！

站出來匯報，好緊張呀！

小記者與受訪者在發電廠留影

中電人員替小記者
穿上保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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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與「老友記」大合照

相聚一刻！
送上我們的禮物及祝福！

小記者與「老友記」一同玩遊戲

小記者打扮得維妙維肖！

小記者投入演出

恭喜！恭喜！小記者演出成功。
載歌載舞，落力演出！

使出「安全秘笈」，推廣安全訊息。

曾校長到場為小記者打氣！



蔣東強先生，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發電業務總監。東強哥哥向我們一眾小記者傳授「安全」秘笈：「人、

機、物、法、環、PPE」。究竟這是甚麼來的？「人，指人員；機，指機器；物，指物料；法，指方法；環，

指環境；PPE，指個人防護裝備。」無論任何環境、任何情況，都可以用這套「安全」秘笈，來檢定是否安全。

但是發電的過程，少不免會造成污染問題。東強哥哥表示中電

在處理此問題上，進行了很多策略，亦興建很多設施，令污染減到

最低。首先，在燃料方面:燃料大致上分為三類，媒碳、天

然氣及核能，各有好處和壞處，所以他們實施平衡燃料

策略，遇有燃料供應的問題，會採用另一種燃料補充，

盡量減到最低的污染。在使用煤碳發電時，他們已安裝

一系列減排設備；使用天然氣發電時，他們會利用不同

的科技及措施，在排放氣體前，吸收及收窄污染物，加上有長長的煙囪，及空氣的稀釋，污染大大

減少了；即使採用核能發電，他們的裝置亦提供了很大的保障，除了有厚厚的反應堆儲存

燃料棒外，反應堆的外牆更有九十厘米厚，防止幅射洩漏。另外，「安全供電」是中電向

廣大市民承諾的一項重要任務，發電過程每一環節他們都有緊急應

變計劃。此外，政府亦對中電進行規管及監察。因此，發電時所產

生的污染已減到最低，務求達到生態平衡，共建一個安全社區！

污染VS安全     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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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達人
蔣東強

港人生活繁忙，為了方便，經常會忽略安全的重要性。

你可有反問過自己：你的生活安全嗎？身邊會不會暗藏

危機？怎樣確保你有安全的生活？不用怕，以上的問題已由安

全達人－蔣東強先生一一為我們解答了。

香

「安全」秘笈=武功秘笈

齊來共建安全社區
總而言之，東強哥哥提醒我們無論人身

安全、食物安全、家居安全及環境安全都非

常重要，大家必須將安全信息推廣出去，令

社會大眾都注意安全，那就萬無一失啦！



一踏進無家者協會，我們便看見數位無家者，他

們與常人無異，那麼他們有哪方面需要我們協助？他

們的安全意識又如何？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中心主

任何志文先生一一為我們解答。根據何先生的分析，

原來無家者的安全意識十分低。首先，家居安全及環境安全對他們來說是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無家，公園、隧

道、樓梯底、天橋底，甚至街邊，都可能成為他們的「家」。這些地方不但環境差，衛生亦不好，那麼他們的

家居及環境又怎會安全呢？

再者，人身安全及食物安全對無家者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街道上便是他們的「家」，這是很危險的，

環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威脅。在食物安全方面，何先生表示他們會派乾糧或飯盒給無家者，但是他們未必會即

時進食，有些更會放了很久才進食。就算食物變壞了，他們也不會發覺，這對他們的健康構成很嚴重的問題。

經過一番傾談，我們發現原來無家者的安全意識真是很貧乏，是很需要我們各界對他們伸出緩手。

其實，只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後，無家者的困難根本不是個問題！因為無

家者與普通人無疑。但如何能讓無家者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呢？原來，關鍵在於

政府。何先生表示，相對其他國家而言，香港政府對處理無家者的問題並不積

極。除了處理市民投訴無家者的情緒外，政府根本沒有確切的行動。若政府

能為無家者提供臨時房屋或特快房屋，他們便不會再露宿街頭。由於政府不

重視這個問題，亦不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到這個問題上。因此，政府必須再多

做一點，無家者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無家者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但也許政府對無

家者伸出援手，也許，在某一天，我們就不會在天

橋底看到無家者了！

安全何價

融入社會？無障礙！

突破無障礙

共建一個安全的家
楚思卓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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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一個安全的家
何志文

城市的每個角落裏總有些無家者，他們無家可歸。因為沒

有家，無家者究竟怎樣保障自己及在區的安全呢？就讓我

們小記者去無家者協會探個究竟吧！

在



楚思卓越報
二零一六年七月

編者的話

今期《楚思卓越學生報》除了會如實報導『楚思卓

越小記者』訓練課程花絮外，更會將小記者於本年度

的傑作刊登在內。而本校已是第八年參加「Care小記

者」活動，且今年的主題是「童建安全社區」，希望

同學透過閱讀此刊物後，能關心我們的社區，攜手共

建「安全社區」。

相信平日大家在電視機或報章雜誌都可以找到記者

的足跡，而記者的工作看來都好像十分簡單，但是記

者由採訪到直接向公眾報導究竟要花多少時間？要下

多少功夫?你們又知道多少呢?為了深入了解記者的

工作，一班勇於

接受挑戰的五、

六年級學生便加入

了『楚思卓越小記

者』的行列，現在

就讓我們來

回味一下這

幾個月來他

們的所見所

聞吧！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YCH Law Chan Chor Si Primary School

小記者啟航禮
3/10/2015  我要做個小記者

記者多面睇
10/10/2015及11/10/2015  小記者訓練營
社區考察日
4/12/2015  參觀中電龍鼓灘發電廠22/1/2016  參觀無家者中心

採訪手記
4/12/2015  訪問中電發電業務總監蔣東強先生22/1/2016  訪問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中心主任 何志文先生

小記者結業禮
9/4/2016 大功告成(小記者直播室暨嘉許禮)

(3/10/2015 - 9/4/2016)

楚思卓越報

接過記者證，現在我們便是真正的小記者。

燃點愛與關懷

小記者，動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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