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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小記者啟航禮
30/9/2017  我要做個小記者

記者多面睇
7/10/2017 - 8/10/2017  小記者訓練營

社區考察及採訪手記
17/11/2017  參觀龍鼓灘發電廠及訪問副總監劉志強先生

1/12/2017  參觀及專訪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15/12/2017  訪問「動物輔助治療師及治療犬」

小記者結業禮
14/4/2018  大功告成(小記者直播室暨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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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我們的
30/9/2017 - 1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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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校已是第十年參加「Care小記者」活動，且今年的主題是「童愛綠生命」，希望同學透過閱讀此刊物後，能提升環

保的意識，愛護我們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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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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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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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強
節能環保 從小做起

劉志強先生，現任龍鼓灘及竹篙灣發電廠副總監。大學

畢業後，他便加入了中電，盡心盡力為全港市民提供電力，

亦致力平衡發電所產生出來的污染問題，令我們小記者對發

電及環境保護有更深入的認識。

劉志強  龍鼓灘及竹篙灣發電廠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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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所良心企業—中電，他們有一批團

結、齊心的好員工。劉先生表示他們的員

工除了注重工業安全外，亦非常注重環保元

素。因此，中電在採用燃料、機組改造及教

育源頭三方面都努力著手。首先，在採用燃

料方面，早期中電多採用煤作為發電燃料，

但自1996年開始大幅引入天然氣發電，大大

減低環境污染。同時，更選用大亞灣核電站

提供電力，令碳排放減到最低。而在機組改

造方面，中電歷年大力投資「煙化淨氣」項

目，改良燃煤機組，大幅減低碳排放量，盡

量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此外，更於香港各區

的配電站加入環保元素，如在配電站屋頂種

植樹木及植物，一

來可以美化外觀，

二來亦可改善空氣質素，為市區加入綠色元素，將軍澳的「天空樹林」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至於

在教育源頭方面，中電推出了不同的節能環保教育項目。當中「超人中中」是學前教育項目，而

「綠丘校園」計劃及「綠戰士環保教育網站」則是為小學生而設。這些計劃及項目都是教導學

生節能的重要性、如何智慧用電及一些環保的小貼士。中電希望教懂學生節能環保，再由他

們推廣到社區，可見中電對環保確是不遺餘力。

智慧用電我做到!
總而言之，環保元素最重要，一切要從源頭開始。因此，智能用電應由小朋友
做起，藉此再普及社區。

發電VS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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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遺棄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愛護動物 尊重生命 不殺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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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達到「零遺棄」
現時SAA內有大約三百頭動物，即使動

物們曾被遺棄、殘缺、年老或生病，協會都

承諾會為牠們找一個家和照顧到終老，不殺

不棄！協會為了達到「零遺棄」，實施了一

系列的計劃及措施。首先，協會了解人們棄

養動物很多是因為一些小的問題，如動物隨

處排泄等。協會會提供訓練員教導他們如何

訓練寵物在指定地方排泄，從而減少寵物主

人的困擾，勸喻他們不要棄養。再者，協會

亦會定期到各區為流浪的貓狗進行免費絕育

手術，目的是盡量減少流浪動物的數量，亦

為牠們的健康著想，從而減少被遺棄動物。

另外，SAA更鼓勵人們到他們的協會領養動

物，而且領養程序亦非常嚴謹，務求令領養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簡稱SAA) 是由一群關注動物權益和動物福利的人士於1997年創辦，以 

「愛護動物‧尊重生命‧不殺不棄」為宗旨，並於1998年正式註冊成為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

我們小記者有幸到達協會參觀及作專訪，以下便是我們的所見所聞。

者可以給遺棄動物一個新的家，照顧牠們終老。協會會要求領養人先考慮清楚，如居住的地方可以養動物嗎?有足夠的時間

照顧動物嗎?能否支付動物的醫療費用?是否全部家人都同意等。因此，協會要領養人前來探望動物，從而令動物與領養人

培養感情，亦會安排犬隻訓練員教導領養人如何帶犬隻外出，希望他們能夠適應如何照顧動物，希望達到「零遺棄」。

愛護動物  零遺棄!
總而言之，人人都能支持領養，我們很快便能做到「零遺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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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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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交流團

．資優組台北智遊行

．紐西蘭英語遊學團

．「台中、墾丁」親子之旅

交流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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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廣東首家陶瓷行業博物館，全
館共分陶瓷拾隅、陶的形成、窯的演變、石灣陶業二
十四行、石灣陶藝、陶瓷發展六大部分，陳列手法借
助高科技的聲、光、電設備。

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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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廣州之旅計劃簡介

能夠參加學校舉辦的「同根同心—嶺南交化交流團 」，我感

到很開心。由於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父母參加交流團，所以既緊張

又興奮。

   雖然交流團只有短暫的兩日一夜，但是行程可豐富了，例

如：石灣公仔街、佛山祖廟、佛山民間藝術社、粵劇活動中心、

廣東省博物館等。令我印象最刻的景點是佛山祖廟，那裏有許多

木雕、石雕等富地方色彩的藝術裝飾，使我對嶺南的古建築風格

和特色有了深入的認識，佛山祖廟的戲台更讓我進一步了解粵劇

的歷史及文化特色。

  如此精彩的交流團令我獲益良多，真希望有機會再次參與。

4A 溫政誼

同根同心
嶺南文化交流團
18/12/2017 至 19/12/2017 

計劃名稱： 

計劃目的：

活動日期：

參與對象：

活動行程：

同根同心—嶺南文化交流團

了解嶺南的古建築風格和特色，認識和欣賞當地的傳統藝術(如古字畫、古陶瓷、端硯、潮州

木雕等)，了解其所反映的嶺南文化，並認識粵劇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

18/12/2017 至 19/12/2017 (共2天)  

小四學生及老師(共44人)

參觀粵劇活動中心、廣東省博物館、石灣公仔街、佛山祖廟及佛山民間藝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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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車站—位於台灣新北市平溪區，為臺灣鐵路管理
局平溪線的鐵路車站，是平溪線鐵道的中點，也是全
線最大的車站。

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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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旅計劃簡介

今年我參加了台北「智遊行」活動，與去年的澳門「智遊

行」相比，這次困難多了，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第一，今年要

編排兩天的行程；第二，台灣地方大，要考慮的因素複雜了很

多。因此，在導修課或放學後留校討論行程，已成為了「家常便

飯」。

旅程過後，我感到很滿足，也很感激老師和同學的支持、包

容和關懷。這次活動不但令我獲益良多，亦增強了團隊精神。因

為老師不會協助我們，由商議行程到在當地實行都全靠我們自己

一手策劃。我還在這個活動中學會了聆聽和接受別人的意見。最

後，我希望校方下年也能舉辦同類活動，我一定會再次參加。

5A 田穎曈

10/2/2018 至 13/2/2018 

計劃名稱： 

計劃目的：

活動日期：

參與對象：

活動行程：

資優組學生訓練營—台北智遊行

以體驗形式透過規劃行程提升學生策劃及解難能力，通過小組合作提升學生溝通及協作能

力，並拓闊學生視野，體驗台北的歷史和文化。

10/2/2018 至 13/2/2018 (共4天) 

資優組小四至小六學生

活動分六組進行，除第一天參觀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及遊覽饒河街夜市，第四天參觀故宮博

物館及遊覽台北車站的安排外，第二及第三天的行程全由各組員自行規劃帶領，如參觀淡水

市、臺北市動物園、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和平紀念公園及平溪老街等。

資優組台北智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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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橇滑車—讓人充滿刺激的雪橇滑車，可以體驗失速
在山頂的快感，看起來還好，玩起來真的非常刺激跟
有趣。

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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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之旅計劃簡介

I enjoyed the days in New Zealand. It was full of fun. We lived in Kiwi’s 
homes and went to their school.

New Zealand is a wonderful place and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good. There are long white clouds and green grass everywhere! I like New 
Zealand very much and have learnt a lot there. 

I have learnt more about Kiwi’s lifestyle and I will cherish al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I should be proud of myself that I can speak 
three languages, including Englis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Therefore I 
need to practice more and keep balance on them all. Also, I will speak more 
English a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My favourite activity was the Luge ride at Skyline. It was so exciting 
and amazing. At the beginning, I was so scared that I screamed! Then I told 
myself to calm down and enjoy it. At last, I overcame it. I wanted to have 
more ride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teachers for spending their holidays with 
us. They were very caring. Thanks also to my homestay family and the 
students in Elim Christian School for being so kind to us.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buddies for introducing their school to me. Most importantly, I 
want to thank my parents for supporting me to join such a wonderful and 
meaningful study tour!

By Zhang Jing Yi, Amy (6A)

紐西蘭英語遊學團
24/3/2018 至 4/4/2018 

計劃名稱： 

計劃目的：

活動日期：

參與對象：

活動行程：

紐西蘭英語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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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018 至 4/4/2018 (共11天)  

小五、小六學生及老師(共22人)

探訪學校(Elim Christian Colle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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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蘭博物館、動物園、交通與科技博物館以及兩日一夜之生態團;並於Skyline乘坐纜

車及駕駛滑行車。

13



廣興紙寮—將傳統造紙的流程：抄紙、壓紙、烘紙、
拓印，設計出可結合與遊客觀光及教育推廣，並成立
解說導覽員及產業文物館，使得廣興紙寮保存了傳統
造紙的方法及展示了傳統造紙的原貌，成為當地的文
化觀光景點。

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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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墾丁之旅計劃簡介

這次旅程中，我們到了多不勝數的景點參觀，如飛牛牧場、

廣興紙寮、誠品綠園道、逢甲夜市、駁二藝術特區等，而我印象

最深刻的要算是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在那裡，我們不但可以觀

賞到鯊魚和魔鬼魚外，也可以親手觸摸活生生的水母，我們更可

以拿新鮮的蝦來餵海洋動物，真是一舉三得，令我們非常興奮。

此外，最難忘的是在那裏夜宿，由企鵝陪着我們進入夢鄉，真是

一次難忘的體驗。

此外，在台灣我們亦品嚐了很多美食，如飛牛牧場的牛奶布

丁、夜市裏的「大腸包小腸」、維格餅店的鳳梨酥等，我們更在

餅家裏自製鳳梨酥。在這個旅程中，的確令我獲益良多。

5B 王沛諾

「台中、墾丁」
五日四夜親子之旅
24/3/2018 至 28/3/2018

計劃名稱： 

計劃目的：

活動日期：

參與對象：

活動行程：

「台中、墾丁」五日四夜親子之旅

透過探訪和交流活動，體驗台灣小學的校園和認識台灣的教育制度；透過是次探訪，給予本校學

生及家長實踐義務工作的機會；讓生活在香港大都會的學生，親身體驗牧場及夜宿海生館生活，

親親大自然；讓同學和家長了解台灣九二一地震威力及造成的傷害。

24/3/2018 至 28/3/2018 (共5天)  

小一至小六學生、家長義工及老師(共37人)

參觀飛牛牧場、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廣興紙寮、誠品綠園道、逢甲夜市、墾丁、鵝鑾鼻燈塔、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駁二藝術特區等，並探訪私立聖淵啟仁中心及高雄市左營新光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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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chlcc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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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441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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