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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梁能

		
感謝理事會同仁在會後投票通過禮券押金退回辦法。家長代表
及服務六小時以上志工可享受一名子女禮券押金退費。但是學校還是鼓
勵家長及會員多買禮券，協助學校經費。
I want to thank the Board for approving my proposal to reward room
parent and parent volunteers with full refund of the scrip deposit. It
was proposed, voted and approved after our last board meeting. It was
discussed at NCCS staff meeting and modified to limit the refund for
room parent to one deposit and the refund will be issued after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each year. But NCCS still encourage parents and
members to purchase scripts to benefit school and yourself (3%
reward after every $500 purchase).
三月家長會後，很高興見到許多家長表示服務意願。。註冊期間又發掘到有特別專業能力
的家長，等待最新任務。這些家長年輕，充滿活力。一定能使學校團隊更強壯。
Starting from PTA meeting in March, we have seen many parents sign up for
volunteer hours. Quite a few agree to join our staff team. These parents are young and idealistic,
full of energy. They will definitely give our school a boost of morale.
中國館徵文比賽本校共有十八名學生參加，高級組佔多數。希望明年能有更多中級，初級
組學生餐加。
We have 18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House of China’s essay contest, mostly a
dvanced level students, Next year we hope to see more intermediate and beginner leve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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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學年度校內各項比賽 (寫字、演講、朗誦/朗讀)將公開徵求家長組
成 “比賽籌備會”。 有興趣的家長請與各籌備會之召集人聯繫。
朗誦/ 朗讀比賽：樂梅玲 meiling.yueh@gmail.com
卡拉OK 歌唱比賽：吳正寧wuxxx023@gmail.com
寫字比賽及演講比賽 (説故事比賽)仍需要家長召集人。請有興趣的家長們盡快與教務組聯繫
Contest@NorthCountyChieseSchool.org 以便安排下學年度之行事曆。

Calling ALL PARENTS!! All school wide contests will be conducted by
“Contest Committee”. Below are the Committee chair contact info,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m to help out the contest.
Poetry Recital/Article Reading Contest – Mrs. Meiling Yueh meiling.yueh@gmail.com
Karaoke Singing Contest – Mrs. Christina Wu wuxxx023@gmail.com
The Contest Committee Chairs of Writing and Speech/Story Telling Contests are still open.
If you are interested or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it, please email
Contest@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第二次家長會報告|The Second Semester PTA meeting

Ming

Huge thanks to all who came out to our 2nd semester PTA meeting! We
had a full house! Below are the few highlights from meeting.
Congratulations to our Chinese New Year Carnival Contest Winners:

				Pre-sales Winners
				1st Place - 學分一忠
				2nd Place - 十一甲
				
3rd Place - 五甲
				Booth Decoration Winners
				1st Place - 四甲
							2nd Place - AP學分
							2nd Place - 學分一忠
			
				
3rd Place - 一丙
			
				
Net Profit Winners
							1st Place - 五甲 ($708.35)
							
2nd Place - CSL E2 ($416)
							
3rd Place - 一丙 ($380.84)

Our gross income from Chinese New Year Carnival was $13,283.00. After expense reimbursement
and profit sharing to all classes, the net income from the Chinese New Year Carnival came out to
be $4,184.00.
A resolution was passed during the meeting to return 30% of each class’s expenses from the Chinese New Year Carnival instead of a full refund. The practice of offering profit sharing to the classes from the carnival proceeds was also eliminated.
Cash Donations to Help Our School Soar
With the $3139 that was raised from parents’ donations, we were able to fund our school for six (6)
overhead projectors and paid for various student awards for this school year. THANK YOU for all
those that made the donation!
Cancer Donation Drive
Ian Han, our SDCCA president and I delivered the $2761 that was raised through the donation
from parents in cash to our school’s family member who is struggling with cancer on 3/7/2015. On
behalf of the receiving member,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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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5/9/2015 Room Parent’s Appreciation (room 412)
5/16/2015 Year-End Graduation Ceremony (Poway Performance Art Center)
5/16/2015 Teacher’s Appreciation Dinner (SDCCA Cultural Center)

PTA would like recognized the contributions of Kao Yu-Hung
who is “graduating” from PTA this year after many years of
service. Yu-Hung, you will be missed!
The PTA team is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 and wishes to
thank everyone who made this year so successful!

2014~2015聖地牙哥中華文化聯誼會理事會會議記錄
SDCCA Board Meeting
第六次會議 6th

Board Meeting

時間: 02/28/2015 (星期六) 6:00PM
地點: 北郡文教中心 SDCCA Learning Center
參會者ATTENDEES: 主席Chair：韓貽揚Ian Han
陳淑芬Irene Clepper，譚淑勤Doreen Hom, 徐鈺玲Anita Hsu, 黃玲玲Ling-ling Huang，金
弘毅 Abe Chin，李政來 Michael Lee, 梁能Claudia Ma, 李怡萱Julie Li（記錄）

議程 MEETING RECORD: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報告事項REPORTS:
韓貽揚會長:

1. 與校長梁能, 副校長黃玲玲, 接任公關譚淑勤拜會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校
長Mr. Kirpalani, 副校長Mrs. Brianne Froumis,及其工作人員，協商明年運作計畫。Met
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Principal and staff for next school year operation
plan. (Claudia, Ling-Ling, Doreen)
2. 參加餐會歡送駐洛杉機辦事處橙僑中心前任高家富主任，歡迎新任楊海華主任。
Attended banquets for the farewell of outgoing TECO-Orange County Director Gao,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new Director Young.
理事會財務陳淑芬：

財務報告至二月二十八日，支出第二期產物稅(非營利機構免稅資格申請中,今年可能無法
即時取得). 目前財務顯示經費不足, 支出與往年相似,但收入減少,希望能爭取更多得捐
款及廣告。Statement updates to 2/28, 2nd payment of property tax, OCD file for
non-profit property tax exception. Due to the backlogs at state
government, it is not likely to get it this year. SDCCA is currently in deficit:
expenses are similar as before, but the income decreased, due to the short on donations and decreases in ad income this year. Need to solicit more ad and
donations.
梁能校長:

1. 十五位老師參加春季研討會。 15 teachers attended conference for Southern
California Council of Chinese School to advance their teaching skills.
2. 兩位老師申請僑委會優良老師獎. Two teachers applied for TECO excellent teacher
award.
3. 學校極缺行政人員，過去兩年取消家長執勤可能造成校方與家長失聯。需找出加強家長參
與學校運作的可行方式。We are in serious need for staff members. It is likely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parent yard duty leads to the lost of connections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The result impacts daily operation and speci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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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mendously. We need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get parents involved in school
operation.
黃玲玲副校長：

1. 確認三月家長會報告程序procedure for next week PTA meeting, PTA, School,
Center-Summer program. 家長會上下午都會舉行。由於家長都會參會, 將無家長支援看顧學
生, 開會時學生留在教室。PTA will be held for both morning and afternoon sessions.
No babysitting in MPR due to all parents attending the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s, all students will remain in the classroom during meeting.
2. 朗誦比賽於三月六日舉行，希望家長踴躍幫忙。Contests: 3/6/15, parents helpers
needed.
家長會會長馮天明:

園遊會總收入$13,283 ，支出約~$8,800，淨收入約~$3,400。PTA carnival current
results： $13,283 gross, but expense ~$8,800, net maybe ~$3,400
理事徐鈺玲：

捐贈者意願是幫北郡增購校舍，我方將先取得非營利機構免稅資格後再與捐贈者會談。
Donors specifically aim for property extension. We will need to evaluate the
opportunity, and get back to them after obtaining the property tax exemption
status.

三、討論事項AGENDA:
1.提選明年度理事人選: Next year’s board members --- 2-year term.
1) 確認留任理事及離職理事。 The departing members and staying member list:
•留任理事 Staying board members: 韓貽揚 Ian Han (會長President), 李政來 Michael
Lee (副會長VP), 梁能 Claudia Ma (校長NCCS Principal), 馮天明 Ming Zublin (家長會
會長PTA President), 譚淑勤 Doreen Hom (理事Director), 金弘毅 Abe Chin (理事Director), 徐鈺玲 Anita Hsu (理事Director), 姚健 Bandy Yiu (理事Director)
•離職理事 Departing Members: 李怡萱 Julie Li (Secretary), 陳淑芬Irene Clepper
(Treasurer), 周愛蓮 Ailien Nelson (Director).
•譚淑勤接財務 Doreen Hom is nominated to be the Treasurer, and 金弘毅 接秘書 Abe
Chin is nominated to be the Secretary.
2) 下年度需遴選三位新理事。Will need 3 new board members for next year.
3) 討論交接程序確保順暢交接。建立Google Drive 檔案，請各理事及 Google Drive folders will be established for document depositions. Propose to establish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smooth transition.
2. 增加學費及與家長溝通之方式，School tuition increase and how to communicate. (
學區租金增長百分之五十計，based on 50% rental increase). 每位學生將增加三十元。
$30 increase per student.

3.註冊單購書單的改版及印刷。Registration form and Book Order form. 簡化退費政策：
開學前可退學費，開學後根據週數決定（註冊組將擬細節）Simplify the refund policy
(only tuition is refundable): before school starts, tuition can be fully refunded; after school starts, pro-rated tuition will be refunded (please check with
registration details).
4.校舍搜選小組. Facility Searching Sub-community establishment:
成員Members: Ian, Doreen, Anita, Michael, Claudia.
目標Goal: 搜尋Poway學區之外的校舍，希望找到永久校舍。下次理事會議提交可能的校址列
表。Looking for alternative facility outside PUSD, aiming for permanent location.
1st meeting: potential facility list before next board meeting.
5.明年校舍於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NCCS學校幹部與BMMS校長, 副校長, 及校工
之初次會談(1/25/15)非常友善, BMMS 會提供儲藏空間, 及未來園遊會停車位等等。NCCS
will be at 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for next year – NCCS met BMMS Principal
Kirpalani for introduction on 1/25/15. BMMS showed strong support: provide storage space, permission for carnival black top parking, etc.
6. 增置中心產業的捐助者討論後續: 除置產外, 捐助者可否願意支持建立基金會幫助學校運
作。We will need to come to the consent for the donation usage and SDCCA mission
and goal. Can we probe the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a SDCCA foundation?
7. 年刊年刊截稿,印刷,及分發的時間及招廣告事宜: 學生題詞於3/20 前交件(＄50/四分之
一頁); 所有學校, 理事會,家長會稿件於3/27 前提交; 編輯於4/3 前完成; 印刷於4/15 完
成; 年刊於5/2 分發。Yearbook preparation, schedule, and advertisement： Student
dedications for $50 quarter page due on 3/20; All the submission will be complete
by 3/27; Editing will be done by 4/3; Printing will be completed by 4/15; Distribution for yearbooks 5/2.
8. 家長執勤可幫招取新家長參與學校活動？需後續討論。Will resuming “Parent Yard
Duty” help the recruitment? Need further discussion.

四、臨時動議 OTHER MOTIONS:
是否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Victory over Japan Day 的慶祝活動？ 投票否決。Will take
part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V-J Day”？
Voted “No”.
是否購買園遊會所需的罩棚： 金弘毅及陳淑芬各捐一頂。Carnival canopy purchase: Abe
and Irene will donate one each.
儲藏室整理：四月四日九點。出清老舊教材。Storage clean up: April 4th 9:00 am.

五、下次會議時間地點 NEXT MEETING:
未定。 TBD

北郡文教中心
SDCCA Learning Center

2015 Summer Program
for K - 12
www.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9888 Carroll Centre Road, #122
San Diego, CA 9212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me: Learning Chinese from Stories
從故事學中文
Session
Session I
Session II




Date & Time
6/15 ~ 7/2, Mon ~ Fri
9 am - 12 noon

7/6 ~ 7/24, Mon ~ Fri
9 am - 12 noon

Group A: Age 5 – 7
Group B: Age 8~10

Lesson Content
Self Expression: date, time, self- introduction,
telephone manner, title, singing, craft, poetry recital,
everyday conversation …
Personal Outreach: ask for directions, shopping,
vacation, weather, unit of measurement, singing,
craft, poetry recital, everyday conversation …

Open House
7/2 Thursday
11 am-12noon
7/24 Friday
11 am-12noon

Cultural activities: Chinese related craft, calligraphy, puppet show, Chinese poem, song & dance.
Please email office@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with any question.

++++++++++++++++++++++++++++++++++++++++++++++++++++++++++++++++++++++++++++++++++++

Computer Camp for 3rd – 7th graders
•
•
•

•

The curriculum includes flow charts, game design and programming using Course 4 from
Code.org and Scratch.
The projects will vary every week.
Camp dates: Morning or afternoon sessions
Jun. 15 – Jun. 19 (5 days)
Jun. 22 – Jun. 26 (5 days)
Jun. 29 – Jul. 2 (4 days)
Please email: info@codewizzrd.com for details

++++++++++++++++++++++++++++++++++++++++++++++++++++++++++++++++++++++++++++++++++++

Math Tutoring,
SAT Test Prep,
College Planning
Various programs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Please email: eric@exclusivetutoringsd.com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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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捐款

Amgen Foundation							 $100
Cenzone Tech Inc. 吳榮富先生			 $5,000
Mr. Sherwin Wang 汪慎叔先生			 $200
Mrs. Tina Lorimer 張復華女士			 $100
Mr. Jack Meng 孟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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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捐款$100元

學生園地

蕭滿珍老師
我的嗜好 | 楊曼麗

你的嗜好是什麼呢？你喜歡讀書還是喜歡打球？對我來說，踢足球、跑步、玩電動，或者跟我弟
弟玩遊戲都非常有趣，但是我有空的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是畫畫、寫作、讀書，和看好笑的視頻。
我享受畫畫和寫作的原因，是因爲整個過程都很有意思。當我開始準備畫畫和寫作的時候，我需
要利用我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新的概念，等我決定用某個概念著手於創作時，畫畫與寫作便提供給我一
個情感宣泄的機會和空間。最後作品完成的時候，我就像農人收成時一樣開心！
其實我的兩個興趣-寫作和讀書是密不可分的。因爲閱讀別人的作品會激發我的靈感。例如哈利
波特(Harry Potter)這本書，讓我對魔術產生興趣，也幫助我認識友誼的重要性。此外，主角之一的妙
麗•格蘭傑讓我更確信女生也可以當有智慧的領導者。而“Percy Jackson”的故事， 讓我對希臘的古
代文化和衆神有更深的瞭解。
除此之外，我也非常喜歡看詼諧的視評。因爲大笑可以幫助我舒壓、忘記煩惱！也因爲這些好笑
的視頻，我總是有很多新的笑話可以告訴我的朋友們，讓他們也能開懷大笑。
畫畫和寫作幫助我更有想像力；讀書使我成爲更好的作家，也幫助我的課業進步；視頻讓我沒有
壓力。我的嗜好讓我變成一個很開心的人，你呢？你的嗜好也讓你開心嗎？
												
我的嗜好 | 楊碩

有的人喜歡動態的嗜好，有的人則喜歡靜態的嗜好。而我喜歡的嗜好，有動態的也有靜態的。
例如打電動、射箭是屬於我動態的嗜好，而我也享受靜態式的樂高和畫畫等興趣。
每當我去射箭時，想起這是從遠古時代就有的運動和武器，我總是興奮不已，但卻也需要練習專
注才能射中靶心。不過我最喜歡射箭的原因，是因爲我和姐姐、爸爸去射箭的時候，我們總是能天南地
北的聊天。
我喜歡樂高，因爲樂高會促使我動腦和發揮我的想像力。除了按照說明書組裝成套的作品外，我
也喜歡把它們拆開，重新組裝成車子、槍、房子、甚至馬桶等各種不同的東西。我喜歡樂高無限的可能
性！
畫畫和樂高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爲他們都可以讓我發揮我的想像力，也讓我的心情平靜。當閒來
無事的時候，我喜歡畫人，因爲人有不同的動作和情感，與靜物不同。我上小學的時候，美術老師曾經
把我的作品掛在教師辦公室的牆上，這更鼓勵我不斷地創作。
很多人以爲打電動是很沒有建設性的活動，我卻認爲打電動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市面上有各式
各樣的電動，有大人玩的，也有小孩玩的。可是不管哪一種都可以訓練手眼協調，並幫助我繼續和住在
佛羅里達的老朋友們保持聯絡。
我的嗜好可以幫助我做完功課以後放鬆我自己，也可以幫助我和我的家人、朋友們聯絡感情。我
覺得我的嗜好讓我成爲一個快樂的人，你也有好玩的嗜好讓你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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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嗜好 | 謝佩廷

我有很多嗜好，包括游泳，吹黑管和烘培。另外，我也喜歡閱讀，滑冰和彈鋼琴。
彈鋼琴是最喜歡的嗜好之一。我學彈鋼琴學了八年了，學習了這麼久之後，彈鋼琴成為我的日常
活動，也漸漸成為一個我願意努力學更難技巧的目標。雖然練習會佔用很多時間，但是彈鋼琴它給我異
想不到的好處，例如交新朋友，參加各種不同的比賽，及不斷學習新的東西。同時，也是極大的自我挑
戰，透過許多的表演及比賽，證明自己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另外一個嗜好是滑冰。我喜歡滑冰，因為可以用這種有趣的方式來運動，不管一個人，也可以和
很多朋友一起運動玩樂。每次我去滑冰，我會練習和改進自己的技能。如果沒有去學滑冰，我大部分時
間也都浪費掉了，就什麼都沒有學到。滑冰可以幫助我與其他人交流互動。更是一個有趣好玩的活動。
對我來說，每次我去上課，我都感覺到很開心。是一種可以釋放壓力的運動嗜好。
最後，我最喜歡的嗜好就是看書。我喜歡讀書，因為我可以從書中閱讀到許多書中主角的冒險和
神秘故事。每當我有空閒時間，我都會想讀書。我也總是隨手有一本書可讀。我最喜歡的系列是哈利•
波特。每次我重讀它，我總會有新的發現。閲讀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可以學習新的詞彙，可以學
到新的寫作技巧。它使我喜歡上寫作，提高了我的寫作能力，我總是渴望讀更多的書。
事實上，嗜好有分好跟不好。我的好的嗜好中排名前三名的是：滑冰，彈鋼琴及閱讀。彈琴讓我
更有自信丶滑冰讓我釋放壓力丶閱讀書籍讓我成長進步。 但是，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嗜好。其中包括有不
善用時間，不整潔，及愛看電視。這些不良的嗜好加以改進後就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人。總之，我想持
續改善那些不良的嗜好，並且善用良好的嗜好。

我的嗜好 | 吳浩寧

我的嗜好是園藝。我喜歡在我們家後院種東西，當我看到果樹開花結果的時候， 覺得很有成就
感。而且可以常常到外面活動一下。每天放學後，我會去檢查我的花園，一邊澆水，一邊看每一棵植
物。這已經成了是我的習慣。今年我種了番茄，青蔥，甜豆和火龍果。我的火龍果已經長了快一年了。
希望它們能快快結果。我家後院有一大排青菜。春天的時候，我開始種種子。秋天裡樹葉脫落時，我必
須每天清理樹葉。在雨季來過之後，我還得常常拔雜草。
我有這樣的嗜好是因為爸爸媽媽喜歡吃新鮮的有機蔬果。我也喜歡送人一束美麗的鮮花當禮物。
除了提供家庭新鮮的蔬菜和水果，看著果樹一天天長大，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尤其是當別人讚賞我的
果園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完成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看到自己親手種的樹結出果實來，帶給我很大的樂
趣。園藝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它能讓我變得強壯和健康。
嗜好幫助我們發現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的能力。我的嗜好影響了我的個性和耐心，也讓我增加
對身邊的所有人事的洞察力。走在果園裏，我覺得身心放鬆。研究園藝也讓我每一天都學到新的東西。
嗜好幫助我們逃離日常生活的忙碌和緊張，也帶給我們快樂和信心。當然，我不會因為嗜好而分散我對
學校功課的注意力。我只會在空閒的時候研究我的嗜好-園藝。

我的嗜好 | 薛百晴

我有很多嗜好，但是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看書和聽音樂。我喜歡讀各種各樣的書。 Hunger Games，
Harry Potter， 和 Divergent都是我最喜歡看的書。每個聖誕節我都會希望得到新書以及去看這些書所
翻拍的電影。我最愛看 Harry Potter的電影; 全部八集我看了至少三四次。看過電影以後，我就會更懂

故事的內容，也會聯想到電影是怎麼拍的。聽音樂是我另外一個嗜好。雖然我沒有很多CD，可是我可以
常常聽音樂電台最流行的歌，又不用花錢，非常方便。
我從小，爸爸，媽媽和朋友最常送我的禮物就是各種各樣的故事書。我每天晚上睡覺前，爸爸媽
媽會讀一本床邊故事給我聽，養成我睡前看書的習慣。而聽音樂的嗜好是有一年的聖誕節我收到了一
個放在床頭櫃上的CD唱機。每天晚上我就會聽音樂聽到睡著。 我喜歡聽音樂的嗜好就是從那一年開始
的。
平常我一整天去學校上課，考試，下課後還要再去練兩個鐘頭的功夫，回家之後還要做功課，彈
鋼琴。做完功課，已經很晚了，而且非常疲倦，但是在我洗完澡後，我還是想花一點點時間看看自己喜
歡的書，聽聽自己喜歡的歌，再上床睡覺。我之所以愛看書，以及聽音樂，是因為讀小說不需要用頭腦
想太多，能夠輕鬆地學到新的單字，也能增加想像力。聽音樂也可以放鬆心情。聽到熟悉的歌曲我還可
以跟著一起唱。所以，每次看過書，聽過音樂，我都會覺得心情輕鬆、愉快。這兩個嗜好讓我忙裡偷
閒，生活變得有趣多了。

我的嗜好 | 鄭宇均

一個健康的生活是每個人想要的。而良好的習慣以及嗜好，就是健康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個人的
習慣和嗜好不同，重要的是你要能讓它變成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習慣對我來說是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好，而不是等到最後一分鐘才做。我學習的習慣是上課要專
心，放學回家要先把功課寫好，並且復習。養成利用時間，也是我要學習的目標。
我的運動嗜好有幾個：我喜歡打排球是因為它可以教我腦，手腳並用，而且還教我如何和球員相
處和團隊的精神。游泳可以增加我的耐力和肺活量。另外一個嗜好是玩滑板，我喜歡滑滑板的感覺，站
在滑板上，腳一推，向前看，吹著風，讓我忘記一天所有發生的事，只感覺到滑著滑板，順利和輕鬆的
感覺。這些運動嗜好，除了幫助我保持身體健康以外，還幫助我消除在學習方面的壓力。
每天除了運動以外，我會留下一點自己的時間。讀課外書，讓我不去想一天發生的事，讓我的腦
子跟著書裡的人物走進故事中。這些習慣和嗜好成爲我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們平衡了我的生活，幫
助了我的成長。

我的嗜好 | 于慶恩

我有很多嗜好，其中的一個嗜好是打籃球。我喜歡打籃球。我參加過很多籃球訓練營。我不是很
厲害，可是我喜歡打。爲什麽我喜歡打籃球有很多原因；一個原因是我可以跟我的爸爸一起打籃球。我
覺得跟爸爸打籃球很好玩。我也喜歡動來動去，所以打籃球會幫助我花掉我的力氣。另一個原因是我對
籃球很有興趣。我覺得籃球很有趣。
我也喜歡打鼓。我打鼓打了快三年了。我覺得打鼓很好玩。我跟一個很厲害的鼓手學。他教我怎
麽打可以更快，而且怎麽打可以更好聽。很多時候，我會對他要我練習的東西沒興趣，可是我會練習，
因爲我要變得更厲害。我覺得打鼓會讓我對音樂有特別的感情，而且很過癮。有時候我的爸爸會彈吉
他，然後我打鼓。我們一起做音樂的時候我覺得超快樂的。
我最喜歡的嗜好是玩電動。如果一有時間，而且我又可以玩的時候，我會立刻去玩。我從小就開
始玩。我覺得我電動玩得還可以，不差，可是也沒有特別好。但是我還是很喜歡打電動。我的爸爸媽媽
和姐姐都會玩電動。我的全家也會一起玩電動。我很喜歡全家一起玩電動。在玩電動的時候我最高興。
我覺得電動超級好玩，也是一個好消遣。

我的嗜好 | 姚棹英

有人說嗜好會確定你的性格。我自己有幾個嗜好。這些嗜好是Photoshop， 聽音樂及睡覺。首先，
我喜歡在空餘時間用Photoshop做平面設計。六年級開始我在學校上平面設計課。從那時候起我在電腦上畫
畫。我從學基本到高階。我覺得學到很多也非常有趣。在家及在學校你都會看到我在電腦用Photoshop。這
門課的有些作業很簡單，像做一個填色圖，可是也有一些很難的，像做個Polygonal Portrait。Photoshop
不但可以做好看的雜誌封面或一個真正的電影海報，而且還可以做動畫。今年我還設計了一個徽標、名片
和幾個畫動。
另外就是聽音樂。我在做功課的時候或者空餘時間，我都會喜歡聽音樂。我幾個最喜歡的歌手有
Coldplay跟Jess Glynne。做功課的時候我會聽Coldplay的安靜音樂。音樂可以幫我減壓。
最後，很多年輕人會喜歡這個嗜好，那就是睡覺。我天天從早到晚都在做功課。我會整天想: 「今
天有什麼功課呢? 今天在班上有什麼考試呢? 今天在班上會做什麼呢?」。有時候，我會在班上打瞌睡。所
以沒有功課做的時候，我喜歡睡一兩鐘頭覺。這樣會幫我在上課時集中精神，也會讓我覺得高興一點兒。
我喜歡睡覺後的安靜和放鬆的感覺。Photoshop，聽音樂及睡覺，是我一樣都不能缺的嗜好。
我的嗜好 | 杜貝妮

我的嗜好是運動打網球，畫圖和彈吉他。雖然現在比較少每天運動，我還是喜歡每天早上一起來就
很快地去運動。我每個星期打網球三次，因為現在在我的學校是網球的季節，所以就比較少有空閒時間。
但是我還是會利用時間畫圖或是彈吉他。
有這樣的嗜好是因為我從小就開始有這些嗜好了。我喜歡運動是因為我希望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每
一次運動完的時候，我就覺得比較舒服。我打網球也是這個原因。我從很小就開始打網球。雖然我一開始
打的時候很恨網球，那是因為我打得很爛。現在打得比較好了，就覺得打網球還蠻好玩的。我上小學的時
候，一直覺得上畫圖課很好玩。所以我的媽媽就幫我報名畫圖課。我在那個畫圖課裡學了很多。雖然我現
在沒有上了，因為畫圖課和網球課是同一個時間，不過我沒事做的時候，我還是會畫畫圖。另外，我已經
彈吉他彈了很多年了。想彈吉他是因為從小就一直看我的爸爸在聚會時彈吉他。他彈得很棒，而且常常聽
爸爸講他在大學彈吉他的故事，所以我才會想學。
這些嗜好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經常運動和打網球讓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畫圖讓我在無聊的時候
有事情做。每一天在學校上吉他的課時候，我就想著可以跟爸爸和哥哥一起彈吉他的快樂情景，讓我越學
越開心。
我的嗜好 | 莊志江

我有很多嗜好， 但是我最喜歡的三個嗜好是打網球，讀書和玩電動。打網球大概是排名第一我最
喜歡的嗜好了。我每個星期打網球，星期二、星期四跟星期五都會去打球。最近我更是一放學就會去打網
球。只要我有時間就會跟我朋友打網球。尤其打網球的地方離我的學校很近。打網球不但很好玩而且也可
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打。因為我常常運動打網球所以我很健康。
我第二個最喜歡的嗜好是讀書。我每天我都會讀書。我會在學校，圖書館或者家裡讀書。我每天晚
上睡覺之前都會讀一點。除了書以外我也喜歡讀新聞和漫畫。我最喜歡的一種書是行動書。行動書的故事
都很精彩。我覺得讀書是一樣很有用的嗜好。讀書不但教我很多新的詞彙，並且可以幫我學另一種語言。
除了打網球跟讀書以外，我第三個最喜歡的嗜好就是玩電動。我會玩很多種電動遊戲。我會上網跟
我的朋友玩”League of Legends”；我也會跟我家的人在電視上玩Xbox， Wii，或是PlayStation。有時
候跟我妹妹在她的3DS玩Kirby或者是Mario。能用不同的電動遊戲和我的朋友，我的爸爸媽媽和我的妹妹
玩，真是太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