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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校內春節慶祝活動 

     2021 年第二學期開學通知     

第二學期將於4月24日開課。祝大家有個平安愉快的假期！ 

https://apa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wschineseschool.org.au%2F&data=04%7C01%7C%7C9048fdaa53e14a28f4aa08d8d78ed259%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749635570561725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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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 12 月間，我們學校的章美珍

同學參與了大雪梨地區西南區社區語

言學校聯合會所舉辦的學生繪畫比

賽，很榮幸地得到了高年級組第一

名。比賽的主題是「季節」，評審們

都一致肯定章美珍同學的作品。這是

她第二次參賽，並且再次獲得殊榮。 

     2020年社區語言學校繪畫比賽    

     幼兒班新老師-董惠珊老師    

很歡迎董老師加入我們學校服務，以下是我們跟她所做的訪談： 

  董老師教了多少年的中文？ 

在澳洲教中文已經兩年了，今年邁入第

三年。 

  除了中文，董老師還懂得那些語言，

包括您的母語？ 

我會講的語言有中文(普通話)、台灣話

(閩南話)和英文。  

  董老師有什麼愛好？ 

我的愛好有到戶外走動，例如帶著孩子一起去公園散步和遊玩，還有另一個愛

好是在家裡做瑜珈，我很享受瑜珈所帶來的放鬆身心和增加身體的柔軟度。 

  董老師最喜歡的食物什麼?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火鍋類的食品，火鍋中可以吃到好多不一樣的食材，尤其是

紅紅火火的麻辣湯底。在冬天裡，跟著家人或朋友們圍在火鍋旁一起享受美食

和聊天，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當疫情結束的後，董老師想去哪裡旅行？ 

當疫情結束後，我最想回台灣跟我的家人聚會，我已經三年沒有回台灣與家人

見面了，我不僅想念台灣的家人朋友，我還很想念台灣所帶給我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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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獅的源流  黎曉彤  

在華人社會的農曆新年期間，令人熟悉的熱鬧聲音不外是來自於伴隨舞獅

所敲打的中國堂鼓和銅鑼。舞獅通常在春節期間和其他重要活動中表演，例

如開業活動等，以期帶來好運並趕走惡魔。  

關於舞獅的起源有很多爭論。不過，大抵可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紀初，和一個

叫「年」獸的傳說有關聯。當時的人們認為冬天的食物稀少，「年」這個怪

獸便從藏身處出來覓食。它會去村莊吃農作物，有時還會吃村民。後來村民

們發覺「年」怕紅色，於是便穿上紅色的長袍，在門窗上掛著紅燈籠。有一

天晚上，兩個村民決定打扮成一頭獅子，而其他的村民則敲擊鍋碗瓢盆，大

聲喧閙地嚇走「年」。這個傳說和習俗一直流傳到今天。  

南方風格 

南方舞獅起源於廣東，在香港和海外華

僑的故鄉如廣東、潮汕和閩南地區很流

行。基本上，它模仿獅子的行為，比如身

體靈活地晃動，並且加上一些特技表演，

例如獅子玩球、踏樁以及採青。 

北方風格 

北方舞獅與功夫有密切的關係，尤其在

武術劇院中更為常見。他們的舞蹈涉及更

多的雜技，例如滾動、摔角與跳躍。這反

映在他們較為簡易的服裝和佩飾上，以便

表現更多的動作。北方獅通常有蓬鬆的橙

色和黃色的鬃毛，而頭部帶有紅色蝴蝶結

的代表是一頭雄獅，而綠色的則是雌獅。  

迄今，舞獅仍然是我們華人重要的傳統活動。也希望來自於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士，能與我們共享這個充滿了節慶歡樂喜氣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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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新冠病毒疫情發生以來，許多國際

邊界已經關閉，國際旅遊業也受到嚴重的

影響。雖然沒辦法去海外旅遊，不過澳洲

國內，甚至自己的州內，仍然有很多值得

觀光的地方。因而，在悶在家裡幾個月之

後，我和好朋友們決定在 2020 年 11 月間的

一個週末去科修斯科山(Mount Kosciuszko) 

旅行。科修斯科山是澳洲最高的山峰，海

拔 2228 公尺，離雪梨約 5 小時的車程。   

  我們在該週六早上離開雪梨，然後在抵達當地小鎮時買了一些食物，才前去預訂

的營地。到達 Island Bend 營地後，我們就

搭帳篷，並且點燃篝火和準備晚餐。我們

在卡式爐上煮一鍋有毛豆與馬鈴薯的泡

麵，同時在地爐上烤雞肉香腸。在滿足了

肚子之後，我們便在篝火旁和滿天繁星的

夜空下，盡情地享受涼爽的夜晚。 

  次日早上就開車到 Charlotte Pass，也就

是上科修斯科山頂的 9 公里步道起點。其

實，在該起點縱觀四面的風景，已然令人

嘆為觀止。當時部分山脈依舊被冬天的殘

雪覆蓋著，還有沿著山坡的一些小花朵也開始綻放。通往山頂的緩坡土路依著山腰

蜿蜒而上，大約兩個半小時才走到山頂。  

  從科修斯科山頂眺望四周的風景，就像

在圖畫裡一樣，尤其是那湛藍的天空真是

美極了。當我們來到了山頂的時候，已經

有一些逰客在該處象徵科修斯科山頂峰的

石頭紀念碑前拍照。站在澳洲大陸最高的

地方是一個令人無比驚嘆的經驗。我推薦

大家在下個假期去觀光科修斯科山，體驗

它所呈現的美麗景色。  

 在澳洲國內旅行：科修斯科山之行  鍾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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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皮料  

• 茨粉 125 克 

• 粘米粉 125 克 

• 糯米粉 25 克 

• 糖 100 克 

• 椰漿 300 毫升 

• 水 200 毫升 

• 香蘭香料少許 

 

做法: 

1. 將 A 料混合備用。 

2. 將 B 料混合，放入攪拌機中打成糊狀備用。 

3. 準備蒸籠，把水燒開，然後將一碗份量的 A 料放入蒸盤上蒸；一凝

固，就把一碗份量的 B 料倒上去蒸；一凝固，再把一碗份量的 A 料

倒入。繼續重複 A, B, A, B…的步驟，直到粉漿用罄，全部蒸熟便即

完成。食用時，可將成品切割成均勻的方塊。 

 食譜：千層糕  黎曉彤 

B: 餡料 

• 綠豆 100 克（浸泡 6 小時，然後蒸熟備用） 

• 茨粉 50 克 

• 粘米粉 30 克 

• 糖 100 克 

• 椰漿 400 毫升 

• 香草香精少許 

第 77 期趣味活動答案 

詞語連連看- 

1)日記 2) 麵粉  3)羡慕  4)書法  5)最後  6)成果  7)團圓  8)牛排  9)奶油  10)積木  11)烤

箱  12)到處 

填充- 

1)看  2)聞  3)吃  4)聽  5)學  6)做  7)把  8)才  9)先  10)再  11)一邊  12)一邊  13)如果  14)

的話  15)特別是  16)差一點  17)月餅  18)正要  19)種  20)輛  21)架  22)對  23)有興趣 

尋字- 好 

找句- 夜半鐘聲到客船 

閲讀挑戰- 

1)火車站長  2)火車老是遲到  3)至少 25 年  4)以上皆是  5)請站長抽雪茄  6)火車又誤點了  

7)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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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活著》的福貴是個幸運還是不幸運的人?  

幸運      

  「活著」的意義就是可以在世上從

事自己所愛的活動。我認為福貴是個

幸運的人，因為在他生活最困難的時

候不但得以存活，還得到了很多難忘

的經歷。 

  福貴因為早年好賭而破財，但是後

來卻有機會可以跟家人好好地活著。

他雖然失去了財產，可是也因此不是

地主而沒有被依法處決。可惜他的女

兒由於生產時失血過多而死，不過他

也很幸運地有了個孫兒。  

  大家多以為福貴因破財而不幸運，

我卻不以為然。我之所以認為他很幸

運，是因為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

且改過，進而學習怎麽欣賞生活和愛

惜家人。 

  所以，福貴雖然備嘗艱苦，但他所

得到的生活經驗並不少於他所失去的

所有，同時還學會了怎麽好好地跟家

人活著。 

-李燕貞     

 

 

      

不幸運 

  我認為福貴是一

位不太幸運的人

物。雖然他曾經很

多次能夠有幸地躲

過死亡，但是卻也

經歷了很大的損

失。因為沉迷於賭

博的問題，他的妻

子和女兒很早就離開了他。而且，他

也被逼加入軍隊演皮影戲。 

  後來，福貴離開了軍隊，平安地回

到了家鄉與家人團聚，然而不久，除

了他自己、孫子和妻子之外，其他的

家人都不幸的一個個過世了。首先是

他的兒子被車撞倒的牆壁壓死了，而

且還發現開車的司機竟是他最好的朋

友，以致破壞了兩人的朋友關係。接

著，他的女兒在生產的時候，由於沒

有醫生的幫助接生，結果大出血死

了。最終，他和妻子孤零零地活著，

還好有外孫寶寶陪伴著。 

  總而言之，福貴是個不幸運的人

物，因為他得沉痛地活。儘管他比起

家人幸運，但是卻也因此更反襯出他

的孤獨和空虛。 

-章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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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圓餃子        章金香、吳昭儀   

趣味事情 

農曆新年是華人重要的節日之一, 所以人們吃的東西比較豐富，並且都帶有吉

祥的含義來迎接新的一年。以下是農曆新年期間八種必吃的傳統食物及其意思：         

餃子(形狀像元寶,吃得越多賺錢越多)、壽麵(象徵健康長壽)、魚(年年有餘)、

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陞之意)、春捲(形狀似萬兩黃金)、生菜(生財的意思)、橙子

或桔子(代表成功與吉利)、湯圓(表示一家團圓和樂甜蜜)。 

  很久很久以前，每年一次蔬菜會一起成為「 餃子」。你問，餃子怎麼做呢？

就讓餃子告訴你吧。 

  很久以前，沒有餃子那麼和平的食物。我們只是性格與相處都不合的蔬菜。可

是，因為孩子跟媽媽的愛心，他們一起精心地買小葱、蘑菇、包心菜、紅蘿蔔和

豆腐等等，把我們包成不可分割的「 餃子」。 

  豆腐的性格客氣、紅蘿蔔有愛心、包心菜有很多維他命、蘑菇很慷慨、小蔥則

帶來幸福，最後餃子皮把它們包在了一起。 

  但是每個材料都想成為明星，大家互相推桑，結果把餃子弄斷裂了。可是，孩

子和媽媽堅決地揑緊每一個餃子。通過揑合，材料被緊緊地黏合在一起，所以餃

子就沒有破口或斷裂。這也就是為什麽我會那麼好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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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克強 黎曉彤    

楊彩雲 楊庭志 

編輯小組 

著色:舞獅 

成語猜一猜： 

（一） 

 

 

（二） 

 

（三） （四） 

塡 歌 詞 

自己 -《花木蘭》中文主題曲 

 

我_____的自己 

每_____都願意 

為愛放_____去追尋 

用心去_____ 

 

隱_____在心中每一個_____的心情 

現在釋放_____ 

我想要呈現世界前更有_____的  

更有勇氣的_____ 

請用以下的歌詞填入歌裡:   生命   珍惜   心中   

一秒   藏   出去   力量   真實   手 

我們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