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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千里眼：「祝你事業一日千里！」 

二哥順風耳：「祝你一帆風順！」 

大力三：「三羊啟泰！」 

奀皮四：「四季平安！」 

飛天五：「五穀豐收！」 

銅頭六：「祝你頭頭是道！」 

高腳七：「祝在職人士步步高陞！」 

大口九：「大吉大利！」 

大喊十：「祝你們凡事十全十美！」 

數神：「遁地八，尚欠你呢！」 

遁地八：「祝……祝甚麼呢？祝……祝你們『八達通』通，通通發達！」 

 
 
 
 
 
 
 
 
 
 
 

圖片來源：http://tvcity.tvb.com/drama/ten_brothers/incredib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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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大利】數神在貼揮春，貼上第一張後，便請徒弟數神 007 看他

貼的第二張有否與第一張平齊。數神為討吉利，他叮囑 007 說：「要

是我貼高了，你便說大吉，要是貼低了，便說大利。」經過無數次的

「大吉」和「大利」後，數神終於把揮春貼好。007 大嘆：「師父，我

們最後都不大吉不大利了。」 

 

【新年賀詞】數神教徒弟 007 於新春期間接電話時需要說一些吉祥說

話。忽然電話響起，007 說：「恭喜發財、龍馬精神、身壯力健、心想

事成、從心所欲、萬事勝意、出入平安、快高長大、青春常駐、學業

猛進……對不起，你打錯電話了。」 

 

【年糕】話說數神兩師徒前世是年糕族人。一天，他們被切開後煎煮，

徒弟 007 滿心歡喜地對數神說：「我可以去和蘿蔔糕、馬蹄糕玩了，

今晚不用等我吃飯。Give me five！」可是當他們擊掌後，又黏在一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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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1971, 1983, 1995） 

學業上雖然稍有壓力，但得到家

人及朋友的關心和鼓勵必可將壓

力化為動力，努力溫習，最終取

得理想成績。七月是一個重要的

關口，影響自身的未來，需全力

以付，做到最好。 

 

鼠年（1972, 1984, 1996） 

今年為思想學習年，有利專心學

習、留心上課，若能主動與同學

討論問題就更能鞏固知識，考試

信心大增。六月是一個重要的月

份，求學的不能掉以輕心。聽從

父母、師長的勸告，必有得著。 

 

牛年（1973, 1985, 1997） 

今年動靜皆宜，於課外活動中的

表現甚為活躍，在學業上亦得到

老師的悉心教導，有望在各方面

取得突破。四月將有發揮的機

會，需好好把握。 

 

虎年（1974, 1986, 1998） 

今年學習情緒高漲，只要不斷複

習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不難取

得優異成績。今年重要的月份是

六月，應用所學最為重要。凡事

不應固執，有利家庭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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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1975, 1987, 1999） 

今年活力充沛，有用不完的體

力，但在老師及家人循循善誘之

下，可轉化為學習動力，提升表

現；加上考試運不錯，因此用功

讀書必定有美滿成績。 

 

龍年（1976, 1988, 2000） 

去年沖太歲，可能會略為影響學

習表現，但今年整體運程好轉。

緊記「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努

力讀書，知識便會增長。宜聽老

師和家長的話，忌頑皮。 

 

蛇年（1977, 1989, 2001） 

01 年出生的小朋友，雖然換牙會稍

為影響情緒，但由於今年旺學習

的關係，只要每天回家將當天所

學的東西複習一次，定能提升學

習表現。89 出生的同學，四、五月

將有大事發生，需未雨綢繆。 

 

馬年（1978, 1990, 2002） 

02 年出生的小朋友，九月要作小

一選校，除考慮小學的學術成就

外，也應考慮其他配套，才能有

均衡的發展。90 出生的同學，四至

五月將有大事發生，不可臨急抱

佛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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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1979, 1991, 2003） 

今年為權力地位提升之年，可能

因運動或對外比賽獲得佳績。03

年出生的小朋友，在幼稚園聽教

聽話，很有機會升做茶點組長、

排隊組長、安靜組長、遊戲組長、

清潔組長、學習組長等領導人。 

 

猴年（1980, 1992, 2004） 

求學的今年要加倍努力，將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待業人士今年會

有新的工作環境。在職人士務實

處事，會得到上司的讚賞。04 年

出生的小朋友，牙牙學語，會得

到父母的讚賞。 

 

雞年（1981, 1993, 2005） 

求學的你今年考試運平平，要多

加把勁，可在正西文昌位放 4 枝

富貴竹以旺讀書運，或在正西位

溫習亦有幫助。也可在東南西北

位放 4 枝雞毛掃…… 

 

狗年（1982, 1994, 2006） 

升中的同學必須適應新的學習環

境，小心誤交損友。不足歲的嬰

孩必須注意身體健康，忌吃煎炸

或辛辣食物，宜多飲奶、多睡覺，

體重定會日漸增加。 

 

    數神向來以自然科學為藍本，輔以社會科學的基調，解釋並推測

各種事情。今次這篇新春特稿所作的預言絕非導人迷信，如果各位看

官覺得文中有點點道理的話，不妨略作參考，以利諸事。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數神學堂             2007 年 2 月號 

閱讀樂趣多                                    第 6 頁 

 

 

 

 

 

你知道香港通用紙幣共有六種嗎？請數一數以下紅封包的金額。 

（答案在 P.10）  

A 
 

 

 

 

 

 

B 
 

 

 

 

 

 

 

C 
 

 

 

 

 

 

 

 

D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2wC199FTN0Adqi1ygt./SIG=1kludp82v/EXP=1172383874/**http%3A/hk.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hk.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ei%253DUTF-8%2526p%253D%2525E5%252588%2525A9%2525E6%252598%2525AF%2525E5%2525B0%252581%2526n%253D10%2526meta%253Drst%25253Dhk%2526fl%253D0%2526rst%253Dhk%2526fr%253DFP-tab-web-t-ac%2526b%253D21%26w=277%26h=301%26imgurl=www.cgan.net%252Fscience%252Fdiscussion%252Fimages%252Fcbf43802.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cgan.net%252Fscience%252Fdiscussion%252Fhtm%252FAccrual.htm%26size=13.7kB%26name=cbf43802.jpg%26p=%25E5%2588%25A9%25E6%2598%25AF%25E5%25B0%2581%26type=jpeg%26no=21%26tt=913%26oid=861413cb421cc10a%26ei=UTF-8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3Io199F5kAAvl61ygt./SIG=1jmto9ghh/EXP=1172383912/**http%3A/hk.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hk.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ei%253DUTF-8%2526p%253D%2525E5%252588%2525A9%2525E6%252598%2525AF%2525E5%2525B0%252581%2526n%253D10%2526meta%253Drst%25253Dhk%2526fl%253D0%2526rst%253Dhk%2526fr%253DFP-tab-web-t-ac%2526b%253D41%26w=335%26h=531%26imgurl=www.eptang.com%252Fhkml%252F2006LSF%252FU%252FREDU01-d.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eptang.com%252Fhkml%252Flsfindex4.htm%26size=55.0kB%26name=REDU01-d.jpg%26p=%25E5%2588%25A9%25E6%2598%25AF%25E5%25B0%2581%26type=jpeg%26no=58%26tt=913%26oid=0683b3fa9b6ef508%26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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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班別 姓 名 參與組別 成 績 

4C 鄭偉發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5B 鄧芷蔚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5D 麥曉瑩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廖浩民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譚卓文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楊俊傑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余婉碧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B 鄒觀俊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B 鄧昊維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陳志聰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張嘉慧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梁漪菁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陳曉儀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謝兆亨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D 禤慧盈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在 2006 年 11 月的世界數學測

試中，本校學生一如以往考獲多

項殊榮，其中（右圖左起）6C 謝

兆亨、6A 楊俊傑、6C 陳志聰、6B

鄧昊維、6A 譚卓文在數學科及解

難分析科均考得優等，獲邀參加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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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續） 
 

 

班別 姓 名 參與組別 成 績 

4A 張嘉穎 小學組 Merit 良等 
4D 吳達富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A 方俊偉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A 李樂詩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A 徐嘉欣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B 何思遠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C 黃家輝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A 梁嘉琪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A 黃文艷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B 胡慧詩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C 馮俊荻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C 何若琳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C 阮正謙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D 鍾坤耀 小學組 Merit 良等 

解難分析科 
 

班別 姓 名 參與組別 成 績 

6A 譚卓文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黃文采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黃文艷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A 楊俊傑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B 鄧昊維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B 胡慧詩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陳志聰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6C 謝兆亨 小學組 Distinction 優等 
4D 吳達富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B 何思遠 小學組 Merit 良等 
5C 黃家輝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A 廖浩民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B 鄒觀俊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B 李梃軒 小學組 Merit 良等 
6C 陳曉儀 小學組 Merit 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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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於 2007 年 2 月參加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6A 楊

俊傑、6C 謝兆亨在此賽事中脫穎而

出，雙雙考獲金獎，成為精英中的

精英。 

本校學生與頒獎嘉賓車淑梅小姐合照

去屆畢業生楊光耀同學（現就

讀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在同

一賽事中亦同獲金獎的殊榮，真的

可喜可賀。 

本校學生與頒獎嘉賓何鴻燊博士 
與梁安琪女士合照  

 

 

 

 

 

葉校長和得獎學生與主禮嘉賓合照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數神學堂             2007 年 2 月號 

閱讀樂趣多                                    第 10 頁 

 

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 200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於 2007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本

校學生表現突出，獲獎多項，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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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順序把以下各點連起，看看是否 ？！ 

 

顧  問：葉以欣校長 

編輯小組：高家歡老師，凌家豪老師，周劍豪老師 

美術設計：DIX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