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旅行野餐燒烤樂無窮 

寶湖親子讀書會 

 

十月三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校運會，當日天氣晴朗，同學們都抱着十分興奮的心情到達

運動場。運動場上，各班的運動員都英姿颯爽、信心十足，全力以赴地參與比賽，而安

坐在看台上的同學則精神抖擻，他們都不斷地為自己班的健兒吶喊助威、高聲歡呼。當

日比賽的項目包括賽跑、壘球、跳遠、跳高，還有萬眾期待的師生友誼接力賽。  

5A 班的鄭卓林同學在當日就奪得了多項賽事的冠軍，他感到十分興奮，而且亦十分享受

每一項比賽。來自 6A 班的張軒誠同學亦參加了不少賽事，儘管他沒有獲得任何獎項，

但他並沒有灰心，因為他認為能夠參與及享受比賽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比賽過後，他

亦十分享受與看台上的同學一起為還在進行比賽的同學打氣。其實在人生的每一場比賽

中，輸贏與否並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每次比賽中的樂趣。所以，即使同學

們在日後的比賽中沒有獲得獎項，也不要氣餒，我們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發揮出難

能可貴的體育精神。各位同學，我們明年再一起加油吧! 

我校一向着重閱讀，更相信閱讀是成功學習及豐富個人知識的不二

法門。今年，寶湖親子讀書會終於在校長、老師及一群有魄力、願

意作無私奉獻的家長義工的共同策劃下成立了。閱讀並不應只是發

生在學校的平常事，我校這個不一樣的親子讀書會期望在家長義工

的帶動下，讓閱讀的氛圍滲進家庭及社區，與同學一起參與，一起

經歷不一樣的閱讀體驗，以豐富同學的生活，擴闊他們的視野。舊

墟寶湖親子讀書會由成立至今雖然只有短短數個月，但已經舉辦了

四個別具意義的閱讀體驗活動，包括 1.親親繪本大師――曹俊彥先

生，帶領同學進行繪本創作。2.家長閱讀講堂，分享親子共讀的方

法及選書的原則。3.於生活書院開設「寶湖親子讀書會巿集」，把同

學於藝文課的學習成果結合成繪本故事，設計出特色的「藝文閱創

讀書會」活動。4.夜宿圖書館，同學們在晚上一起住進圖書的家，

認識館裡的神秘住客。如果同學們想了解各項活動的詳情，歡迎大

家於 FACEBOOK 中登入「寶湖親子讀書會」，便可以明白我們在閱

讀中得到的體驗及樂趣。事不宜遲，大家快點登入吧!希望下一次的

活動可以見到你們!大家要密切留意「寶湖親子讀書會」的活動啦! 

我校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於十一月八日圓滿結束了，我們就訪問了魏天頌主任

有關旅行日的情況。魏主任表示今年高年級的旅行較順利，因為雖然當日的天

氣不太晴朗，但同學們仍然能順利地進行燒烤活動。但低年級同學的旅行就不

太理想了，因為他們受到天雨的影響而中途取消了野餐活動，同學們更要趕忙

收拾東西回程，未能在當日盡興，大家都為此而感到十分可惜。魏主任表示安

排低年級同學到佐敦谷公園旅行是因為那裡交通較方便，而且有一片大草地供

同學進行野餐，亦方便師生進行集體活動。而選擇北潭涌郊野公園作為高年級

同學旅行的地方是因為那裡有足夠的空間和燒烤爐供同學使用。5E 班邵翠瑩

同學表示對旅行日的安排感到滿意，他們在當日享受了很多美味的食物，例如

腸仔、金菇、雞翼、獅子狗、魚蛋等。他們跟同學也玩了不少有趣的遊戲，於

旅行日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同學們都表示十分期待明年的旅行日呢! 

                  
 

寶藏 
 

Plover Treasure  18/12/2015    星期五 一份由學生創辦的校報 

九月十三及十四日是我校的幼稚園參觀日，當日有不少嘉賓、

家長和幼稚園的同學到訪我校，場面十分熱鬧。我們就訪問 

了趙子欣主任有關幼稚園參觀日的情況。趙主任表示早在暑 

假的時候，便已經開始籌備兩天參觀日的活動了。她覺得兩 

天的流程都很順利，當中有不少家長和小朋友都來到我校參 

觀，以認識及了解我校同學的學習情況、老師的教學模式、 

學校的環境及設施等。趙主任表示當日小導遊都表現得熱情 

主動，他們都很認真及禮貌地向嘉賓介紹學校的特色。而嘉 

賓們在贈言中也寫下了不少稱讚及鼓勵同學的說話，足見同學

們都能發揮舊墟寶湖的小主人角色，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6A 班陳浩靈同學在是次開放日中擔任小導遊，她覺得擔任小 

導遊不但可以訓練自己的自信心，還提升了與他人溝通的技 

巧。6E 班伍梓釗同學在當日也同樣擔任小導遊，他覺得幼稚 

園的小朋友非常活潑可愛，而家長們都會很認真地聆聽他們 

的解說，家長們都表示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成功入讀舊墟

寶湖，我們都很歡迎各位精靈可愛的小朋友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我校每年都會舉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是幫助一、二年級同學盡快適應及投入校

園生活。新一年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於學期初便開始了。5E 班卓恩丞同學是第一年參加大哥

哥大姐姐計劃，他覺得一年級的學弟學妹十分可愛，他們不但充滿活力，而且待人熱情主動，

他跟學弟學妹相處得很愉快，而且還很受他們歡迎。5A 班李嘉穎同學也是第一年參加這個計

劃，她負責照顧一年級的學弟學妹，她曾經與學弟學妹分享校園生活及與他們作故事分享。李

嘉穎同學期望能在這個計劃中學習如何照顧幼小，她十分希望可以幫助一年級同學盡快適應小

學的生活。6A 班陳靄翹同學今年已是第二年參加這個計劃，她表示十分喜歡這個活動，因為

低年級的學弟學妹十分熱情和有禮貌，經常在校園中跟她打招呼。他們每次見面，學弟學妹都

經常主動和她分享校園趣事，令她留下深刻的印象。透過這個計劃，她亦能夠更清楚了解學弟

學妹的想法。 

2C 謝子琳同學覺得照顧她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十分友善，她十分喜歡和大哥哥大姐姐相處。1E

李希嵐同學覺得小學的校園既美麗又廣闊，而且設施十分完善。她非常喜歡上學，因為校園中

的老師、大哥哥大姐姐和同學們都十分友善。她表示自己最喜歡上視藝課，因為視藝課時可以

製作有趣的視藝作品。各位一年級同學，歡迎你們，希望你們天天都開開心心地回到校園學習。 

 

We all had a scary day in October because it was 

Halloween and our school turned into a haunted house! 

For us, this was a special day. How about our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We interviewed Mandy from 6E and Gloria 

from 6D. Both of them like Halloween because at school, 

we can play many games and get lots of sweets. Gloria 

thought the make-up of our schoolmates was scary and she 

was happy that she got some sweets. After seeing our 

schoolmates’ make-up, she thought that maybe there are 

real ghosts in our world!  

Mandy thought Jeanny from 6E was the scariest student 

she saw that day because half of her face was black, just as 

if it was burnt. Gloria liked Jennifer’s costume because 

she dressed-up as a cat. 

Our teachers also enjoyed Halloween. We interviewed 

Miss Li and Miss Lam. Miss Li liked Halloween because 

she could hear pupils laughing and she saw many students 

with wonderful costumes. Miss Lam said that she thought 

the activities were very good as they can train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and let them know more about their 

schoolmates. She thought Mr. Ford’s costume was the 

scariest that day because he dressed up as a werewolf!  

Let’s hope for another scary Halloween next year! 

我校黃志文主任於今年 8 月添丁成功，恭喜黃主任再次當

爸爸。再次當爸爸? 沒錯，黃主任已有一個女兒，今次家

中再添的新成員是一個男孩子。他表示全家人都為此而感

到十分開心。黃主任希望他的小孩將來能夠當醫生，因為

他覺得當醫生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是十分有意義的工

作。對於弟弟的誕生，原來黃主 

任的女兒竟然吃醋了! 因為女兒 

覺得自己不受關注，爸媽都把時 

間花在照顧小弟弟的身上，所以 

她會不時博取爸媽的注意，例如 

當弟弟喝奶時，她會嚷著要喝;當 

黃主任抱著弟弟時，女兒又會拉 

開他們，十分有趣!大家齊來看看，黃 

黃主任的小寶寶多可愛!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拉近你我他 

 

鄭晶晶老師同樣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她是我校的英文科老師。她最喜歡我校的綠田園，因為綠田園十分特別，為學校帶來無限生

氣。她喜歡吃美味的三文魚，亦十分喜歡到英國旅行。在空閒的時間，鄭老師喜歡看電影。她覺得我校的同學十分乖巧，她期望同學

們都能專心上課，喜歡學習。鄭老師歡迎同學們在小息或午間活動時跟她談天說地，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鄒明煥老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她是我校的數學科老師。她很喜歡我校的綠田園，因為綠田園不但可以供同學種植，而且又可以感

受親手摘下農作物的滋味，這些體驗對於大廈林立的香港而言是十分珍貴的。鄒老師十分喜歡到不同的地方旅遊，因為每一個地方都

有值得觀光及欣賞的地方。在空閒的時間，鄒老師喜歡遠足。她覺得我校的同學都十分有禮，她期望同學們都享受和喜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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