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子愷之詩情畫意 

泰國教師來校到訪 
     

   

 

 

 

 

 

 

 

 

10月12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聯校陸運會。當天，同學們都表現得十分投入，大家都在各自報名參加的比賽

中竭盡全力，希望在運動場上再創佳績。當天，我們就訪問了李兆明校監、徐俊祥校長及6E班的楊汶軒同

學。原來李校監是一位運動愛好者。他喜歡跑步、游泳、騎自行車、登山等多項運動，他建議同學們除了

要專注平日緊湊的課堂學習外，亦要適當地安排時間做運動，最重要的就是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適合自

己的運動項目。因為多做運動除了可以強身健體之外，也可以舒緩身心疲累。徐校長表示平日除了喜歡閱

讀外，也很喜歡做運動，原來徐校長以前曾經是一位體育科老師呢! 徐校長覺得同學們在當日的比賽中都

表現得非常出色，因為大家都很努力地參與比賽，無論是徑賽或田賽，而更重要的，他認為即使同學們不

能在比賽中獲得任何獎項，但也能充分地表現出難能可貴的體育精神。徐校長還跟我們分享他小時候參加

推鉛球和跑步比賽的經驗，他認為比賽中輸贏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參賽同學可以享受過程當

中的樂趣。6E班的楊汶軒同學在陸運會中取得200米賽跑的銀牌和100米賽跑的銅牌。他表示當天到達比賽

場地時是十分緊張的，幸好最後都可以以平常心參與比賽。當他知道自己在比賽中取得獎牌時，便顯得十

分激動和高興。楊汶軒同學在陸運會中取得佳績，原來是因為他在參加比賽前經過刻苦的訓練。所謂 「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各位同學，所有的成功都必定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我們都要加油呀! 

 

 

十月十六日，一群來自泰國的老師到我們學校參觀。他們首

先在禮堂聽講座，然後就由我校的小導遊帶領嘉賓們在學校

到處參觀。他們到了電腦室、圖書館、綠田園，還有游泳館。

他們對學校裏的每一處地方都很感興趣。我們訪問了其中一

位來賓，她認為我們的學校佈置得十分美麗，而我們的同學

也十分友善和有禮，同學們不會隨地扔垃圾，真是十分值得

讚賞。這位來賓尤其喜歡我校老師的教學方法，而她最喜歡

的地方便是綠田園和圖書館，因為那裡的佈置十分吸引，而

且顏色鮮豔。各位嘉賓都認為學校十分美麗，我們一定要珍

惜學校的所有設施，珍惜在這所學校學習的機會。 

 

當我一進入香港文化藝術館的展覽廳時，映入眼簾的是豐子愷先生一幅幅充滿情感的

作品。豐子愷先生是文學家，他既是詩人，又是畫家，也是老師。豐子愷先生的藝術

作品主題非常多樣化，有關於社會百態的，有關於日常生活的，有關於兒童趣事的。 

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以簡筆畫法，又趣味橫生的繪畫，再加上簡短的文字，或幽默或諷

刺，讓讀者對生活中不經意的細節也能一一玩味與反思，這就是豐子愷漫畫獨特之處

及令人難忘的地方。豐子愷先生的許多作品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而關於小孩的

畫作則特別多。同學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到圖書館或是到書記室門外的壁報板上觀

看豐子愷先生的畫作呢?你們又是否明白畫作中所帶出的意思?其實，當中有不少作

品中的內容都是描繪生活中的瑣事，這些通常都為人所忽視，就例如在下方漫畫中的

小孩，畫上寫着「新阿大，舊阿二、破阿三，補阿四」，正好道出了這個家庭在當時

的經濟環境下，媽媽勤儉持家、孩子乖巧懂事，懂得珍惜的良好美德。這種穿舊衣服，

破了要縫補，縫補完又再穿的情況，在當時生活 

條件不太好的家庭中看似十分平常。從前有所謂 

「百衲衣」，正是一般尋常百姓家中，經過多次 

補綻的衣服。但其實今天回看這一幕場景，便足 

以教人反思：從前物資缺乏，反而懂得節儉，現 

在物資豐富，反而造成浪費。各位同學，我們都 

是幸福的一代，至少我們在生活中都不愁穿和不 

愁吃的。如果我們都有這樣滿足的生活，我們更 

應該學會珍惜擁有的，你們可以做得到嗎？ 

 

相信亦會引發不少共鳴，勾起不少回憶。 

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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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學與教博覽於 11 月 22 至 24 日一連三天於灣仔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當中有超過一百五十個參展商展示最新教育產

品，而我校的陳喜泉副校長亦獲邀到會議展覽中心作出電子學

習分享呢!而今屆其中一個主題為電子學習。由於我校為其中一

所參與了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的學校，而且我們試行以電子學習

某些科目已有一段時間，所以我校於 11 月 23 日當日就有超過

300 名老師到訪，觀看我們以電子學習的情況。當日，我校分

別邀請了陳志松主任及鄧思雅主任教授常識科及數學科。 其

中一位 6A 班的同學向我們表示，數學堂的學習課題是立體圖

形的截面，由於同學們需要在禮堂上課，所以大家都有點兒緊

張。在這次課堂中，同學們會運用平板電腦進行不同的活動，

透過真實的體會，明白立體圖形中截面的變化。雖然同一時間

被很多老師觀課，但同學們都表現得相當投入。希望同學們在

未來的日子會好好地享受電子學習帶來的好處，電子學習不但

豐富了課堂中的學習內容，同時亦增加了學習的便利性，讓同

學們學習得更自主、更輕鬆、更快捷。 

  

    

 

 

  

   

 

 

 

 

同學們正在專心地聽從老師的講

解，緊張的氣氛一下子便消失了。 

 

  

  

 

 

各位同學都正在運用平板電腦進

行學習活動，大家都十分投入。 



 
 

 

 

各位同學，你們還記得我校一年一度舉辦的 Halloween 嗎 ? 當天一回

到學校，我們就聽到陣陣詭異的音樂聲，以及同學們的歡笑聲及聊天聲。

小息和午間活動時，同學們都紛紛向老師拿取糖果，「trick or treat」的

聲音不斷地在校園裏迴盪。而午間活動的氣氛則特別高漲，尤其是在禮

堂舉行的「時裝表演｣。一隻隻鬼怪相繼出場，造型各有特色，有餓鬼、

邪惡的巫婆、充滿帥氣的吸血彊屍、身手敏捷的蜘蛛俠等，真是多不勝

數。同學們都會用英語介紹自己的喜好，還在台上展示他們的「英姿」

呢!當同學們在台上表演過後，台下的同學都報以熱烈的掌聲，有的同學

更大聲歡呼呢！趙子欣主任在萬聖節當天扮演巫婆，她覺得當天的氣氛

十分熱鬧，同學們都很投入，她也感到很興奮。她希望同學們能在萬聖

節活動中多以英語溝通，同時亦能在輕鬆的氣氛中學習新知識。當天，

幾位六年級的同學向我們表示他們在那天都玩得特別盡興，因為他們在

下一年就要升讀中學了，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能在舊墟寶湖這個大家庭度

過的萬聖節。也許，這次是他們一 

生中最難忘的萬聖節。但不管如何， 

這一次的萬聖節活動已經深深地印 

在每一位同學的心中，成了一個難 

以忘懷的回憶。我們期待明年的萬 

聖節，大家再一起「trick or treat」。 

 

我校的鄺燕鳴老師在九月誕下了一個可愛的小寶寶，原來這個小寶

寶是鄺老師的第三個孩子了，恭喜恭喜!現在讓我們一起分享這個喜

訊吧!鄺老師表示小寶寶是於 9 月 7 日誕生的，他是一個男孩子，名

字叫冠惟，有獨一無二之意。鄺老師告訴我們原來她在診所照超聲

波的時候，醫生告訴她肚子裏的寶寶是個女孩子。怎料到了誕生時，

竟然是一個男孩子，所以她感到特別驚喜。鄺老師笑言，當她第一

眼看見寶寶時，看到他又大又精靈的 

眼睛，真的很像一個女孩子，所以她 

還以為醫生在跟她說笑。鄺老師說小 

寶寶很活潑，最愛看着床架上的團團 

轉動玩具，還不時興奮得手舞足蹈， 

就像一隻想拼力反轉身體的小烏龜，  

可愛得很。我們祝願鄺老師和小寶寶都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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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年年年級級級新新新生生生愛愛愛校校校園園園   

老師用心  大哥哥大姐姐關心   

熱愛校園 小學生活多開心    

一年級新生在我校生活已有三個多月了，今次

我們就邀請了一些一年級和插班生的同學進

行訪問，以了解一下他們對學校的看法。原來

有部分一年級學生覺得當他們由幼稚園升上

小學一年級時，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不過

他們現在已經適應了學校的生活，亦漸漸習慣

了小學的上課模式。大部分一年級同學都很喜

歡圖書館，他們不但喜歡圖書館的外貌，而且

還很喜歡在圖書館裏閱讀，因為可以學習到很

多知識。一年級的弟弟妺妺認為在學校生活得

很開心，因為有很多同學跟他們一起學習和玩

耍。當他們在功課上遇到困難時，便會請教老

師和同學。我們學校有一個名為「大哥哥大姐

姐」的計劃，原來一年級的同學十分喜歡這個

活動，他們跟大哥哥大姐姐相處融洽，有時更

會在小息或午間活動時主動找大哥哥大姐姐

聊天，而大哥哥大姐姐也很關心他們。 

我們也訪問了插班生---3C 班的馬子喬。她表

示轉校的原因是因為她的姐姐在本校就讀，所

以她也轉來我校就讀，她十分喜歡學校的游泳

館，因為館內設備齊全，十分漂亮，而且她亦

結識了很多新朋友，所以感到十分開心。總括

而言，一年級學生和插班生都在我校愉快地生 

活。我們祝願他 

們可以在學校度 

過一個充實、美 

滿的小學生活。                                                        

 

 

刁文玉老師是我校的中文科老師。她很喜歡到郊外旅行，享受大自然那新鮮的空氣和

欣賞那美麗的風景。文玉老師很喜歡吃甜的食物，例如冰淇淋、巧克力等。在空閒的

時候，文玉老師最愛跑步，因為她覺得跑步可以令人鬆馳神經。原來文玉老師是一位

基督徒，所以聖誕節對她來說則別具意義。文玉老師認為我校的同學都很積極，而且

亦樂於嘗試新事物。文玉老師最喜歡我校的圖書館，因為圖書館給她一種很舒服的感

覺。最後，她希望同學們在學業和品行上都有所成長，將來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陳慧華老師是 3C 班的班主任，她任教英文，而且居住在大埔。陳老師喜歡桃

紅色及喜歡貓這種動物。陳老師喜歡當老師是因為她喜歡跟小朋友相處，而且

當她教會了學生知識時，就會有很大的滿足感。陳老師認為我校的同學比較活

潑，但上課時就比較乖巧。她還表示我校的設備完善，環境優美。她很希望同

學們可以常常掛着笑臉，並且好好享受校園生活。 

 

 

 

 
 

Mrs. Morrison comes from Brisbane, a city in Australia. She has four family 
members and she lives in Tung Chung with her family. She takes the bus to 
school every day. She thinks our school’s students are clever and behave 
well. Besides that, she thinks they work very hard. She likes the library very 
much because it is very beautiful. If we want to chat with her in the recess 
time, we can find her in the staff room. 
  

 

關惠蓮老師是我校的英文科老師。原來她在家中飼養了兩隻烏龜，其中一隻叫

佩佩，另一隻叫森森，牠們都是關老師最喜愛的玩伴。關老師最喜愛淺紫色，

因為她認為淺紫色非常純樸。而她最喜歡的國家就是瑞士和蘇格蘭，因為那裏

湖江山色，令人陶醉。原來，關老師很喜歡聆聽鋼琴和小提琴美妙的樂聲，她

希望我們稱她為 Miss Kwan，大家可以在小息或午間活動時找她聊聊天。 

林靜儀老師是我校的新圖書館老師。林老師最喜歡的閒暇活動就是閱讀，她十

分鼓勵同學們可以多到學校或社區的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吸取更多課外知

識。如果同學們在閱讀時可以多加想像，將故事的情境演繹出來，相信整個故

事的內容一定會更加精采。林老師最喜歡的顔色是米白色，她表示米白色可以

令人感到和諧溫暖，而且又包含古典的味道。她認為我們學校的活動多元化，

同學們也很活潑。如果同學們想跟林老師聊天，大家可以到圖書館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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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 trick or treat 鬼怪造型樂繽紛 節日氣氛滿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