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旅行樂趣多 

 

本年九月二十四日，萬衆期待的陸運會又再次舉行了！各健兒都努力迎戰，取得驕人佳

績。在跑道上，健兒們各自熱身，為比賽作最佳的準備，他們聚精會神地等待老師發號

司令，施展渾身解數，以驚人的速度衝向終點 ; 在壘球場上，同學們英姿颯爽、信心十

足，奮力地把壘球扔向半空 ; 在跳遠池上，每個健兒身輕如燕，大家都不甘示弱，跳出

驕人的成績。整天最令人期待的比賽當然是師生友誼接力賽，看台上的師生們為參加者

吶喊助威，打氣聲、歡呼聲、掌聲響徹半空。 

那天，一張張自信的笑容，一句句由衷的鼓勵，一場場激烈的比賽，全都印在我們的腦

海中，留下美好的回憶。每一位健兒都能發揮潛能，成績實在令人鼓舞!6E 班的司徒依

諾在一百米跑步比賽中獲得冠軍，她感到十分開心。而她最想感謝的是父母和支持她的

老師，因爲他們的鼓勵，才能勇奪佳績。依諾還鼓勵同學們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成功。

但願來年各位同學都能突破自己，再接再厲! 

本年十月三十日，秋高氣爽，風和日麗，是旅行的好時光，所以我

校的一、二年級同學到佐敦谷公園遊玩，三、四年級同學到馬鞍山

公園野餐和玩耍，五、六年級同學到烏溪沙度過了一個難忘的秋季

旅行。3B班的莊殷傑同學十分享受當天在草地上野餐和玩了不少遊

戲。他認為那裏環境十分舒適，有一片綠油油的大草原，可以讓大

家在草地上輕輕鬆鬆，自由自在地野餐和玩耍。6E班的黃韻琦同學

覺得最難忘的是跟同學一起玩集體遊戲，因爲她能在過程中學到團

體合作的精神。她還到了排球場和羽毛球場打羽毛球和排球，玩得

非常開心。這次秋季旅行使同學們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希望下一

年的旅行也同樣多姿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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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當天，很多嘉賓都來到我們學校參觀，場面十分熱鬧。

同學們都十分踴躍地當小主人，接待各位來賓。其中，5E 班伍

倚汶在開放日中負責當小導遊和表演跳舞，她認為自己跳得不

錯，不過如果在事前多加練習，就可以表現得更好。她覺得前

來參觀的小朋友都十分可愛，令她留下了快樂的回憶。而 5E

班陳樂心負責當小導遊，她認為有機會為學校服務，令他感到

十分榮幸。各位小導遊都能有禮貌地接待嘉賓，並細心地介紹

學校的設施。這次開放日的經歷讓她們十分難忘，希望同學們

能在下一次的開放日幫忙當小導遊和表演生，齊來做個舊墟寶

湖人，展現熱情主動的特質。蔡艾玲主任表示她於暑假時便已

經開始籌備開放日。她在開放日中看見很多同學努力地向嘉賓

介紹學校的設施，而且講解得十分詳細，所以感到十分欣慰和

高興。她希望來年可以開放更多時段讓更多嘉賓認識我們的 

學校。 

 

29
th

 October was our school’s Halloween day! This time 

we interviewed some of ou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Zoe Lee,  

from class 6A, thought that the activities were excellent because  

they allowed students to play together. On that day, she dressed   

up as a zombie because it was fun. She said if she had the chance 

 to go to the hall to introduce her costume, she would have gone 

because it would have given her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for her 

last year at school. She thinks that the school can let some students 

be the Mr/Mrs Halloween in the future so that students can help out        

too. She also thinks that our school can add a costume show for 

teachers. Mr Michael thinks that the Halloween activities were 

great. He could see students put a lot of effort in dressing up 

because they dressed up beautifully. He thought he was not really a 

good Mr Halloween because he thought he should do more work 

on his costume. Mr Ford’s costume made him unforgettable 

because it was funny. He thought that his costume makes people 

wonder whether it was an animal or a dinosaur! He thinks next 

time we can have a parade in which students walk around the 

school in their costumes. He also suggested that we can add a 

drama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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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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了

5C班的黃穎琳，由於她今年負責照顧一年級的小妹妹，所以她感覺非常新鮮。她覺得

做大姐姐很開心，因為照顧小妹妹的感覺就像自己成為了媽媽一樣。她曾經和小妹妹一

起到圖書館或優閑閲讀台閱讀，他們有時候也會一起聊天，所以彼此間的感情亦增進了

不少。黃穎琳同學認為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因為從中還可以訓練自己的表達能力、處

事能力及照顧他人的能力。另外，我們也訪問 1B班的何雪澄，她表示起初得到大哥哥

的照顧時，感覺有點害羞，但大哥哥不時在空閒的時候都會主動關心她的校園生活，所

以她很感謝大哥哥，她希望可以認識到更多高年級的大哥哥和大姐姐。 

 

6A 班的張樂怡表示由於她並不是第一次照顧學弟學妹，所以她並不緊張。照顧學弟學

妹讓她想起自己一，二年級時的快樂時光。她認為校園裏的大哥哥大姐姐應該多主動接

觸學弟學妹。張樂怡同學曾經和小妹妹一起到圖書館閱讀，享受讀書的樂趣。從這次活

動中，她學會了如何照顧別人和關心別人，而且也體會到做大姐姐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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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吳利娥老師誕下小寳寳！吳老師表示當得知自己

懷有女寶寶時，她感到十分喜悅，因為可以為兒子帶

來一個小妹妹。當小寳寳胎動的時候，就好像在告訴

媽媽她十分健康活潑似的，令她非常欣喜。吳老師表

示在她懷孕期間要上班，而且下班後要照顧家中一歲

多的兒子，因此她不時會感 

到疲累，吳老師希望孩子 

長大後要懂得孝順父母。大 

家看，吳老師的小寶寶是不 

是十分可愛呢?不知道她長 

得像不像哥哥呢?最後，我 

們謹祝小寳寳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聽教聽話！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互相關懷顯愛心 

 

張萃晞老師是我校的新老師，她主要任教視覺藝術科和常識科。她最喜歡我校的視藝室，因爲她可以在一个安靜舒適的環境下創作視

藝作品。她認爲細心觀察，多發掘生活中的細節是學習視覺藝術的一大關鍵。在空閒的時間，張老師喜歡遠足、看電影、畫畫等。她

期望同學們都享受和喜歡學習。 

李家賢老師是我校任教中文和普通話科的老師。她認為要學好中文的首要秘訣是要喜歡閱讀及享受閱讀的樂趣。而學好普通話則要在

日常生活中多聽、多說和多寫。李老師的興趣是畫畫，她最喜歡學校的綠田園，因爲那裏是同學、老師和林叔叔辛勞過後所換取的美

好成果。李老師認為舊墟寶湖的同學們最特別的地方是十分友善，待人有禮。她希望同學們都喜歡跟她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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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影媚老師在十二月十一日

結婚了！對於將會步入人生

另一階段，余老師感到十分興

奮、激動和緊張。在人生的新

階段中，余老師有了自己的家

庭，要重新適應新生活。余影

媚老師認為丈夫非常細心和

體貼。她希望可以和丈夫一直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最後，

我們祝福余影媚老師新婚快

樂、早生貴子、甜甜蜜蜜！ 

 

李婉婷老師在十二月三日結

婚了!她感到非常高興，因為

終於找到一個可以陪伴自己

度過下輩子的人。原來，她和

丈夫在中學時已經認識了，但

是在後來到社會工作後，才更

深入了解對方。李老師的丈夫

很喜歡踢足球，因為這是一項

強身健體的運動。婚後，他們

更打算到冰島度蜜月。最後，

謹祝李老師新婚快樂，幸福滿

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