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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吳：盧校長，請問您做校長之前有做過老師或其他
    職業嗎？

盧：我做校長之前是一位老師，其實所有校長都經
    歷過做老師的階段，我也不例外。

劉：您覺得做校長和做老師時的分別在哪裏？

盧：我做老師時可以透過課堂教學有多些機會接觸
    學生，我擔任校長後機會少了，因此我很珍惜
    早上、小息和放學時和學生見面和相處的機
    會。

陳：您第一天來到華德學校時，對學校的環境和華
    德孩子有甚麼印象？

盧：我第一次到學校時，感覺到很溫暖，也覺得這
    所學校很有歷史，因為已經踏入第五十六個年
    頭。我特別喜歡這所「U型」設計的校舍，因
    為每間課室的座向，令到大家都能看到操場，
    也是標誌着我們看着同一個方向和目標，所以
    我覺得這所學校十分溫馨。

呂：盧校長，您喜歡這所學校和我們的學生嗎？

盧：當然喜歡！我特別欣賞華德孩子的品德，華
    德孩子待人有禮，所以我很享受早上在校門
    迎接每一個華德孩子，和他們打招呼的時刻。
    另一方面，我特別欣賞高年級的學生很照顧
    低年級的同學，我也期望你們把這份愛和服
    務精神傳揚開去，在生活中好好實踐，這也
    是天父給我們的誡命，祂要我們把愛透過服
    務傳到每一個人的心中。

呂：盧校長，您覺得這所學校有哪些地方可以改
    進？

盧：無論是學校，還是每一個華德孩子，都需要 
    與時並進，迎接未來的挑戰，與社會接軌，
    老師和學生會一起因應這個世界、社會的需
    要和轉變在相關的範疇持續進步。

受訪者：盧淑儀校長 ( 盧 ) 
記  者：吳雅晴同學 ( 吳 )  劉千羽同學 ( 劉 )

        陳湋璁同學 ( 陳 )  呂啟淳同學 ( 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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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陳博謙，今年十一歲，
喜歡攝影，每到一個地方旅行，
我都愛用相機拍下當地的名勝。
如新加坡的雙子塔、台灣的 101
大樓等。我參加校園小記者就是
想提升攝影技巧和體驗當記者的
感覺。

大家好，我叫張汶軒，今年
已是我參加小記者的第三年了。
我認為寫有關社會的報導是很有
意義的，這也是我加入校園小記
者的原因。參加小記者讓我初嘗
撰寫報導的苦與樂。

我叫薛芷晴，這是我第一
年參加校園小記者。我參加校園
小記者是因爲我想了解記者的工
作。在這一年，我不但了解到記
者的工作，還學會了訪問、拍攝、
編輯短片等技巧，這真是一個有
意義的課外活動。

          
   華
德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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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新聞博覽館

    新聞博覽館是透過申

請政府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將中環必列啫士街

街市活化為香港新聞博覽

館。館內的展覽包括「當

日頭條 ‧ 今日歷史」，展

示香港開埠以來十宗新聞

大事，以反映新聞與社會

變化息息相關及資訊自由

流通的重要性。

    開館初期展出的十件

大事是根據今年四月經公

眾及博覽委員投票選出，

分別是 1953 年石硤尾大

火、1963 年制水、1965 年

華 資 銀 行 擠 提、1967 年

六七暴動、1972 年六一八

雨災、1975 年越南船民事

件、1989 年 六 四 事 件、

1997 年香港回歸、2003 年

沙士及 2014 年佔中事件。小記者接受導賞員的訪問

本校華德小記者於今個學
年參觀香港新聞博覽館

小記者們獲益良多 

小記者們認真聆聽
導賞員的介紹

小記者們閱讀昔日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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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 動物 篇

企鵝屬於企鵝目企鵝科，是一種不會飛的鳥類。

牠主要生活在南半球，目前已知全世界的企鵝共有 19 種，

另有兩種已絕種。企鵝多數分佈在南極

地區，而完全生活在極地的只有

皇帝企鵝及阿德利企鵝兩種。

企鵝

熊貓屬於食肉目熊科的一種哺乳動物，體色為黑白兩色。
熊貓是中國特有物種，現存的主要棲息地是中國中西部四川盆地周邊的山區和陝西南部的秦嶺地區。不要忘記，熊貓也
是中國的「國寶」呢！

熊貓

北極熊

北極熊是北極地區的典型動物，可能是六十多萬年前由灰

熊演化出來的。在動物界別中，北極熊位於食物鏈的最頂層。健

康的北極熊擁有極厚的脂肪及毛髮，以抵禦極端嚴寒的氣候。

北極熊白色的外表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是良好的保護色，在獵人和

其他動物追擊時，更容易躲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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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集：

吳雅晴同學

劉千羽同學

張汶軒同學

梁皓天同學

吳宇晴同學

伊比利亞猞猁喜好多樣的環境，由於牠們能抑制兔子

(伊比利亞猞猁的主要獵物 )危害農業，所以農人也對牠們網

開一面。伊比利亞猞猁已成為歐洲最瀕危的十種動物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受威脅的貓科動物。

伊比利亞猞猁

㺢㹢狓是一種一直到 1901 年才在非洲薩伊森林發現的

大型哺乳動物，又稱作歐卡皮鹿。㺢㹢狓的分布地區是非洲

中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的雨林。牠是長頸鹿科中的一種偶
蹄動物。你知道嗎？㺢㹢狓與長頸鹿是有親緣關係的，是長

頸鹿唯一尚未滅絕的近親。不過，第一眼看㺢㹢狓時更像一匹馬，而牠腿部的黑白交替條紋使牠更像一匹斑馬。

㺢㹢狓

樹熊是澳洲的特有種有

袋類動物，全世界僅

分佈在澳洲的東部昆士蘭省、新南威爾斯和

維多利亞地區低海拔、不密集的桉樹林中。

樹熊



西安文化交流

     一號坑的兵馬俑是宿護軍；二號坑是特種

兵；三號坑是指揮中心。兵馬俑的平均身高是

1.85 米，目前最高的兵馬俑是 1.93 米。兵馬俑

象徵着秦國軍事強大的兵力，要看完所有兵馬俑

一共要三個小時。雖然令我很疲累，但我覺得很

有意義呢！參觀後，我們還可以製作自己的小型

兵馬俑，製作過程真的很有趣，我還可以把「兵

馬俑」帶回家呢！

　《西安交流團》  劉羽千同學

復活節假期，我參加了學校舉行的西安交

流團。交流團有五天，一共有 37 位同學一起參

加，老師把我們分成四組，而我是第一組，由范

芷蕾老師負責帶領我們這一組。

                     

     我們參觀了不同景點，如兵馬俑、西安歷

史博物館、大雁塔……每一個景點我都很喜歡

的，而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參觀兵馬俑和製作小

型兵馬俑。

      兵馬俑一共分為一、二、三坑，讓我集

中介紹第一坑吧。第一坑是在 1974 年 3 月正式

開放的，有 1670 多個兵馬俑被修輯過。其實兵

馬俑是有顏色的，不過因長年在泥土下被空氣

侵蝕了，所以現在的兵馬俑已經沒有顏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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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流團》  黃以逸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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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活節假期裏，我參加了學校五日四夜

的「西安歷史考察團」，和老師、同學前往了

西安。

在交流團的第一天，我們先在機場集合，

大家都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開始了我

們的「西安之旅」。

到達西安後，我們參觀了不同景點、歷

史悠久的建築物和博物館，例如：華清池、

西安碑林、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我們從中學到了不少知識，令我增廣見

聞。而這些知識有很多都不是看書就能學得到的，

讓我深深地明白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

道理。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參觀陝西歷史博物

館了。陝西歷史博物館是按宮殿庭院式布局建

造的。那裏展出不同時代的展品，讓我們學到

不同的歷史知識，例如：秦國人是華夏族的一

支，曾活動於今甘肅天水地區。周平王東遷後，

秦國人以陝西為根據地迅速發展強大。

                   經過這次交流團後，

                我不但學到了很多知識，

                    也結交到新朋友，在這五

                     日四夜的活動中更增進

                      了我和同學之間的友

                       誼。



2018 年 1 月，發生了非洲豬
瘟的疫情。這次豬瘟疫情發源於中
國東北遼寧省的某一個豬場，不足
四星期，疫情已從東北一路南下至
浙江省，當時疫情更蔓延至福建，
全中國共有 23 個省份淪陷。面對
中國疫情大面積傳播，中央人民政
府將豬瘟起源的豬場裏所有的活
豬屠殺，並封鎖當區，以防豬疫繼
續傳播。另外，香港政府的相關部
門也採取了行動，食物環境衞生署
已減少內地豬肉進口，並改裝香港
的運輸豬車。因為進口的豬肉減少
引致香港多個街市的豬肉漲價，香
港市民亦因價錢及非洲豬瘟疫情，
而減少購買豬肉。直至 2018 年 10
月，有活豬買手透露，內地豬場已
加強防疫，香港市民才放下戒心。

珍「豬」奶茶
陳湋璁同學

非洲「豬」瘟
陳博謙同學

年特輯

一杯珍珠奶茶美味的背後其

實隱藏着許多危害健康的暗器，讓

我來跟你說珍珠奶茶的壞處吧！

「常喝珍珠奶茶會發胖」這

句話一點也沒錯！根據世界衞生

組織建議，每人每日額外添加精緻

糖的攝取量，不宜超過每日熱量的

5％，若以成人一天所需熱量 1800

大卡，相等於精緻糖不過90大卡，

而一杯珍珠奶茶含糖量約 50 至 60

公克，只喝半杯就超標，不胖也

難！

還有一個重點，珍珠奶茶含

糖量非常多，約 13 粒方糖！很多

人以為少糖就減低了糖分，讓自己

比較健康，其實少糖的珍珠奶茶也

含有 8-9 粒方糖。多喝珍珠奶茶，

不變豬也難，所以大家應該少喝為

妙。

2018 年 1 月 1 號至
9月 22 號，非洲豬
瘟爆發情況。紅色
地方為非洲豬瘟的
疫區。

盧淑儀校長
魏婉媚老師、范芷蕾老師、曾詠恩老師、林少芬老師、華德小記者
黃敏婷教學助理

顧 問 ﹕
編輯小組﹕
設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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