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小小記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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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距離本學年開始已三個多月了，深信

同學們在學習上都上了軌道，但你們又是否真的

掌握學校的每一件事情，如對新老師的認識。本

期我們訪問了六位本年度的新老師，讓你們更了

解她們。 

鄒懿德老師喜歡教導別人，覺得教懂別人

後有很大的滿足感，所以便不斷學習，豐富自

己的知識，立志成為一位老師。現在，鄒老師

終於成為一位老師了。然而，鄒老師覺得自己

成為一位全職老師，與當實習老師的感覺很不

同，曾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成為一位老

師，因為她有時候會不太熟悉，不太掌握學校

的運作。不過，當她看到同學乖巧，投入上課

的表現，她又會更堅持自己的理想。 
小記者：謝雅嵐 

鄒懿德老師 
(任教科目：中文、電腦、常識和普通話) 

小時候，劉嘉欣老師常常模仿老師，覺得做老

師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所以從小就觀察身邊老師的

一舉一動。最後，她終於成為一位真正的老師。當

了真正的老師，劉老師體會到做老師的責任，由於

自己的身分，對自己的要求自然高起來了。在這多

個月的教學生涯，她感到很開心，因為同學有時會

找她談天，樂意與她分享心事，即表示自己得到同

學的信任。 
小記者：方以琳 

劉嘉欣老師 
(任教科目：中文、普通話、常識) 

「瑪小」給王嘉玲老師的感覺是：學生有

禮貌，很聰明；同事和校長友善，願意幫助她

這位新老師，教導她很多教學的事情。「瑪小」

是她第一間任教的學校，她希望學生會喜歡上

她的課，投入課堂，從課堂裏學到新知識，學

習上有進步。不過，王老師在工作上也有辛苦

的時候，因為若遇到同學的功課草率，字體凌

亂，她便要花上很多時間才批閱完畢。 
小記者：雷皓賢 

王嘉玲老師 
(任教科目：中文、普通話、電腦、常識) 

李欣燕老師當上老師主要是受她中六時的

英文老師影響，她回憶以前上英文課時，老師教

學非常生動有趣，老師還會分享個人經歷，這令

她立志做一位老師，並以她的教學方式來教導現

在的學生。對於日後的教育事業，李老師希望將

學科知識教給學生，與學生分享所見所聞，將課

室變成一個互動、愉快的學習環境。 
小記者：賴彥瑤 

李欣燕老師 
(任教科目：英文、電腦、常識) 

「瑪小」不是王嘉寶老師第一間任教的

學校，跟以前的學校相比，王老師覺得我校

同學很乖巧、可愛、勤力和多才多藝，而學

校就像一個大家庭，同學精靈活潑，同事相

處融洽。「瑪小」是王老師心目中的理想學

校，因為校園環境綠化，設計特別，校風純

樸，學生品行好，校內亦有很多好老師。 
小記者：李宛叡 

王嘉寶老師 
(任教科目：中文、普通話、音樂、宗教、常識) 

Ms Mabel wants to be a teacher because she 
loves to teach kids.  She feels that it is enjoyable and 
fun.  Before being Net Teacher in Hong Kong, she 
was a teacher in UK.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U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Hong Kong, as she 
taught adults in UK and teaches children in Hong 
Kong.  She finds it easier to teach kids.  Being a 
teacher, she wants to help children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for the future to make a difference.  Being 
Net Teacher, she left her home.  She misses her 
home very much, especially she misses her family, 
friends and misses the snow at Christmas. 

小記者：黃志軒 

Ms Mabel Chan 
(Net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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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文物保育文物保育文物保育 
歷史文物見證香港的發展，亦是本地社會獨一無二

的寶貴資產。香港是一個文明和發展成熟的社會，透過

保育及欣賞文物建築，市民期望生活更加豐富美滿，與

昔日的社會連繫起來，並且建立身份的認同感。 
 

舉隅舉隅舉隅舉隅：：：：北九龍裁判法院北九龍裁判法院北九龍裁判法院北九龍裁判法院 
北九龍裁判法院建於 1960 年代，屬於該年代的典

型公共建築。它見證了戰後香港司法制度的發展歷史，

故具一定社會及歷史價值。司法機構於 2005 年初將北

九龍裁判法院關閉。建築物現已空置。 
建築物由花崗石磚砌成，附有一中央光井，並加入

不少新古典風格的建築特色，例如雕刻細緻的門框，置

於大樓中間具意大利色彩的樓梯，並附上裝飾性金屬欄

杆及其表面富希臘特色的圖案。 
 
 
 
 
 
 
 
 
參考網址： 
http://www.heritage.gov.hk/tc/rhbtp/about.htm 
http://www.heritage.gov.hk/tc/rhbtp/febs.htm?bsIDE1 

 

文．藝 推介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奇幻時尚森林奇幻時尚森林奇幻時尚森林奇幻時尚森林」」」」 

  2012 年聖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ifc Mall) 為市民帶來既時尚又有意義的節

日佈置。由即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2 日， ifc
商場將幻化成一個由高級訂製衣料打造的

「奇幻時尚森林」。「奇幻時尚森林」內的佈

置共花了近半年時間設計及製作，場內矗立

逾二十棵聖誕樹，設計別出心裁，當中包括

以衣料度身縫製的一系列簽名式設計晚裝

裙，將其拼砌成 5 米高、女士們夢寐以求的

華麗聖誕樹；而兩棵高達 9 米各綴以一對巨

型鹿角的馴鹿造型聖誕樹，亦雙雙屹立於商

場中庭，別具氣派。 
參考網址：

http://www.hkgimages.com/2012/11/ifc-xmas-
2012/ 

近來，香港出現多宗虐待動物的新聞，當中以順天邨那宗虐待貓兒的最嚴重。我覺得那些人一點

愛心也沒有，覺得那些小動物十分可憐。我懇切希望政府加強法律的約束力，保護小動物的安全。     

～李芷柔 
 

對於近日有關虐待貓兒的事件，我覺得兇徒非常殘忍，他們不應該虐待這些無辜的小動物，反而

要愛護牠們。小動物也有生命，我們要尊重生命，不要傷害小動物。          ～鄒卓言 

環保氣象台環保氣象台環保氣象台環保氣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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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巿廣場屯門巿廣場屯門巿廣場屯門巿廣場────────「「「「聖誕夢樂園聖誕夢樂園聖誕夢樂園聖誕夢樂園」」」」 
 
  今個聖誕節（2012 年 11 月 12 日 2013
年至 1 月 1 日），著名繪本作家 John Ho
與屯門市廣場及信和藝術合作，打造聖誕

夢樂園，商場幻化成肉肉熊與花花貓的故

事場景，配合高達 30 呎的甜甜圈聖誕樹、

咖啡杯、水晶球等，訪客猶如置身聖誕夢

樂園。場內更設有 John Ho 的畫廊及精品

店，讓您欣賞甜美的藝術作品，及將可愛

的精品帶回家！ 
參考網址： 
http://www.tmtp.com.hk/promotion_tc.asp 
 

♥我的家．我的國♥ 

習近平（1953－），陝西富平人。現任中

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

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習近平是

中共元老習仲勛之子。 
1969 年 1 月，15 歲的習近平來到陝西省延川

縣的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1975 年 10
月，他受推薦進入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基本有機合

成專業學習。 

習近平的政治生涯 
 
1979 年 4 月畢業後，到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

並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飈的秘書。 
1985 年 出任中國共產黨廈門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此後他在福

建工作十七年。 
1999 年 出任福建省副省長、代理省長。 
2000 年 正式當選福建省省長，期間協助中央處理廈門遠華案。 
2007 年 3 月，習近平被調往上海擔任市委書記。 
2007 年秋 「中共十七大」舉行，習近平由中央委員進入由九人組成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當選中央

政治局常委，並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2012 年 11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隨即召開

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總

書記，並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執掌軍權，成為最高領導

人。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編輯委員會  
顧問：吳偉文校長 編輯：葉麗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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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卓言(4C) 李芷柔(4C) 李宛叡(4C) 雷皓賢(4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