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19

                      學⽣報
                                                                     2 0 1 9 年 7 ⽉  第 四 期  

是怎樣的?⾧⼤......

採訪：李明珠、庚誠謙、廖寶儀、楊芷晴

3D 楊禮豪

2B 秦嘉璿 2C 莫穎澄 

5A ⾺家倩 
4D 林明謄 

5C ⾱海倫 

我覺得⾃⼰已經⾧⼤了， 

因為我思想較成熟。我覺 

得⼩時候的⽣活⽐較好， 

因為那時的我⾮常單純， 

⽣活上的事也不太複雜。 

如果要我形容⾧⼤，我會 

說⾧⼤是痛苦和快樂的， 

因為經歷的事情⽐較多， 

明⽩的道理也⽐較多。

⼩時候和現在有甚麼分別
?

我覺得⾃⼰尚未⾧⼤， 
因為⾃⼰做的事還是⼗ 
分幼稚。我認為⼩時候 
⽐較好，因為常常可以 
玩。我會⽤「漫⾧」來 

形容⾧⼤，因為⾧⼤需 
要很⾧的⼀段時間。

我覺得⾧⼤就是不 
⽤依靠別⼈，學會 
去幫助別⼈。我覺 
得⾃⼰還沒⾧⼤， 
因為我不是幫助了 

很多⼈。

我覺得⾃⼰已經⾧⼤ 
了，因為我覺得⾃⼰ 
⼩時候很幼稚。但我 
認為⼩時候⽐較好， 
因為⼩時候無依無 
慮，⾮常⾼興。如果 
要我形容⾧⼤，我會 
形容⾧⼤是痛苦的， 
因為在⽣活中總會逼 
你經歷⼀些⾃⼰不想 

經歷的事情。

我覺得就讀⼩學就代表 我⾧⼤了。 因為我⾃⼰會穿⾐服， 
⼜會⾃⼰做功課，所以 我已⾧⼤了。 

⾧⼤就是⾧⾼了和 
會照顧⾃⼰。我覺 
得我已⾧⼤了，因 
為我可以不⽤依靠 
⽗母和幫⽗母做家 

務！



畢業⽣專訪

最後的⼀課 
1.  你認為⾧⼤是甚麼？ 
2.  在六年的⼩學⽣活中，你最難忘／感恩的事是甚麼？ 
3.  你最想對⽼師或同學說甚麼？ 
 

我認為⾧⼤會使⼈多嘗試和他⼈交 
流，變得開朗、樂觀。 

我最難忘的是我兩次獲得⽥徑跑步的 
冠軍，我感到很開⼼和⾃豪。 

我很感恩有吳sir這麼好的⽼師，他上 
課的時候很有幽默感。 

我想對⽅sir説感謝他這些年的教育、 
指導和⿎勵。 

我認為⾧⼤是指⼈們能⾃理，⽽且⾏ 
為成熟，不會做⼀些幼稚的⾏為。⾧ 
⼤是⼀樣神奇的東西，因為我們都未 

經歷過⾧⼤。 
我要感謝吳主任，因為他訓練了我成 
為⼀個出⾊的司儀，對我⽇後很⼤的 
幫助；我亦要感謝鍾主任，因為 很 
⽤⼼教導我們，⽤不同的⽅式讓我學 
到不同的英⽂詞語和答題技巧。 

 

6C 張浩賢 

6B 鍾曉童 

6A 周裕衡  

我覺得⾧⼤是指知識豐 
富了，思想成熟了。 
我最忘不了Miss Ho 和 
同學，因為他們常常幫 
助我，使我知道友誼的 

珍貴。 
我想對⽼師說保重，謝 

謝你們的教導。 

採訪：盧科⾥、曾⼦棋、林嘉淇、江⾬ 

記者後記： 
我們衷⼼祝願六年級的同學能有⼀個 

美滿的前程!



校友專訪

在這⼀期，我們很⾼興能邀請到兩位升上中學⼀年級的校友與我們分享中學的 
⽣活和對⾧⼤的想法。

雷曦彤

吳雅彤

若瑟討論區

採訪：許然、曹沁沂 

Q1. 你現在就讀於甚麼學校？有甚麼難忘事與我們分享？

Q2. 你認為中學和⼩學的學習⽣活有甚麼分別？

Q3. 有甚麼說話勉勵學弟學妹？

1. 我現在就讀於基督書院。我最難忘的是在今年的詩歌⽐賽中，我負責 
指揮，因為我們是第⼀班出場，⾳響還沒設置好就已經要上台，因⽽台 
下聽不清楚，表演後以為拿不到獎，怎知到最後竟拿到了亞軍。 
2. 我認為中學的⽣活較忙碌和⾃由，同時在⽣活中也反映出⾃⼰還沒⾧ 
⼤，因為在很多事情上的處理還不太全⾯。 
3. 在⼩學要好好享受和學習，否則升到中學後會很難跟得上進度，不過 
在中學亦有很多好玩的地⽅來讓你們去發掘，希望你們可以抱著期待和 
開⼼的⼼情升上中學，加油！

1. 我現在就讀位於沙⽥圍的佛教覺光法師中學。我起初覺得中學很悶和 
沒有東西做，但後來擔任了班⾧和圖書管理員，會多⼀點滿⾜感。我最 
⾼興的是在家政堂學會了針織和做朱古⼒蛋糕。 
2. 我覺得⼩學的⽣活開⼼⼀點，⽽且⼩學的知識較容易，加上要適應由 
⼩學的⾼年級⽣⼀下⼦變成低年級⽣的⾝份轉變，要學習⾯對新事物。 
3. 我希望⼤家要積極、正⾯⾯對不同的新事物，做事要謹慎，也希望⼤ 
家能專⼼讀書。 

⾧⼤是無盡的階梯， 是⼀步⼀步的攀登。 ——5B 李明珠

⾧⼤讓⼈發現時 

間如流⽔般流 

逝，我們都變成 

追趕時間的⼈。 

——6B 張淼鈺 

你覺得⾧⼤是甚 
麼？在下⾯寫⼀ 
寫你的想法吧！

⾧⼤就像記載著我們所有 

童年回憶的茁壯⼤樹． 

在過往的記憶中，這⼀路 

上是磕磕絆絆的，我們也 

哭過笑過，彷彿⾃⼰還是 

從前那個稚嫩純真的⼩孩 

⼦，可不知不覺 中，我們 

已經在嘗試中⾧⼤了。  

——6B 陳虹旭 



⽼師感⾔畢業班

I can’t believe how fast these two years have gone by. I have watched you learn and grow so 
much and are very proud of you. Every day with you all has been an adventure and I will 

cherish those memories forever. All of you will always hold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You 
taught me more about how to slow down, pay attention to the little things in life, how to have 

more patience, and what genuine love is. I will miss all of you more than you could imagine and 
I know, with great confidence, you guys are going to rock it in your secondary school. I hope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enjoy school with the same excitement and love for learning that you 
have now. Remember to make good choices in life, and you will have good consequences. 

Love you all and don’t ever become a stranger!

  ⾸先恭喜同學們畢業了，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是 ⼀個新階段的開始。願你們繼續揮動信 
⼼的翅膀，在廣闊的天空裡遨翔，⽤眼睛去觀看，⽤⼼靈去領受。 
  想起你們初步⼊校園時，個個稚嫩的臉龐，帶著好奇⽽恐懼的眼神到處張望，有些牽着媽媽的 
⼿不放，有些含着淚跟爸媽揮⼿，然後踏進操場，當時的畫⾯仍歷歷在⽬。如今你們都變得帥氣⼗ 
⾜、亭亭⽟⽴的⼩⼤⼈，⽼師不得不感慨時光⾶逝！才⼀晃眼，你們就畢業了。⽼師看著你們歡 
笑，陪著你們成⾧，當中的笑聲、哭聲、責罵聲，編織成極為美好的回憶，相信你我都不會忘記。 
畢業對你們來說是⾮常喜悅的事，⽼師也很為你們⾼興。 
  ⾛進⼈⽣的 ⼀階段，必會碰到困惑，甚⾄荊棘滿途，但不要輕⾔放棄，要勇敢⾯對，「你們 
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着；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 
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路11：9-10)」相信天主必能幫助我們衝破重重障礙，邁向⾃⼰的⼈ 
⽣⽬標。⼤家努⼒！加油！ 
  最後衷⼼祝福畢業同學⼀切順⼼順利，前途⼀⽚光明！ 

  天氣越來越熱，蟬兒的鳴叫聲也愈來愈響，不經不覺你們⼜要畢業了。回想起你們剛從⼩四升 
班的時候，帶着青澀笑容的模樣，彷彿還是昨天的事。 眼間，現在不少男同學⾧得⽐我還要⾼， 
⼥同學亭亭⽟⽴，光陰⾛得那麼快呀！ 
   雖然你們偶爾也會頑⽪，⽋交功課，但是我⼗分欣賞你們那⼀顆顆樂於助⼈的⼼、純真的⼼、 
和善的⼼，⽽且你們⾯對著逆境，總是不會退縮，便如初⽣之犢不畏虎，總會咬緊⽛根、迎難⽽ 
上。我是多麼幸福，在這兩年能伴隨你們⼀起成⾧。能成為你們的⽼師，實在是我莫⼤的福氣！ 
   再⾒了六年級的同學，祝願你們有美好的中學⽣活，擁有錦繡的前程，美好的⼈⽣。 

陳燕華⽼師

何嘉慧⽼師

關國威主任

李穎嫺主任

  時光荏苒， 眼間你們便由懵 無知的⼩孩⼦變為成熟 事的少年⼈了！感恩能與你們共 
同⾛過這段美好時刻，⼀起歡笑和擁抱，⼀起耕種與收穫。 
  祝願你們帶着智慧和良善的⼼，展翅⾶翔，將來有着豐盛的⼈⽣，⾛當⾏的道路。

Dream High, Fly High!GOD Bless You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