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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幼稚園的小朋友瞭解蒙小，學校推廣小

組組織了不同的宣傳活動。較早前舉行的「趣味英語 
FUN FUN FUN 」，受到了來自不同幼稚園的小朋友及家
長的歡迎，參與者踴躍，氣氛熱烈。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肆虐全球，疫情至今未能
得到完全控制。在這個特殊的情形下，蒙小以所有

學生的健康為第一要務，邀請專業清潔公司進行全

校消毒，又安裝體溫檢測儀、自動潔手機等設備，

務求盡全力保障學生的健康。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C.C.C Mong Wong Far Yok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沃圃
不知道家長、同學們可有想過：

為什麼學校刊物有不同的名字呢？又或者現時你正看著的這份校刊—《沃圃》為什麼叫「沃圃」呢？

首先，要知道在田景邨蒙黃花沃紀念小學的校舍內，是真的有土地種植不同的植物。在地面一層有，在天台

有，甚至在三樓與四樓兩層外牆之間的夾縫中，也有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種子，找到生存的空間。 

校園內植物的種類繁多。花葉不同顏色的植物可悅人眼目，天台種植瓜果可以食用，校舍前後門旁邊栽種幾株白蘭，期待花開時香氣馥郁。但，不論種的是什

麼，都不是今日下種明日花開。耐性，是的，需要耐性。耐性來自信心，因為只要是好的種子，你用心澆灌，總有一天碩果累累。

教育，不也是一樣嗎？孩子剛進校門，連上落行進也有點不穩。但只要有耐性，就每日教他一點知識一點技能，加上勤做運

動、培養興趣⋯⋯到畢業的時候，學生已經長得比老師還高、是滿有個性的少年了。

本校創辦至今，三十多年來共培育數千名畢業生，不少今時今日已投身社會，在各行各業中盡展所長。相信在他們腦海中，

偶爾會湧現昔日在校的情景。校園的青蔥歲月，實在是甜美難忘。

在蒙小，教職員各盡其職，加上好伙伴家長教師會及田景堂同寅努力，務使學生在愛中生長。我們祈求天父，不斷看顧、保守、

賜恩。使徒保羅在新約哥林多前書第三章6節描繪的圖畫：我（保羅）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有這種眼光，
學校就不只於建築物；學校，是生機處處的一片園地。

劉仲宏校長

2020-2021校訊 十二月

校長的話

今年的9月10日敬師愛生日同往年有些許不同，同學們不能面對
面地和老師表達自己的心意。但是疫情擋不住同學們的心，大家紛

紛在家製作了敬師卡片送給老師，傳達心意，而老師們也拍片表達

對同學們的愛和思念。

敬師愛生 師生互傳情

趣味英語 

抗疫大作戰

FUN FUN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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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吳晞彤
今年中秋節，我和家人在公園裏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吃完晚飯後，我們一家人來到了公園。一入園，就看到不少人已經一

家大小來到公園休閒了。有的人在欣賞美麗的花燈，有的一家人坐在樹下

一起吃月餅，有的小孩子開心地玩著熒光棒，還有的人興高采烈地猜燈謎，

氣氛別提多熱鬧了！

我們一家人帶了很多應節的物品，準備在這裏度過一個美好的中秋夜。

我們先坐在草坪上品嚐美味的月餅，媽媽買的冰皮月餅真是太好吃了！然

後，我們拿出香甜的柚子來吃，柚子的果肉在嘴巴裏爆開，酸酸甜甜的，

好吃極了！吃飽後，我們一起玩燈籠和熒光棒，我用熒光棒做了一頂帽子，

把它戴在頭上，爸爸媽媽都誇我很有創意呢！最後，我們收拾好東西，一

家人出發去大坑看舞火龍。

這個中秋節令我十分難忘，我和家人過得十分開心，我感到無比幸福！

3E  黃學臻
去年秋天，在一個天朗氣清、涼風習習的假日，我和媽媽一起到鯉魚門度假村

旅行。

一來到公園，我看到綠草如茵，廣場上有一輛黑色的坦克車，吸引很多人拍照留

念。廣場附近有一個兒童遊樂場，裏面有很多遊樂設施：滑梯、秋千、跳跳床⋯⋯我

挨個體驗了之後，就和媽媽前往遊藝項目區。

來到桌球室，我就被那裏寬敞明亮的環境吸引了，一個個五顏六色的桌球正躺在

桌上等著我們。我被可愛的小球吸引了，提起桌球棒，向媽媽宣戰。媽媽慢慢地繞了

桌球桌一圈，仔細地觀察每一個球分佈的位置，然後在一個白球旁邊停下腳步，俯下

身子，用桌球棒的尖端觸碰白球。只見白球滾動，直線撞向紅球，紅球「咚」一聲掉

進洞中。媽媽暫時領先，她接連進了幾個球。我不甘示弱，拿起桌球棒，先瞄準一個

黃球，再用白球把它碰進洞裏。經過連番激戰，最後媽媽勝出，而我也雖敗猶榮。

傍晚，我依依不捨地和媽媽離開了度假村，踏上了歸程。歡聲笑語伴隨著太陽的

餘輝，在我腦海中迴盪。

一件小事

「你最尊敬的人是誰？」面對這個問題，我相信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在心裏

問自己：當父母沒時間陪你的時候，是誰負責照顧你？當你有困難的時候，又是誰

陪伴你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你不開心的時候，又是誰安慰你？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和藹可親，有一次我發燒了，我感覺全身輕飄飄的，就打算睡一會兒，希望

人會精神些。我躺在牀上，被子也不蓋，一下子就呼呼大睡起來。當我還在美夢中，

突然有一股暖意在我那乏力的身體流竄着，彷彿有人在雪中送炭。我慢慢睜開眼睛，

看見祖母正坐在旁邊陪着我，並緊緊地握着我的手，那股暖意從祖母的手傳來，我

才知道祖母給我蓋上了被子。

又有一次，祖母腸胃不舒服，她讓我放學後自己回家。我回家後，嗅到一陣難以

形容的氣味，妹妹和我都不禁捂住自己的鼻子，原來爸爸在清洗洗手間。爸爸說：

「祖母剛才吐了，還想到學校接你們。我勸她勸了很久，她才打消念頭。你們趕快

把功課做完再吃飯吧！」即使祖母病得再嚴重，她也給我們煮飯洗碗，接我們上學

放學，愛我們遠比自己多。

通過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祖母對我的關心，即使自己生病了，也不顧自己身體照

顧我們，祖母真的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啊！

4A Li Mei Yee, Michelle  6A Lee Pak Wai, Jayden

同學們在課堂上欣賞過保

羅‧克利(Paul Klee)的作品後，
學習他不同線條、圖形及色塊

等組合而成繽紛中有秩序的風

格，創作出香港的夜景。

同學們在課堂上欣賞過莫內

(Claude Monet)的作品後，學習
他以冷色或暖色色塊繪畫的技

巧，然後以冷色或暖色油粉彩繪

畫色塊。

同學們在課堂上欣賞過錯覺藝

術大師艾雪(Escher)的作品後，學習
他交疊直線重複密鋪大小不同的三

角形的繪畫特點，以近似色的油粉

彩塗滿所有三角形。

3C So Chin Yu, Yunis 
I am green outside and have black strips.
I am red inside.
I am round.
You can eat me in summer.
I am sweet.
What am I? 

3C Chan Ho Tak, Donald 
I am purple or green.
You need to wash me before eating me.
I have green roots.
You always eat me in summer.
I taste sweet.
What am I? 

藝術天地

一年級
看夜景

二年級
冷暖色塊

三年級
密鋪三角形

沃圃筆耕

5A  馮詩婷 
這件小事讓我學會做人要誠實的道理。

有一天，我和媽媽在家裏做了一個蛋糕慶祝爸爸的生日。我們把蛋糕放在

桌子上，等了很久，爸爸還沒有回家，趁媽媽睡午覺時，我偷偷地把蛋糕吃

掉了。啊！那甜滋滋的奶油，還有那軟綿綿的蛋糕，一不注意，我已經把蛋

糕掃光。

媽媽睡醒起來，發現蛋糕被人偷吃掉了，就問我：「是你偷吃了蛋糕嗎？」

我結結巴巴地說：「不... ...不是我吃的，家裏可... ...可能有老... ...老鼠吧。」
媽媽看到我嘴旁的蛋糕碎，就問：「真的不是你嗎？」我非常羞愧，想立即把

頭縮進被窩裏，我低下頭說：「對不起，是我偷吃了蛋糕。」媽媽說：「幸好

爸爸還沒有回家，我們再做一個蛋糕吧！」我鬆了一口氣，然後便和媽媽一起

做蛋糕。

經過偷吃蛋糕的事，我知道做人要誠實的道理，以後會做個誠實的人。

5A  鄧凱恩
這件小事讓我學會朋友之間要互相尊重的道理。

有一天，我和朋友聚會。朋友小珊說有點事晚點才能來，所以我和其他朋友就先開

始聊天了。半小時後，小珊終於來了。小斯看到小珊後，忍不住笑了起來，說：「小珊，

只是幾個月沒有見面，你就已經胖得像一頭豬了？」我們聽見小斯這樣一說，都笑得肚

皮差點兒就破了。

小珊聽到後，低着頭，臉蛋變得像蘋果一樣紅，立刻把肚子縮了起來，好像很想找

一個洞鑽進去似的，但仍強顏歡笑地說：「我有點事，先走了，你們玩得開心點吧！」

說完，小珊便匆匆忙忙地轉身離開了。隨著「拍」一聲的關門聲，我們的嘴從打開的拉

鏈袋瞬間變成合上的拉鏈袋，大家都屏着了呼吸，口水也不敢嚥一口，誰都不敢發出任

何聲音。

一個月後，雖然我們都已經向小珊道歉了，但是還沒有收到小珊的回覆，或許她還

因為這件事而生氣吧！經過我們取笑小珊這件事，讓我明白朋友之間要互相尊重的道理。

親子旅行一次與家人共度的中秋節

我最尊敬的人
5A  朱珈漩

中文作文

英文科  學生作品food riddles
Watching TV

Last Sunday Pam and Tony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They turned on the TV because they both 
wanted to watch TV.

Then they sat on the sofa and started channel 
surfing. 

Pam said, “Let’s watch Robot Dog, that is the 
funniest programme in the world.” 

Tony said, “No! I want to watch HK Basketball. 
Give me the remote control!” 

Pam shouted, “No way! It is my turn!” 
“No! It’s my turn, not your turn!” Tony shouted. 

They were shouting at each other. Pam grabbed the 
remote control and Tony wanted to get the remote 

control too, so they fought with each other. They both 
wanted to watch their favourite programmes.

Suddenly, their mum shouted, “Don’t fight!” 
Mum took away the remote control and switched 
to a cartoon about a dog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a 
basketball player. They sat on the sofa and watched 
it together. 

Pam said,”Wow!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cartoon 
ever!” 

Tony said, “Yes, I like the basketball player. He 
is the best. His hat is cool!” 

In the end, they were all happy.

I am a fireman. I have been a fireman for three 
years. In my childhood, I dreamed about being a 
fireman when I grew up because firemen were brave.

One day, a fire broke out in a building. My 
colleagues and I arrived there quickly. The fire flamed 
intensely between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floor. Some 
people escaped from the building in a panic and 
some people we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flats. 

They were waving their hands by the windows 
while shouting loudly, ‘Help! Help! Please save me!’ 

They were frightened. We launched the rescue 
operation immediately. Some firemen were using 
the fire hoses to put out the fire while some firemen 

were rushing up to the building to rescue the trapped 
people. When I arrived at the fourth floor, the smoke 
was spreading everywhere. I heard a weak voice 
from a flat and found an old lady who was lying on the 
floor. 

‘Help! Help! I am here. There is a lot of smoke 
so I cannot see clearly. My ankle is hurt so I cannot 
move,’ the old lady said softly. 

‘Don’t worry. I am coming to save you,’ I 
answered calmly. 

Then, I carried the old lady to the ground floor. 
She was saved.

The old lady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All 
of you are our heroes.’

She held my hands tightly before she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I was glad that I could help people in 
danger.

I enjoy being a fireman because it is a meaningful 
job!

A Firefighter

學生的創作園地

1A 陳玥霖
1A 卓祉諭

2D 施耀婷

2D 劉曉暉

3B 梁君

3B 黃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