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
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
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如今又到
了哪裡呢？

每年我都到不同班級觀課，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沒想到最近一次，讓我又遇上這篇美文—
當我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中文老師教授朱自清先生的《匆匆》，文首幾句結構之美，已令我

深深吸引。那時候我只個黃毛小子，未能完全明白文章的內容，更遑論體會當中深意。但文句真美呀！不
用刻意強記，已在腦中某個角落生根。

時光飛逝，再遇之時我已身份轉移成了「觀課者」，看著老師逐步引導學生理解，文中的問題也在問
我：
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如今又到了哪裡呢？

當中萬多個日子就溜走了。我感謝神我可以成為一位老師。離開學苑後，我一生只從事一個行業，只做過一份工作。這份工作不單讓我糊口，還讓我可以
每天接觸到孩子。小學生是天真爛漫的，有人說：在孩子眼中你看到天堂。因為他們是善與美。

老師教導學生知識和技能，解答他們的疑問，也陪同他們成長。學校是知識傳承的地方，也是幼苗生長的園地。當園丁看到幼苗漸長、花果累累的時候，
那份滿足感真的無可比擬。

在這星期，一年級的一位男同學寫了封信給我，說他在學校過得很快樂。放學後，早兩年的畢業生回校探望，送上一盒巧克力，輕聲說：是我獲得獎學金
買的。晚上，我第一年任教的學生和我每年一聚，談往事也談人生。聚會結束前合照，一如往年，我把照片好好收藏起來。

古今中外，詩人都喜歡以「時間」為題材。不論你多不情願，時間總會過去。舊約聖經詩篇九十篇是摩西寫的，他也寫對時間的看法：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即逝，我們便如飛而去。

但摩西不停在感慨之中，祂以祈禱作為結束：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願慈愛天父保守、恩待每一位在蒙小的學生；教導他們愛惜光陰，一生都走在正路上，
每段路，都是蒙福之路。

劉仲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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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9月10日敬師愛生日同往年有些許不同，我們取消了大型集會，但並不妨礙同學們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愛。大家紛紛拍攝影片
傳達心意，而老師們也拍片表達對同學們的關心和回應。

12月6日至11日，蒙小舉辦了以「神州‧文化‧遊」為主題的學習週，讓學生
了解祖國的風光文化、發展和成就，幫助學生加深自己是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建立良好的品格。

校校長的話長的話

敬敬師愛生  師生互傳情師愛生  師生互傳情

匆匆

神神州‧文化‧遊州‧文化‧遊
傳統節日
和民族服飾

神州名勝古蹟

體育遊戲博大精深的中華飲食文化

中華傳統藝術技藝

幼稚園
填色
比賽



Some students produced a video. The videos are all about what the students did during their 
summer holiday. We put the videos together to make three episodes. You can watch them on the 
English Channels on the school website.

Have you watched any of the videos on the English Channels yet? 
We have five different channels! You can learn about science on ‘Amazing 

World’. You can find out about the past on ‘Then and Now’. ‘English Everywhere’ goes to different places to learn more English words. There is also a 
channel called ‘Special Programmes’. You can find out more about different programmes going on at school.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use Book Creator you 
can find a video there telling you how to use it. The last channel is called ‘Show and Tell’. This is a chance for students to make and show their own videos. Click on 
the QR code to go to the English Channels on our school website. You can find a lot of fun and interesting videos there.

沃沃圃筆耕圃筆耕
我是一隻小螞蟻

5A蔣葉涵
咦，家裏甚麼時候多了這扇黑色的大門？

「乖仔，快回洞去，今日傭人又大清潔了！」救命啊！螞蟻怪獸啊！話未說完，
這隻會說話的螞蟻怪獸已鑽進黑色大門裏去。

「哥！快回家吧！」啊！又一隻大螞蟻在我身邊經過，牠走進黑色大門前，回頭
輕輕對我說：「哥哥，我找了許多美味的餅屑，預了你的份兒！」

天啊！我知道發生甚麼事了！我竟然變了一隻螞蟻⋯⋯

正當我在為自己的變化感到詫異的時候，一陣腳步聲傳來，一個高大的人出現在
我眼前。我定睛一看，原來是傭人三姐，她慢慢走向我，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三姐就
用一個可樂瓶把我罩住了。

我大聲喊叫：「三姐，是我！」但是三姐卻好像甚麼也沒聽見一樣，沒有任何反
應。接着，她猛地往可樂瓶裏灌水，水湧入瓶中，我拼命劃動小細腿，努力往水面上
游。我又氣又急，三姐怎麼這麼殘忍，連一隻螞蟻都不放過！

突然，我想起兩天前的一個下午，我和弟弟在公園裏玩，看到一隻甲殼蟲趴在葉子
上，便把牠裝進可樂瓶裏，還往瓶裏灌水。現在想來，那隻甲殼蟲當時一定很絕望吧！

終於，我游上了瓶口，還好，三姐並沒有蓋上瓶蓋，我馬上從瓶口翻出來，順着
瓶身爬到地上。還沒等我鬆口氣，三姐就發現我逃出來了，她像如來佛祖捉孫悟空那
樣，抬起大手要往我身上罩。

眼看三姐的手就要罩住我的身體，我一鼓作氣向前逃，她的手就順着我逃跑的方
向一直追。不好，前面有一個盆子擋住了我的去路。眼看就要被三姐追上了，我靈機
一動，鑽到了盆子下的縫隙裏。等了好一陣，我才悄悄地離開。

後來，我氣喘噓噓地逃到蟻洞裏，剛坐下來喘口氣，一股水突然從洞口湧進來。
「這下看你往哪兒逃！」是三姐的聲音，她往螞蟻洞裏灌水了。水不停地湧進來，眼
看就要把我淹沒了，我「啊」地大叫一聲⋯⋯

「乖仔，醒醒！」那是媽媽的聲音。我睜開眼睛一看，哦，原來剛才的一切是一
場夢啊！我輕輕地拍了拍胸口，擦乾滿頭的汗水，下了牀，我徑直向裝有甲殼蟲的可
樂瓶走去⋯⋯

我把可樂瓶拿到公園，雖然有點捨不得，但是我明白大自然才是動物們的家。
我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打開，小甲蟲爬了出來，還回頭看了我一眼。我向牠揮了揮手，
心裏頓時覺得輕鬆多了！

面對引誘
6B吳俊諺

今天，在自助餐廳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讓
我後悔莫及，讓我學到了一個道理，就是要克服引
誘，不能上當。

我今天去自助餐廳吃飯，看到那麼多食物，有
海鮮、肉、麪⋯⋯那麼多美食，我垂涎欲滴，但是
我的腸胃本來就不好，吃太多會不適。此時，我腦
子裏的天使和魔鬼在打架，天使說：「不要吃太多
啊，你的腸胃本來就不好，吃多了會生病的。」魔
鬼說：「那麼多的美食，你不想吃嗎？一次而已，
沒有問題的！」我很掙扎，猶豫不決，我的心裏各
種聲音此起彼伏，眉毛緊緊皺在一起。

後來，面對那麼多美食，我還是抵擋不了誘
惑。爸爸問我：「咦？你拿那麼多食物呀，你不怕
肚子痛嗎？」我說：「哎呀！這些食物還不夠我吃
呢！」此時我沒考慮後果，狼吞虎嚥，吃得很快。
食物非常美味，讓我吃了一盤又一盤，內心驚嘆
着：世上怎麼會有這麼美味的食物？肚子會痛的危
機早已被我拋諸腦後。我的樣子看起來就像是從來
沒吃過食物一樣，一直往嘴裏塞，內心十分滿足。

我吃着吃着，突然肚子響了一下，腸胃不由自
主地痛了起來，我趕緊丟下食物去了廁所。但此時
我的肚子越來越痛，臉色發白，手不受控制抖動，
冷汗不停地流，痛得站不直了。爸爸看到我這狀
態，以飛快的速度送我到醫院。在車上我後悔莫
及，但恨錯難返。到了醫院，醫生說我得了急性腸
胃炎，讓我下次不要吃那麼多了，還給我打了針和
開了藥。我後悔極了，我明知自己腸胃差，還不克
制自己，讓爸爸擔心了，我下次不會再這樣了。

最後，我的病情逐漸好轉，我從這次的事中吸
取了教訓，面對引誘時，要克制自己，不能「上
當」。

貪心的農夫
4A張淳鈞

從前有一個農夫，他的家是一個鐵皮屋
頂的小木屋，裏面只有簡陋的家具。他有一
塊農地種了些蔬菜，雖然他每天辛勤地耕
種，可是種出來的菜只能賺到勉強過日子的
錢。他常常發白日夢，要是能成為一個富
人，住著豪華的大宅，每天大魚大肉，那該
多好啊！

有一天，他在菜地翻土的時候挖到了一
個五顏六色的罐子。他好奇地打開蓋子，伸
手進去摸到一塊硬硬的石頭，一看，竟是一
塊黃金！他高興得跳起來，又再伸手進去
摸，這次摸出了一塊紅寶石⋯⋯之後，他又
摸到了鑽石、翡翠、珍珠等，他激動地說：
「發財了！這麼多金銀珠寶，我要成為大富
翁了！」但是，他又心想：會不會是其他人
藏在這裏的呢？不過，我偷偷拿走也不會有
人知道的吧。於是，他把罐子抱回家藏在床
底下。

第二天一大早，農夫被一陣敲門聲吵
醒。他睡眼惺忪地打開門，看見一個穿著紫
色長袍，留著灰白長鬍子的巫師。巫師問：
「我有一個彩色罐子不見了，我在水晶球上
看到它在附近，請問你有沒有見過它？」農
夫心虛地說：「我⋯⋯我沒有見過你的罐
子，也沒有見過裏面的寶物啊。」巫師聽他
說完，一下子怒髮衝冠，大吼起來：「你說
謊！如果你沒有見過我的罐子，怎會知道裏
面有寶物？你這個貪心的人，我要把你變成
一隻蝸牛！」農夫嚇得跪地求饒：「請你原
諒我吧，我立刻把罐子還給你⋯⋯」可是，
他還未說完，巫師就將他變成了一隻小小的
蝸牛，在地上慢慢地移動著。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做人不要貪心，貪心
的人不會有好下場。

Mission Possible
What did you do last summer? Our students were given some Summer Missions to finish. It was a lot of fun 

and a great way to learn at home. Except for reading, reviewing and building up what they learnt in the school 
year, students could also become authors or video stars as part of the missions. Have you ever tried to write and 
illustrate your own story? If you go to www.bookcreator.com, it is easy to produce your own book. You can be very 
creative and make a beautiful and colourful book. Here are some of the books the students wrote.

11月20日，我校6A班兩組同
學在呂君怡老師及Miss Sharon的
指導下，參加了劉金龍中學英文
故事四格漫畫及演繹比賽，其中
一組同學更擊敗其餘8間學校的
強勁對手，勇奪冠軍！

Storyboard CompetitionStoryboard Competition

我校一直注重學校宣傳推
廣，2021年9月8日，來自呂郭
碧鳳幼稚園的同學和家長，參
觀了蒙小校園，並體驗了有趣
的英文課堂，對我校的認識更
加深入。

為了豐富同學們的課餘生活，活動組推出了「蒙
小校園生活資訊節目」。節目內容關注校園生活，小
主持落落大方，既有動腦益智的數學 IQ挑戰，也有新
老師訪談環節，多姿多彩，妙趣橫生。

學校十分重視家校合作。
2021年 9月 10日，學校專門
為小一學生家長舉行了晤談
交流會，為新生介紹了在校
學習生活的注意事項，向家
長傳授了教育子女、與子女
溝通的技巧。

學生的創作園地學生的創作園地

捷捷報報

呂呂郭碧鳳幼稚園同學到校參觀郭碧鳳幼稚園同學到校參觀

小小一家長晤談交流會一家長晤談交流會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a Story About 
Chubby Cat
6A Chen Wing Yuk (Wendy)
6A Cheng Tsun San (Kingsley)
6A Cheng Jiaxin (Summer)
6A Lam Tsun Yin (Circle)
This story is about a chubby cat who wants to be 
a great swimmer. One day he enters a swimming 
competition. His classmates are shocked. Watch the 
story to find out what happens at the competition.

Cherry the Super-Duper Helpful Girl
6A Cheung Lap Hang (Carson)
6A Chu Ka Suen (Kalie)
6A Tang Hoi Yan (Angie)
6A Yung Lok Chun (Charlotte)
6A Chen On Ki (Angel)
This is a story about being helpful and considerate 
towards others. Find out why Cherry is a super-duper 
helpful girl? How does she help? Watch the story to see 
who she meets along the way.

Never Give Up
5A Lau Wing To (Katie)
5A Li Mei Yee (Michelle)
5A Lo Hau Yan (Yumi)
5A Jiang Yip Ham (Haney)
5A Luo Jiaxin (Lily)
One day four friends go for a hike but they get 
lost. They have a lot of adventures when they are 
lost. Do they find their way back? Watch the story 
to see what happens.

Now and Then - When Now and Then - When 
they were youngthey were young

Watch and find out who Watch and find out who 
this teacher is?this teacher is?

English Everywhere - At the SupermarketEnglish Everywhere - At the Supermarket
Let’s go shopping!Let’s go shopping!

Special Programmes - Ebook CreatorSpecial Programmes - Ebook Creator
Learn how to make your own book on-line!Learn how to make your own book on-line!

Amazing World - Skittle ExperimentAmazing World - Skittle Experiment
Find out how to do the Skittle Experiment!Find out how to do the Skittle Experiment!

Show and Tell - My Summer HolidayShow and Tell - My Summer Holiday
Discover what your classmates did on their Discover what your classmates did on their 

summer holiday!summer holiday!

This year we joined the storyboard 
competition at Madam Lau Kam Lung 
Secondary School of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Students had to write their 
own story, illustrate it and then record 
the story in a PowerPoint. The two main 
themes were ‘perseverance’ and ‘being 
considerate’. Three teams entered the 
competition and two of our teams were 
chosen to perform in the final show.

After a lot of hard-work the students 
attended the show on November 20. There 
were a lot of interesting stories in the show. 
The students who wrote and performed 
‘Cherry the Super-Duper Helpful Girl’ won 
the first prize! Well done students!

Owen Chong 3BOwen Chong 3B
My Best FriendMy Best Friend

Hayson Chan 2BHayson Chan 2B
My Little CousinMy Little Cousin

Charlotte Yung 6A Charlotte Yung 6A 
Having Fun on a Having Fun on a 

Ferris WheelFerris Wheel

Haney Yip 5AHaney Yip 5A
 Cockroach’s Diary Cockroach’s Diary

蒙蒙小校園生活資訊節目小校園生活資訊節目

The First Pr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