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始有時  終結有時開始有時  終結有時
劉仲宏校長

聖經厚厚一本，但絕不沉悶，很多書卷內涵豐富且寫法獨特。其中舊約《以

斯帖記》主旨是神暗中的保守，拯救以色列整個民族。最後三章彷似電影的剪輯，

將情節鋪排峰迴路轉，令人叫絕。

《傳道書》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卷，在第三章，有很多句XX有時、YY有時。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意思不難明白，就是萬物都有定律，急也無用；未到合適的時候，就學習忍耐吧。到了時候，

期望的情況就會出現啦。

我這次就句式仿作，將心聲向大家透露：開始有時，終結有時。我二零一三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再過兩個月，就是

我退休的時間啦！

首先要向關心的家長說清楚：我已屆六十歲，在現行教育局的指引，必須退位讓賢。我不是因為身體不適而休養！大家請放心。

九年裡面三千多個日子，蒙小每個角落，已烙在腦中。其中生活點滴，更是豐富多姿。我感謝全體教職員，一直合作無間，將學校建設

成今日狀況。家長們透過問卷，給予蒙小的認同，不是我個人的功勞。每次家長在網絡上的稱讚，我都與同事分享。

當然，捨不得是可愛的學生。每年百多個學生畢業，都令我短暫失落—再不可以日日和他們見面了。但想到學生有他們的前路、人生

必須往前走，再不捨得也要放手。但一想到很快又有百多位新力軍加入蒙小啦，我會興奮、期待。

到了這個九月，就真的要結束了。再見啦！開始有時、終結有時，三十多年在學校工作，六十歲退下來是一個定律，誰可改變呢？

我要感謝我的神，當我還是一個無知、浪蕩的青年，祂揀選我、拯救我，將我放在樂園裡工作，讓我一生有意義。我不敢說有什麼成就，

但總算幫助過一些學生，幫助過一些家庭。特別是這九年，與這社區度過了不容易的日子。離開之際，再次為蒙小祈禱：願慈愛父神，一如

過往保守、看顧蒙小這所祂名下的學校，繼續傾注恩典、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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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長的話

標語創作比賽語創作比賽
蒙小秉承「訓之以理，育之以恆」的訓育理念，教導學生「慎思明辨」。今年

在進行課堂「秩序比賽」的同時，又舉辦了標語創作比賽。同學們踴躍參與，佳作

頻出。以下是部分獲獎同學名單及作品：

冠軍 亞軍

季軍

1A馮琪朗 1D黃縉燊 2A林天樂
2D郭睿迦 2E蔡禮舜

4B劉唯恩 5A蔣葉涵 5A陳智霖
5A朱家鏮 5A黃熙浚

5A羅嘉欣
培養自律好品格，

積極守規盡職責，

嚴格修己為上策，

達至善羣佈德澤。

2A羅子涵
發問記得舉舉手，

小息記得咪亂走，

課室規則齊齊守，

老師開心笑笑口。

5A劉馨晴
自我管理做得到，

律己律人品格高，

守護彼此互督導，

規則嚴守齊讚好。

1E吳棨霖
站立對齊我做到，

舉手發問無難度，

交足功課永確保，

靜思己過學到老。

4A曾向瑜
上課留心多舉手，

學校秩序齊齊守，

小息安靜別亂走，

學習成績我做首。

2D黃學琛
專心聽講勿走神，

勤奮學習要認真，

準時上學樂助人，

熱心服務顯愛心。

優異



學生的創作園地學生的創作園地

Millions of FootprintsMillions of Footprints
5A Jiang Yip Ham, Haney5A Jiang Yip Ham, Haney

I was walking in the woods when suddenly I saw something 
strange on the path ahead. There were millions of tiny footprints 
coming out of the bushes on the other side. I had some free time 
so I decided to follow the footprints.

I walked into the bushes. I didn’t notice there was a hole in 
the bushes! “Ahh!” I yelled as I fell into the hole. Luckily, the hole 
wasn’t deep so I didn’t hurt myself. Inside the hole, there were 
more footprints. I was surprised. I followed the footprints through 
a tunnel. Then, I saw lots of little elves. They were having lunch 
and when they saw me, they were all open-mouthed.

‘Who are you? Monster, I tell you Madam, if you come near 
us, I will kill you!” one of the elves yelled as he picked up a 
toothpick and pointed it at me.

“No! I’m not a monster! I’m a human. I am a little girl. I… I just 
want to help you!” I said nervously.

The little elf said, “If you want to help us, please help us 
to build some new houses. A bad giant ruined our houses last 
week.”

“No problem. That’s a piece of cake,” I replied. Ten minutes 
later, I finished the houses and I also put some flowers on the 
roofs.

“Good job! Mons… little girl! Let’s have lunch together!”

They took out a ‘big’ table. There were chicken wings, fruit 
and strawberry milkshakes… It was mouth-watering. I ate a lot. 
Yum!

Later, I was full and it was late. “I need to go home now. 
Goodbye, elves,” I said. The elves looked a bit unhappy.

Then an elf asked nervously, “Can we live in your house? We 
like you very much.”

“Sure! You can come back later if you want to.” I was 
delighted. I took a basket and put the elves in it. I went back 
home.

In the end, when I got home, I took the elves to my room. I 
couldn’t wait to tell my mum and dad about them!

The Strange MachineThe Strange Machine
5A Lai Tin Yeung, Ocean 5A Lai Tin Yeung, Ocean 

My uncle is an inventor. One day I was 
searching through the attic of my uncle’s house. 
I found a very strange machine with many 
buttons, knobs, dials and levers. I had never 
seen a machine like that before. On one side, 
there was a button that said, “on”. I pushed the 
button but nothing happened so I walked down 
from the attic.

Suddenly I saw a young man and he said in 
a scared voice, “Who… Who are you? Why are 
you here?”

“I… I am Ben. I just came down from the 
attic,” I said nervously. After we talked for a few 
minutes, I knew that the young man was my 
uncle and that I had time travelled from the year 
2022 to the year 1982. It was forty years before!

My uncle said I could go back to the year 
2022 but it would take a week to fix the machine 
before it worked. So, I must stay here for one 
week.

On the first day, my uncle and I wanted to 
eat breakfast at home. But in 1982, there wasn’t 
any “Foodpanda” or “Deliveroo” so we had to eat 
breakfast at a restaurant.

On the second day, I wanted to watch 
videos on “YouTube”. Suddenly, I realized that 
the computer was very big and slow. The point 
was there wasn’t any “YouTube”. “YouTub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2010.

On the last day, my uncle took me for a 
ride on the Tsuen Wan Line. It had just opened 
to the public today. After all these boring days, 
finally, something good happened. From now on, 
I could tell my friends that I was there when the 
Tsuen Wan Line was opened.

In the end, I came back by using the time 
machine. What a magical experience!

My diaryMy diary
3A Tong Cheuk Tung, Triton3A Tong Cheuk Tung, Triton

14th May, 2022 Sunny

I had an amazing weekend.

In the morning, I had breakfast 
with my family at home. We ate 
apples as well as toast and drank 
water and milk. I felt happy.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a mall. It was huge. I entered a 
restaurant to buy some takeaways 
because Mum did not want to cook. 
We had the best food in our shopping 
bags.

After that, we went to Sunshine 
Café. Mum ordered us some cookies, 
ice cream and some cakes. We drank 
coffee, tea and milkshake. We felt 
great.

A t  n i g h t ,  w e  v i s i t e d  o u r 
grandparents. We had dinner together. 
We had tofu, chicken, vegetables 
and tomatoes. Then we played some 
games. Those games were great.

I will teach Ms Cheng how to play 
those games. I think she loves playing 
them.

我得到叮噹的考試雪條我得到叮噹的考試雪條
4C趙頌恩

昨天早上，我睡醒起牀，發現叮噹拿
着百寶—考試雪條，他站在牀前告訴我：
「你好！我是叮噹。我是來為你送百寶
的！」我很好奇是甚麼百寶，叮噹又說：「你
想要甚麼百寶？竹蜻蜓？記憶麪包？」我
想了想，便對叮噹說：「我昨天的考試考
得不好，我想要一個可以分數倍增的百寶，
可以嗎？」叮噹說：「可以，你想要這個
百寶—考試雪條，是嗎？」我馬上點頭，
叮噹接着吩咐我要在考試前吃了這條雪條，
分數便會很高。我邊道謝，邊離開了家。

我回到學校後，馬上走進洗手間裏吃
了這條考試雪條。考試開始了，翻開試卷，
我想：怎麼所有題目都那麼簡單？我很快
便完成了考試，而且我非常有信心可以取
得高分。放學時，我步履輕盈地走回家，
在剛踏出校門一刻，數學科陳老師叫住了
我。陳老師把我帶到教具室，說：「為甚
麼你的考試分數會那麼高呢？你一向成績
不大好，是不是作弊了？」我聽後正狐疑
着老師為何會知道，未等我回話，陳老師
已把我拉到校長室。

走進校長室，我看到了一個人⋯⋯不
是隻機械貓—叮噹，他跟校長在一起，
校長告訴我叮噹已告知我作弊的事，我聽
後只好低下頭，懊悔極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不要欺騙別人，
要靠自己的努力完成考試。我以後也不敢
作弊了。

超時空旅行超時空旅行
6A陳樂霖

要跑快一點，還有兩分鐘便遲到，我可不想在第一天開學便給老師責備。咦！怎麼校門前有一塊古
玉？它看來很貴重，讓我拾起來交給老師，不要給其他人拾了。啊！古玉在我手心發出奇異的光曇，一
瞬間，我整個人都給籠罩在光曇裏⋯⋯

「小兒，你因何躺於此？汝裝容何以怪異若此？」一陣田野氣息清新撲鼻，張眼一看，我竟躺在田
間小路，剛才說話的竟是一個作古裝打扮的中年男子。「大叔！為甚麼你穿古裝的？你在拍攝電影嗎？
屯門在哪裏？現在是甚麼年代？」「電影是何物？屯門乃何地？吾未所聞也。當今清朝是也！」啊！我
竟超越時空，來到清朝！

我吃力站了起來，盡快冷靜下來，思考了一會兒—剛剛我用現代的語言，這裏的人聽得懂，那就
代表這一定是夢，我只要能醒來，就可以回到現實世界了！於是，我看看周圍，發現有一口井，我立即
往那口井撞去，結果用力過猛，暈倒過去⋯⋯

等我再次醒來，我發現自己坐在馬上，身上是一套如鐵般重的盔甲，而四野是一具具死去士兵的屍
體。我從馬上跳了下來，抬頭看着被炸藥的濃煙染上灰色的天空，眼淚不禁流了下來。我低下頭，看了
看我手上的鮮血，那是戰爭中死去的人活過的證明，在如此廣闊的草原上，卻只有我和那匹馬活下來了。

我緊緊閉上眼睛，希望自己可以快點逃離這場惡夢，但惡夢似乎不會結束。我想着想着，被濃煙迷
暈過去了⋯⋯

一陣血腥襲擊我的嗅覺，我再次睜開眼睛，發現這裏比剛才的戰場還可怕，周圍死去的人皮膚上佈
滿使人噁心的斑點，血液也乾涸了，死去的人都發出一股濃烈的腥臭，地上有一台量幅射的機器，天空
黑沉沉的，就像無數人曾想像的地獄一樣。我的手開始慢慢潰爛，從左手開始，一直蔓延至胳膊，至脖
子⋯⋯我全身發抖，絕望了！絕望了！快點醒來吧！我已受夠這種等待死亡的絕望的感覺。

我又張開雙眼，看着熟悉的醫療室天花板，我發現自己全身都被汗水濕透了，我無力地躺在醫療室
裏，等心情恢復好才走到課室上課。

自從這個夢以後，我對戰爭變得十分敏感，每次聽到戰爭都會想起那次的夢境。我明白了戰爭是何
等可怕和殘酷的事，我們不應置身事外，如大家國與國之間不相互尊重禮讓，戰爭可能就是不遠的事了。

沃圃筆耕圃筆耕



我班的調皮鬼我班的調皮鬼
4A張淳鈞

我班的「調皮鬼」叫彼
得，是個英國移民。他常常令
班上充滿笑聲，所有人都很喜
歡他。

彼得有一頭金色的短髮，
瓜子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
充滿神采。他總是笑瞇瞇的，
露出潔白的牙齒，十分可愛。

有一次，老師正在講解有
關種子的知識。正當她講解南
瓜籽的時候，彼得突然舉手問
道：「這個世界有男有女，有
南瓜籽，那是不是也有『女瓜
籽』呢？能不能吃呢？」大家
聽到都哄堂大笑，停不下來。
老師也忍不住噗哧地笑了，而
我呢？就笑得肚子都痛了。彼
得真是太幽默了！

又有一次上體育課時，大
家正在練習拋球和拍球。老師
忙碌地把球撿回箱裏，忽然聽
到一陣笑聲。大家指着老師
的身後，說：「老師，彼得又
搞鬼了！」老師回頭一望，只
見調皮的彼得正偷偷地把球逐
一從箱中扔出去呢！為了「獎
勵」彼得，老師把撿球的「重
任」交給了他。

這就是我們班的「調皮
鬼」—彼得，他總是帶給我
們很多開心和歡樂。

聽見牠們的聲音聽見牠們的聲音
5A羅嘉欣

走着走着，我發現似乎迷路了。

「這小孩好似迷路了呢⋯⋯」

「活該，我在樹上吃水果時已經看到了，他沒聽父母的話，當然迷路啦。」

「待我去跟他說⋯⋯」

我四周看了看，根本沒有人啊！一隻小松鼠走到我眼前，「你好，我叫維奇，請問你迷路了嗎？」

「啊！維奇？松鼠怎麼會說話？你怎麼知道我迷路了？」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詢問嚇得尖叫起來，一邊反問一邊向
後退，竟跌倒在身後的草叢裏。

「別害怕，我是來幫助你的。我們這裏的動物都會說話，在日落西山的時候，你獨自一人神色慌張地穿梭在這茫
茫的森林裏，不是迷路，還會是甚麼呢？」小松鼠一邊拉起我，一邊關切地說道。

「幫助我？就憑你一隻小松鼠，能幫到我甚麼忙？真不自量力！」我滿臉鄙夷地看着眼前這隻小松鼠。

「你既然瞧不起小松鼠，那你就自己走吧！我倒要看你這個既不聽父母話，又不願接受別人幫助的傲慢小孩，到
底怎樣走出這個森林？」一隻猴子在樹上惡狠狠地向我吼着。

天很快黑了，暮色蒼茫中，我六神無主，分辨不出東南西北，卻不得以硬着頭皮瞎走着。我真後悔沒有聽父母的
話，任性地一個人走進這片森林裏來探險，更後悔剛剛沒有接受小松鼠維奇的友善幫助。沙沙的風聲，咕咕的鳥叫聲，
讓人毛骨悚然。

「別瞎走了，到我家先睡一晚，我明天帶你走出森林。」朦朧的月光下，又傳來小松鼠維奇的聲音。

我像飢餓的人看見麪包一樣，緊緊地一把拉住維奇的手。小松鼠維奇帶領着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前走着。途中，
我們經過了一個大樹洞，洞中傳來另外兩隻松鼠的對話。

「這個小孩看起來不像以前我們見到的那些人，他們實在是太貪婪了，來到森林裏，不是捕捉動物，就是亂砍亂
伐。」

「你別替那小孩說好話了，人類都是一個樣，如果不是人類，我們的同伴怎麼會少了一隻又一隻呢？我們的家園
又怎會變得如此破敗不堪呢？」

聽到洞中兩隻松鼠的話，我羞得低下了頭。

維奇低聲地對我說：「人類在建設自己家園的過程中，的確有意無意地對我們造成了傷害。其實，我們動物是可
以為人類帶來歡樂的，如果我們能和平相處，世界一定變得更美麗。我真希望你們人類能認識破壞大自然的壞處。」

「好，相信我，我一定會把今天的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到互聯網上去，把你們的聲音傳播開去，讓所有人都知道，
動物其實是我們人類的朋友，我們是可以和平相處的，我們人類應該保護動物，保護大自然。」我信誓旦旦地說。

這一夜，我睡得很安穩。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躺在了一棵大樹底下的落葉上面了。森林裏鳥語花香，小
松鼠在樹枝間歡跳起舞⋯⋯

6月30日，蒙小舉行了回歸25週年升旗禮，由男童軍隊
員將國旗莊嚴升起，全校師生通過直播實時參與。劉仲宏校

長為同學們進行了「國旗下的講話」，鼓勵同學們積極進取，

努力向前。

6月17日，我校邀請了三間餐飲企業到校舉辦
試食會，學生、家長及教師代表參與該活動並進

行評分，務求為同學選出心儀的午膳供應商。

回歸紀念日升旗禮歸紀念日升旗禮

午膳試食會膳試食會
升旗禮升旗禮 校長講話校長講話



蒙小校園生活資訊節目小校園生活資訊節目

捷報報

廣受好評的「蒙小校園生活資訊節目」又

回歸啦！本次節目除了有動腦益智的數學 IQ挑
戰，還介紹了「自主學習」的概念與方法，指

導同學在課餘時間善用工具書，自我增值。

我校九名同

學代表學校參加

了第十四屆屯門

區小學普通話比

賽，他們的不凡

演繹為學校贏得

了「全場大獎冠

軍」的殊榮！

高高
小小
組組

5A5A
蔣蔣
葉葉
涵涵

5A5A
羅羅
嘉嘉
欣欣

5A5A
朱朱
家家
鏮鏮

中中
小小
組組

4A4A
黃黃
海海
淇淇

4A4A
王王
鈺鈺
穎穎

4A4A
伍伍
梓梓
朗朗

初初
小小
組組

2E2E
蔣蔣
嘉嘉
晴晴

2D2D
黃黃
學學
琛琛

2D2D
鄭鄭
雅雅
之之

數學擂台數學擂台

自主學習訪問自主學習訪問

自主學習查字典自主學習查字典

主持人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