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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國語課程是卑詩省列治文教育局唯一一所是

由公家教育局直接開辦的國語課程，是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直屬的優

質國語班， �本部課程之設立是因應社區的需要及家長的要求，於2004初成

立國語課程部的平台，以發展有特式有系統的本土化多元式的國語課程， �

時至今天， �本國語課程深家長愛戴， �社區的好評。本國語課程的特式如下: 
�

! 提供課程多元化：適合任何人仕， �任何年齡的學生報讀， �無論你是土生華裔， � 

 ��華語�、非華語又或說英語人士、為就業， �專業培訓。消閑旅遊之需,以至為準備公開考試者,本部都會提供合適的課程。    

    課程齊備又完善。�

! 專業管理：本部擁有專業教育管理團隊， �有愛心又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教導學生。 

! 本國語課程更配合卑詩省國語課程建議IRP的綱要而編寫，有助學生參加卑詩省公開考試及升學。 

! 課程配備軟件教材， �強化學生在家溫習及學習的效益。 

 
周六班 Saturday Class: 

上課時間�上午9:30-11:55/下午 12:30-2:55 /下午3-5:25��
Location 上課地點�列治文中學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周三班 Wednesday Class : 上課時間� 下午��������

Location 上課地點�Rideau Park Learning Centre�
������������� (8560 Demorest Drive, Richmond) 

* 繁體字 /簡化字讀寫班 

 （由幼稚園至小、中學進修班） 

*  兒童/青少年/成人各級國語會話班 

*  綜合粵、國語中文課程為說廣東話學生而設�

*  中文挑戰試 / 省考預備班  

*  漢語拼音班 / 弟子規中文班 

*  中文教師培訓文憑課程 �

�
 

 
 

�

本校所有國語課程都配備 CD或電腦軟件， �強化學生在家溫習及學中文的效益��
   Provide CD and software for all Mandarin Classes to strengthe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Summer 
 Mandarin Program 

 

暑期國語課程 
Date: July 5 – 29, 2011 
Time: 1:45-3:55 pm (M-F) 
 

Inquiry: 604.668.6532 
Online Registration:  
www.RichmondContinuingEd.com 

*Accepting Fall Term 2011 Registration Now* 
Courses start: Sept 10th, (Saturday Class) / Sept 14th, (Wednesday Class) 

English Speakers Welcome !!  
現正招收2011年9月新生報名，查詢報名可電 Inquiry : 604.668.6532  / 604.230.9174 

 
 

SCHOOL DISTRICT NO.38 (RICHMOND) 
(Continuing Education)  Mandarin Program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www.RichmondContinuingEd.com 

Our high quality and systematic Mandarin Programs in our beautiful city of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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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展開一個學中文的旅程          Salina Leung  梁楊彩明�
�

一個學年轉眼又過去了，看著孩子們的成長，閱讀學生的寫作， ���真令我們不其然發出無限的讚美。這一個學年，ĦÞ

�Ïƙ�J@�¨Þ�ÏĖ½ħ�ØĤŨƿĄ×ÏƂƴ� � �`ČZóGrćÿV�ķhö4I3ƖƨUƙ��ĦBÿ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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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ŨĠ¬ŨĊ������(nĎ*ƽw�œŕčÊ:ǀ� �ó�Þ�Ïčƙ%6ƌSƫƝ� �ƆgC�ǖƜ�Ď7ZÃ� �9

��8ƽwƁƠ§ǅ� �¬Ą×ÿ�Ĝ- Þ�ƨĳÏłƛ� 

        從事了華文教育工作已經逾二十+載，很高興能在這裹服務大家。 為孩子建立一個輕鬆愉快學中文的園地。加拿大是

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而卑詩省列治文市亦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亞裔人士聚居在這個都會中，為了社區上的需要及家長的需

求，列市教育局延伸教育部開辦了一系列多元化而實用性的國語課程。為華語及非華語的學生提供多元式有系統又實用的

國語中文課程。 

        今天本部國語課程已經成為本市具規模及享有優質課程的美譽。感謝家長們的愛戴及支持。我們會繼續努力，為孩子

提供一個安全又快樂的學習中文園地，把中華五千多年的寶庫，默默的注入給他們，為他們開啟中華文化的鑰匙。 

        但願一顆熱誠，赤子之心加上專業的精神，為你們開拓一個屬於你們的學習天地。為我們的孩子展開一個學中文的旅

程。孩子的快樂就是我們的快樂。 
 

Our Mandarin Program allows us to preserve tradition and culture to give to our future generation, our children. 
And hopefully, in time, they will pass it on to their children. This service also gives a chance for those who wish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do so. 
Thanks to all who worked hard in making this year of our Mandarin Program a great success, especially the 
students for their accomplishments through hard work.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appreciation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heir diligence and hard working, 
along with all others involved in helping achieve this goal. We hope everyone will continue their efforts and 
dedication to make our Continuing Education Mandarin Program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My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helped me greatly to provide a high-quality Mandarin program for 
students. I am pleased to have had the experience of helping parents an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fter looking at the great demand of high quality and systematic Mandarin programs for both Chinese and non-
Chinese speakers in Richmond, we decided to start a premium Mandarin program.  The high demand is not only in 
Richmond, but all over the world.  We not only offer a choice of language programs, but also wish that our 
students can have a taste and of the rich Chinese culture. I hope that we have provided a fun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Mandarin Program (for School Age and Adult Students) 
Registration for Fall Semester 2011 is now accepting. Please call us at 604.668.6532 or 604.230.9174 
 

Introduction: Our Program is organized and supported by Richmond Continuing Education. We offer 
unique and systematic Mandarin programs for English and non-English speakers, from Introduction to Level 
12, Advanced and Conversation class. Mandarin Challenge/Provincial Preparation Exam course are also 
offered.  
Courses offered are for all school age students and adults. If you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RichmondContinungEd.com 
 

COURSE SCHEDULE Saturday Class 9:30-11:55 am, 12:30-2:55 pm or 3-5:25 pm. 
WHERE: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COURSE SCHEUDLE: Wednesday Class (3:45 to 6 pm) 
WHERE: Rideau Park Centre (8560 Demorest Drive, Richmond) 
Inquiries: Please call: 604-668-6532 / 604.668.6123 / 604.230.9174 
 



School District No. 38 (Richmond) Mandarin Program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2011 Year Book 
 

4 

Staff Articl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inued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尚老師 

         濃厚的學習興趣是孩子們求知的巨大動力，是點燃他們獲取知識的明燈，是引導他們打開知識寶庫的金鑰匙 。 古人

曰:「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就充分地表白了興趣是學習的內在動力,只有「樂之」才會「樂學」。 

1. 興趣要從小培養。 

為家長和老師，我們要善於從小引導和啟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面對他們一個接一個千奇百怪，無所不問的問題，應耐心

地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他們加以解釋。不要以為他們小，聽不懂，就忽略了孩子們的求知慾， 抑揚頓挫的詩歌兒、生動有

趣的故事，會在潛移默化中使大腦異常活躍，加大腦細胞的信息量，學習興趣應從小培養。 

2. 興趣需積極鼓勵  孩子一旦體驗到學習的成功，其動力就會越來越大，有時點滴的進步連自己都覺察不到，這就需要老

師和家長及時給予肯定、表揚和鼓勵。讓他們充分享受到成功的喜悅，從而增強學習的自信心，進一步對學習產生濃厚的

興趣。 

       由「學會」到「會學」。教必有趣, 以趣促學。孩子們是我們的未來和希望，讓你我共同攜起手來，為他們創設美好的

明天！ 

�

未來之匙 

列治文教育局 38 校區延伸教育部 國語課程                  李老師 

         漢語全球化成為愈來愈迅猛的趨勢，但是與美國引領的英語熱潮不同的是，漢語是一種根植於悠久歷史的千年文化，

恢宏壯闊， 卻又是一種提煉於世界文明起源至現代發展變革的智慧精華，簡潔濃縮。這是世界上唯一一種未被野蠻和屠殺

中斷過的古代文，靠自身生命力被保全最完整，生存發展最強大的一個智慧源泉。 

         這種文化進程中任何一個微小的建設都曾引發過全球變革。指南針開啟了世界航海時代，連接了全球地平線；火藥結

束了人類冷兵器時代，火箭點燃了人類的太空征途；造紙和印刷術保存和流通了全球信息和精神遺產，加速了整個人類發

展進程。而任何一個國家對這種文化的開發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效益，當美國的哈佛商學院和西點軍校把《孫子兵法》作

為必讀科目的時候，標示著它在國防、軍事、商業策略上強化和領先；受益於《周易》與風水的各國居民享受著優化環境

和變革思維給他們帶來的安樂與祥和；源於科舉的考試，成為今天全球通用的選拔制度；水稻等一百多種糧食的傳播養活

了大半個地球的人口......  

        漢語所承載的這種文化，不是精美絕倫的瓷器，也不是流光溢彩的絲綢，亦或是巧奪天工的山水畫，可以被劫掠或銷

毀；她是一塊凝聚著人類有史以來最睿智最精髓的精神瑰寶，既是起源於民族的，又是屬於全人類的， 祗有研習她，傳承

她，才能從中汲取精華和能量。因而開發這種文化就成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渴望發展國家的一項重要國策，也是

個人在未來競爭中尋求卓着軌跡的必要智能儲備。 
        正如黑格爾所說：「當黃河、長江已經哺育出精美輝煌的古代文化時，泰晤士、萊茵和密西西河上的居民還在黑暗的

原始森林裏徘徊。」歌德則更直接：「當中國人已擁有小說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裏生活呢!」令這些後起之秀成

為強國的，正是他們不斷汲取的外來智慧，不斷變革的國民思維。今天，在北美短短兩百年創造的金融奇跡背後，正是遍

布在這塊美洲大陸上，堪稱全球一流的教育網絡。僅在過去3年中，全美的漢語教學項目就以200％的速度增長，美國政府

出資數百萬開設1600所中小學漢語課程；在加拿大，僅列治文一個海灣城鎮教育局就設置了系統的漢語和漢語師資培訓課

程，迅速提升了所在城市溫哥華的國際文化形象和素質，為加拿大未來商貿和國際挑戰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和能源。這都體

現了大國政府的高瞻遠矚和培養國民素質的責任感，故荀子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傅；國將衰，比賤師輕傅。” 
         學習漢語不是一種風潮，也不祗是一種謀生的工具，而是一把開啟人類有史以來沉澱智慧，精神寶庫的鑰匙，這座寶

庫不僅通向傳奇的遠古，而且通往神秘的未來...... 

 

**Fall 2011 Mandarin Program** 
Inquiry hotline for Mandarin / Cantonese Speakers and English Speakers   

中文熱線  604.230.9174/604.668.6532 
上課地點���������

1. 列治文中學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2. Rideau Park Learning Centre (8560 Demorest Drive) 

Starting today to register Mandarin Program 2011 by online or Call us 
www.Richmond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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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魔力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王老師 

       上帝創造人類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人類具有語言能力。語言幫助人的互動與溝通，增進彼此的了解，使

人類的群居生活更容易，也更和諧。 

       自孩童出生以來，他就開始了聽與說的學習，也就是語言的學習。爸爸、媽媽除了親他抱他之外，總是在照顧寶寶的

同時，不是叫著寶寶的名字並告訴他正在做什麼，就是教寶寶說話。一會兒說＂叫媽媽＂，一會兒說＂拿湯匙吃飯＂，一

會兒又說＂不要跑，小心跌倒＂。從這最初步的學習來看，語言與生活的學習的確是互為表裡，不可分割。 

        現今社會，拜交通工具之賜，儼然已成地球村。朝辭北京城，夜抵溫哥華；上機前說華語，下機後說英語。語言隨著

環境的變遷而轉換。為了適應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生活型態，我們都期望能用當地的語言與人溝通，以解決生活上的難題

並與人建立關係。 

        再說到海峽兩岸，雖然說的語言相通，但經過四十年來的兩地分隔，我們發現某些生活用語卻有些差異。例如：早安

vs.早上好；非常感動 vs.特感動；超棒、超厲害 vs.特牛；很紅 vs.很火；番茄 vs.西紅柿；老公、老婆 vs.愛人等等。由此可

知，語言是共同生活的人們的集體創作呢！ 

更進深一步來看，學習一種語言，就是學習一種文化。而文化就是某個群體或民族的風俗、人文現象及藝術和社會慣

例等的總體呈現。在學習語言的過程裡，從當地人民看到、聽到的點點滴中，我們像幼兒學說話般的學習他們的生活習

俗，包括飲食、節日慶祝 ⋯⋯。漸漸地，我們的語言進步了，我們也更了解那兒的文化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當地的生

活更容易、更自在了。 

  總而言之，語言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要學好一種新語言，最佳方法就是深入當地的生活，融入那兒的文化。由此

看來，學習語言豈不是增進彼此了解，促進和平共存的重要途徑嗎？Ĺńé^Ë6ī��şưġƒƢŔÏ¢¯� �Ǖƨĳƒ

�ÏĠ�IǄĆh)6.ÏƎę� 

�

春天 

列治文學校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陳老師 

         經過嚴寒的洗禮之后, 我們迎來了春天, 萬物復蘇。在公園的裡的每一個一角落都洋溢著早春的跡象﹔在路邊大樹的枝

頭有春的生機﹔春天的腳步同時也悄悄地無聲無息地走近了人們的生活。老人們脫下厚厚的冬衣，姑娘們換上春的盛裝，

孩子們可以去野外放風箏。我則開始了“飯後百步走”的公園散步。踩在公園的小徑上，才知道生命的溫牀可以如此地平

實。 

         每當我抬頭望到的是藍藍天空中小鳥自由自在的飛翔﹔低頭嗅到的是青青小草散發出的芳香﹔耳邊聞到的是盡情玩耍

的兒童們的歡笑聲﹔陽光溫暖地照在身上，增加了心中的熱力，腳步也變得靈活輕盈了。春天是一個生機勃勃，充滿活力

的季節。她不僅帶給人們美麗的景色，充沛的雨水，溫暖的氣息﹔而且還給予人們新的開始，新的收獲，新的生命和新的

希望。我愛春天。 

�

聖誕節隨筆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尚老師 

 好像等不及聖誕節的即將來臨，今冬的第一場大雪靜悄悄地覆蓋到了廣博的大地上。推開自家的門，

遠遠地望去，草地上、樹上、房屋上，車輛上⋯⋯， 到處可以見到晶瑩剔透的白皚皚的積雪。深深地

呼吸著這清新的空氣，我欣賞著大自然帶來的美麗景象。 

雪世界的到來，同時也樂壞了可愛的孩子們。你看，他們打雪仗、堆雪人，跑著、跳著、說著

、叫著，盡情地享受著大自然的樂趣。 

身為中文教師的我，也已早早地準備了授課的主題， 題目就稱它為《白色的聖誕節》。“雪—

下雪—白雪—雪人—雪山—雪世界—打雪仗—堆雪人—坐雪車—去滑雪⋯⋯”。上課時，可愛的學生們在老師的引領下，

發揮著他們對詞語的想像力，一個個，一串串地脫口而出，神情激昂地描述著對雪世界的認識。再看，他們畫筆下的聖誕

老人、聖誕樹、馴鹿車，個個色彩亮麗，栩栩如生，彷佛從童話世界裡走出來的一樣。再說，給爸爸、媽媽、爺爺、奶奶

、哥哥和姐姐的禮物，更是五花八門，他們有的畫眼鏡，有的畫糖果，有的畫書本，有的畫美麗的鮮花兒⋯⋯，孩子們腦

海裡的世界，可真是大千世界啊！ 

雪的世界裡渡過一個“白色的聖誕節”，祝願我們在新的一年裡人人都快樂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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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快樂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助教 周至穎 

    今年的溫哥華，雪下得特別早，漫天的雪花如同棉絮一樣飄然落下。這不禁令我想起遠在北京的爸爸，以及

那些同窗多年的好友。去年的11月，我還和他們在一起準備歡度聖誕。如今的我，則在溫哥華靜靜地盼著聖誕

節的來臨。 

        往年的聖誕節，都是很有趣的。雖然它並不是中國的節日，但由於我的家人和朋友們都比較接受西方的文化，每逢聖

誕節，我們總是要大肆慶祝一番。而我的生日非常榮幸地就在平安夜當天，這也是我們慶祝它的原因之一。去年的聖誕節

，亦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親朋好友們都知道我要在聖誕節后不久就啟程， 離開北京到溫哥華生活， 於是為我精心準

備了一次非常溫馨的聖誕聚會，亦算是與我的告別會。聚會上，大家給了我許多美好的祝福， 我也收到了許多精神上與物

質上的禮物。 像現在擺在床頭的泰迪熊，前些天拿出來開始用的黑白格圍巾，喝水用的馬克杯，河馬筆筒，太多太多，都

是朋友家人送給我的禮物，可能微不足道，卻是那麼的溫馨。 

       記得鄰家哥哥姐姐的眼淚，同學那一句句的”保持聯繫”，好友一個個溫暖的擁抱，家人一張張親切的面龐。 也記得

當時窗外落下的白雪， 與現在窗外正片片飄落的雪花一樣的潔白。看向書桌上矗立的日歷，還有一個月，2010年的聖誕節

，就要到了。這是團聚的日子，是充滿歡聲笑語的日子，是大家期盼一年的日子，我也同樣在期盼。雖然今年爸爸因為工

作不可以請假過來看我和媽媽，我也沒有安排回國的日程，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愛，不論在哪裡，與誰都能度過一個完美

的聖誕節。 

         照下窗外一片潔白的天地，附上 「爸爸-想你啦」，電郵給爸爸，告訴他今年的聖誕節我照樣不會寂寞。 因為我明白

，無論我身處何方，你們大家對我的愛一直縈繞著我，這是我最天然的保護層，使我永遠不會寂寞，永遠不會悲傷。 

  聖誕節，思念的日子，歡樂的日子，我所期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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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urse 新課程 2011 Fall Term 

Robotic Class  機械人製作班 

1. Lego Club 1: Age 7 and Up) 2:10-3:55pm 
2. (Robotic 1.1: Age 6-8): 4-5: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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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生活隨想 ���������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羅老師 

        ƒ�é�ǈVÃYƕ¬ÕžäƐÏŀü÷Ï7Ê�ƒ�£ŭÃUî�ŻVÃUî��ųƭL¬6.ÏíơsƯÃU ���
���î���Ā�Àňŉ¾ŻVÏƒ�ƤŞ�0è/ƚǏřB�ǈÏUî
 

1. 語言與生活的Ưb性� 

       當你與家人或同鄉在一起時，很自然地願意說方言。方言就是自幼從父母、家庭而來的方言母語。北方人有

北方人的用語，南方人有南方人的幽默。沒在北方生活過的人，無法理解《東北二人轉》的妙語妙趣，也自然不

會懂得“磕磣”的含義（醜的沒法再醜）；而沒在南方生活過的人，又怎能享受《外來媳婦本地郎》中“你最美

（尾），我愛（挨）著你”的神韻對白？                                                 
2. 語言與生活的地域性� 

o 無論南方人還是北方人，不管他的普通話標不標準，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能說普通話；我們稱之爲“國語”，又叫

中文、普通話等。它代表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母語。 

o 很自然地，英國人說英語，法國人說法語，俄國人說俄語。。。。。 

o 但隨著政治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人與人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單一語言已無法適應交際的

需要，因而雙語學習，甚至多語教育就成爲一種必然！ 

o 在加拿大，我們擁有得天獨厚的多元文化生活，自然也就産生獨特的多元文化語言。比如：“燕梳”是保險，

“MP”指國會議員，“一番”代表最優秀、最出色，“SHUSHI”意爲壽司，就是日本餐、吃魚生等等。 

o 用方言和母語同自己的同胞交流，用另一種其他民族的語言同外族人交際；具備運用這多種語言進行國際交流能

力的人，被稱爲國際化人才。他們有能力勝任國際多元化的市場競爭與日常生活需要，其語言質量和生活質量，

自然有別於只會說一種地方方言的人。    

3. 語言與生活的時代性� 

o 各國語言雖然不同，但卻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比如，你現在幾乎聽不到“之乎者也”的用語，也未必明白五

四時期的“德先生”、“賽先生”是什麽含義。大陸經常使用的“改革開放”，香港上下熱議的“政改方案”，

臺灣民衆關注的“政黨輪替”，全球探討的“金融海嘯”、“氣候暖化”、“網路世界”等等話題，無不標誌著

語言與生活的最鮮明時代特徵。 

4. 語言與生活的年齡差異性� 

o 我們經常說的“代溝”，實際上就是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因年齡的不同而出現語言、思想、價值取向等難以溝

通的生活問題。究其原因，有句順口溜說得好：“十到二十歲，講學歷；二十到三十歲，講經歷；三十到四十

歲，講履歷；四十到五十歲，講資歷；五十到六十歲，講病歷；六十到七十歲，翻舊曆。”由此可見，年輕人談

論的是成長期、青春期的活躍話題，中老年人關注得是保健期、更年期的保守話題，二者差異巨大。如不懂得語

言與溝通藝術，生活與協調自然就産生很大問題。  

5. 語言與生活的職業特性� 

o 政黨政客有政治語言，電臺電視臺有新聞語言，數學家有數字語言，音樂家有音樂語言，舞蹈家有舞蹈的身體語

言，電腦科技有人機對話語言等等。俗話說：“上什麽山，唱什麽歌；見什麽人，說什麽話。”就是這個道理。 

6. 語言與生活的個性差異化� 

o 每個人的性別特徵、性格特質、品德修養、審美情趣、交友狀況、經驗閱曆、目標設定、順境逆境、情緒好壞等

等不一而足，都會産生語言與生活的明顯個性化差異。 

        所以，透過語言的表達與運用，我們可以由Õ/*，由偏到全地探知一個人（甚至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活

世界。語言除了有交際和表達思維的功能，還有認知、文化轉錄、心理調節、審美愉悅、身份標誌等功能。如果

一個人不但通曉古今，博覽中外，一專多能，還能熟練多語種轉換並觸類旁通；那麽，這個人的語言質量和生活

質量是否就是你我景仰的一種境界？而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就因著列市居民的語言文化因素， �有著過半數的

人口是說華語的， �所以３８校區於２００４年初就計劃開設國語課程， �為社區語言的融和及文化的交流， �帶來了

一遍新景象。時至今天， �該課程已深入社區， �獲學生及家長們歡迎/ŪƵ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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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雲                                陳怡霖同學 

        早上起床太陽照在床上，下了幾天的雨，今天終於晴天了。我往窗一看，啊，天上的一片片的白雲真好玩。有一些大

的雲好像小動物，這個像北極熊和企鵝，那個像小兔子和小烏龜，他們在龜兔賽跑呢。還有一隻小鹿，小花貓和小狗，好

像一個大的動物園。還有一些雲像棉花糖一樣，又有些像草莓，蘋果，香蕉和葡萄，看上去真想去咬一口。這時媽媽叫我

吃飯了，我想我的肚子是餓了， 讓我吃完飯，再慢慢地看天上有趣的雲吧。 

 

我喜歡的運動                       黄成哲同學 

        我喜歡的體育運動是打藍球，體育運動不光好玩，還對身體健康有益。我最愛看的體育項目是籃球。因為我從五年級

就開始打籃球。我剛到加拿大的時候，一項體育運動都不會。所以，爸爸給我買了一個籃球讓我每天練習。但是，我玩了

一段時間就沒興趣了。 

       三年之後，媽媽想我能再長高一點，所以讓我加入了籃球隊。我剛開始怎麼樣都不肯加入籃球隊，但是最終被媽媽說

服了。 

        在我加入籃球隊的第一天，我就愛上了籃球。多麼好玩，多麼有趣的體育運動！當我回到家時我恨不得再回到籃球場

上和朋友們一起繼續打籃球，從我的籃球教練那裡再學一點。 

自從我加入了籃球隊那天起，我就開始非常關心籃球所有的消息，所以“籃球”運動帶給我許多快樂。 

 

聰明的烏鴉                       莫稚雅同學  

         一天，狐狸看到一隻烏鴉坐在井口上。烏鴉嘴裏嚼着一塊肉。狐狸非常想吃掉這塊肉。 

狐狸對烏鴉說：“親愛的烏鴉太太，我今天覺得不開心。你唱一首歌給我聽，好嗎？”烏鴉聽了狐狸的話後，她開口唱歌

。結果，嘴裏的肉就掉到井裏了。狐狸向烏鴉撲了過去。烏鴉一看，就飛快地飛向空中。狐狸救不着那塊肉就掉到了井裏

，淹死了。烏鴉飛快地飛回了家。 

 

狐狸和烏鴉                        張杰 同學  

         烏鴉嘴裏又嚼着一塊肉飛到樹上，又被狐狸發現了。它心裏想又是那個很笨的烏鴉！這次我再去把那塊肉弄到手。 

狐狸跑到樹下時，烏鴉也看見了狐狸，她心裏想又是那個狐狸我不會再被它騙了。 

狐狸往樹下說：“烏鴉太太，你的羽毛那麼好看！我聽說你的歌聲很好聽。你可以不可以給我唱一首歌？”  

        烏鴉一聽就知道狐狸在騙她，所以她一聲不嚮。然後，狐狸又說：“哇，你不會唱歌？我可能聽錯了。一個烏鴉不會

唱歌，是個大笨蛋！哈哈！真可笑！誰聽說一隻烏鴉不會唱一首小小的歌曲？” 

       烏鴉一聽，氣死了。她心裏想：“這個壞蛋！我不是一個笨蛋！我會唱很多很好聽的曲！那好！我會給那個小子唱世

界最好聽最美的歌！”於是，烏鴉開始唱歌。可是，她剛一開口，嘴裏的肉就掉下來了。狐狸立刻張開他的嘴，把那塊肉

吃掉了，又說：“為甚麼你這麼笨？我已經騙你兩次了！你最好看醫生吧 ！” 

           狐狸笑着走開了。烏鴉聽了，氣得說不出話來。 

 

第一天上學                       胡敏慧 同學 

        我第一天上中文學校，心裏很害怕；我不想上中文班。媽媽迫我上課，因為她說：「中國人一定要學中文」。我一點

中文都不懂，所以媽媽把我轉到能講英文的老師班上。我覺得中文非常難。我要做很多功課，但是我一點也不知道怎麼做

。我覺得自己很慘。 

        今天我己經不覺得學中文很難了，我現在上五年級中文班，我可以聽，寫和說中文。我很感謝我媽媽帶我去學中文。

中文幫了我很多。 

 

** 2011年秋季國語課程上課地點及時間** 

周六班: 上課時間：上午  9:30-11:55 / 下午 12:30-2:55 / 或 下午 3-5:25 

上課地點：列治文中學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周三班：上課時間：下午 3:45-6 

上課地點�Rideau Park Learning Centre (8560 Demorest Drive,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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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劉曈天同學  

        地震是世界上破壞性最大的自然災害之一，很多人會喪生，很多建築物會倒塌，有些城市甚至會成為一堆廢墟。 

       最近的地震很頻繁：兩個月中發生了七次。在海地、智利、土耳其、台灣等等、、、海地的地震是最嚴重的，有上十

萬的人死去，上百萬的房子破壞了。 

        地震是怎麼發生的呢？大部份的是因為地球板塊的移動造成的。移動的板塊碰撞時，就會引起地震。有時是其它原因

：火山爆發或炸彈爆炸。地震發生時，要怎麼樣避免傷害呢？如果人在房子裏，要躲在一張桌子或櫈子下面，保護頭，數

到六十，然後跑到一個安全和寬闊的地方。如果在外面，就直接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如果地震能夠像天氣預報一樣，提前告訴大家，就可以減少傷亡和損失。我相信到了科學發達的那一天，一定會做得到的

。 

 

地球，我的家園                          龔穎文 同學 

        地球，是我們的家園，我們應該好好保護它。 

看看這美麗的大地、高高的山峰、蔚藍的海水、新鮮的空氣，這就是地球，一個美麗而奇妙的地方。 

        但是，地球給我們的豐富資源我們不但把它用了，而且還破壞了它。我們的做法是對的嗎？ 

你想過了嗎？不久的將來，這綠色的地球將會變成灰色的地球。 

這是因為：那一片片茂密的樹林已經被人類砍伐盡了；那清涼、甘甜的水也已大部分被污染浪費掉了。 

        我們就是這樣不斷地向地球索取，可是卻從沒想過還給它什麼。我們的行為太自私了。 

雖然地球有自我修復的能力，但它需要時間，要等很多年才能恢復原貌。可我們破壞它只需幾分鐘！ 

       多麼可怕的事實啊！所以，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保護地球！保護我們的家園。 
 

語言與生活的關連�

�國語課程十一年級                 李思穎 同學�

������語言與生活是有很大的關聯，如果沒有了語言，就很難跟人溝通，買東西也很難買，生活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剛來到加拿大的時候，我一點英語也不懂，也跟同學溝通不了，上課也不明白老師說什麼。可是我懂了很多英語的時

候，立刻就可以跟同學們溝通，上課的時候也知道老師說什麼。�

������有一次，我媽媽自己一個�去買生活的用具。可是因為她不懂英語，所以她不知道買的東西叫什麼，結帳的時候也不

知道要A多少錢。�

������還有一次，我和媽媽去買東西，結帳的時候，那個員工問我們要不要申請會員卡，因為我們那時候不懂，所以到處問

人才知道什麼意思。不過現在都懂了。�

������所以語言與生活真的有很大的關聯。不管你是學英語，中文，法文還是日文。語言與生活都是有很大的關聯。�

 

語言是生活的溝通工具         

國語課程九年級               梁洛晴同學 

         語言讓我們可以和其地人溝通。在生活上，語言是不可或缺的。當你和其地人，特別是家人、朋友或老師，都要透過

語言才能明白大家想講的東西。語言跟生活實在有很大的連繫。世界上有數千種語言，而中文就是當中非常普遍的語言之

一。 

對我來講，中文讓我可以和別人溝通。好像在家裹，我都是用中文跟家人溝通。如果沒有了這種語言，我就不能與

其他人談話。所以，中文在我溝通的方面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然後，中文讓我學了許多新知識。從學習中文，我學會了關於中國的歷史。這都是從列治文教育局國語課程中學回

來的。最近，我就上了一課關於中國的民間手工藝術–剪紙。老師還帶來一些從上海買來的剪紙給我們看，讓我們清楚知

道剪紙是怎樣的形貌。中文實在教了我很多的知識。 

最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應該學好中文。我也想長大後，可以回香港工作。這都是我學中文的原因。以後，我真

要好好學習中文，因為它對我太重要啦! 

 

**Mandarin Summer Program will start from July 5 to 29, 2010 at 1:45-3:55 pm 
Conversational class for Grades 1-7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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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

國語課程十年級                盧梓晴 同學�

        總的來說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密切的。語言扮演着每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每一種語言反映着每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

化，薀藏着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語言與文化是互相影嚮，互相產生作用的。 

        在我們中國的文化當中，有許多成語故事和寓言故事；例如“畫蛇添足”、“掩耳盜鈴”、“灆竽充數”等成語故

事；或者是“東郭先生和狼”、“農夫和蛇”等許多寓言故事。“畫蛇添足”這個成語是什麼意思呢？是真的畫一條蛇然

後給它添上一雙腳嗎？不是的，它真正的意思是比喻一個人多此一舉而令事情無法補救。 

        每一個人都是按照自己學習的第一語言來認識世界。比如說我們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的孩子，對媽媽或爸爸的親兄弟的

稱呼便有“舅舅”、“伯伯”和“叔叔”之分。母系和父系的稱謂都非常清楚。但是對於從小在這裏長大以英語為第一語

言的小孩來說，對爸爸媽媽的兄弟都一律稱為“uncle”。所以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都有它的特徵和不同之處。 

        每個地方都有它各自的方言，而每種方言也代表着每個不同地方的文化。例如上海是一個繁華的大城市，那裏也有許

多常用的方言。你知道“老坦克”是什麼意思嗎？哈哈，它並不按表面解釋那麼簡單，其實是用來形容破舊的自行車。很

有意思吧 ！你知道在你居住的地方有哪些方言嗎？ 

        由於文化和語言上的差別，互相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常常遇到困難。就像我從中國移民來到

加拿大學習英語一樣，不僅要掌握語言的發音、語法、詞彙和習慣用語，而且還要深入地了解當地的生活習慣和歷史文

化。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容易地與本地人溝通、聊天和交朋友；更容易地融入這裏的生活；更容易地融入這裏的社會；

更容易地創造美好的明天！ 

 

語言和生活Ïü÷½    

國語課程九年級         雷曉婷 同學 

  ���� 終於來到香港，爸爸媽媽的故鄉，他們長大的地方。這裡很奇怪，機場裡的牌子通通都有兩種語言，一種是英文，另

外的是中文，不過我看不懂中文。出到機場外面，英文的痕跡越來越小了，我看得懂的牌子也減少了，真的很不習慣。見

到媽媽和爸爸的家人，他們看起來很開心看到我們，跟媽媽爸爸很高興得講話。阿姨還問我問題，但是我只能聽得懂她說

的話，卻不能用中文回答她。不能跟表哥表姐溝通的很暢順，玩的開心，真的恨失望，把我的假期氣氛也拉下來了。以上

是我朋友的回港經驗。 

    ��因為我有學中文，所以我去香港時，不會有這種感受，但是我有很多朋友都會有@�這種經歷。語言對人類而言, 幾乎

是生存的必須。如果沒有語言，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就會有困難，只能比手畫腳，沒有辦法知道對方是否真的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沒有語言，我們也無法寫訊息給別人，不能和他們溝通。我們就只會是一個人，或是幾個人，而不會一大群人一起

互通往來了。 

    ���沒有了語言，我們就沒有辦法聽到開心的聲音，笑的聲音和罵人的聲音，這個世界將少了多少值得珍惜的回憶啊! 而

人類的進展也拖慢了，機會減少了，生活上可以做的事通通都少了,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還是像幾千年前一樣， 人

們帶著木頭走來走去， 講的話是沒有人聽得懂的。語言真是對我們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了語言，我們的生活又會

是怎麼樣的景況呢？ 

 

語言是生活的必需品 

國語課程八年級     ����������吳宛妍同學 

        語言和我們每天日常的生活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它令我們可以將自己的心意表達給別人知道，使這個世界不會這

麼混亂。         

       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母語，有些人很幸運地認識一個以上的方言，這對他們一定是個有用的優點。例如在加拿

大，如果你懂英語和法語，你會更容易找到一份政府工作。語言也可以幫助我們和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當我們到別的

國家旅行的時候，都會買一本翻譯當地語言的書，使我們可以用      

        那裏的方言問路、買東西或在餐館點食物吃。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語言，大家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令別人明白自己的心意。所以，語言是我們不可沒有的必需

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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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生活的傳達�

國語課程八年級             潘啟琳 同學�

        一想起語言，我們都知道語言就是從我們嘴巴發出來的聲音。每一個人都會知道語言對生活的每一部份都很重要的。

從小一個小寶寶就會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爸爸媽媽溝通。你要打電話去問你的朋友功課也是要用語言的。當你感到不舒

服，你會告訴你的父母或你的醫生，語言演譯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人與人的溝通是很重要的，而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語言，雖然語言是不同的，但它的用途是相同的，它令人知道你的

喜樂和悲哀。 

       不但人有語言，大自然都有它自己的語言。鳥兒會用自己的歌聲去告訴別人太陽出來了。樹上的樹葉掉下來的時候告

訴我們冬天就快要來了。一個多雲的天可以告訴我們天不久就會下雨了。 

        在生活和大自然中，語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聲音。 

�

ƨih�Ƌ語言的重要�

國語課程五年級                     劉藹儁同學 

       語言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能幫助人們在生活中互相明白對方的意思。如果你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你就可以和世界

上不同國家的人交流。有了語言﹐你可以明白別人需要什麼。 

今年我的姐姐去了魁北克，她和當地的學生用法語交談﹐到當地的商店買東西還能用法文溝通；她的法文得到了很大

的進步。 

       我希望學好中文。我想我首先要在生活中多用中文，每天多寫多說；平時多留意生活中用到的新的中文詞語。這

樣，我的中文一定可以很快學得很好。從生活中學習語言，再將語言運用到生活中去。  

    

生活不可少了語言 

國語課程五年級             李奉林同學�

        我們生活一定不可少的就是語言了，在什麼地方都一樣：美國、中國、法國和英國、、、都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語言

我們無法交流。即使大家都說一樣的語言，如果大家都不正常交流， 我們也無法正常的生活。 

        溫哥華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來自各個國家的人都有自己的語言。如果中國人不知道英文，那麼一個只知道中文的中

國人，去到只有溫哥華本地人服務的商店或圖書館，那他在那裏一定不能買到任何東西。有好多的孩子都是不和別人交流

的，但是我鼓勵孩子要多和家長交流的，不和家長交， !就不知道孩子有什麼想法。 

        在生活中，人們在一起需要語言和交流。在家庭中，兒子、女兒與父母都需要語言的交流，在社會的各行各業都需要

用語言和別人交流，大家在交流中能夠增加友誼，還能夠相互理解。所以，生活語言是不可分的！ 

 

語言帶給我們方便 

國語課程五年級               王雲平同學 

         生活裏大家都需要語言講話。語言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方便，有了語言，生活很美好。語言裏有法文、英文、中文、韓

文、日文、西班牙文、、、 

        我們在列治文教育局學中文，寫的也是中文。我會英文、法文和中文，可是學的還不是太多。我喜歡學多種語言！ 

學會這些語言，我去法國能用法文跟別人聊天，去中國不但可以跟別人說中文，還可以跟中國小孩玩。 

       感謝我的國語老師教我學會中文，我能看中文書， !還能看中文電視。語言給我們帶來很大的用處！ 

 

語言與生活息息相關 

���粵語國語綜合課程四年級學生              陳巧欣 同學 

        我們的生活跟語言息息相關。語言表達是生活的基本要素，在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看似簡單的話語，足以拉近人

們的距離。 

       人與人之間的問候就是一種在早上見到面就說：“早上好！”、在晚上臨睡時道聲“晚安”---、相遇時說“您好！”

、重逢時說“好久不見”、離別時說“再見”或“保重”。 

     一句“早上好”，令人一掃倦意，如沐春風；一句“晚安”令人甜夢入睡；一句“好久不見”令人倍感親切；一句“保

重”令人盼望重逢之日 

    在列治文教育局裡學習中文已有幾年，認識的字也越來越多了。 以上所提到的幾句簡單的話語，就是我在學校學會，但

卻終身受用的。 

     我們生活在人群當中，語言的表達與溝通，就是表達生活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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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聖誕節     

國語課程九年級                 曹欣雨 同學 

       天氣漸漸變冷，呼呼的北風不斷提醒人們冬天快要來臨了。但是我卻不介意這寒冷的天氣，因為我期待的聖誕節總是

伴隨着冬天的腳步而臨近。 

       過去的幾年，我都是在中國過聖誕節。雖然聖誕節不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但是每當節日的來臨，到處都洋溢着節日的

氣氛。馬路上到處張燈結彩，一到傍晚，燈全部亮了起來，火樹銀花，真是漂亮極了！商店裏總會豎起一棵棵大聖誕樹，

上面掛滿了彩球、閃燈、玩具，樹底下還放着很多包裝得很漂亮的禮物、、、 

       而我家呢 ？從我記事開始，我就記得每到聖誕節，媽媽都會把家裏的一棵小小的聖誕樹拿出來，我和媽媽一起裝扮聖

誕樹，我會掛上彩燈，還放上許多漂亮的裝飾物。到平安夜晚上，我就把聖誕襪放在枕頭旁邊，因為到了半夜，聖誕老人

會給我送禮物。第二天早上，那總是我最期待的時刻，一份驚喜總在那裏等着我。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漸漸知道了世界上

沒有真正的聖誕老人，每年的禮物其實都是親愛的媽媽悄悄地放進去的，好讓我開心一下。但即使我知道了這個真相，但

是每年的聖誕節還是讓我很期待。 

       今年將是我們在加拿大過的第一個聖誕節，我期盼着它的到來。我想也許這裏的節日氣氛會更濃，但是這也讓我思念

起在中國的聖誕節，讓我思念起在中國的親人和朋友。我祝褔他們，節日快樂，天天快樂！ 

 

快樂的聖誕夜 

國語課程九年級                 樊冰同學 

         「媽媽，過兩天就是聖誕節」， ���我跑進家高興地說：「我在學校聽到了聖誕節的傳說。平安夜的晚上會有一個老公

公來我們家送給我們糖和禮物呢」！「對啊。」媽媽回答；「今天太晚了，明天早上我們出去看一看Richmond的聖誕節景

色。」 

        我一醒了，覺得我的屋比平時亮了很多。打開百葉窗往外面一看。我吃了一驚。原來昨天晚上下雪了。外邊綠綠的草

地上蓋着厚厚的白雪。好神奇呀！我快快樂樂的叫醒媽媽去買聖誕樹和燈。街上五顏六色，街邊的樹上掛滿了聖誕燈，房

頂上安裝着聖誕老人坐在雪橇上的燈飾，院子裏堆起了雪人，真是一個快樂的世界。我們買完了聖誕樹和今天晚上吃的東

西就回家了。我一邊裝聖誕樹，一邊想着聖誕公公會給我的禮物。我多麼想得到一輛新自行車呀！ 

       聖誕樹準備好了，我幫媽媽做了一個火雞和很多小菜。等爸爸回來了，我們一家在飯桌上一邊吃一邊說笑，互相祝褔

，感覺很幸褔。這時候，遠在中國的姥姥，姥爺打電話祝我們聖誕快樂！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今天街上的美好景色和美味的聖誕大餐，希望着聖誕老人快些來。帶給我聖誕禮物。 

 

我最喜歡的節日 

國語課程六年級                周劭晨同學 

        聖誕節是我最喜歡的節日之一。因為我可以整天在外面玩。我會在雪裏打雪仗、堆雪人和堆雪城，還不用上學！ 

       在聖誕前夕我會跟朋友們一起玩。一直玩到晚上10點鐘，我才上床睡覺。早上我一起來就立刻衝下樓去，連衣服都沒

趕得來穿。我一下樓就開始打開禮物。有些是我喜歡的，有些我不喜歡。這一年的聖誕節收到的最好的一個禮物是一個新

籃球。 

       看完禮物後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去買些減價的東西。才花了30元就買到了80元錢的東西。真的很划算。 

       總之，聖誕節是個很愉快的節日。 

 

聖誕假期 

國語課程六年級                 劉加喬同學 

        我很喜歡聖誕節因為不用上學，還可以收到很多聖誕禮物。有時候還可以玩雪。 

        今年的聖誕節，我們打算去美國遊玩兒。爸爸有十天假期。我們除了去美國，還打算去滑

雪。我真希望有一個白色聖誕節。 

       而我最想要的聖誕禮物是一個很一盒的Lego。我希望這個聖誕節會過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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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的聖誕節 

國語課程五級           王穎莛同學 

���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聖誕節，我們都很高興。 

       媽媽已經幫我們砌好聖誕樹放在客廳裏。我、姐姐、和媽媽一起掛裝飾。那裏有聖誕老人、聖誕襪、雪花、還有五顏

六色的小燈泡。樹下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禮物。 

       爸爸也會在聖誕節前趕回來，和我們一起慶祝。爸爸回來，我們會到較遠的威士拿(Whistler)雪山滑雪。也會去酒店吃

聖誕大餐，同時又會跟很多朋友開聖誕派對。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因為會收到很多禮物。我今年希望聖誕老人會帶給我一隻小烏龜做禮物。真希望聖誕節快

點到來。�

 

吉氣洋洋聖誕節 

國語課程五級                  陳翠妍 同學 

     �� 我最希歡聖誕節， 因為我可以收到禮物，也可以送禮物給朋友。每年的聖誕節，我和朋友們都會交換禮物，我曾經

收到過糖果，玩具，文具，和圖書，不知今年會收到什麼禮物呢？真是又神秘又開心。另外，在聖誕節期間，一定有很多

派對，我可以和很多表兄弟姐妹一同玩兒。我更希望在今年的聖誕節能自製一些聖誕曲奇，帶到派對去和他們分享。 

聖誕樹，聖誕老人和雪人常常帶給人喜氣洋洋的氣氛。如果今年下雪，我更可以外出堆雪人和滾雪球。這將會是一

個十全十美令人期盼的聖誕節。 

�

春之歌 

國語課程十年級                  盧梓晴同學 

        一陣春風輕輕地吹在我的臉上，既舒服又涼爽。轉眼間，春姑娘報喜來了。 

        春姑娘在冰封的河面上蹦蹦跳跳，讓冰雪消溶，散發着春天的味道。一場春雨“沙，沙，沙”地滋潤着大地，嫩綠的

小草伸了伸懶腰，迫不及待地從大地媽媽的懷抱裏站了出來。櫻花樹上的櫻花妹妹們逗得樂了，一張張粉紅的小臉蛋長了

出來，忘掉了冬天的煩惱。俗語說：春暖花開，春色滿園�。走進我家的花園，彷彿是走進了五彩繽紛的童話世界。一

朵朵鬱金香有的紅，有的黃， 有的紫，像一個個害羞的小姑娘，她們在綠油油的葉子後面東躲西藏。迎春花妹妹披上了紅

袍，在花園裏載歌載舞，歌誦着春天的美好。走進炊煙裊裊的村莊，太陽公公照着大地咪咪嘴笑，給山爺爺叫醒了，惹得

溪妹妹笑了，逗得田野樂了，把整個村莊變得秀麗起來。活潑可愛的小魚們蹦出了剛溶解的水面，扭動着身子向春姑娘問

好。金黃色的蒲公英在田野裏炫耀，蜜蜂又勤勞地忙了起來，它們在色彩繽紛的花叢裏歌唱。五顏六色的蝴蝶姐妹們在藍

天中飛舞、、、到處都是片片迷人的景象。 

       春天在那裏？她在我家的花園裏，她在人們路過的大街小巷裏，她也在蔚藍的天空上，她在清澈見底的小溪裏，她在

廣闊的田野裏，她更在我們大家的心裏。 
!

春雨�

國語課程九年級                陳嘉琪同學 

      春天的雨是最涼爽的。春雨裡，花草樹木特別地綠，特別地鮮。我是那樣地愛春天的雨! 

春天裡刮著微風，飄著細雨的日子，我會坐在窗旁靜靜地看書，心裡流淌著這細雨美妙的樂音。雨大一點的章節，連著窗

櫺都被雨點彈奏出密集而歡快的節奏，一點一滴顫音撥動著我寧靜的心弦...... 

     雨後，彌Ɗ著一股泥土的芬芳，清涼，卻又帶著一絲淡淡的舒坦，宛如沐浴般清爽、純淨。春日的陽光穿射過雨后的

雲層，沖出天空，折射出五顏六色的彩虹，剎那間，花和草舞動得嬌艷欲滴。懸挂葉片的雨珠，睜開了它們的明眸，來臨

的新年又一次呈現在這驚鴻一瞥裡，鶯歌燕舞的春拉開了序幕。 

世界在那蕩滌的春雨中重生，希望跟隨著春雨滋潤著我們的胸懷...... 

 

**Mandarin Summer Program will start from July 5 to 29, 2010 at 1:45-3:55 pm 
Conversational class for Grades 1-7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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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場春雨 

國語課程九年級                     黃朱禛同學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雨漸漸下大了。一串接一串的雨點兒，不斷地從天上墜落下來，又是一場春雨，又

是一個來年，又是一幅動人心魄的畫卷...... 

      調皮的雨點兒滴在柳樹上，在葉片上迅速地打了幾個滾，可又站不住了，隻好隨著葉片滑到樹乾上，滑到屋頂上，滑

到水窪裡。可愛的雨點兒哦，又搖身一變，隱身在空氣裡。樹木被籠上了一層薄紗，給空曠的雞鳴犬吠也披上了一層朦朧

。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雨點兒在空中歡快地跳著舞蹈...... 

小草寶寶好奇地探出頭，樹葉姐姐快樂地跟著搖，花兒妹妹開心地仰起臉，小燕子歡叫著斜掠過農人的田野，人們興奮地

播撒著希望的種子，等待著來年的豐收。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雨點藏進了花骨朵...... 

朵朵梨花開、簇簇桃花綻，剎那間流光溢彩，暗香浮動。孩子們的風箏順風放去，雨點在彩虹裡哈哈大笑，又在樹梢上，

在瓦頂上，在人們的眼睛裡閃現著金光。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消失的雨點兒又悄悄跑進了夢鄉，出現在人們美好的夢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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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 

五年級            陳佳喬 

        今年春節，我過得很高興。 

        我先跟著爸爸，媽媽去超市裏買東西。超市裏有很多人，我還看見許多燈籠。我們買了點心，魚，還有各式各樣的水

果。 

        我回到家，就跟爸爸，媽媽，和姐姐吃了一頓好吃的年夜飯。吃完後，就一齊看電視。爸爸還發給我和姐姐一個紅

包，內裏有五十元。 

       這個新年我很高興。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溫哥華的唐人街 

五年級          陳佳喬 

        溫哥華的唐人街是北美第二大的唐人街。1885年，華人開始居住在這兒。他們都是從中國來工作的。有的人做採石礦

的工作，有的人參與建設鐵路。 

        今天，溫哥華的唐人街是北美最清潔的一條唐人街。更多的華人居住這裏。另外，到溫哥華旅遊的人都要去唐人街，

因為那裏有許多的好地方。有中山花園，千禧門和許多中餐館和商店。溫哥華的唐人街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Fall 2011 Mandarin Program 

Inquiry hotline for Mandarin and Cantonese Speakers  中文熱線  604.230.9174/604.668.6532 
上課地點�������� 列治文中學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Starting today to register Mandarin Program 2011 by online or Call us 
www.RichmondContinuing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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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的唐人街 

五年級                 呂嘉維 

        溫哥華華埠（又稱溫哥華唐人街）是北美洲繼舊金山唐人街後面積最大的華埠。該區西接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溫哥

華市的中央商業區，北鄰市中心東端，東臨士達孔拿區；而市中心東端的廣義覆蓋範圍也包括了華埠。根據溫哥華市政府

的官方定義，華埠是大致以喜士定街和片打街之間的後巷（即前孖結街)、裕仁街、歌雅街和泰萊街為界。區內的商業活

動主要集中在緬街、片打街和奇化街上。溫哥華架空列車的體育館－華埠站則設於華埠的西端邊緣處，是整個架空列車系

統中唯一擁有官方中文名的車站。 

 

過年 

五年級              呂嘉維 

        二月三日星期四，我如常地被鬧鐘叫起床。發現枕頭旁有兩封紅包。啊！原來今天是中國新年。是外婆和媽媽給我的

壓歲錢。我拿着紅包對外婆說身體健康，對媽媽說青春常駐。 

       回到學校，老師和我們一起討論有關中國新年的傳統文化。外國人越來越重視中國新年。 

 

望遠鏡和顯微鏡 

六年級                   王思其 

        望遠鏡讓我們能夠看得更遠，顯微鏡讓我們能夠看到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望遠鏡是伽利略發明的。望遠鏡能夠讓我們觀察天空，用於軍事，看體育比賽，還有找人。 

        顯微鏡是列文虎克發明的。顯微鏡能夠讓我們觀察肉眼看不到的東西，像水裏的小生物。望遠鏡和顯微鏡對我的用處

很大。 

 

望遠鏡和顯微鏡 

六年級                  戎天瀟 

         望遠鏡和顯微鏡是很有用的東西；它們讓我們可以看到很遠或看見很小的東西。用它們時，人們看到了許多以前沒看

到過的星星，小生物等。但是，你知道它們的歷史嗎？ 

       望遠鏡是在三百多年前發明的。那時，荷蘭的萊茵河附近有一座小城，那城裏有一家眼鏡店。一天，小孩子們進去拿

鏡片玩。有一個孩子無意中把兩個鏡片放在一起，結果發現透過鏡片能夠看清楚很遠的景物。這個發現被意大利科學家伽

利略知道了。他想了好一會，最後用凹和凸玻璃片，放在一個管子裏看東西。他繼續研究，後來用他的發現製造了第一個

望遠鏡。現在，我們遊覽時，看體育比賽等都會用上望遠鏡。 

        顯微鏡是荷蘭的列文虎克發現的。他剛開始工作時，他在一個乾貨店用鏡片來數衣服上的線有多少根。他覺得鏡片有

意思，所以他就開始學怎麼造鏡片。他研究了很久以後，他就做了第一架顯微鏡。這個顯微鏡能把東西放大幾百倍。顯微

鏡現在用來看小生物荷研究小蟲子。 

       這就是顯微鏡和望遠鏡發明的歷史。它們真有趣，你說呢？ 

 

圖書館的海洋世界 

六年級                     戎天瀟 

        在哪裏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魚、鳥、龜和螃蟹呢？當然，在海裏潛水是肯定能看到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海

裏試一試。那還可以去哪兒才能看到這些有趣的海中動物呢？當然就是去海洋世界了！ 

        10月22號那一天，Brighouse圖書館有個科學展覽。有關野生動物的，也有跟環境有關的。s“海洋世界”也有個展

覽，展示了很多活着的海洋動物，全放在一個玻璃箱子裏面。有一個動物像一個球，有針狀的突出物在裏面。媽媽說這是

個海膽。另一個動物很奇怪。它就像面條根，有一頭在一個像盤子一樣的身體部分，另一個頭什麼也不連着。“珊瑚。”

媽媽對我說。最後一個動物我知道英文名字，但我不知道中文名稱。媽媽說中文名是海參。我的姥姥病時吃過。旁邊的箱

子裏有個大螃蟹，一點也不高興地看着我。 

        這個“海洋世界”的展覽有趣吧？不用去潛水，也不用去海洋世界ĻJ@ó¨�ƘhÏđëĠÍ。大海裏的動物真奇

妙啊！ 

 

Mandarin Program (for School Age and Adult Students) 
Registration for Fall Semester 2011 is now accepting. Please call us at 604.668.6532 or 604.230.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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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之歌 

國語課程 八年級           潘啟琳同學 

        春天的來臨是帶來新生命的季節。溫暖的太陽會向着我們微笑，地下的種子會從泥土裏伸出它的頭喝着甜蜜的春雨

水。 

       溫和的春風會輕撫着我們的臉，大地的綠草會隨風動舞。高高的大樹會穿上新的綠衣裳，繁忙的蜜蜂會努力地工作。

無盡的天空會像一幅畫滿清藍的畫，輕快的鳥兒會飛在一起玩耍。溶下的雪水會衝忙地跑動，山上的白雪會向我們說再

見。 

       春天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季節，萬物都充滿生機，春天真可愛！ 
 

春�

國語課程七年級           劉凱寧同學 

       春，是一個多麼有詩意的字眼﹔春，是一個多麼有生機的季節。春，是神聖的，偉大的。我贊美春！ 

      春天在哪裡？春天在草地上，小草探出小腦袋，在春風的吹拂下，盡情地長著。 

     春天在哪裡？春天在天空中，燕子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斜馳在遼闊的田野上。 

     春雨猶如透明的紗巾，蘸著滴滴的晨露，飄飄然地沐浴著萬物...... 

     春日恍如心尖的帆船，脹滿種種的希翼，欣欣然地鼓動著命運...... 

     春，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那樣地純。 

     春，是一位浪漫成熟的男孩，那樣地真。 

     啊，到處都是春天，到處都是春的氣息。隻要我愛你啊，春天，你就伴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

春之美        

  國語課程七年級          江瀚瀾同學  

       春天來了！大地從冬天的沉睡中蘇醒了，暖洋洋的世界又一次呈現在我們的周圍。 

       伴隨著春天的來臨，我們見証了大地覺醒的步伐：小河上的冰層漸漸融化了，它又恢復了往日的奔流﹔一直覆蓋在地

上的白雪也消失了，綠油油的小草又都探出了腦袋﹔在冬天裡變得光禿禿的樹枝又都發出了新芽﹔五顏六色的鮮花也陸續

競相開放。 

        聽到了春天的呼喚，動物們也一個個的雀躍起來：冬眠的動物都伸伸懶腰，然后歡歡喜喜地載歌載舞﹔在深海過冬的

魚兒也開始從大海游回它們出生的小河﹔成群結隊的候鳥也帶著歡聲笑語從南方飛回家鄉。 

      春天不隻給大地帶來了生機勃勃，而且把世界也變得十分美麗，同時，她也代表新一年的開始。 

 

春天的故事 

國語課程四年級               蔡雋賢 

        春天很美麗，花兒開了，草兒轉綠，樹木長滿了果子，小鳥喳喳地叫，小動物出來走來走去。 

小朋友們都快樂地唱歌，有的打球，有的跑步，有的踏單車。 

       公園裏，花兒開，朵朵花兒真可愛，紅花，黃花和白花，花兒開了多好看！ 

  

New Course 新課程 2011 Fall Term :  (Robotic Class  機械人製作班) 
1. Lego Club 1: Age 7 and Up) 2:10-3:55pm 

2. (Robotic 1.1: Age 6-8): 4-5:30 pm 

September 24th, 2011 St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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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加里春假遊 

六年級         關嘉翹 

       這個春假，我和媽媽到卡加里探望媽媽的朋友。 

       回到這個離開了大半年的地方，心情有點興奮和激動。當我下機的時候，外面還下着微雪，氣溫在零下十度以下；比

起溫哥華的天氣，真是相差太大了！ 

        這次回卡加里，媽媽還帶我回學校去探望舊同學和老師，因為這裏的學校比我們遲一星期才放春假。舊校有我六年的

回憶，同學們都是和我相處了六年多的時間，當我要離開的時候，我真是有點難受。但是在溫哥華，我也有些新朋友。只

要我們一家人能在一起，不論住在哪裏，都是充滿快樂的！ 

 

我的假期 

六年級            林希庭 

       春假終於來到了！今年，爸爸媽媽決定去英國旅行。我們從來沒有到過英國旅行。我從小已經對古代英國很有興趣，

特別對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極有研究。 

       我們坐長途飛機到達英國，由溫哥華國際機場出發，直達倫敦國際機場，全程總共九個小時。落機時，當地正下着毛

毛細雨，但是我的心情非常興奮。倫敦市內的人很有禮貌和很願意幫助別人，但是他們的口音和我們的大不相同。 

        我們在倫敦停留了一個星期， 參觀了大笨鐘，白金漢宮，杜莎夫人臘像館和很多不同的博物館。不期而遇，我在巴

士上遇到一位朋友，我們一起參加了一部電影的首演禮，而且還得到我最喜歡的演員的親筆簽名，令我夢想成真。 

       雖然當地天氣常常陰陰沈沈，今次的旅行是我一生中不會忘記的。我很渴望回到英國。 

 

我的假期 

六年級                甘俊堯 

       今年的春假有兩個星期，比去年多一星期，很長的假期啊！ 

       假期內多數的時間我都留在家裏，上網觀看一些有趣短片；查閱一些資料；或玩網上遊戲等、、、。有幾天我還幫大

伯娘搬屋呢！期間我也有和朋友外出，亦有朋友到我家玩耍。 

假期已經完結，四月九日便要上中文課了。 

 

我的春假�

五年級����������陳佳喬�

������這個春假我沒有去旅遊。但是這個春假還是過得很有意義。在春假裏我不僅讀了很多書，我還做了一個鳥房子。 

������有一天我坐在我的房間裏，聽見外面的鳥叫。很多鳥都在草地上找東西吃。於是，我就決定做了一個鳥屋。它都是從

家裏拿用的材料做的。容器，細繩，紙板的等等。我已經把鳥屋放在外面，可是我還在等一隻喜歡這個鳥屋的鳥飛來。 

������這個春假，我過得很開心。�

 

我的難忘假期 

五年級         肖子璇 

         我的難忘經驗是今年春假，我去Manning省立公園學滑雪。�

我們一行有19人，在2011年3月18 日從家裏出發，一共待了三天兩夜，然後在3月20日下午回到家裏。出發時爸爸說要2個

小時到Manning省立公園，但我們開車差不多三個小時才到，我們都餓壞了！我們住的房子是樹林裏的一個小木屋。在那

兒的第一個晚上，我跟一個小弟弟睡在一個高低床的上面。第二個晚上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睡。�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坐班車上山去滑雪。媽媽給我們報了滑雪課，妹妹、弟弟、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學滑雪，另外

三個哥哥去學滑雪板。我感覺把滑雪鞋穿上很難！那個老師很好笑！一開始滑，我們都站不住，老是跌倒。老師說要把腳

上的鞋擺成pizza的形狀，還把手放在膝蓋上，以便我們可以更好地控制節奏。我們滑到山下面，不用自己再爬到山頂，只

需要用手拉着纜車繩索的扶手滑到山的上面！我們滑了三、五次，一次比一次滑的好！到下課時，我們七個小朋友都滑得

比開始時好很多。 

        除了滑雪之外，我們還坐輪胎從山上面滑下來，我們還一起打雪仗。那個度假中心還有一個游泳池和熱水池，我們每

一個晚上都去游泳和泡熱水！ 

        這是我第一次滑雪，這個經驗很難忘，因為我沒有滑過雪和看過這麼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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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國語課程四年級         何寶軒同學 

         一年有四個季節，有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我最喜歡的季節是春天。春天是每年的第一個季節。過了一個很長又

冷的冬天，小動物開始跑出來了。 

        春天的天氣開始變暖了。有時會下春雨，小種子可以發芽，小秧苗可以長大，果樹可以開花。小朋友出來到公園玩和

種花。農曆新年是在春天， 春天是一個很好的季節。 

 

我的假期－聖誕 

九年級                  燕文睿同學 

         到了聖誕節，孩子們都會很興奮，我也不例外。在一個星期前我就盼着這個聖誕節了。這個聖誕節，我們一家子要坐

郵輪去加勒比海旅遊！ 

         12月17日那天，我早晨六時就起床了，那是因為我和爸爸媽媽要坐飛機去邁阿密上郵輪！我們到達飛機場托運了行

李，辦完登機手續，過安檢，最終我們到達了候機廳。 

        一個小時後，只聽見廣播中說“US1662航班的旅客請注意了，US1662航班的旅客請注意了。請大家在E7登機口登

機。”然後大家就都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走向登機口，準備登機。到了飛機上，我們等了半個小時，飛機才起飛。經過

了六個小時的顛波，我們終於到了邁阿密，登上了郵輪。 

        郵輪上有餐廳，遊樂場，游泳池，溫泉，高爾夫球場，籃球場，沖浪等娛樂場所。船開了半個多小時後，茫茫大海展

現在我眼前。晚上六點鐘時，我們去了法式餐廳用餐。每天晚上六點鐘時，我們都要去吃法式大餐。因為我們要和船長吃

晚餐，所以在船上的6天中，有2天要穿西裝。 

        在郵輪航海中的第三天，我們下了郵輪來到了墨西哥的一個城市。這個城有一個旅館，旅館裏有個水上公園。那個水

上公園特別好玩，有水滑梯，海灘，漂流這樣的水上遊戲。 

        在第四天，我們又下船去了巴哈馬這個小國家。在這個國家，我們一直都在海水裏游玩。一眼望不到邊的大海美不勝

收。 

      很快六天就過去了。我在加勒比海之旅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美麗的溫哥華假期 

九年級                      曹欣雨同學 

        放假了，我和爸爸、媽媽去溫哥華遊玩。 

       我們到了溫哥華，我看到地上的鬱金香真多啊！有紫色的、粉紅的、黃色的、、、真是不計其數，還有樹上的櫻花，

開得多麼燦爛！我就像走進了一個大花園，地上的小草割地多麼整齊呀，幾乎沒有一棵雜草。遠外的雪山一座挨着一座，

上面的霧厚厚的，幾乎看不見山頂。天真藍呀，雲真白呀，就像是一朵朵棉花糖，我真想上去摸一摸、嘗一嘗啊！突然，

一架飛機飛了過去，白雲都變了形狀，有的像蝸牛、有的像駿馬、、、真是變化多端！ 

        溫哥華的風景真美啊！ 

 
 
 

 
 

我的假期 

六年級           陳振亮 

        今年的春假雖然過得簡單，但是卻很充實。在春假的第一天，我去了朋友的家，我們一起吃東西，一起在電腦上看有

趣的笑話。然後我們還一起玩遊戲，一起試着去寫小說。 

       在爸爸，媽媽的休息日，我們全家一起去魚樂店，欣賞多彩多姿的魚類，不同的魚樂店有不同的特色，開濶眼界的同

時也帶來無窮的樂趣。 

        叔叔這個假期從中國回來了，感覺很開心，他說小弟弟開始上幼稚園了，嬸嬸肚子裏的小嬰兒就快要出世了，真令人

期待！ 

       雖然有開心的時候，但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從電視中看到有關日本海嘯，大地震的消息，感嘆生命脆弱的同時，又看

到了活着的人們堅強的一面。 

        地球上的每個角落每天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發生，但是活在當下，去感恩和珍惜，就是一種幸福，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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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春假�

六年級����������� 戎天瀟���

������春假期間我回北京了，玩了很多景點：北海公園、景山、奧林匹克公園、紫竹院、故宮等。 

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個地方是故宮和在金源商場裏的“寶貝當家”。 

������去故宮是我自己提出來的，因為我見過很多書都提到過故宮，我想親自來看看這個世界著名的建築。我和爸爸看了故

宮裏很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故宮中軸線上的那些樓。它們包括太和殿、保和殿、還有乾清宮。故宮裏有三個地方我覺

得最有意思：一個是九龍壁，因為我聽說有一條白龍的一部份是用木頭做的。專家倒是不確定。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自

己也看了看這條龍。第二個就是一個叫“假山”的“山”，因為它的形狀很特別。第三個就是故宮的花園，因為有一些怪

怪的樹，它們為什麼會長成這樣呢？ 

�����“寶貝當家”是我中國的一個朋友給我介紹的。在那裏，小朋友可以體驗各種大人的職業，還可以掙“寶貝元”呢！

我試了試當記者、播音員、電工、垃圾分類工人等。我記得最有趣的是當個電工，因為看電錶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今年春假回北京又快樂，又有收穫。 

 

我的第一次�

 國語會話班五級������ 何曉琳�

������我的第一次上中學� �我很開心也很快樂�因為中學有很多人。我的中學叫JN Burnett。JN Burnett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人們也很友好。在JN Burnett我交了很多新的朋友。我的老師也很好，他們不給我們太多功課。�

 

 

第一次坐飞机 

十一級                     李思颖同學 

小时候，我总幻想着自己拥有一双雪白的翅膀然后在天空中飞翔。 

        七年前的暑假，阿姨带我去泰国。因为路途遥远，所以我们就去坐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只是四岁。我当时非常的害怕，我还哭了很久。当飞机开始上升的时候，我越来越害怕。 然后

， 我开始有点耳鸣，让我哭得更严重。可是，我的阿姨开始安慰我。 渐渐地，我开始不哭了， 耳朵也好了很多。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了。 

        通过这一次的经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凡事都会有第一次， 一定要不停地接受新的人或者事物。 不能当一个“井

底之蛙”。 

 

**延伸教育部從2011年9月起開辦各級日文Ĕ�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3-5 於列治文中學**�
�

第一次演講�

十一級     ����     林彥君同學!
�������那一年我才上小學七年級   ,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 當老師跟我們說要舉行一場演講比賽   , 問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我想挑

戰一下自己就報名了  .  禮拜六來臨之前我已經報好名了也寫好了我的演講稿 , 然後�

�������就是練習如何把一篇普通的演講稿變成一偏多麼生動和感人的演講稿 . 

我從來都沒有在大家面前說過話而且我的聲音又那麼小  . "當時我心裡在想我做得到嗎? 好困難喔 ! 好想放棄這場比賽因為

我覺得我辦不到 ! " 在這時老師跟我說別擔心別害怕因為這是你的第一次  ,  我回家時也跟爸媽說了而他們也說了一樣的話

這就讓我鼓起勇氣在一次的去挑戰這個考驗  ,   在老師輔導下我逐漸的了解如何掌握那些技巧   .    

 ������終於演講比賽要開始了  . 那天我一進去  ,   裡面坐滿了人.我找個位子坐下後沒多久比賽正式開始了 .有好多人從不同

學校來参加這場比賽 .      我坐在那裡聽著其他人是怎麼演講和表達出這篇文章的感情 .  聽著聽著就輪到我上去演講 . 這時

我感到很害怕很緊張我走去台上時我樣個機器 人一樣身體感覺很僵硬當我到了台上我向大家問候之後就開始演講 ; 可是我

心裡很緊張頭腦一片空白 , 眼睛看著我的文章而我的嘴巴則是把這些文字原本應該表達的情感全部都略過了只想趕快把演

講說完   .  當我的演講完時我覺得很輕鬆愉快的走回去位子上而我才想起我把我的演講弄糟.而爸爸跟我說你講的還不錯因

為這是第一上台演講阿 !   

      ���在這個比賽中我 學到了凡事都有第一次而你要有勇氣和膽識去挑戰才能比現在更上一層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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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坐過山車 

十年級讀寫班    ����      盧梓晴同學 

        今天，天氣晴朗，萬里碧空中飄着朵朵白雲。我清早就醒來了，因為我知道我一直夢寐以求的願望迪士尼樂園將會在

今天實現，我高興得喜笑顏開。�

我們來到迪士尼樂園的門口，哇，人山人海，人們像潮水一樣涌來。我們買完票，蓋完印章，我就立刻跑進遊樂場，

“迪士尼樂園，我來了！”我大聲喊着。啊，多麼熱鬧啊！各種各樣的卡通人物，琳瑯滿目的機動遊戲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像在做夢一樣！有過山車，激流探險，海盜船、、、我和表哥迫不及待地跑到過山車前排隊，哇，太多人了，隊伍像一

條龍一樣長，但我們依然耐心等候。快到我們了！我緊張地在等候區徘徊着，雙腳情不自禁地開始發抖，心想：安全帶會

不會忽然斷掉？過山車會不會因速度太快而離開軌道？想着想着，輪到我們上車了，我和表哥坐了第三排，正好是個中間

位。“叮，叮，叮”鈴聲嚮了，過山車緩緩地開動了，我雙手緊緊抓住安全帶，緊張得手上不停地冒汗，我的心跳越來越

快。忽然，列車飛快地沿着軌道沖了上去，像坐火箭上了太空似的。      

 “啊、、、”我尖叫了一聲，閉上了雙眼。之後，過山車進入了螺旋軌道，又上又下，車在空中飛舞，盤旋，人坐

在上面，只覺得身體被懸掛了起來，我頭昏腦脹，聽着所有人的尖叫聲，我心裏越是擔心。我看前面快要下坡了，我又緊

閉雙眼，放聲大叫，腦子裏一片空白。當我睜開眼睛時，這時的過山車已經接近尾聲了，太好了，無意外，我鬆了口氣。

當我剛剛開始放鬆時，又有一個急轉彎把我嚇了一大跳，又經過了幾番顛波，“叮，叮，叮”鈴聲嚮了，眼花撩亂，心還

在“怦，怦”跳，雙腳還在抖動，頭髮亂七八糟，像個鳥巢一樣。爸爸媽媽在一旁問我感受如何？我高興地說：“太刺激

了！”�

        第一次坐過山車真好玩！如果下次有機會，我還要試着坐車頭，肯定會更刺激！�

�

第一次參加饑饉�

國語會話班五級 ����������Natasha Au�

去年三月我第一次連續三十個小時不吃東西。我在學校參加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饑饉活動，叫“30 Hour Famine”。

這個活動主要的目的是把世界上貧窮的問題帶走，參加者問了他們的家人，朋友，甚至鄰居來捐錢，然後那些錢就會被送

到�些貧窮的國家。參加者還要三十個小時不吃東西來�試試真正餓的感覺是怎麼樣�平時我遲了一兩個小時吃午餐就會

抱怨，但是我從來沒試過連東西也不能吃。那次的經驗令我知道� �我們住在加拿大其實很幸福，我們不只有東西吃，還有

不同國家的菜餚來選擇。我們每天三餐都一定會吃飽，所以不會覺得它有甚麼特別，但是有些人可能一個月才吃到我們一

餐的份量。�

������我希望如果我每年多參加這個活動，將來全世界的人都像我們一樣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 

�

我的第一次旅遊�

四年級讀寫班       ����劉侃昆�

�������我第一次旅遊，是爸爸媽媽帶我去香港探公公婆婆。在香港裏， �我最喜歡去海洋公園，在園裏有很多海洋動物，例

如海豚、海獅、熊貓等。我最喜歡看就是海豚表演。 

�

第一次自己買東西 

國語會話班五級 �������������黃慕珊�

�������我的第一次是自己本人買了一部I-touch。那時我很開心�因為我從來沒有擁有過一部I-touch。現在，自己有了I-touch

了，我可以和朋友談天、打電動、上Facebook、MSN和很多不同的作用。I-touch是很方便的�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的。 

 

第一次上中學�

國語會話班五級������������� Victor Yun��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號是我第一次上中學。我看到一座很大的學校。我進去的時候，心情真的很緊張。裏面有很多

人，很多教室。我走了一分鐘就已經迷路了。我想問其他同學我要去的課室在那裏，但是太可怕了，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

誰。我第一天沒有什麼朋友，覺得很寂寞。我在�門廳走的時候�發現原來會有一千多人跟我走，好像一個�市場那麼�

�。中學比小學有太多的區別，所以我第一天很不習慣。�

但是過了幾天，我就開始很喜歡這所中學了，並交了好幾個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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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旅遊�

國語會話班五級����������李慧怡 �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是在2008年。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新加坡有很多不貴的東西買和吃。但是，新加坡的人不太友

善。我也不太懂他們說的話�因為他們有口音。新加坡的天氣每天很熱，有時下大雨。而且，這個國家有很多印度人。他

們可以講普通話。 

�

快樂的一天 

三年級       李瑞琛       

         一天，天氣很好。藍天白雲，小鳥吱吱喳喳地飛來飛去，牛和羊在山上吃草吃得很開心，小魚在水裏自由自在地游

着，小孩子高興地讀書和畫畫。 

        所有的人和動物都過了快樂的一天。 

�

�

童年一次難忘的經歷 

五年級          Jay Ge 

       童年就像一條小河，嘩啦嘩啦地流着，也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記得二年級時候，有一天聽老師說：“醫生要來

打疫苗。這時，教室裏一下子安靜了下來，不一會兒，來了好幾個醫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和白色的帽子，就像來到了醫院

似的，醫生把體溫表發給我們，叫我們把它裝在腋下，有老師的命令，我們沒有辦法，一個個同學忍氣吞聲，因為聽說只

要不順從醫生指令，就會被打錯。 

        到時了，體溫被取出來了，全班有三個人身體不好，不能打疫苗，我好羨慕他們。有的同學打完後，裝着一副非常痛

苦的樣子，我心裏更加的恐懼。輪到我了， 我心呼呼的跳個不停，閉着眼睛，咬緊牙齒，也沒發出聲音來，醫生們說我是

個堅強的孩子。 

        打完後，我告訴同學們，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懼，讓一個個同學可以平靜下來。 

        這真是我一次難忘的經驗。 

 

和媽媽燒魚香肉絲的經歷 

五年級           Vicky Shi      

          一天，我興致勃勃地看媽媽燒魚香肉絲這道菜，媽媽先將裏脊肉切成片，然後切成一寸長的肉絲，再放入半隻蛋

清，然後放入少量的生薑末，鹽，加兩滴黃酒漿一漿，用生粉勾芡一下。等肉有了彈性，再將一寸長的熟筍絲划鍋上油，

與肉絲一起煸炒幾秒鍾後，再放入薑蒜泥一起煸炒，然後將煸炒好的肉絲倒入鍋內，並加入黃酒，醬油，糖和醋，加入薄

薄生粉勾芡一下，就可以吃了。整道菜有點酸，有點辣，真是讓人垂涎欲滴。我吃過好幾家飯店的菜，但總覺得還是媽媽

燒的家常菜最好吃。 

        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雖然是看媽媽做菜，但每道工序都準備得那麼認真，仔細，周全，我從中學到不論做哪件事都

要精益求精，盡美盡善。這是一次難忘的經驗，也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一次難忘的經歷 

國語課程五年級           王子沅同學 

         雖然這件事發生在多年前，但是我現在回想起來，還記憶尤新。 

        那還是我在上海學校學習的時候，有一次學校讓我們做冰城堡，同學們都在小房間裏做，可是我覺得太擠了，所以就

在染料區做了。我先做了冰塊，接着把冰塊磨好，擺在一起，然後在塗色。終於做完了，覺得不錯。就在這時候，我朋友

出來了。她說：“你做完了之後快去幫幫我吧！否則我就做不完了。”我當時看她很着急的樣子，所以就把我的丟在一旁

了， 起身去幫她做了。然後指導她怎麼塗色。 

        接下來我準備把冰城堡去交給老師。這時我朋友衝到了染料區去拿染料。突然一個男孩轉過身來不小心把她手裏拿的

染料泊到了我的朋友的臉上，我朋友一往後退，直接撞了我的城堡上，給撞壞了。那個男孩和我朋友趕快跟我道歉。我當

時真的是驚呆了。老師叫了我一聲讓我過來。我跟老師作了解釋，可是老師還是指責了我一頓。哎，那天我夠倒霉了。當

時我覺得心裏很委屈，雖然這次經歷不太愉快，但是我幫助了同學，我還是覺得很欣慰。 

＊＊舊生尚未註冊2011年秋季課程者請促電604.230.9174/ 604.668.5532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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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滑雪 

四年級                           劉澄然 

        我叫劉澄然，剛來加拿大。五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滑冰了。我在Richmond的Minoru Ice Centre學滑冰。 

第一次課開始了，我心裏很緊張。總擔心會滑倒。但是，當我看到老師先教我們最基本的動作，怎樣在冰上站得穩，

怎樣往前滑。老師在後面緊緊的跟着我們，保護我們。當有同學滑倒的時候，老師幫她扶起來。我滑倒了很多次，我自己

爬起來，然後繼續往前滑。老師一直在給我們加油，雖然有一點痛，但是我很喜歡學滑冰。 

下課後，媽媽問我學得怎樣，我說滑冰太好玩了，很喜歡學滑冰，希望每天都可以來。 

 

我第一次學游泳 

四年級                 徐瑋蔚同學 

        我第一次學游泳，我是五歲。我爸爸帶我去游泳中心學。我想學游泳因為我的哥哥在學游泳。在我學游泳之前，我心

裏怕怕的但又很開心。在我下水之前，爸爸教我伸伸手，彎彎腰，踢踢腿，運動一下，然後爸爸叫我下水了。首先，爸爸

叫我把頭泡一下水，手划划水，腿踢踢水。然後，兩手扶牆，身體擺平，開始練習。五分鍾以後，轉身再踢水。我趴在游

泳圈上， 不停地扑騰着自己的手和腿。看着游泳池裏那些小朋友自由自在地像條魚一樣游來游去，我羨慕極了。於是我拿

掉游泳圈，讓爸爸教我如何防止下沈，他讓我揚起下巴，再不斷拍打自己的手腿。這樣練了幾次以後，我居然學會了不下

沈。 

        我開心極了，同時對自己學會游泳的信心也更足了。 

 

我的第一次 

會話班五年級                        李慧怡 

         我第一次游泳就覺得很怕。我的同學都能游得那麼快，但是我游得很慢。而且，我喝了許多水。 

我第一次的游泳課是在Minoru的游泳池。那個時候，我才五歲。我游泳課的同學們都已經七歲左右。我比他們都小。 

上了幾次游泳課後，我覺得游泳是非常好玩兒的了。以前我很不喜歡游泳，因為我怕淹着。現在我可以游得很快，比我的

大多數朋友都快！ 

        我第一件游泳衣是粉紅色的。中間有一個大紅色的心。我以前很喜歡那件游泳衣，因為我第一次的游泳課真是很好玩

兒。另外，在這個課上我交了很多朋友。我會永遠記住這個第一次。它給了我很多快樂。 

 

我的第一次 

會話班五年級                   歐樂遙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跟表姐一起學劃畫的時候。當時她已經十幾歲了，但我只有四歲，比她年輕很多。我們一坐下老師

就馬上把幾張圖畫放在我面前，叫我塗色。我看看我表姐，老師不但沒有盯着她填色，還放任她想劃什麼就劃什麼。我覺

得很不耐煩，我也想跟表姐一樣劃我自己喜歡劃的東西，老師真不公平！但是表姐一揮筆我就明白老師為什麼沒有給我同

樣的自由，她幾分鍾就劃出了一幅美麗的圖畫，我當時一定做不到的。我看着表姐劃畫覺得很好奇，一張紙本來就是空白

的，怎麼樣才能變成一個藝術品呢？我那個時候就下定了絕心將來劃畫一定要跟我表姐一樣劃得那麼好。現在我十六歲

了。已經跟同一個老師學劃畫十二年了！只要我堅持不斷學習，提高，終有一天我會成為藝術大師。 

 

我的第一次 

會話班五年級              施穎雯 

         我的人生中，有過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路、第一次交朋友、第一次去旅行、第一次跟好朋友翻臉，還有很多很多

難忘的第一次。但是我有一個“第一次”還沒經歷過，那就是初戀。我希望我的第一次拍拖會很浪漫。第一次跟我“男朋

友”約會時，我們會像電視劇裏的小情侶一樣，兩小無猜；像一般情侶去電影院看一部愛情電影。然後去西餐廳吃情侶套

餐。吃完以後，去公園散步。 

        如果下雨的話，我們還可以“雨中慢步”，聽起來就覺得很浪漫。到了晚上，我想跟“他”去海灘看煙火和吃草莓口

味的冰淇淋。最後，我完美的一天就到了尾聲，“他”跟我慢慢手握手走回我家。到了我家門口時，“他”依依不捨地跟

我說晚安，然後就走回家了。他回到家時，傳了短信給我，跟我說：“女朋友，這些話當面說，我會害羞，所以我想在電

話裏跟你說一句我愛你！”我就會回他：“我也是啦，謝謝你給了我一個難忘的第一次約會。我睏了，我們明天再聊

吧 ！” 

        這就是我的完美第一次約會。雖然有一點太夢幻，太像電視劇，可是我會努力追求我的理想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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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 

會話班五年級            銳利 Reilly Perovich 

        我第一次去高中很緊張，因為我不認識其他人。我以為我會迷路找不到我的班，但是我最終還是找到了我的教室，我

結識了很多有趣的人，例如，一個老師很矮，很肥，總是有一張紅色的臉，而另一位老師是非常高，總是笑着開玩笑。還

有其他人，有的高大，有的肥胖、矮小，有的苗條漂亮，真是各式各樣，很有趣。 

 

我的假期 

七年級             雷曉婷 

        假期中，有些人會去旅行。有些人仍舊努力的讀書，還有一些人不停的睡。希望可以挽回沒有好好休息的睡眠時間。

然而，每一個人放假的時候都會有個目標。但不是人人都可以達到的。有些可能還會有些不能預期的結果呢！ 

        假期的兩個星期前我就開始倒數了。二週，十天，七天，三天，一天一天的數下去。雖然做學生的我們總是想着春

假。做老師的還是交下一堆的功課給我們，並且測驗一浪一浪的推過來。工作量越大，期望放假越大。 

        書包一到家就丟在一邊。電腦上小小的燈亮了， 就不會關了。朋友約會，就會赴約。兩個星期的計劃有了，中文班的

作業“我的假期”也好像不用等到假期完了才做。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才記起還有其他的功課。可是沒關係，還有一個禮

拜呢！ 

        星期一要去跑步練習，星期二和爸爸媽媽逛街，一天又一天的過去，我還沒開始做功課。星期六悄悄的來了，就快到

星期天了。桌上的作業紙，卻還是白紙一張。 

        假期結束了，有些人目標達到了，可以開開心心的睡覺。有些人想做的事沒有做好，可是對假期還是滿意。還有些人

玩到最後一秒，希望假期永遠不會結束。而我？我卻要承受計劃失敗的後果。 

�

我的假期 

莊琨瑋 

        我今年的假期沒有做很多事情，但是我過得很愉快！我玩了很多遊戲機，拿了我的新駕駛執照，還有做了很多運動。

這個可能是我最好玩的假期。�

         dð�ÿ(n:¼nh��ĀêōÏçĞ�我就玩了更多遊戲機。我玩完5個電腦遊戲。例如，Borderlands。每一個

遊戲都非常困難。我還買了一個新遊戲機叫3DS。我連玩了好幾天，覺得它真不錯。 

 

二月份的時候我終於十六歲了。所以就可以去考我的駕駛執照。一旦我得到我的駕駛執照，媽媽就讓我開車去列治文，但

是我有一個很難的條件。如果我沒有一個二十五歲以上並且持有一個Class 5駕駛執照的人坐在我旁邊，我就不可以開車。

但是終於可以開車，還是讓我覺得非常高興。 

������假期中，如果那一天是晴天的話，我會和我的朋友出去打球。我們平時會去學校的籃球場打籃球或是我們會去操場踢

球。我不是每一天都在玩電腦的。 

��������雖然我沒有在假期中做太多的活動，但是我的假期還是過得很快也很開心。我希望下一年會比這一年過得更好，更

有意義。 

 

我的假期 

九年級           張淇竣 

         假期對我來說是開心的時間，因為我的身體和心情都可以得到休息，在這個假期裏，我做了很多我喜歡做的事。 

假期中，我每天都約我最好的朋友一起打球，打球可以強壯我的身體又可以跟朋友玩，真是過得很快樂。另外，我還去做

了義工的工作，每次作義工，我都很開心，因為我可以幫助別人又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在周末，我和爸爸去雪山滑雪，在雪山上，那種感覺太奇妙了，因為在山頂看下去，白茫茫的風景好像一幅很美麗的

圖畫。從山上滑下來的感覺太刺激，感覺自己好像在天上飛來飛去，很自由自在。這個假期真是一個難忘的假期。 

 

 

＊＊新課程：弟子規DiZiGui （９月２4日開課）＊＊ 
是中國傳統一本兒童啟蒙的讀本，孩子從學前始,便要學習， �本課程通過「弟子規」教

本， �教授學生禮義忠孝， �從而認識中文（本課程適合８歲以上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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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難忘經歷 

八年級              吳宛妍 

        我有不少的難忘經歷，但其中最深刻的是去年暑假在澳門觀光塔跳“笨豬跳”。 

        我和我的家人在去年夏天首先到香港，在那裏租了一個服務式的公寓，那兒便是我們的大本營。 

        我們在香港逗留了幾天後，便搭飛機上上海參觀世博，它佔地很廣，所有不同國家的場館都很壯觀。跟着我們去了   

西安看“兵馬俑”，令我覺得好像回到古代，嘆為觀止。 

       回到香港停留幾天後，我們又到澳門遊玩，除了到處吃美味的食物外，我們還到了觀光塔�媽媽、姐姐和我到了二百

四十米高的頂層，由專人幫我們穿上裝備，我是第一個跳下去的，當我站在窄窄的跳臺上時，我看到全個澳門的景色，在

我跳下去之前，我感覺既緊張、刺激又開心，只是幾秒時間便到了下面。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幾秒鍾經歷！ 

�

我的難忘經歷 

八年級�������������李宇正�

������難忘的時刻可以是悲傷和快樂，它們來的時候，不會通知你。我的難忘經歷是一個好親密的小朋友，菲加露，她是一

隻小狗。 

�������當我是非常小的時後，菲加露每天陪着我成長，無論是我爬上樓梯，還是在花園曬太陽。有時爸爸還會帶我和她去

沙灘，熱的時後，還一起食冰。 

���������時間飛快地過，我上學了，菲加露每天在等我放學回家，我和她有一個遊戲，每天做幾次，就是爸爸坐下來的時

候，我們會鬥快坐在爸爸的大腿上，每一次她都是最快的。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的，菲加露選擇了九月十一日走了，那一年她十六歲，同一時間美國雙子塔被炸落了，以後每年的

九月十一日，都會勾起人們的悲傷�而我就會特別掛念她，我們都相信，永遠也忘不了她，一隻非常可愛的小狗菲加露。 

�

我的難忘經歷 

八年級����������������黃梓賢�

������我的難忘經歷是小時候逛公司－Zellers，我和媽媽在這商場裏，我看到一個可愛的玩具。我向着玩具的方向走去，但

是，媽媽不知道我往那兒跑，於是跟她跑散了。 

������當時我看見一輛玩具汽車，顏色很吸引我，把它拿在手裏，在地上玩了一會兒，跟着，我看見很多各種各樣的玩具。

忽然我往後望一望，我才發現媽媽不見了。我心裏發慌，開始找媽媽， 一排排的玩具在我身邊飛過，我都沒有心情看。突

然， 我想起來，媽媽跟我說了一個故事，如果迷路該怎樣做。我就去找一個店員要求他通過講播器，通知我媽媽在接待處

相見。過了一會兒，我很高興看見媽媽。我們大家抱在一起。媽媽說：“我很擔心你。”我說：“媽媽，對不起，我以後

不敢單獨走開。”這經歷令我很難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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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上中文課�

張雪兒�

�������雖然已經過了很久，我還記的第一次上中文課的事情。那天媽媽對我說：“今天你要去上中文課了！”我問：“為

什麼 ？”媽媽回答：“因為中國人要學中文字啊。”我有一點不高興因為以後就不能好好地玩了。我也有一點高興因為學

中文我就會寫兩種語言了。媽媽送我到中文學校時，我很高興。我看到了很多人。我和媽媽先去了幼兒園的教室。過了30

分鍾，媽媽就帶我去一年級的教室了。老師叫許老師。她那天教了我們一到十這幾個數字。我想：“中文字真簡單啊！”

下課了，我對媽媽說：“我很喜歡學中文。”媽媽和我就回家了。 

我現在知道，中文是很難學的，可是我會學好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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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二年級���������肖子玥 

        春天來了，天氣暖了， 雪都化了。花朵開了，草都綠了，蘋果紅了。各種各樣的水果都在長了，它們都等到秋天就熟

了。 

       春天來了，每天你抬頭看，你能看見藍天和白雲。晚上你抬頭看， 就能看見閃閃的星星，你還會看見明亮的月亮。 

       春天來了，牛和羊都出來吃綠草，鳥都出來唱美麗的歌，狗都出來追蝴蝶。 

�

春天的美好 

七年級�����������������黃敬耀�

對我來說，春天是鮮花盛開的時候，一切都變得生機勃勃。這也是冬天的結束，一個新季節的開始。在這個世界裏，

有很多大自然的美。現在是白天開始變長的時候。有許多類型的花卉，如水仙花， 鬱金香，櫻花，很多很多花的味道很好

聞，花香很清新��

我喜歡在春天到來的各種美麗動物特別是小鳥。有些動物從休眠狀態醒來。這些昆蟲也掛向了花草。連鳥也開始遷

移。我喜歡春天，我們可以到外面玩。大多數人騎單車， 玩滾軸溜冰，很多人在散步休閒。人們開始做運動。很多國際體

育比賽舉行，這是一個全鍛鍊的好時候。經過一個漫長寒冷的冬天後，迎來了新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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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美好�

七年級 ����������������趙淏天�

������春天是一年四季的第一個季節，也是冬天的下一個季節，也說明又是一個新的年。我喜歡春天因為到了春天，樹上的

葉子，草，花，和別的植物都會重新長出來。可是，有的樹，比如說：松樹，都是一年四季不掉葉子的。還有，到了春

天，好多動物，比如說：狗熊，青蛙，蛇，等冬眠的動物都會從夢裏睡醒過來。春天的空氣是很新鮮的，天氣也好，可是

有的時候下雨；因為植物都要水，太陽，和一點點濕的土，才能生活。在春天，要是你去公園散步，你就會聽到小鳥吱吱

喳喳地在樹上唱歌，而且你會看到好多動物，因為在春天，好多動物都會生小寶寶。 

�������我每年春天都會去一個公園散步，看風景，還有去照相。一般，每年春天我都會在那個公園的一個池塘裏看到很多

鴨子和小鴨子在一邊游泳，一邊在叫。有的時候，我會到那個公園去野餐，和到哪兒去玩兒。 

�������春天真是一個美麗的時候！ 

�

春天的美好 

七年級 ��������������������黃麗欣�

春天是一個美麗的季節。這是長期冬眠後花草樹木開始返回綠色的世界裏的季節。天氣變得越來越暖和，我們將看到

更多的陽光。藍色的天空再次充滿了白雲。冰和雪正在融化，雨水和寒冷天氣將過去，迎來的就是春天和溫暖的陽光。冬

眠的小動物也出來與我們一起享受好天氣。新出生的小動物也第一次看到春天。鳥兒開始唱它們的歌。蝴蝶飛來飛去輕輕

地伏在花朵和樹葉的上面。五顏六色的花朵開始綻放。清新的空氣，淡淡的花草香味充滿了這個世界。�

�春天也是燦爛的櫻花和粉紅色的花瓣被春風吹掉下來的時候。蜜蜂開始收集花蜜。湖泊，河流，池塘在太陽下閃閃

發光。天變得更長，更多的孩子高興的地在家外面玩。我常常看到人們在傍晚時散步。春天還讓那些喜歡園藝的人們可以

發揮他們的特長。當春天來臨的時候，一切都變得不同，讓我們要珍惜和享受春天吧！ 

 

聖誕節�

六年級�����������������唐瑋晞�

������聖誕節是慶祝耶穌的生日，所以我們都手舞足蹈，歡喜快樂。在聖誕節我們都不用上學。我和爸爸，姐姐，和媽媽一

起去逛商店和看傳統節目。在聖誕前夜，我去了我的朋友家吃大餐，然後我們玩電動遊戲。我的朋友會和我一起裝點聖誕

樹和燈飾。我們會一起唱聖誕歌。街上的商店都做清貨大特賣。人們在聖誕節裏互贈賀卡和禮物。各地超級市場都在聖誕

節前發起促銷，使商品熱賣。你的聖誕節過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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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節 

曾澤印�

������在萬聖節那一天，每個小朋友都會去拿糖，去拿糖的人要穿一套恐怖的衣服。 

到了萬聖節的晚上，我穿上了我的恐怖衣服，和我的兩個朋友一起出去拿糖。我們看見了許許多多人穿着很恐怖的衣服和

面具，有一個人的裝扮把我嚇得跳了起來，我還以為我看到鬼了，然後他給了我一些糖，把我嚇得心驚肉跳。 

������我拿完糖後我高高興興地回家了。回到家後，我把糖做了分類，然後把它們分門別類裝到不同的袋子，接着我吃了幾

塊糖，最後，我把糖通通拿到了我的房間，然後我去到床上安心的去睡覺了。 

�

我的萬聖節�

楊千慧�

������我坐在椅子上等我哥哥。那時候是六點半。天已經很黑了，天氣已經很冷了。我叫我哥哥快點。他下來的時候已經是

六點四十分，接着我們就趕快出去拿糖。我們先去了我的朋友家拿糖。他們派給我一包薯片，還派給我很多糖果。接着我

們又去了其他房子，有人給了我幾包薯片我真開心。我去拿糖的時候碰到很多朋友都在拿糖，但是我沒跟他們一起拿糖。

我來到一個家真可怕，他們有一個又大又會動的妖怪。 

������我回到家倒出來我拿的糖果，就開始吃糖果。我先吃了一包薯片，又吃了一塊巧克力，還吃了一包糖果。萬聖節的夜

晚使我很愉快。接下來的日子，每次上學都帶一包薯片還有一包糖。我覺得萬聖節真好玩。 

�

聖誕節�

林彪彪�

������每年12月25日是聖誕節。以紅、綠、白三色為聖誕色，聖誕節來臨時家家戶戶都要用聖誕色來裝飾。紅色的有聖誕蠟

燭。綠色的是聖誕樹。它是聖誕節的主要裝飾品，用砍伐來的杉、栢一類呈塔形的常青樹裝飾而成。上面懸掛着五顏六色

的彩燈、禮物和紙花，還點燃着聖誕蠟燭。 

������紅色與白色相映成趣的是聖誕老人，他是聖誕節活動中最受歡迎的人物。在商場可以看扮演聖誕老人，也是大家喜歡

的一種習俗。 

������給親人朋友寄聖誕卡很流行，也是維持遠方親朋好友關係的方式之一。許多家庭隨賀卡帶上年度家庭合照或家庭新

聞，新聞一般包括家庭成員在過去一年的優點特長等內容。現在一部份已用電子郵件代替了。 

�������聖誕節特有的物品是紅色的聖誕帽和聖誕襪。據說晚上戴上睡覺除了睡得安穩和暖和外，第二天你還會發現在帽子

裏多了點心愛的人送的禮物。在狂歡夜它更是全場的主角，無論你去到哪個角落，都會看到各式各樣的聖誕帽。兒童在聖

誕夜臨睡之前，要在壁爐前或枕頭旁放上一隻聖誕襪子，等候聖誕老人在他們入睡後把禮物放在聖誕襪子內。去年聖誕

節，我得到了一臺電子遊戲機。今年的聖誕節，姐姐從蒙特利爾回來過節。給我的禮物是一個悠悠球。這種悠悠球不僅僅

是玩具，說是益智的。也有人說是世界上花式最多最難、最可玩的手上技巧運動之一。但禮物都不是裝在襪子內。 

������不過，我不喜歡聖誕節太商業化了。每年的聖誕節電影，書籍和CD的發佈很多，聖誕節專有食物等等。但即便如

此，聖誕節是一個特殊時刻，特別是不用上學，可待在家裏或同同學玩遊戲，真是太好了！ 

�

美丽的金鸡湖                                     

九年級            黄朱禛�

      假期里的一天，父母带我游览故乡的金鸡湖。一阵蒙蒙的细雨洒过， 金鸡湖上已是一片清亮亮的水光。清澈的湖水映

照出天空上的朵朵白云，微风带着清爽拂过我们的心田。我和爸爸、妈妈手牵手走在寂静的湖畔，能感觉到湖水和我们喁

喁细语，草木为我们摇曳舞蹈，蛙虫给我们齐声欢唱。 

        金鸡湖的水真美啊，美得让你感到心旷神怡，湖水在阳光下显得金光闪闪，仿佛有数百万粒金豆撒在湖面上。金鸡湖

的水真清啊，清得把天上雪白的云和绿树映成了一幅画。金鸡湖的水真蓝啊，蓝得像一颗璀璨的蓝宝石。一边是湖光潋滟

，一边是绿草茵茵、樟树如林，上面是云朵飘飘，脚下是万紫千红，远处几片白帆，四周花香泉涌...恍若世外桃。 

        我看见过宽广绵长的长江，游泮过明媚秀丽的漓江，观赏过壮丽豪迈的黄河，却从没见过金鸡湖这样典雅娴淑的水泊

。仿佛让你走进了人间仙境，美得那样纯真，又那样端庄。我爱故乡，更爱这美丽的金鸡湖。 

 
 

**Now accepting 2011 Fall Term Registration, please call 604.668.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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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之行 ——  假期纪事 

九年級              仲虹 

        为期两周的春假伊始，我也踏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路线途经北京、上海、香港和深圳四大城市，有趣的经历、

丰富的见闻，令我大开眼界。 

      首先是我遇见的人，亲朋好友、辈份称呼多如牛毛，我记得晕头转向，经常闹笑话。有一次见外婆的哥哥， 妈妈叮嘱

了我好几次，该叫舅姥爷，可我老是记不了。他看起来那么年轻，怎么看也不象那个辈份的老人，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冲口

而出叫他叔叔，大家当场哄堂大笑起来。舅姥爷却乐坏了，说：“谢谢，谢谢！看来我好年轻哦！” 结果这件事成为大家

后来津津乐道的典故。由这事， 我感受到了中国庞大的家族体系。 

      接下来是吃，中国人是一个异常喜欢和讲究饮食文化的民族。在中国之行，我们几乎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

吃饭。我问妈妈：“为什么每天有这样多饭吃？”妈妈说：“我们中国人用吃饭来联络感情。”后来，我也发现大家在一

起吃饭喝酒，心情特别高兴，大家的话也特别多，特别能开怀畅谈。在惊叹中国美食的同时，我禁不住会想，如果我们把

花在饮食上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科学研究，这个伟大的民族到今天会不会已经孕育出更多的世界奇迹呢？ 

       之后自然是游，我们游览了沿途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令我感受到了祖国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当然也被日益

蓬勃的现代都市氛围所倾倒，令我满载而归，学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古字和人文经典。  

       祖国就象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让我不由自主地盼望着能够常常回去，回到这片绵延着我们的根的土地⋯⋯ 
 

 春日嬉戏 —— 春假纪事 

 九年級               陆笛 

       又到春假，让我非常高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作业、跟朋友玩，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和孩子们一块玩耍。 

       在一个教会做义工，我会带着5-10岁的小孩一起玩。在那里，我教他们做工艺品，跟他们讲关于圣经里的故事。而且

，我还带着他们出去游玩。那一次，我们坐校车去了Richmond Olympic Oval滑冰。小朋友们都很兴奋，很开心。我带领他

们做游戏，看谁滑得最快。虽然我比他们滑得快，但我仍然让他们赢。看着他们灿烂的笑脸，听着他们快乐的欢呼，我的

心底洋溢出一种幸福的感觉，远远超过比试同龄人的胜利。这一天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逢周一、三、四和五，我们在教会里先唱歌、读经，然后再制做一些手工艺术品。吃完中午饭后，孩子们就到体育馆

玩游戏。看着他们玩足球、篮球和冰球⋯⋯似乎我又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时光。 

       这个春假过得很快，我多么期待明年的春假，多么期待和孩子们的那些嬉戏，尤其是他们那样纯真的笑臉。�

 

海鸥历险记——记一次难忘的经历 

七年級                       陈力恒 

       一个普通的周六，我们一家象平常一样外出吃早餐，却没想到将会遇到一件令我毕生难忘的事。 

       那天清早，爸爸象往常一样，带着妈妈和我一起驾车，飞驰在公路上，准备去吃我们喜欢的早餐。天气有些阴冷，但

窗外的风仍然使我们感到凉爽轻快。忽然，我们发现公路的前方有一只小海鸥不停地尖叫和乱跑，在车辆高速行驶的道路

上，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于是我们意识到，这是一只迷失了方向的海鸥，才不知所措。爸爸决定把它捉过来，然后送往

防止虐畜会。我们把车停在一旁，全家出动，捕捉这只小海鸥。可是我们越接近它，它就越惊慌失措，跑得越快。最后经

过一轮追逐后，我终于用纸箱一扑，把它扣住了。我们送它到防止虐畜会，那儿的工作人员很细心为它检查，还送它食物

，小海鸥也渐渐平静下来了。能够帮到它，我们一家也很开心和快乐呢！ 

      这次的经历，令我深深体会到帮助别人，最受益的是自己，看到小海鸥的平静，让我感到一种无比的快乐 

 

Fall 2011 Mandarin Program國語課程  
Mandarin Program (for  School Age and Adult Students) 
Registration for Fall Semester is now accepting. Please call us at 604.668.6532 or 604.230.9174 
 

Learning Mandarin can be Fun and Practical ! 
Introduction: Our Program is organized and supported by Richmond Continuing Education. We offer 
unique and systematic Mandarin programs for English and non-English speakers, from Introduction to 
Level 12 and Advanced, Conversation class and Pinyin. Mandarin Provincial Preparation Exam course are 
also offered. 

Courses offered are for all school age students and adults. If you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Richmond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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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郵輪旅行 

五年級             王大中 

        在我剛剛記事的時候，我曾經看到一張照片上，是爸爸，媽媽和哥哥在郵輪上的合影。那艘巨大而又漂亮的豪華郵輪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裏。有朝一日我也能登上這艘豪華郵輪多好啊！我想乘郵輪的夢想現在終於實現了。 

        我們坐的船是全世界最大最豪華的。船上提供許多有趣的設施，如：高爾夫球、乒乓球、溜冰、游泳池和籃球場，還

供許多美味的餐點，口味獨特又多元，如：法國菜、中國菜、德國菜、日本和意大利料理等等。還沒到巴哈馬，我們就先

體驗了難得的五星級享受。 

       我們每天在船上玩樂，享用美食，盡情體驗這趟旅行，度過了開心的兩天假期。 

       第三天，船終於抵達目的地－巴哈馬。我們一下船，就馬上安排一連串在當地必玩的行程。島上美麗的海岸很適合水

上遊樂設施。 

       當我們下水後，五顏六色的小魚從身邊游過，感覺真是奇妙又有趣！這裏的美景像夢境一樣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我一定還要再來玩，然後找海豚朋友一起游泳。希望它千萬不要忘了我，要等我回來喔！ 

 

Richmond School District No.38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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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No Course Description 
#71012 Mandarin Speaking Class (Grades 1-3) 國語班（１至３級） 

Students will learn phonics and the 4 tones in Mandarin. They will also learn about simple characters, 
sentences and how to ask questions while strengthening Mandarin Speaking skills. Emphasis will be on 
learning activities through songs, poems, stories and games. 
Prerequisite: Kindergarten completion. 

#71018 Mandarin Speaking Class (Grades 4-7) 國語班（４至７級） 
This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designed for students with little or no experience with the spoken and 
written Mandarin Chinese. It emphasizes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speaking, read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We als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in pronunciation and tones, while building 
their strength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vocabulary, dialogue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Prerequisite: Grade 3 completion. 

 

Summer Courses Start:  July 5th-29th, 2011   
  1:45-3:55 pm (Monday to Friday) 19 sessions   (No fee Apply)    Inquiry: 604.230.9174 

 
 

Happy and Safe Summer Holiday 
祝你有一個愉快又安全的暑期 

Summer Course – MANDARIN Language 
國語課程夏季暑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