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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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愛心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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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 上課地點：列治文中學 

  上課時間:上午9:30-11:55/下午 12:30-2:55 /下午3-5:25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 周三班 Wednesday Class : 上課時間: 下午	 3:45-6:05	 

Location 上課地點：Rideau Park Learning Centre 
• 周四班：Palmer中學 ﹣ 8160 St. Albans Road  

             3:45-6:05 PM （Palmer Secondary School 開學)。 

• 周六班：Cambie 中學 - 4151 Jacombs Road  
2:00-4:25 PM (Cambie Secondary School 開課)	 

* 简化字/ 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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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中文考試預備班  
* 漢語拼音班  

* 中文教師培訓文憑課程  

* 廣東話會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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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Aug 3, 2012 
Time: 11:00AM-1:00PM (M-F) 
          1:30-3:30 PM (M-F) 
Inquiry: 604.668.6049 

Online Registration 
www.RichmondCE.ca 

*Accepting Fall Term 2012 Registration Now* 
English Speakers Welcome !!  

現正招收2012年9月新生報名，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RichmondCE.ca	 

查詢報名可電 Inquiry : 604.668.6532  / 604.230.9174 / 604.668.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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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CE.ca	 
Our high quality and systematic Mandarin Programs in our beautiful city of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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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孩子學中文的旅程  

課程統籌／校長              梁楊彩明 Salina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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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孩子的寫作可以找到孩子的真性情，非常感謝家長的鼓勵，  同時亦看出老師們用了許多苦心去引領學生寫作，從他們的

用語， 發現孩子真的喜歡學中文課， 同時愛上了中文課。 而且在公開的寫作比賽上， 本部多名學生獲取的佳績， 真感謝

師長循循善誘的教導及家長的鼓勵， 讓孩子享受學中文的樂趣。看著孩子們真情的流動著， 作為一位家長，一 位教育工

作者，何不受感動和感恩呢‧．‧．‧．今年校內舉行了硬筆書法比賽， 看見孩子的書寫中文端正整潔， 實在令我讚歎。校方

亦於	 6月9日舉行頒獎典禮， 和家長們一起分享孩子學習的喜樂。	 

看著孩子寫“我愛的人”為題的文章，感受母親的辛勞，雖然孩子害羞的說出我愛你，但孩子用文字真情記下來，

相信這一刻，	 你卻忘記了所有艱辛了。學生來這裡學中文，	 除了學會寫中文，明白中華文化。最重要是從學習中懂得

愛別人。關心別人。享受學習的快樂。 

        從事了華文教育工作已經逾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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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於 2012 年9月加開兩個上課地點以服務大家。 一個是周四班於 Palmer中學上課。 另外一個是在 Cambie  中學在周六

下午 2:00-4:25 開課。 繼續以一顆赤誠的心加上專業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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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or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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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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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國語課程上課地點：於2012年9月開學 

• 周四班：Palmer中學 ﹣ 8160 St. Albans Road  

於 9月20日 3:45-6:05 PM 開學。 

• 周六班：Cambie 中學 - 4151 Jacombs Road  
於 9月15日 2:00-4:25 PM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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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滿天下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國語/中文課程部                 課程統籌/校長梁楊彩明 

        從事 27 年的教育工作， 在工作上我擁有許多孩子 ，可說孩子滿天下。自家有兩個成人女兒，她們在自由的空氣中

成長，各自有一片天地，可以說我的重擔已經放下來，不用再擔心她們的前途和升學。 大女兒在醫學院就讀，小女兒在

大學升讀藝術系。 她們活得比我精采。作為母親 20多年，可以說我很愛她們，從不打罵， 更加不會是怪獸家長，作為

家長要培養孩子樂觀、積極進取、正能量、愛心及公義正直，相信孩子的人生是一片光明喜樂的。	 

        作為母親，雖不能稱得上偉大， 但孩子所走的每一步，我們都給予指引，讓她們有信心有方向的達到自己的理想。 

       至於我工作上的孩子，我仍是每天忙忙碌碌為他們操心。每天都在思量為孩子們創設一個愉快學中文的園地，為他

們開啟學中文的心扉。在西方社會要推動專業有系統兼且是孩子喜歡的中文課，是一個大挑戰。我希望孩子在一個輕鬆

愉快的氛圍下學習。 而不只是讀讀課文寫寫字。能讓孩子們充滿生命動力的學習，這是我的心願和努力的使命。	 

 

快樂學習 － 何德茹同學 

        有一次偶然機會妹妹的朋友給我們一個月免費跆拳道課程。雖然只有幾次，但是我們很有興趣學習。因為可以做運

動，踢高，踢低真好玩。同時認識到一班新朋友。跆拳道是一種有益身體健康的運動。我很喜歡學習。 

 

我喜歡的科學 －蔡穎妍同學 

        我覺得學習科學這個科目很快樂，因為這個科目很特別。例如科學需要先理解後，再去發掘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還有可以學習很多科學的詞語和認識偉大的科學家。最重要的是我喜歡挑戰知識。 

        科學需要做很多的實驗。例如：利用紙，鉛筆和膠帶，便可以取得指紋。自從做了這個實驗以後，我覺得很神奇和

有趣。這就是我喜歡“科學”這個科目的原因。 

 

學習的快樂 － 陳希舜同學 

        學習是很重要，因為我們可以從學習中得到知識，認識新事物，幫助將來成為成功的人。 

        我覺得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可以令學生提高興趣。我喜歡的環境是要舒適安靜，小組上課，不會有太多人，老師可

以對每位學生都關心。當老師講解有趣的科目時，同學可以發問問題，大家互相分享這樣便不會沈悶。 

        除了上課外，還要多溫習，做家課，多閱讀書本和留意每樣事情，才可以拿到好成績和快快樂樂地學習。 

 

快樂學習 － 馮君賢同學 

        我最快樂的學習就是繪畫課，因為我喜歡畫畫。我在畫畫課畫出很多不同的畫。可以畫風景、卡通、動物、素描等

等。在上課的時候，我的同學很好玩，常常說笑話，大家都很開心。	 

       我覺得學到一些劃畫的技巧就可以劃了我想劃的東西，是令人感到十分快樂的事。 

       學習自己喜歡的事，是很快樂的。 

 

快樂的學習中文	 ﹣	 李嘉玲同學 

        爸爸媽媽常常對我說，我是一個小孩子，需要用功讀書，好好學習，以便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以前，我對爸爸媽媽的話很不明白，也覺得這話沒有多大意義。因我每天都到學校，去學習。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到中國餐廳去吃飯。我在餐廳的菜單上讀了很多中文字。媽媽還叫我寫出來。爸爸的中文不太

好，於是我就教他讀每個字。那一刻，我真的很自豪！ 

        每次我在讀書時，想起我可以回家教爸爸，我就真的很高興；也明白了爸爸媽媽為什麼叫我要好好用功了。 

我的學習充滿了動力，也充滿了快樂！ 

 

                                                                        可爱的小弟弟       五年级           张 雪 儿 

         我爱的人很可爱, 他才十个多月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我的小弟弟。虽然他有时侯不乖，他还是我的好弟弟。 

         我弟弟的小名是我想的，而且也很可爱。他叫“六六”。这是因为他是六月出生的。六六的大名是“张海山”。六

六常哭， 常打人。六六老生气。因为我可以吃的很多东西他不可以吃。他喜欢吃酸奶和奶酪。六六还不会说“妈妈”和

“姐姐”，可是他会说“爸爸”。我爱我弟弟， 因为：一，他是我弟弟；二，我有一个玩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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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習中文 － 魏寅雋同學 

        我們生活在加拿大的孩子是很幸福和快樂的。我們除了每天到學校學習各方面的知識外，還參加各種課外課程的學

習。比如數學，法文，游泳，中文，尤其中文。每周只有一次，老師講課很耐心，很認真。我學習沒有什麼負擔，沒有

壓力，只有動力。兩個多小時上課時間，中間還休息；同學們都感覺很愉快。 

       我的中文雖然不是很好，但我仍然很有興趣去學，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有趣的學習 － 莊樂熙同學	 	 	 	 	 	 	  

         怎樣可以快樂學習數學呢？對很多人來說，上數學很悶，因為老師重覆地教同樣的東西。但是對我來說，數學是一

門很有趣的學科。 

        同一題可以有很多的做法。通過思考可以訓練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當題目做對了就有一種滿足感。可以通過做一

些很難的題目去挑戰自己的能力。 

       學習數學不但有趣而且也有成就感，更能增強自信心。這就是快樂學習。 

 

樂在其中 － 陳翠妍同學 

         在學校裏有各種各樣的學科，其中我最喜歡畫畫課。上課時，我們首先學習畫畫的基本技巧，用不同的線條和圖

案，表達喜，怒，哀，樂的感情。我也學了畫漫畫，透過簡單的文字和圖畫把故事生動地描述出來。 

         除了上課外，週末我還會到圖書館借一些有關畫畫的書回家，一邊閱讀，一邊練習。在學習畫畫的過程中，我感到

十分愉快。有時候，我會在家裡畫畫一整天，別人看來覺得很沈悶，我卻樂在其中。 

 

奇妙的學習－ 胡敏慧同學 

         有些人認為學習是一個寶貴的經驗，也有些人覺得學習是一個艱苦的過程。無論學習的經驗愉快與否，最後你都能

得到滿足的感覺。 

        為了改進學習成績，我們應該盡力盡心去參與班裏的討論。老師解釋概念的時候，一定要仔細地聽；抄寫筆記的時

候，要注意記錄重點。通常，老師說重點的時候，他會大聲一點，慢一點，和仔細地講解。每天上課結束後，我們要複

習當天學的內容。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應該問老師，父母或者別的同學。只要你在學習中用這些方法，你一定會成功！ 

       也許你用這些方法，成績仍然不理想，但你不要失望啊！既然你已經努力嘗試，你就不需要感到羞愧。只要你不斷

地努力學習和改進，一定會有豐收的果實。 

        學習的奇妙之處就是在你弄懂了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會感到既滿足又興奮。而且多年後再想一想，你仍然會有這個

感覺。無論你學什麼，只要你是全心全意地學，一定會有收獲的。當你長大後，擁有了豐富的知識，你將會感受到學習

對你的具大幫助。在這個時候，你會發自內心地微笑。 

 

                                                                            喜欢学习 － 张  杰同学 

        每个人都要经历到学校学习并需要做作业的过程。有的学生很不喜欢写作业，因为觉得学习又无聊又受苦。其实，

学习是很重要也是很有趣的。学习能够让人学知识，学本领，可以考进大学，可以带来我们一个理想的未来。 

        我觉得我是那种喜欢学习的人。我比较喜欢学音乐，科学和语文，但是我什么作业我都能快乐地面对。无论是数

学，还是英文， 如果我有作业，我就认认真真地按时在我的书桌上把它写完。我也喜欢学特别的技能。比如，做饭，木

工，铁工，和缝衣。我们学校也有做饭养生课，老师教我们怎样做很好吃的饭和甜点，还教我们怎么保持身体健康。这

样，我不用靠妈妈的帮助就可以自己做饭了。在木工课里，我还做了一个很好又精致的小盒子。 

        以后，我会快乐，努力地学习，以便将来可以掌握更多的本领和知识。 

 

有趣的學習 － 莊樂熙同學	 	 	 	 	 	 	  

         怎樣可以快樂學習數學呢？對很多人來說，上數學很悶，因為老師重覆地教同樣的東西。但是對我來說，數學是一

門很有趣的學科。 

        同一題可以有很多的做法。通過思考可以訓練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當題目做對了就有一種滿足感。可以通過做一

些很難的題目去挑戰自己的能力。 

       學習數學不但有趣而且也有成就感，更能增強自信心。這就是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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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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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05  上課地點：Rideau Park Learning Centre (8560 Demorest Drive, Richmond) 

 

 

愉快地學習 － 黃迦凝同學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不論是年幼或是年老的，都要不停地學習。 

         回想當我小時候，唱歌和跳舞便是我最喜歡的項目之一。我聽着別人唱歌，無論在電視的畫面上，還是現場表演，

或者電腦和收音機上，悅耳的歌聲總能吸引着我，我自自然然地跟着他們唱，很快便學會了一首新歌。 

         跳舞我也很喜歡學習，在電視和電腦上看見他們跳舞，出神入化，舞姿優美，十分精彩。這更引發我學習的興趣。 

        無論學什麼，我們都應該用愉快的心情來面對，這才會引起我們學習興趣，從而快樂地學習。 

	 

愛學習 － 王穎莛同學 

         學習的進步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它就像一本厚厚的書，一頁一頁地累積起來。只有學習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理想。不要認為學習是一種負擔，如果你愛上了學習，你會覺得學習其實是快樂的。 

         自小我就很喜歡看書，只要一拿起書我就愛不釋手，就像一條小書蟲，鑽在書裏不肯出來。我可以從書本裏學到很

多知識。另外通過課堂上老師的教導，爸爸媽媽的幫助，令我的學習得到無窮的樂趣。還有豐富的課外活動也充實了我

的視野。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學習中有許多樂趣，尤其學習中文， 在每次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學習的難題後，那種快

樂真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你們是不是和我一樣，也是一個愛學習的好學生呢？ 

 

快樂學習的經驗 － 周昭爗同學 

        七年前，我開始學習英文。因為我家要移民加拿大，爸爸媽媽決定要我學英文，否則我不會講話。經過了幾年刻苦

努力，我終於可以寫，讀，聽和講英文了。我很高興！	 

	 	 	 	 	 	 	 回想七年前，我不知道什麼是英文。我只會說中文，因為在我們的小學，我們只說廣東話，不會說其他的語言。我

來到溫哥華時，奶奶帶我去找一個老師。那個老師很好，我慢慢地學會了英文。現在我可以教其他人！	 

	 	 	 	 	 	 如果沒有好好學習，我的中文及英文不會說得那麼好，也不能寫中文和英語那麼流暢。謝謝我的老師，讓我快樂地

學習，學好英文和中文！	 

 

                                                我爱的人                 十年级               洪宇祺 

         天下最伟大的爱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如果没有妈妈，就没有我。我的妈妈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我妈妈的名字叫王晓丽，她是一个又温柔又无私的人。我每天从学校回来，她都会在家里等著我，手里还端著一盘水

果。这是怕我学习太忙了，没有时间吃饭。我要是在学校有什么烦恼，回家看到妈妈的笑脸，烦恼就不见了。 

       妈妈给我付出的心血和爱，是难以衡量的。有一次，我病得很重，发高烧，都不能自己起床。妈妈看到我的样子，

心疼极了。她请了三天假，在床边陪著我。因为我肚子不舒服，吃不下什么东西，她就每天给我买一瓶桃罐头。她说，

生病的时候，只要吃点桃罐头就会好。到现在我每一次生病，妈妈都会去商场，买一瓶桃罐头给我吃。 

        我为我的妈妈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我跟妈妈有时也会吵架，可是我知道她会永远爱我，我就是她的全部。 

 

                                                      我的爷爷                 十年级             黄朱禛 

        我永远都忘不了爷爷那张瘦小的脸：一笑的时候，就堆满了皱纹。我清楚地知道，那一条条深深皱纹的来历：那是

无数个日日夜夜陪伴著一个小女孩学习、玩耍辛劳的见证。那个女孩儿就是我。 

        他不但是我的爷爷，也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榜样。记得小的时候，爷爷常常陪我学习到半夜。他总是耐心地辅导

我，帮助我，教导我。爷爷曾经对我说：“如果哪一天爷爷不在你身边了，你还是要刻苦学习，将来要做一个对世界有

用的人。”直到现在，这句话还是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提醒我：好好读书，好好做人。 我爱我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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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 我爱你         十年级               刘沅祺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她---我的妈妈。她虽然不是什么大明星，但她一样拥有美丽的笑容和开朗的个

性。 

       我爱我的妈妈有很多原因： 

      首先就因为她生下了我，我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成长。 

      其次，妈妈虽然很温柔，但在学习上对我却非常严厉。如果成绩不理想，她会惩罚我。我明白，她是为我好，是为我

的将来著想。 

      另外，妈妈对我特别有耐心。有些事不明白的时候，妈妈就会仔细、耐心地解释给我听，直到我清楚为止。 

可是我却常常跟妈妈发脾气，过后又很后悔。我问妈妈：“你不怨恨我吗？”妈妈回答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女

儿。” 

      妈妈对我的爱，一年都说不完。我只能用我的一生加倍来回报她的爱。 

 

                                                                    我的家人             十年级            吴 宛 蔚   

         在世界上我最爱的人便是我的家人。我的家有外婆、外公、爸爸、妈妈和妹妹。我和妹妹是在爸妈移民到加拿大后

出生的。 

         公公和婆婆在我小时候常常会来家里照顾我和妹妹。带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游玩。婆婆的厨艺了得。经常煮不同种类

的美食给我们品尝。她会以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着想。公公十分喜欢摄影。从我们小时候开始便给我们拍摄了很多珍贵的

回忆。我和爸爸妈妈很亲近。他们给我很多鼓励和支持。从小时候开始，他们便带我和妹妹到不同的国家旅行。使我们

增加见闻。每当我有新的志向想尝试时他们都会给我无限量的支持，使我可以尽我能力达到我的理想。我和妹妹只用一

年的差别，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喜好。例如﹕音乐、艺术、衣服的爱好和刺激的玩意儿。 

        总括来说，这些人都是我最爱的人。他们帮助我变成今天勇于面对新挑战的我。 

 

我 的外婆              十年级               陳 瑋 熒  

        每個人都有所愛的人。而我愛的人是我外婆。外婆長着一副瓜子臉。一頭白白的卷髮。一雙明亮的眼睛。當她微笑

的時候，兩個深深的酒窩出現在嘴巴兩旁，慈祥得很。外婆個子不高比我矮一個頭的距離吧! 她常常穿着一件手織的毛

衣，帶着一條黑色的圍巾，腳上還有一雙毛托鞋。 

        小時候，我就跟外婆一起去菜市場，一起看電視，一起玩。她每天都會送我上學。當我生病時，她也會無微不至地

照顧我。外婆對每個人都很好，三不五時還會請鄰居吃飯。所以她有很多朋友。 

        外婆到現在還是我愛的人，也是我尊敬的人。 

  

  媽媽真偉大           十年級            謝 凱 欣  

        我在世界上最愛的人就是我的媽媽。我媽媽在我心目中是最偉大，最美麗的媽媽。她懷了我十個月才能把我生出

來，但在懷我的時候，在生我的時候，和帶我的時候，我都帶給媽媽不少的痛苦。 

       每天早上我要六點起床，媽媽也要起床為我準備我的早、午餐。從小到大，如果我要去補習班，上鋼琴課，或者去

朋友的生日派對，她一定會開車送我去。媽媽從來沒有抱怨過。我做錯事她會罵我。但是我現在知道，她罵我只是為了

教導我。 

       我小時候很任性，不知道媽媽為我做的每件事都有她的道理。我不但沒有感恩還覺得媽媽很討厭我，不讓我出去

玩。現在我長大了，開始明白媽媽為什麼對我那麼嚴肅。等我長大以後，我一定會記得如果我沒有一個愛我和細心栽培

我的媽媽，我不會有成功的一天。因為在每個成功人的背後，就一定有一位愛他和支持他的人。而我的背後就是我的媽

媽。所以我最愛的人就是我的媽媽。 

New Program :  Robotic Program / Computer Courses 
1. Computer for youth: Microsoft word, Graphic & Internet materials (Ages 7-10)  & Ages (11 & up)  
2. Robotics: Primer 1.1 (Ages 5-7) 
3. Robotic Beginners 2.1 (Ages 6-8) 
4.  Robotic System 3.1 (Ages 9-12)  
5. Robotic Mindstorms 4.1 (Ages 9-12) / Robotic Mindstorms 4.2 (Ages 10-14)  
6. iPhone App Development (Ages 14 & up) / Computer Animation 1 (Ages 13 &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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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人                            十年级              刘瀚勇 

       我最爱的人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个爱笑、爱漂亮的女人。 

       妈妈是个很有爱心、很细心的人。她每天都起得很早，为我们准备早餐和带到学校的午餐。放学的时候，她还准备

好吃的东西。 

      妈妈的动作很快，很有条理。做晚饭的时候，她会一边切菜，一边烧水，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吃了。 

      妈妈也是个爱说话的人。她每天总是问我这，问我那，问学校的事情。我也喜欢跟妈妈聊天，什么事都可以跟她说。 

     我爱妈妈，是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她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 亲 爱 的 姥 姥                七年级            戎 天 潇 

       我的姥姥去年四月去世了，我一直很想念她。我和姥姥很亲，她就像我另一个妈妈。 

       我一出生姥姥就开始照顾我。因为那时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姥姥对我很好，每天给我做饭，教我新知识，还带我出

去玩。她带我去过香山，雕塑公园，还去过奥林匹克公园。一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姥姥都在照顾我。等到我爸爸妈妈要

带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姥姥也来了，陪了我一年多。2004年姥姥决定还是她喜欢的北京。姥姥身体不好，所以她再也没

有来加拿大看我。从五岁起，每年学校放假时我都会搭飞机回北京看望姥姥。我会在北京住一个月。那四个星期里我会

跟姥姥说我在加拿大都做了些什么。也会跟姥姥出去玩。当我要回加拿大上学时，姥姥总是不舍得让我回去！ 

       姥姥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她永远是我最亲的姥姥，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他们是我的榜样          七年级             高云凤 

        我最爱的人是我的爸爸、 妈妈、和我的哥哥。 他们总是在我的身边， 经常帮助我、照顾我。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他

们任何他们希望了解事情。 

        我爸爸会踢足球、滑雪、打网球和游泳。他什么运动都会！那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喜欢上了运动，我不但打网球，而

且每星期二和星期四去跑步，有时候还跟我爸爸， 妈妈和哥哥去游泳。我爸爸很幽默，又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的妈妈是一位老师，她知道很多东西！如果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我就会问妈妈。我妈妈很喜欢游泳和旅游。我们

去过巴黎、伦敦、和美国很多地方，都很好玩，我很想再去看看那些著名的艺术作品和文化古迹。 

        我的哥哥也很幽默， 他在的时候，我老在笑！ 他钢琴弹得很好，是最高的ARCT 级。我哥老跟我说，我还可以提高

我弹琴的水平。我得到哥哥的鼓励，我现在已得到了十级。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都是A。 我对我的哥哥很佩服！ 

        我真爱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的榜样！ 

 

                                                   功劳不小的人                七年级级                周劭晨 

            对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就得数我的妈妈了，虽然她不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人，但她的功劳不小与任何成功的人。为

什么呢？因为母亲是赐给我生命的人，还对我有养育之恩。我的妈妈无论是大事，还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默默无

闻地留下她的关怀和爱心。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一天。妈妈中午看见我忘带了饭盒，她就赶紧拿著饭盒冒著大雪 一路小

跑到我的教室门前。妈妈一边哆嗦，一边问我是不是饿了。当我问妈妈吃了饭没有，觉得冷不冷时，我妈妈哆嗦地说吃

完啦，也不冷。这是我妈妈第一次对我撒了个谎。事情都安排好后，妈妈才放心地离去，无意中给我留下一个凄凉背影

。嗦地说吃完啦，也不冷。这是我妈妈第一次对我撒了个谎。事情都安排好后，妈妈才放心地离去，无意中给我留下一

个凄凉背影。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感觉心热乎乎的。我今天才意识到原来妈妈处处管我是妈妈的

用心良苦。我妈妈今天那善意的谎言，我会记一辈子的。 

        我妈妈是我心目中最重要，而又最“杰出”。 

 

                                                 我爱爸爸              四年级                 郑裕 

        我的爸爸五十出头， 中等身材。爸爸留着平头，戴副眼镜，国子脸上总有一丝微笑。 

       平时如果我不明白学校的功课，爸爸就会用心地教我，一直教到我明白为止。有时候，我和妹妹会吵架，爸爸却从

来不骂我们。他总是耐心地劝导我们：“兄妹要团结，要互相帮助，不要吵架。”并反覆讲道理给我们听，尝试解决我

们的问题。 

       不仅如此，每个周末爸爸都会为我们烘烤面包，有叉烧包、三文鱼包、莲蓉包等很多不同品种的面包。享受着爸爸

为我们准备的丰富食物，我的心里常充满了感激。 

       爸爸爱我们，我们更爱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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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姐姐                  七年级               林彪彪 

      我有两位姐姐。二姐比我大一些，和我一起正在中文学校学中文。大姐是一名医学生，在麦基尔大学医学系学习。她

目前居住在蒙特利尔市皇家山附近。她一直忙于学习，没有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但我记得与姐姐一起玩的快乐时候。 

大姐还在UBC上学时，她周末有时带我和二姐去玩。冬天，我们一起去溜冰。特别是圣诞节时，溜冰场装饰成冬季仙境

，我们随著欢乐的音乐， 在流光溢彩的冰场中转动，一圈又一圈，真是很好的活动。回到家里，我们又一起玩过山车的

游戏。 

      后来，大姐到了东部城市上学了，半年才会回来一次。 2009年夏天，我们全家去看大姐，顺道参观了加拿大东部几

个城市。爸妈我和二姐乘飞机从温哥华先到多伦多。大姐当天开完会议后，马上从蒙特利尔乘火车到多伦多，带我们游

览该城市。我和二姐最喜欢看动物，多伦多动物园是全国最大的，当然非常高兴地去那里参观了。该动物园离市区较远, 

初到这座大城市不容易找到。大姐帮助我们用全球定位导航带路，然后车子竟顺利开到了动物园的后门！多伦多动物园

真是大，我们在那里几乎停留了整天。看到里面有许多奇花异草, 世界各地动物，象来自北极的北极熊、非洲的大象、长

颈鹿和狮子，也看到了来自亚洲的老虎，可惜没有著名的大熊猫。                                                                                              

       我们参观的下一城市是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大姐又用全球定位导航带路,沿著401高速公路东行，然后转向416高速

公路，不久就到了渥太华，这次车子开到了国会大厦前面的街道上。夏天的渥太华，天空湛蓝，太阳高照。国会大厦前

游人不多。走到大厦后面，看到一些小猫慢慢地走动著，旁边的小牌子写著国会山后小猫与政治的传奇故事，很有趣。

往远处望，看到一条大河流过市区。这是一座美丽而安宁的都市。 

        我们又一起到了这次旅游最后一个城市蒙特利尔。大姐把我们带到了蒙特利尔最受欢迎的旅游地并一起玩。爬上皇

家山，远望半个城市。到了旧港区看到蓝色的圣劳伦河急流而过。衔上游人很多，艺术家的表演带来了阵阵的欢笑声。

我们看到了这座欢乐的城市。饿了，大姐又给了我们买了当地著名全麦面包熏肉三明治。 

假期完了， 我们回到了学校上课，大姐又在周末给我打电话，给我讲有趣事情，要我完成作业。我很希望假期的到来，

她又可回到了温哥华。我又能与她一起玩，做饼干，烤面包，和其他许多美味的食物，如芒果布丁等。姐姐真好，总是

伴随著我, 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想我应该感谢姐姐多年来的关怀。   

 

                                                   

                                                        可愛的弟弟            七年級            黃 俊 琪 

          我有一個可愛的弟弟。他的名字叫黃俊豪。我比他大三歲。他長得胖乎乎的，圓頭圓腦，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十

分可愛。 

        我平時常和他運動，玩遊戲。我們喜歡在學校打籃球。弟弟很健壯，有力，打球時橫衝直撞。得分的時候就高興得

手舞足蹈，得意洋洋。一旦輸了就會不開心。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他撞倒，他哭著跑回家告訴爸爸。我弟弟最喜歡玩電腦

遊戲。他玩的樣子非常認真專注，好象自己就是電腦裡面的角色。他經常和高手過招，很快就學到別人的招式。他的技

術比他年齡大的同學都高。我們倆個比賽我經常都輸給他。 

我和他感情很好。他是上天賜給我的禮物。我非常愛他。 

 

                                                          我愛我的媽媽            五年級             張 楠 迪 

        我很愛我的媽媽。她的頭髮是黑色，還有一點紅色，那是她染的。我的媽媽很高。她穿高跟鞋的時候就更高了。媽

媽每天做飯，洗衣服。媽媽送我去學校，送我去上畫畫課，中文課和吉他課。媽媽給我買書，筆和玩具。媽媽有很多衣

服。她有一個很大的儲物間，都是衣服，鞋和手袋。我很愛我的媽媽。  

	  

我的好媽媽           七年級         張艾薇 

          我的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 

         她每天送我上學，接我放學，輔導我做作業，送我上我愛上的課，做我愛吃的飯（很好吃），陪我到我愛的地方。 

除此以外我媽媽也很孝順老人，在我們回中國時，我媽媽幫我的婆婆剪腳趾甲，逛街，吃小吃。在她過80大壽時我媽媽

請她去澳門，香港，廣州和深圳去玩。我的奶奶在醫院時，我媽媽每天去陪她照顧她，給她做她愛吃的東西。 

我的媽媽多累啊！我的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 

	  

**New	  Extra	  Mandarin	  School	  Sites	  in	  Fall	  2012	  
Saturday Class: Cambie Secondary School (2:00-4:25 pm) 
Thursday Class: Palmer Secondary School (3:45-6:05 pm) offers Children Convers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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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爷爷               四年级                 宁晨霏 

         我的爷爷个子不高，喜欢戴个帽子。爷爷七十多岁了，走路和说话都很慢，但做事却很有耐心，也很爱我们。 

         爷爷帮助我改正作业。他经常带我去图书馆看书，我在那里借到了很多我喜欢的书，增长了很多知识。有时候爷爷

还会带着我和弟弟去公园玩。我游泳通过十级也离不开爷爷的帮助，所以我很感谢爷爷。 

        爷爷在家经常给我们做包子和饺子。他做的馒头和花卷又白又软，我们都很喜欢吃。爷爷还很喜欢照像，他给我和

弟弟拍了很多照片，另外他还拍了很多美丽的风景，他都把照片存在了电脑里。 

        可是，不久前爷爷生病了，他觉得不舒服。我的爸爸带他去医院看病。医生做了检查，给他治好了病。可是，爸爸

妈妈仍不放心，所以让他回国去做全面检查。真希望爷爷能早日康复，回到我们身边。 

 

                                                       我的好朋友         七年级           朱蕰仪 

         我有好几个好朋友，但是我选择写这个朋友。这是因为她的特点。她的名字是Cherie。这个朋友有时候虽然是有一

点奇怪，但是她很聪明，亲切，还有她常常帮人。她有趣也搞笑！如果你不太认识Cherie，你大概不会知道她疯狂的一

面。完全相反在学堂的表现。 

       在学校，我看到她在勤奋地做老师给我们的作业和功课，很安静，很害羞。校外或者学校休息和吃饭的时候，她疯

狂的一面就出现了。在相识久的人面前，Cherie 是很开放。我还想提她的舞蹈技巧。她的舞技很特别，她只是开玩笑的

跳，还跳得有一点傻傻的。一个绝对不可以忘记的特点是Cherie的智力。她很紧张功课和考试的结果和成绩，真的很聪

明！我第一次跟她相遇是去年，但是我们是今年才成为亲密的朋友。虽然我们才相识了一两年，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胆识

和难忘的好朋友。 

 

                                                             我爱我们的妈玛            五年级            章逸荣 

        我的妈妈没有那么高。我爱她因为她很聪明。她有黑黑的长头发。我妈妈很聪明。她的性格是急躁的。我要写我妈

妈因为她很聪明。她知道要会用做最好的办法办事。有时候，爸爸哦令妈妈生气，我妈妈就很快的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

问题。我觉得妈妈是城市中最好的妈妈。   

 

                                                              我爱的人              五年级               张大千 

        我有很多人我爱，一个人我爱的是我的妈妈。我妈妈的头发是很长的，妈妈有时候染发红褐色。我妈妈也穿高跟

鞋。 

        有时候我会令妈妈生气。我的妈妈经常跟我到外边去打篮球。我妈妈很有耐心，也很关心别人。我很爱我的妈妈，

因为我妈妈也很爱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做饭，照顾我们。我很爱她。 

 

我愛我的媽媽              五年級             任的月 

        我愛我的媽媽，她有很善良的眼睛，短棕色的頭髮和粉紅的嘴唇。她的性格很有耐心。我有一次我的老師怎麼教

我，我都不會，但是我一回家，我媽一教我，我就會了，但是用了很長時間我才會。我愛我的媽媽是因為她生了我，如

果沒有她的話就沒有我。我長大以後一定回報我的媽媽，我會給她打辦一下，讓她變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媽媽，讓她感到

光榮！ 

 

我愛我的朋友          五年級           陳吉佳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她的名字叫Andrea。她有黑的頭髮，不是很長。她還有圓轆轆的眼睛。Andrea比我大一歲。

長得跟我一樣高。 

她是一個好人。有的時候，她會來我家玩兒。玩得很高興。她也有一個妹妹。每次，她也跟她姐姐一起來我家。 

       我喜歡Andrea因為她很開心。看到她我就很高興。 

 

我愛的人               五年級              張夢璦 

         我愛很多人，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她很美麗和聰明。她從小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也非常好奇。有問題就問我。

我們一起做作業。學習也是一起學。我在學校有難處她就會幫我。我也幫她如果她需要我的話。我們兩個在學校是不分

開的。我們每天早晨一起上學，和一起走回家。我愛她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她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愛她！ 

**Mandarin Summer Program will start from July 9 to Aug 3, 2012 
 at 11:00 AM-1:00 PM or 1:30-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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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的人            五年級           徐瑋蔚 

我愛的人是我的奶奶。她不高，也不瘦。她很聰明，很漂亮。她的頭髮是灰的。她有一點急躁。奶奶不會開車，可是，

她喜歡走。奶奶帶我去外面，很要給我買東西。她也很原諒人。 

我很愛我的奶奶因為她經常關心我當我媽媽爸爸在上班。還因為她會做很多非常好吃的菜，像雞湯，白菜，炒魚片，甜

酸肉，還有很多。我覺得奶奶就像慈母。 

 

我愛我的姥爺五        年級               高銳 

        我愛我的姥爺。他戴着一副眼鏡。我的姥爺很聰明。他能把什麼都修理好。他也會做飯。每天都給我做很好吃的

飯。我最喜歡吃的是西紅柿雞蛋麵。我的姥爺也會看着我的妹妹。他很有耐心。我要是中文不會，他就幫我。這是為什

麼我愛我的姥爺。 

 

我愛我的媽媽                施如殷 

         我愛我的媽媽。我的媽媽不高，我比媽高一點。我的媽媽的頭髮又短又褐。她要染髮褐色因為她已經有很多白頭

髮。我的媽媽的眼睛很大和金褐色。她的鼻子和嘴很小。我的媽媽是一個很關心人的人。她有時都很搞笑。不管怎樣，

我的媽媽不算有耐心。我愛我的媽媽因為她是我的媽媽。我一定要愛她。無論如何，我愛我的媽媽。我愛她因為我覺得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她又關心又搞笑。我愛我的媽媽因為我知道她愛我。 

 

我愛我的媽媽            五年級               陳巧欣 

       我愛我的媽媽。她有黑頭髮，褐色的眼睛和高的鼻子。媽媽是很漂亮。她有時是急躁，不管怎樣她是很關心我。她

不很高，我長得越來越像媽媽。她喜歡吃東西和看電視。媽媽做的菜又好看又好吃。我和我的弟弟和爸爸都愛我的媽

媽。 

 

快樂學習             五年級          胡定一      

         一年前，媽媽鼓勵我學習繪畫。從那時，放學後，我便到畫室裏，和同學們一起畫畫。 

這一年來，我們學了許多不同的繪畫技巧。當中包括水彩畫、素描和炭筆畫。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認識了新朋友，也獲

得很多新的體驗。我發覺繪畫原來是一種語言和文字以外的自我表達方式，感覺很奇妙！我會繼續學習，並嘗試去用繪

畫來表達自己。 

感謝媽媽，是她把這一片新天地介紹了給我！ 

 

快樂學習          五年級          韋傑峰 

         我的快樂學習，有堂上和課外的。在堂上，我和同學一起跟老師學讀書、寫作和書法，感到很快樂。 

下課後，我又和其他同學、朋友一起參加了游泳課程。這課程是在海上進行的。我喜歡游泳，因為除了可以與同學一起

玩耍之外，由於我們是跟老師學習的，所以另一個收獲就是得到了好的學習成績。 

 

冬天        七年級          陳翠妍 

        冬天常常給人寒冷，冰凍和黑暗的感覺，但其實冬天也可以有很多活動，帶來熱鬧，溫暖，和充滿活力。 

        溜冰是我在冬天最喜愛的活動。溜冰場內往往很熱鬧，各人穿上寒衣，帶上頸巾，手套，在場館內溜冰，有的跌了

又爬起來，有的在冰上飛馳。各人充滿活力，在冰塊上運動，一點兒也不覺冷，反而冒出汗來，真的很有意思。 

       此外，在冬天我最愛逛商場，特別是臨近聖誕和新年，商場內有很多美麗的裝飾，並且擠滿了購物的人群，非常熱

鬧，充滿節日的氣氛，一片歡欣景象。 

        雖然冬天很寒冷，日光時間也較短，但人們依然充滿了活力。 

 

	 	 	 	 	 	 	 	 	 	 	 	 	 	 	 	 	 	 	 	 	 	 	 	 	 	 	 	 	 	 	 	 	 	 	 	 	 	 	 	 为什么我喜欢学中文         六年级            徐大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中文是我的骄傲。 
中文有许多精妙的地方，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拥有许多其它语言不具备的元素。这是华夏人民几千年的智
慧结晶。它的光辉不会被岁月磨灭，将一代代薪火相传下去。 
         所以我爱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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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習             六年級             馮博仁 

         當我在學校時，我學了很多中文。我高興的是學會中文，不是因為那裏很好玩。中文是中國人要學的語言，不

然、、、我們就很慚愧。說真的，我在中文課也不會太無聊，因為我很喜歡學中文！ 

         在中文學校裏，我總是坐到最前面。因為我在上課時要專心地學習。我每次都會帶我的作業，中文課本，水瓶，最

後還有我的鉛筆盒。在中文課中間時，我們都會有自由時間。這些就是我在中文學校的快樂學習。 

 

難忘的經歷          國語省考預備班	 	 	 	 	 	 唐心恬同學	 

	 	 	 	 打開記憶的大門，無數記憶的珍珠爭先恐後的湧了出來。這些珍珠大多都是璀璨無暇的，但唯獨有顆珍珠暗淡失色。

那顆記憶珠裏記載我最難忘的經歷。	 

	 	 	 	 	 	 那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剛剛考好了數學單元測驗。最後一節課數學劉老師發下了試卷，我考了90分。我自以為

我考得還行，可是劉老師卻在班上大聲地說了我一頓，說我只考了90分，試卷如此簡單，但是我的分數排全班倒數第五

名。上課時，雖然眼睛是看着老師的，	 可是老師講的試卷我一句也沒聽，滿肚子都在想着回家怎樣向媽媽撒謊今天考試

沒考，因為我已經告訴媽媽過今天要考試。	 

	 	 	 	 	 	 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怦怦直跳。一進家門，媽媽就微笑地問我：“恬恬，今天數學考試考得怎樣？考多少

分？”我的臉頓時變得通紅。我心裏想：不要緊張，否則所說的話就被看透了。“數學考試？今天考試卷還沒運到學

校，劉老師說的！”我便假裝開心地和媽媽說。“哦。”媽媽答了一聲。在房間裏，我沒有出聲，為什麼呢？因為我正

在模仿爸爸的筆跡簽名呢！	 

	 	 	 	 	 	 轉了一天，我把試卷交給了劉老師，劉老師看了一下，耐心地教導我要認真仔細，我聽了點點頭。但是“躲得過初

一躲不過十五。”又過了，放學時正好下雨，媽媽來接我，劉老師想和媽媽交談一下我的情況，便把我考試的事情告訴

了媽媽。回到家，媽媽拿起一個粗粗的大棍子就往我的身上打，我哭了。那天，我向媽媽保證我再也不這樣子了。	 

	 	 	 	 	 	 現在，每當考試的時候，坐在教室裏的我總會想起那個經歷，想到過去的我做這些傻傻的事情。這經歷使我終生難

忘！	 

 

冬天        七年級          陳翠妍 

        冬天常常給人寒冷，冰凍和黑暗的感覺，但其實冬天也可以有很多活動，帶來熱鬧，溫暖，和充滿活力。 

        溜冰是我在冬天最喜愛的活動。溜冰場內往往很熱鬧，各人穿上寒衣，帶上頸巾，手套，在場館內溜冰，有的跌了

又爬起來，有的在冰上飛馳。各人充滿活力，在冰塊上運動，一點兒也不覺冷，反而冒出汗來，真的很有意思。 

       此外，在冬天我最愛逛商場，特別是臨近聖誕和新年，商場內有很多美麗的裝飾，並且擠滿了購物的人群，非常熱

鬧，充滿節日的氣氛，一片歡欣景象。 

        雖然冬天很寒冷，日光時間也較短，但人們依然充滿了活力。 

 

                                                                在学校里              七年级            周劭晨 

         在学校里有很多的活动和课程，比如：足球，篮球，排球，科学，历史，写作，数学，法语，体育和计算机等等。

我最喜欢的课程当然是体育，原因有二：一是我好动；二是我是男生。我有几个铁哥们。虽然我们皮肤颜色不同也不是

同一个班，但我们的心是连著的，爱好也差不多，所以能玩到一起。 

        我还算是一个三好学生，因为我体育，学习和人品都很好。虽然我学习不错，但是我有时还是觉得上学有些烦人，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是有点枯燥无味吗？不过有一次我生病了，我躺在我那温暖的被窝里感到很孤独，很无趣。

我多么想念我的同学们的笑脸，多么渴望能返回校园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如果没有学上，我就不会有一个灿烂

的童年，也不会给自己留下珍贵而美好的记忆。 
 

＊＊2012 Youth /Children program offered in Fall 2012 (兒童及青少年課程) 

法文 
French 

日文 
Japanese 

旁遮普語 
Punjabi 

西班牙語 
Spanish 

兒童/青少年廣東話會話 
Cantonese Speaking 

數學 
Math 

電腦班 
Computer 

英文串字拼音 
English Spelling 

英文寫作文法班 
English Writing 

機械人製作 
Robotics 

繪畫班 
Drawing 

素描 
Charcoal & 

Painting 

卡通漫畫 
Cartooning 

珠心算 
Abacus 

青少年膠彩繪畫班  (Ages 11 & up) 

Acrylic Painting for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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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樂無窮的冬天           六年級         江佩珊 

       白雪峗峗大雪紛飛的冬天是我着迷的季節之一。她除了有歡樂的聖誕和熱鬧的新年外，更有許多小朋友們在其它季

節享受不到的樂趣！例如，堆長鼻子雪，和同學打雪仗，上山滑雪等等，真是其樂無窮！ 

       去年冬季寒假其間，我就和爸爸媽媽，還有哥哥，我們一家人駕車沿着加拿大西岸通向美國的5號洲際公路南下2500

公里，做了一次精彩的冬季探險之旅。首先，我們做了出發的準備：帶足了抗寒的衣物和水。然而，一路上，我們所經

過的休息站都有充足的食物和熱呼呼的牛奶咖啡。其次，沿途我們欣賞了北美西岸的風光，爸爸和哥哥還認真閱讀休息

站的各地區的歷史地理介紹。我們翻越了二座大雪山和多個美麗如仙境的湖泊區。我和哥哥留下了許多大雪仗的動人鏡

頭。最後，經過兩天的長途跋涉，我們一家終於平安地抵達了溫暖的美國南加州。這裏有我喜歡的迪士尼樂園！可愛的

米妮和米奇穿着盛裝給了我冬天裏開心的擁抱！ 

        冬天雖然寒冷，但是她教人更珍惜溫暖；冬天雖然色彩單調，但是人們用喜慶的節日給她增添豐富色彩；冬天雖然

很安靜，但她給探險者帶來無窮的樂趣！我愛美麗而且薀含希望的美好的冬天！ 

 

溫哥華的冬天          九年級          李宇正 

          溫哥華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每一年的冬天，我最期待的是下雪，還記得小時候，一

下雪，媽媽幫我穿上厚厚的衣服。然後我就躺在白雪上好好兒玩一會，也和爸爸一起堆雪人，雪球。快樂的時間總是很

短的，現在我長大了，每一年的冬天，爸爸和我最忙的時間是下雪的日子，因為我家的左邊和右邊的屋子都是老伯伯和

老婆婆住的，所以我們要鏟三家行人路的雪，雖然很累，但是，每次做完了這個工作，我也會很開心，不是嗎？因為助

人為快樂之本。而每一次回到家裏，媽媽也會送上熱可可給我爸爸，就這樣，一個冬天又過去了。 

 

                                                       冬天的记忆            七年级               林蔡彪 

         我一直对冬天既讨厌又喜爱。加拿大冬天总是持续那么长，又经常有强风或大雨，树上的树叶子都落光了，还要穿

许多厚衣服，这些都是冬天不受喜欢的原因之一。即使是这样，冬雨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乐趣。 

        下大雨时，我们学校的排水沟常常被落叶阻塞。即将操场，篮球场和自行车架淹没到几乎齐膝盖那么深，周围还有

许多大小不一的水坑。许多同学从楼内教室走到外边简便教室上音乐课时，不是从无水的地方绕过去，而是从一个水坑

连接着跳过另个水坑，才到外面的课室。虽然很有乐趣，但也有一些风险。一个小错误，你会发现自己跌倒，面朝脏

水，衣服也湿透了。更是难向老师解释是怎么一会事。 

        有时一边下雨，一边寒冷的空气将雨水变成了雪，一片片飘落到了地面，最终成为一层厚厚很有吸引力的白雪。我

想再也没有能够抗拒冷若冰霜的雪了。我们在学校里玩打雪仗，向对方扔雪球，堆雪人，大家都高兴极了。 

        冬天更有趣的一次是我们学校去威士拿滑雪。我们乘坐大巴士沿着公路像一条长长的蛇绕着山谷开着，通过冰冻的

河流和闪闪发光的雪山。在一外转弯处，巴士放缓转身。窗外，山顶的积雪反射阳光像一盏明灯照过来了。树林在强光

中无从辨别。不一会儿，巴士走近了大山，终于到达威士拿。我们看到一个结冰的湖面。冰面装饰成彩虹色，冰层半透

明，看不到下面深层。小鸟在湖边光秃秃的树枝上挤在一起。孩子们身穿五彩的雪衣在白色地面上玩。我们学校的同学

一起到一处小山包上学滑雪，跌倒了又爬起来。从山坡上滑下来，真是好玩啊！ 

        回想夏天可以去许多地方，玩许多东西，总是有更多的记忆。我喜望今年寒假中下场大雪，我们又可以打雪仗，堆

雪人或去滑雪。 

 

難忘的假期            七年級            黃俊琪 

       暑假到了，我們一家人去旅遊了。這次是加東遊。 

       第一天，我們從溫哥華飛到滿地可。下了飛機，伯父一家來到機場接我們。滿地可和溫哥華有3小時時差。下飛機已

晚上12點了。 

       第二天，我們開車去了魁北克城。這是個充滿法國色彩的古城。有古堡酒店，古炮台，皇家商場等等。 

        過了幾天，我們開車去了安省。第一站來到了千島湖。 千島湖是由一千個小島組成的。小島上還有房屋。兩岸的風

光很美。第二站是加拿大最高的CN塔，也是多倫多的地標。我們上了CN塔頂往下望，車和人都顯得小小的。 

        最後，我們來到了尼加拉瓜大瀑布。這個瀑布是世界最大的瀑布。橫跨美國和加拿大。每天都有很多遊客到此觀

看。我們坐船近距離觀看，感受很暢快。 

        我們這個假期還去了王子島，紐約，渥太華等幾個大城市。這次暑假是我最充實，難忘，開心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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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拉思科纳公园的野营           七年级         林彪彪 

          在今年五月中旬，我和我的同学去温哥华岛参加斯特拉思科纳公园的野营。七点半，我们去杜瓦顺渡口乘渡轮到纳

奈莫。我们把行李放在行李推车上，渡轮员工把它推上渡轮。我们随后上了渡轮，船上人不多。起初，我和同学去纪念

品商店，看到一些很贵纪念物品。然后我们去吃早餐，食品较贵，但很美味的。之后，我们走上甲板。风非常强，所以

有很清爽的感觉。不久，我们来到纳奈莫。我们等待了行李车几分锺，当他们来到时，我们把行李装上大巴士，然后乘

坐了约2个小时的车。巴士在雨季的公路上慢慢地驶着，我们一边看着电影蜘蛛侠，一边谈笑着。约看了超过一半的电影

时，我们到达了在坎贝尔河边，停了下来休息和到麦当劳进午餐。然后接着坐车去营地。这是一条沿着山脚和湖泊旁行

走的弯曲道路。约一小时，正好是电影结束后，我们抵达了营地。我们拿出行李，带到小屋，然后放置妥当。几分锺

后， 我们走到外面，辅导员带我们做了一些需要团队协助的活动。 

        在接下来的4天中，我们学习如何在夜间野营，如何攀岩，如何用独木舟横渡两公里，如何营外生火，如何使用篝火

煮食物，如何辨别哪些植物可食用，哪些不可食用，怎么用天然颜料划画，如何坐橡皮艇，如何爬树，如何用铁索渡过

河流河峡谷。这些活动每项都很好玩的，同时每天我们都吃得了美味的食物，咸味小吃，每天活动结束后在小木屋里有

自由活动时间。星期五来了，我们得清理小木屋离开营地。我感到了一些野外独立活动的技巧。 

        我们又坐巴士沿着原路回来，中午到达渡轮码头。二个小时后，我们乘座的渡轮又回到了杜瓦顺。最后，大家都下

了船回家了。这是一次很又趣野外之旅。 

 

                                                          在桂林            七年级            唐玮晞 

           桂林，那里风景如画，山明水秀。 

          《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桂林，当然要去看那里的山和水。我非常喜欢桂林的风景。我和我的家人去桂林观光的

时候我还只有三岁，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完全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著名的景点－象鼻山和伏波山。此情此景都令我一世

难忘。现在社会的科技一日千里，已令这世界没有剩下多少像桂林一样的城市了。那里景色秀丽，气候宜人，鲜花盛

开。那里拥有了我最喜欢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真的有点依依不舍。我真希望爸妈和一家人会带我到桂林观光呢！但是我还喜欢其他地方的风

情：蒙古的大草原，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如人间仙境的九寨沟，香格里拉的梅里。 

 

去美國南加州             六年級            汪佩珊 

         美國南加州有許多聞名世界的遊樂場所。比如“迪斯尼樂園”，“環球影城”和“聖地牙哥的海洋世界”。它們每

天都吸引着世界各地遊客。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有可愛的米奇和米妮的迪斯尼樂園。 

        迪斯尼樂園給人們無盡的快樂。清晨，盛裝的米奇就在樂園門口歡迎小朋友和他們的家人。然後，它們倆引導大家

去坐樂園火車，欣賞美麗的樂園風光；看金奬劇場，回味許多有趣的童話故事；騎旋木馬，彷彿飛翔在神秘的太空。 

晚間時分的城堡燄火是我最喜歡的節目。夜幕降臨，樂園裏的公主、王子和他的火伴們都甜蜜地睡着了。燦爛的五光十

色的燄火將人們所有的歡樂都綻放在美麗的夜空中。 

        我真喜歡迪斯尼樂園。假如我能生活在這充滿快樂的樂園裏，天天與這些可愛又有趣的卡通人物一起學習，那有多

神奇美妙啊！ 

 

我的梦想            九年級          李嘉慧 

         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位钢琴家。我从小就喜欢欣赏音乐，也爱弹弹奏钢琴，所以当钢琴家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为

此我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我将继续坚持下去，不会让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付之东流。当钢琴家成为我唯一的人生目标。 

        但是我怎能成功呢？我会每天练最少一个小时，因为我已经可以弹很高的级别了。我也会经常表演，这可以让我从

听众的反馈中学习，让我弹得更好。而且当我为人弹奏的时候，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就像和人分享美好的遐思，

与人交谈一样，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为了我的目标，我要考完我的RCM和Yamaha的考试。这样，我也可以当钢琴老师

，教小孩子怎样弹琴。因为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位钢琴家，所以我还要进一所音乐的大

学，学更多音乐和钢琴的技能，技巧和知识，Julliard的大学是我的首选。Julliard是一所

很著名的音乐大学，位于在美国的纽约城市。我一定要为此而倍加努力！ 

      我喜欢弹钢琴，喜欢听音乐，喜欢和人们用音乐交流，所以当钢琴家是我的最好

的选择和梦想。我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位很有才能的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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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里             七年级             汪弘跃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云云一起开始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和老师。同学们都走到自己教师跟前和老师打招呼。 

        学校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的是小人书，有的是辅导书，也有的是小说，还有各

种各样其他种类的书！图书馆里不是只有书，里面还有电脑呢。来图书馆里的人可以用这些电脑查东西或者玩游戏。 

        学校里很大，后院里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上体育课时，大家都跑道操场上去跑一跑或者做运动。休息时，同学们都

去操场上吃吃东西或者跟朋友们玩。 

         我每天都交很多新朋友，跟他们玩得也很高兴。学校里还有很多不同有趣的地方呢！这是为什么我每天早上都很兴

奋去上学。 

 

我的梦想              九年級            林雅图   

        我开始了选择十一年级的必修课，职业教育。面对科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有丰富多彩的职业可以选择，例如：科

学家，建筑工程师，电脑工程师，医生，律师，画家，等等。而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为什么要当医生呢？第一，加拿大地大，人口分布差别也很大，一些边远地区还是很缺乏医生。人口迅速老龄化

，需要更多医生治疗众多老年患者。第二，医生也在不断更新，需要不断培训年青的医生补充。第三，很多疾病仍然困

扰着人类，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象癌症，禽流感和狂犬病，老年性痴呆，2型糖尿病都各自有些治疗方式，但并不能

完全治愈。所以需要许多医生去诊断，治疗，最重要的是帮助那些病人。同时需要研究和发明新的治疗技术和药物，才

有可能治愈这些疾病。我想要帮助别人，医生是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职业。 

       成为一名医生的道路是漫长的。首先是要有良好的基础，高中要修好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微积分。尤其化学是

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定要奠定好扎实的化学基础。良好的语言是医生与患者交流所必须的，所以语言也是必备

的能力。目前英语和法语都是我的主科，还在研习中文。 

       为了我的目标，我希望中学毕业后可以进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该校就在附近。像麦吉尔或皇后大学也是很

好的选择。四年大学毕业后申请到医学院，我希望能到UBC大学或麦吉尔。医学院再需要四年学习才能完成。最后一关

是实习医生，三到五年后才能完成。从开始上学到成为一名医生，共需要约二十五年。 

       虽然我的梦想是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就像我姐姐今年很快从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毕业了。我想我需要的是大量艰

苦的学习，但我相信我会付出所有的努力，以到达终点，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变得更加美好。 

 

                                                我的梦想－白衣天使            十一年级            卢梓晴 

       在傲慢的人生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当一位医德高尚、妙手仁心的好医生是我一生的梦想。医生，是黑

暗中的一线阳光，是给予绝望的病人第二次生命的‘白衣天使’。 

医生是伟大、崇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她像夜空中一颗永远闪闪发光的星星，她那灿烂的光辉照亮了所有病

患者的心，带给了他们新的希望。每当那残酷无情的病魔折磨人们时，医生总会用婉转动听充满希望的声音安慰病人， 

对病人付出无微不至的照顾，专心专志地帮病人治疗，让他们重新走向健康之路。她会用那双温暖、不允许丝毫差错的

手竭尽全力援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决不让他们入死亡的深渊。医生那大公无私为人民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我，我崇拜那些救死扶伤的医生，那些赢得社会尊重的白衣天使。所以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名伟大、医术高明的医

生，用我的爱和关怀去呵护每一位病人，努力地使他们重新振作，唤起他们绝望逢生的欲望！医生，是我们大家敬佩的

白衣天使，是病人生命中的启明星。 

       俗语说：“有志者，事竟成。”让我朝著‘白衣天使’的梦想努力地奋斗，盼望有朝一日我能敞开那雪白的翅膀，

飞向梦想的蓝天！ 

	  
                                          中文学校        十一年级     KiKi Peng          4月21日星期六 晴 

        今天，在中文学校，老师把上个星期的测验卷子发回来。当我看到我得到了一百分，我非常的高兴。这次能拿到这

么好的分数是因为这次没有作文。 

       在休息间，当我正在看报纸，校长静悄悄地站在课室门口说：“我可不可以照个相？”我当时的

反应很慢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非常紧张，我的心“冬冬”地直跳。她原来想把我在看报纸情景照

下来。登在星岛日报上面。 

     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仰头观看满天繁星。晴朗的夜空，星光闪烁。我被这迷人的星空陶醉了。 

 

 

 



School District No. 38 (Richmond) Mandarin Program 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國語課程 2012 Year Book 
 

15 

 

Mandarin Program (for all School Ages and Adult Students) 
Registration for Fall Semest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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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AP Exam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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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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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Levels in Mandarin Courses 
 

• COURSE SCHEUDLE: Wednesday Class (3:45 to 6:05 PM) 
             WHERE: Rideau Park Centre (8560 Demorest Drive, Richmond) 
 

• COURSE SCHEDULE Thursday Class 3:45-6:05 PM 
             WHERE: Palmer Secondary School (8160 St. Albans Road.)  
 

• COURSE SCHEUDLE: Saturday Class (2:00-4:25 PM) 
             WHERE: Cambie Secondary School (4151 Jacombs Road) 
 

Inquiries: Please call: 604-668-6532 / 604.668.6123 / 604.230.9174 
Email: Sleung@sd38.bc.ca - Salina Leung 

• 本課程是列治文教育局延伸教育部直屬的優質國語中文課程，課程全面性，多元化﹑有系統﹑管

理完善,  擁有專業教師管理團隊， 學校環境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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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考試。       

• 周六班：列治文中學 Richmond Secondary School （7171 Minoru Blvd.,) 開課日為 9月8日 

上課時間為上午9:30-11:55 /下午12:30-2:55/下午3-5:25 

• 周三班：Rideau Park Learning Centre--8560 Demorst Drive 開課日於9月19日（3:45-6:05 PM） 

• 周四班：Palmer中學 ﹣ 8160 St. Albans Road 於 9月20日 3:45-6:05 PM 開學。 

• 周六班：Cambie 中學 - 4151 Jacombs Road 於 9月15日 2:00-4:25 PM 開課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優勝者名單如下：Chinese Calligraphy Winner lists 
 冠  军  

1sr Place 

亚  军 

 2nd Place 

季  军 

3rd Place 

优        异 

Outstanding 

初級 Junior 黄 靖 宜 刘 嘉 熙 张尔璇 余心乐      彭 茵 好       郑 遨 雪 

初中級 
Junior Intermediate 

陈 巧 欣 付 昱 宁 高    锐 陈 吉 佳     樊 咏 西      何 德 茹 

中級 
Intermediate 

王 云 平 周 昭 烨 许 恺 祈 

余 杰 睿 

唐 玮 睎 

中高級 
Intermediate Senior 

黄 詠 欣 邵 雨 晴 于 泽 衡 黄 丽 欣     关 振 邦      黄 梓 滢 

高級  Senior 刘 创 杰 黄 莞 靖 林 彦 君 苏 育 塋     戴 希 彤 

Youth Con. Syjueco Jean Raphael    黄 浩 钧   

Children Con. 黄 友 爱    Valerie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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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and Safe Summer Holiday 
祝你有一個愉快又安全的暑期 

 
 

 
 

 
 

 
 

 
 

 
 

 
 

＊＊2012 Youth /Children program offered in Fall 2012 (兒童及青少年課程) 

法文 
French 

日文 
Japanese 

旁遮普語 
Punjabi 

西班牙語 
Spanish 

兒童/青少年廣東話會話 
Cantonese Speaking 

數學 
Math 

電腦班 
Computer 

英文串字拼音 
English Spelling 

英文寫作文法班 
English Writing 

機械人製作 
Robotics 

繪畫班 
Drawing 

素描 
Charcoal & 

Painting 

卡通漫畫 
Cartooning 

珠心算 
Abacus 

青少年膠彩繪畫班  (Ages 11 & up) 

Acrylic Painting for Youth 

 

Inquires: Please call 604.668.6532 / 604.668.6049 / 604.230.9174  

Email: sleung@sd38.bc.ca 

Website: www.RichmondCE.ca 

＊New Course 新課程  2012 Fall  Term＊ 
1. Spanish for Youth, Beginners (Grades 1-5) 3-5 pm 
2. Computer Course: Microsoft word, Graphic, Internet 

materials (Ages 7-10) & (Ages 11 & up) 
3. Robotics: Primer 1.1 (Ages 5-7), Beginners 2.1 (Ages 

6-8), Robotic System 3.1 (Ages 9-12)  
4. Mindstorms 4.1 (Ages 9-12) /Robotic Mindstorms 4.2 

(Ages10-14)  
5. iPhone App Development (Ages 14 & up)  
6. Computer Animation (Ages 13 & up)  
7. Cantonese Speaking Course for Children/Youth  

(Ages 7-10) & (Age 11 & up) 
8. Punjabi Courses (All Lev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