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石板街二十九號 

           

 

 

 

編者的話 

  停課了， 我作為本報編輯，我亂了！在這不能上學的日子，應該繼續完成這份校報，還是

放棄？我選好了！和「新石板街一號」的年份相比，現在的資訊科技比較發達，我們不能在課

室上課，可以在網上繼續學習。既然可以，校園小記者也在網上聚起來，談談我們的計劃，繼

續我們的工作。對！我們就是這樣完成平日課外活動，所以，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工；停課

不停夢，大家加油啊！ 

 

 

                        

 

 

                                                    

 

 

 

 

 

 

 

 

 

 

 

 

 

 

 

                                                                
 

 

 

 

 

 

 

 

 

 

P.1 

石湖墟公立學校 二零二零年七月份 

給您一封信 
 

尊敬的醫護人員們： 

你們好！ 

首先，請讓我送上最真摯的問候和祝福，你們辛苦了！ 

在原本應該團團圓圓的春節，你們卻紛紛寫下請戰書，蓋上了紅紅的手指印，前往那沒有

硝煙的戰場上，和無情的病毒戰鬥。你們不怕犧牲，捨己為人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 

我在新聞報道上看到你們在戰場上，身穿厚厚的「戰衣」，為了避免病人被死神搶去，你們

連吃飯、睡覺都顧不上。還有，你們為了不要浪費一件「戰衣」，你們都不敢喝水，只因喝水後

要上洗手間。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動了。正是因為你們的堅持和付出，才看到一批批康復者

展現的微笑。 

最後，我想對你們說：「謝謝你們！祝願你們身體健康！你們永遠是最受人敬愛的人！感

恩有你們！」                  

 5A 劉嘉儀 

新型冠狀病毒： 

我想你們最近一定很忙吧！ 

你們來到地球，讓人類感染你們的病毒，出現發熱、咳嗽等病徵，呼吸道受感染，危害人

類的身體健康。請你們還是儘快消失吧！我們學習了預防病毒的知識，正確處理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方法，認識病毒是可防可控。 

為了能早日戰勝疫情，我們取消出外旅遊計劃，減少不必要出行，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出門戴口罩和適用於人體皮膚接觸的酒精消毒液來消滅你們，斷掉你們的傳染源頭。 

如果你們現在還不離開地球，到時候想走也走不了，因為我們有一群優秀的醫學專家在努

力研發疫苗，抵抗你們這些壞蛋了，我相信一定能夠徹底消滅你們！ 

4A 蔣世鴻 

校園小記者 

劉嘉儀 柳舒文 廖 燦 唐若淇 陳泛蓓 蔣世鴻 蔣宇誠 施文楓 吳佳琪 張靜兒 



 

 

 

 

 

 

 

 

 

 

 

 

 

                     

 

 

 

 

 

 

 

 

 

 

 

 

 

 

 

 

 

 

 

 

 

 

 

                                                   

 

 

 

 

 

 

新冠病毒： 

  你好！2020年初，你偷偷地溜進了我們的生活，就像一隻兇猛的豹子，突然向我們發

起了進攻。或許你走得有點疲憊，到達我們的身體，你會悄悄地休息幾天，順便熟悉一下

新的環境，等你恢復精力充沛，就開始「大鬧天宮」，佔領我們的呼吸器官——肺，讓我們

窒息而死！ 

對於你的到來，儘管我們有點措手不及，但為了防止疫情蔓延，我們舉國上下團結一

致，居家隔離；無數醫護工作者，廢寢忘食，只為能早日將你與我們永遠分隔。 

這次疫情，其實也值得我們人類反思的。正是我們對環境的破壞、對生態平衡的忽視，

才使你到處肆虐。希望你早日歸去，回到屬於你的家園。那時，我們也能回到久違的校園。 

祝你早日回家，以後不再見！ 

5A 柳舒文                                                      
                                                            

P.2 



 「停課了，我……」是停課後的網上寫作活動。原來同學在停課期間的生活也

很積極，很有規律，很多趣味！你呢？ 

 

 

 

 

 

 

 

 

 

 

 

 

 

 

 

 

 

 

 

 

 

 

 

 

 

 

 

 

 

 

 

 

 

 

 
 

 

 

 

 

 

 

 

停課了，我的生活還是很充實的。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疫情，各間

學校停課，各個單位延長休假。雖然看起

來全社會都處於停止狀態，但我們有積極

的心，「眾志成城，戰勝疫情」。作為學生，

當然就是積極參與「停課不停學」的學習

活動，讓每天的生活也很充實。 

    早上起牀，首先把今天的計劃寫好，

主要安排是：閱讀、完成各種不同的練習、

上網課、娛樂活動，也會安排早、午、晚

三次做運動，包括跳繩、體能和跆拳道。 

    上午開始，就按計劃進行任務，有時

一家人都會參與我的學習。為了一個問題，

我這頭跟媽媽討論了，又會到爸爸那裏求

證，然後找哥哥來總結。雖然滿屋子跑，

但有時同一個問題會得到不同的解決辦

法，感覺親子學習好有趣。 

    有時我會幫媽媽一起洗菜，把洗好的

菜遞給媽媽烹煮，一起煮菜吃好開心。英

文網課很好玩，今天是關於海洋的網課，

介紹了吞拿魚、旗魚、水母等海洋生物，

很有趣。晚餐後做過運動，就可以和哥哥

一起看電影了。 

    雖然我們因疫情停課了，但是我也發

現，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在家中進行，生

活還是很充實的。      4A 蔣宇誠 

幽默的檸老師也來搶先

投稿！他靜靜地把他的

題目隱藏在詩歌中啊！ 

 

 

 

停課了，我做了許多有趣的事， 

也做了一些無聊的事。 

我在停課期間，經常閱讀。最近我就讀了《哈

利波特》、《八十天環遊地球》、《福爾摩斯偵

探系列》、《草原上的小木屋》等等 ，現在我在

看莫泊桑的《項鏈》。我在書中學到了很多知識，

例如：我在《哈利波特》中學會了一些英文單詞，

可以用在以後的寫作裏。 

我在停課期間，還愛上了唱歌。我在唱網上 K

歌，還有粉絲呢！我請求媽媽給我買了話筒，對着

話筒唱歌，特別有感覺，就像歌星一樣。我很喜歡

《真的愛你》和《世上只有》這兩首歌，經常唱這

兩首歌。 

當然，停課期間，也要做功課。我每天都會做

學校安排的一些功課，比如：智愛中文，每日十題，

自學診斷平台，內聯網裏的一些需要用超連結打

開的功課。 

停課期間，我也嘗試過寫作，有時也想過半途

而廢，但我最後沒有放棄，我身邊一直有爸爸媽媽

的陪伴和鼓勵呢！我也畫畫，我畫了很多幅畫，例

如：《古韻──明清傢俱》、《陶醉》、《公主的

長髮》、《貓咪》等等；我看了許多動畫片。媽媽

允許我休息時可以看一會兒動畫片，不能看很久，

因為對眼睛不好。 

  停課這麼久，有時也挺無聊的。我盼着疫情早

點結束，可以不用戴口罩就自由自在地出去玩，早

點復課，見到好朋友們。      4A 謝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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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了，我們都百感交集。 

 

 

 

 

 

 

 

 

 

 

 

 

 

 

 

 

 

 

 

 

 

 

 

 

 

 

停課了，我要為大家加油。 

今年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破壞了一年一度的春

節氣氛。 

   這次的病毒來源，聽說是由湖北武漢市的一個有售

賣野生動物的市場傳來的，不知道真假，它的傳播速

度很快，只要有一個人染上新型冠狀病毒，他就會一

傳二，二傳四，四傳八……令人人心惶惶。 

  因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不能上學去，我很想念

我的老師和我的同學們，我感覺自己呆在家都要「發

黴」了。在這次的病情當中，我深深體會到健康有多重

要，我們要健健康康地活着，珍惜眼前的生活和人。 

  疫情爆發以來，我和哥哥談最多的話題是「今天

有多少人確診？今天有多少人死亡？」因媽媽工作忙，

我學會了煮飯，做家務，而我的哥哥呢，「吃了就睡，

睡醒就吃」。 

   為了大家的健康，我建議大家保持個人衞生，不

串門，少出外，如果要出門就必須要戴口罩。最後，我

想說「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白衣天使們辛苦了，加

油！」                4A 方晴漪 

 

P.4 

停課了，我被關在家中，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受。起初，

我心中有點高興，但後來越來越想念學校。想念安靜的課

室；想念吵鬧的操場；想念友善的同學；想念敬愛的校長、

老師……雖然我們不能回校，但我們可以在家學習，堅持

做運動，希望這場疫情早日結束，中國加油！ 

5A 柳舒文 

 



 

 

 

 

 

 

 

 

 

 

 

 

 

 

 

 

 

 

 

    

 

 

 

 

 

 

 

有一天，有一位從外地來的窮人在街上討飯，突然，他

消失了，只餘下一隻破舊的鞋子…… 

好心太太原來是一位好心的太太恰巧

路過，看到這位可憐的窮人的鞋子很破舊，

就買了一對新鞋子和一些食物送給他。 

1B王海寧 

 

案中有案一個男孩子撿到了他的鞋子，發

現鞋子裏有很多錢，於是他把錢偷去了，回到

家後把錢分給家人。另外一個人看到了，就報

警了。原來那個來幫忙的警員也不是真正的警

員，他也想拿去鞋子裏面的金錢。                

1C Koby 

 

肚子餓我在近處看到他消失了，曾經嘗

試在附近找尋他的鞋子，再去找尋那個窮

人，找了很久也找不着。然後我在街角看見

了一位警員先生，我就急着步去找他幫忙，

警員先生叫我不用擔心，快點回家休息，他

會代替我去尋人。隔天，警員先生來我家通

知我，那個窮人因為肚子餓而暈倒在一處工

程洞穴，已經接受治療，他代替窮人向我說

聲謝謝！                        1D Cy 

一枚硬幣我看到了，就很好奇，於是我

問媽媽：「那個人為甚麼一下子就消失了?」

媽媽說：「我也不知道。」我和媽媽最後走

到家門口，忽然，有一位小公主出現了，我

就想：我可以問這位小公主，但是我怕她不

知。沒想到，小公主笑着說：「小朋友，那

位窮人是因為他隱身了，所以消失了。」我

笑着說：「我終於明白了，謝謝你！」第二

天，這件事又發生了，我和媽媽都看到了。

我們去問警員，警員說：「他是來自 coks小

星球的人啊！」我才記得我上課時，老師說

當 coks星球的人連一元都沒有的話，就會消

失！給鞋子放一枚硬幣，他就會回來。我慌

忙去放硬幣，那個人真的出現了，他非常感

謝我呢！我和他最後成了好朋友，他還要請

我們去 coks星球玩呢！        2B 楊雅涵 

 

我也消失了我看見了這一幕，立刻跑過去

撿起了那隻破舊的鞋子。忽然我也消失了。我

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那裏有一間豪華的屋

子。我看見那個人正在吃美味的大餐，還穿著

華麗的衣服。他現在生活得很舒適，也很幸福。 

而我發現自己成為了一名科學家。原來這是一

隻可以實現人夢想的鞋子！ 

  1C 張梓桐 

    

上帝「噢，我的上帝！」正準備送給窮人

零食而且目睹此過程的小女孩尖叫起來。人

們驚奇地望向她並詢問她發生了甚麼事情，

當大家瞭解事情經過後，都說小女孩大驚小

怪，因為人們一直沒有在意這個討飯窮人的

存在。 

    「噢，我的上帝！」小女孩又尖叫起來，

人們用責怪的目光投向她，並說她在搗亂。可

是小女孩突然大聲叫着：「看！窮人在天空，

他就是上帝！」「噢！我的上帝！」人們望向

天空都這樣呼叫着。         2C 龐君懿 

金條與兔子鞋子裏有一大把金條，突

然一隻小白兔急忙跑了過來，鞋子裏的黃

金，亮晶晶的閃了起來，小白兔想把黃金

拉回家，但是黃金太重了，牠拉啊拉，但

是怎樣也拉不到。牠想一想，然後找牠的

朋友們來幫忙。啊，成功了，終於可以拉

回家了，為了表達謝意，牠就做了一個兔

子雕像，給朋友們欣賞。  2D 徐 暉 

 

幫助別人過了不久，這位窮人又在街上討

飯，上次他留下了一隻破舊的鞋子，消失前，

我本來打算給他一點金錢，好讓他買飯吃。這

次，我上前給了他一點金錢和買了一雙鞋子送

給他，便打算離開。突然，這位窮人把我叫住，

他說：「我非常感謝你，你真是一個有同情心

和善良的人。」後來，這位窮人把他的身世和

經歷跟我說了一遍，聽後，令我有很大感受。

原來他是一個很可憐和不幸的人，卻願意用自

己小小的力量幫助身邊的人。    3D 美 麗 

P.5 



 

 

 

 

 

 

 

 

 

 

 

 

 

 

 

 

 

 

 

 

 

 

 

 

 

 

 

 

 

 

 

 

 

 

 

 

 

 

 

 

 

 

 

 

 

幸福非必然原來他睡着了，第二天早

上，他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皇宮裏某一個

房間的豪華大床上，只需要在床上輕輕一

叫，就會有眾多的僕人趕到。 

   到了中午，僕人們就送大量的山珍海味，

他看到這些後就狼吞虎嚥，大口大口的吃，

差不多把整個皇宮的東西都吃光了，弄得僕

人們沒有東西吃。他吃飽喝足後，就睡覺，

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僕人們來做。 

    後來，幫他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就又把

他變成了窮人。他醒來後，發現自己再次躺

在大街上，之後他無時無刻都在想念皇宮的

生活。            5C 莊孝儒 

 

再次起飛開飯店的阿麗説：「這個窮人前

天在店裏搶一個客人的飯菜吃。」店主問：

「你有手有腳，為甚麼不去努力工作呢？」

窮人低下了頭，滿臉通紅，再也吃不下了。

店主説：「如果你需要幫助，我們可以幫你，

但是不能無條件的施捨。要知道，沒有付出

就沒有回報的。」窮人説：「請給我一份工作

吧！」店主答應了他，窮人高興地跳了起來，

一隻破鞋子飛得老遠了。    3D 芯 芯 

衣服與鞋子有一位偵探，她看見了這一幕，

想弄個清楚。於是，他拿起放大鏡，開始找出

真相。他沿着這個窮人消失的地方轉了一圈又

一圈，突然他發現有一個瓶子在餐廳裏，那位

偵探打開瓶子，裏面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只要找出窮人的衣服，再把鞋子和衣服放在一

起，就能把窮人變出來。於是，那位偵探就開

始找衣服。那位偵探找啊找，找啊找。終於找

到了，可是，他找到了三件衣服：有一件十分

華麗的衣服；有一件上面有很多小洞；有一件

有很多補線。那位偵探經思考後，竟然選了那

件華麗的衣服。結果，奇跡出現了！這個窮人

竟然變了出來。那位偵探請這位窮人吃了一頓

飯，這個窮人便走了。          4A 謝冰白 

夢原來，他和一個巫婆走了，他們去了

哪裏呢？原來他跟巫婆說自己想變成一個

富二代，巫婆點點頭，便帶他去到一道五顏

六色的門，巫婆說：「走進去，就可以實現

你富二代的夢想了！」窮人有點不信，便走

進去看看，結果那道門真的實現了他的夢

想，他發現自己身處在一間大別墅，而且口

袋還有很多金錢，那些金錢從天上降下來。

後來，他一睜開眼皮，才發現是一場夢。         

4D 趙柏瑞 

 

助人為樂我對媽媽說：「我們做個惡作劇

吧！把他的鞋子藏起來。」媽媽說：「我們不

能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窮人的痛苦上，但是你

可以把十元錢放進他的鞋子裏面，看他發現時

的反應。」我按媽媽說的話做了。隨後我躲在

一棵高大的大樹後面。那個人回來，一腳伸進

鞋裏，感到鞋裏硬邦邦的。他彎下腰去摸了一

下，發現十元硬幣，激動地顫抖雙手，心想：

那個人這麼好心救助我。站在樹後的我被感動

了，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幫助別人的同時，

自己也會得到快樂。」           4A 方晴漪 

 

查案原來他是一名偵探，叫華特博士，

他的助手馬丁發現博士去查案就跟了過

去，博士突然消失在街上，這時候，他發

現馬龍和馬奇。他們一直把博士帶到深山

裏的實驗室，他們進了一個有很多化學品

的地方，然後把化學品放到博士身上，馬

丁的手發出「嘭」的一聲，馬龍和馬奇就

倒下了，博士被馬丁救了出來，博士說：

「是因為他倆才會有這個案件，現在這個

案件查完了，可以回去了，謝謝你，馬丁。」

他倆回去了。        4A 張嘉馨 

 

老神仙我和路人都很緊張，我們七嘴八

舌地討論這件千奇百怪的事，我一邊目不轉

睛地看着這隻破舊的鞋子，一邊說：「他肯定

去了其他地方！」大家都點了點頭。 

有些人愛理不理地看了他一眼就走了，

我和其他路人到了小食部、快餐店和酒樓，就

是沒有看到他，我們都有點筋疲力盡了，不過

沒有放棄，因為「失敗乃成功之母」。我和其

他人都在城裏走來走去，努力去找他。 

到了傍晚，全部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

個，突然一道黃光出現，「啪」的一聲，我被

嚇了一大跳，原來這位討飯吃的大叔變成了

一位法力無邊的老神仙，我心想：真是不可思

議啊！老神仙說道：「乖孩子，我可以給你一

個願望，你說吧！」我想了一想說：「最近媽媽

生病了，我想她完全康復。」老神仙點了點頭，

胸有成竹地唸起了咒語。忽然，有人在我背後

輕輕地碰了一下，原來是媽媽！我真是覺得

樂不可支，我拉着媽媽高高興興地回家去。             

3D葛 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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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許多路人都很好奇，但沒有人敢

拿走那隻鞋子。一個叫阿壯的人穿上那隻

鞋，他也突然消失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

發現自己在一個富人的地下室。在那裏，

他看到了那個窮人，他穿著很漂亮的衣服，

原來這裏是那個窮人的家。窮人看到他後，

不但不罵他，還請他去吃大餐，原來他是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     5A 靚 仔 

 

囚犯當他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變了一個

囚犯。他看到在監房外的囚犯正在逃獄，他也

看到他監房外的警衛，每個也拿着一把槍，令

他十分害怕。突然，另外兩個囚犯殺了監房外

的兩位警衛，然後便帶領他逃獄，重獲自由。 

出到監獄大廳後，因為監獄太大，所以令

他們沒法找到監獄大門，所以他們唯有突破重

圍，殺出一條路。 

到了大門後，他們以為可以很輕鬆地逃出

監獄，但是監獄的軍隊來了，他們並沒有辦法，

唯有拼命逃走，殺出一條血路。 

最後，只有窮人和另外兩位囚犯能成功逃

出，當他踏出大門的第一步，他又消失了。然後

他發現自己又回來了，但是他看到右邊的鞋子

並沒有消失，他覺得很驚訝，所以便一直探索，

一直探索………           5A 改造人 

 

擔心小明是一個好奇的小孩子，他想

知道為甚麼窮人消失了，他擔心窮人的人

身安全和沒有溫飽。於是小明問了附近的

人窮人的去向，一位大叔走到小明面前說：

「那位窮人被一位富人看見，覺得他十分

可憐，所以把他帶回家，請他做僕人。」小

明得知窮人有了住宿和工作，心裏十分開

心。                    5A 小 冰 

 香蕉星球有個叫小明的人很好奇，於是拿起鞋子看了後，便拿回家裏收藏起來。但是到

深夜十二時正，小明突然跟那個窮人一樣消失了。當小明睜開眼睛的時候，他躺在草地上，

旁邊有一些小朋友和他們的小精靈一起玩。突然，有個人說：「為甚麼你沒有小精靈？如果

你要的話就要去見國王一趟！」小明回答：「好啊！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叫甚麼名字？」那

人說：「我叫小靜。」 

兩天後，他們終於到了皇宮，正好國王和僕人在一起散步，小明和小靜走了過去。小明

看了一眼後，心想：那個國王不是我村裏的那個窮人嗎？他立刻掏出口袋裏的破鞋子，破鞋

子竟然是玻璃鞋！小明馬上把鞋子交給國王，國王非常開心，就封小明為宰相，又封小靜為

將軍，但又不用她打仗。小明也在這世界安頓下來了。國王告訴他這裏是香蕉星球。小明

想：難道到了另一個平行時空？但小明不多心了，慢慢適應了這個星球，他在這個星球過着

幸福的生活。                                  5A 洪梓珊 

 

 孫悟空原來，他是個超能力者。全劇終 ──── 

你以為真的就這樣完了？不可能。 

其實，地上的鞋子，就是他。他是來自外地的——孫悟空！記住，他跟我國古代的那位名

人不一樣，他只會三十六變，我國孫悟空的本領是他的兩倍，而且他在外地一點兒也不聞名，

只是這個社會上的一位小透明。他在外地主要是以賣藝為生，但遭受的只有無視、嫌棄。於

是，他瘋狂打聽，知道了我們中國有孫悟空這個傳説，便收拾行李匆忙趕來！ 

為了引起大眾的注意，他不斷地展示自己的本領，但是，他所在的位置距離市中心很遠，

沒有甚麽人能夠注意到他。於是，他又瘋狂打聽到市中心的方法。由於語言上的障礙，他就一

直從打聽中學習中文。 

終於，他來到了香港最熱鬧的街市，一切準備就緒後，他就深呼吸一口氣，告訴自己： 

「加油，我可以的！」接着，他開始了自己的表演。這次效果不錯，他成功引來遊客的注意，

越來越多人來捧場，甚至有傳媒去採訪他。《香港某街市上出現西方真人版「孫悟空」》、《只會

三十六變的外地孫悟空》等報道漸漸出現在報紙上，他終於走上人生的巔峰。 

要有機會就要製造機會，製造機會就要做足準備。      6A 袁愉棋 

 
讚！ 

讚！ 

P.7 



 

 

 

 

 

 

 

 

 

    

 

 

 

 

 

 

 

 

       

     
   

      

     

 

 

 

 

 

 

 

 

 

 

 

 

 

 

 

 

 

上號有獎問答區答案： 

點字解碼 

1. You are clever. 2. You are the best. 

3. Never give up.   4. I am happy. 

謎語猜猜猜 

1.瀑布  2.尖 

 

穿越然後，他穿越了時光，他到

了未來，到了 2048 年的香港，看到

了香港變成了科技化的城市，看到自

己住在一座科技化的大廈裏。 

忽然，他又一次消失了，回到了

以前，回到了小孩的時候，看到以前

的香港，之前山清水秀，舊式建築、

唐樓、村屋...... 

忽然，他又再次穿越時光，回到

2020年，現在的香港和未來的香港比

較，窮人發現香港科技化和人工化的

分別，他感到很驚訝。    5C CCLH  

對調那位窮人只聽見「呼」一聲，他便來到了另

一個地方。他看到附近有一條河，有個老奶奶掉進

河裏了。在河邊站着一個人，窮人認得他，他是全市

最有錢的人。可他看見有人掉進河裏竟然視而不見，

實在太可惡了！窮人不敢多想，跑到河邊便跳下去，

把老奶奶救上來了。老奶奶被救上岸後很快就恢復

原來的樣貌了。她說：「感謝你呀！我要把你變成一

個富人，跟河邊那個人的身份對調。像他那樣的人，

有錢，卻不善良，根本不值得成為富人。」然後老奶

奶消失了，他也回到了原來的街上。可他已經是一

位富人了，雖然他有錢，但他依然保持那顆善良、純

潔的心。                   6A 深 雪 

 蔡虛昆這位窮人名叫蔡虛昆，他

在時空隧道裏穿梭，他穿梭到了一個

養雞的國家——雞太美國。蔡虛昆對

這個國家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他還

發現這裏的雞竟然會唱、跳、rap、打

籃球，真是奇怪！ 

    為了解開謎團，蔡虛昆來到了城

堡，拜見了雞太美國的國王，問了他

一些問題。原來，這個國家的人都很

愛吃雞蛋，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國

王不得不養那麼多雞。國王對這位外

地來的人感到很有興趣，便將他留在

自己身邊當侍從，問了他許多關於外

地的問題。蔡虛昆也經常給國王提意

見，國王也接受了他的意見，修改了

一些條例，雞太美國變得越來越富裕

了。國王很感謝蔡虛昆，賞了他許多

金銀財寶，還封他為管理大臣。從此，

這位窮人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 

    就算你是一個窮人，但只要你心

存善良，總有一天，希望會降臨在你

身上，永遠不要輕易放棄！                                

6A 一葉知秋 

P.8 

如何畫愛莎公主 https://www.iqiyi.com/v_19ruoju77s.html 

便利貼小書 https://youtu.be/Px1wWX6uqsI 

 

鞋子精原來他是千年鞋子精轉世，可是他十分

善良，專門為別人治腳氣病來掙錢。希望有一天能

進入妖怪富豪榜，去各地旅遊。突然，他看見一個

人低着頭向他走來，他馬上變回原形，心想生意來

了。那個人穿着十分單薄，赤着腳，看起來十分狼

狽，他看了看鞋子精，伸出手想拿鞋子，可是手放

了下來。嘆了口氣，說：「我的母親生了重病，要

很多錢做手術，好不容易工作了這麽久，又賣屋子

又賣車。現在連鞋子都沒有，這一定是別人不小心

留下的。說不定鞋子的主人比我更窮，我不能拿別

人的。」他收回手，轉身走了。可他的錢包卻掉了，

看起來漲鼓鼓的。鞋子精變回人形，拿起錢包，從

口袋裏拿出二千元，塞進錢包。拍拍那個人的肩膀，

說：「這位先生，你的錢包掉了。」說着，把錢包

拿給他。他連忙說：「謝謝！」鞋子精笑了笑，離

開了這座城市。 

大家也要做一個不佔別人便宜，樂於幫助別人

的人啊！                          5A包 子 

 

齊來找不同 

兩圖其中有(5)個不同的地方 

本號專題問答題 

1.失明  2.黑色  3.六點 

 

https://www.iqiyi.com/v_19ruoju77s.html
https://youtu.be/Px1wWX6uq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