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雲聖约瑟小學 

                      暑期閱讀報告 

班别：5A                                         姓名：周竣棋 

書名：孫中山                                     作者：赫廣財 

出版社：格林文化 

 

        這本書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了孫中山出生前的

亂世，以及孫中山對當時國內國外的政治境況看法。另外一篇，則描

寫孫中山一生的主要事蹟，包括策動革命，以及創辦國民黨等等。 

 

        看完這本書後，我覺得「國父」之名，孫中山實在當之无

愧。他堅毅、他勇敢、他機智，而且不畏強權，全心為國家的前途奮

鬥，最终為民族取得了幸福，結束了中國千年的帝制。他最值得我們

學習的地方，是他那份充滿著勇氣，無人能取代的決心，同時行動時

總以人民優先考量的態度。我們也應該以孫中山先生為榜樣，從平日

簡單的生活開始，建立一顆為國為民的心。希望日後社會上有更多孫

中山先生出現。 

 

 

 

 

 

 

 

 

 

 

 



暑期閱讀報告 

5C 莫可翹 

書名  ： 我要當園藝師 

作者  ： 嚴曉萍 

出版社 ： 螢火蟲出版社 

1. 內容大意：  

鼴鼠太太是果米鎮最好的園藝師，她種出來的花，讓果米鎮

變得更漂亮、更有趣了。種了四年的天堂鳥，好不容易即將開花，

但是花房卻被藤蔓纏着。 

2. 閱後心得及感想： 

看完這本書後，讓我明白到讓小朋友以快樂的心情進入職場

環境，玩一場職業扮演遊戲，更能深刻體會職業對人生的貢獻。

希望家長能帶領小朋友提早規劃人生藍圖，找到未來的方向而努

力。 

 



暑期閱讀報告 
5C 陳俊怡 

書名： 太空奇兵•威 E 

作者：  迪士尼 

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 內容大意：  

二零一五年，地球表面到處覆蓋着厚厚的垃圾。所有人都搬

到太空居住，只留下一些機械人在地球上清理垃圾。後來，多虧

了威 E和伊芙，人類才能重返家園。 

2. 閱後心得及感想： 

我感到很傷心，因為這個故事記述了地球被垃圾覆蓋，我們

再也不能在此生存，同時也提醒了我要愛護我們的地球，不要製

造過多的垃圾，這樣，人類才能安居樂業。 

 
 



暑期閱讀報告 
5C 蔡文晞 

書名： 龍•不果是傳說的一種 

作者：  許芷茵 

出版社： 一口田出版有限公司 

1. 內容大意：  

藍藍是一條龍，一直很開心地在森林生活。可是有一天，

小兔子問牠是不是真龍，笑說龍只不過是個傳說。這事令藍藍

感到疑惑。直到有一天，獵人來到森林狩獵，傷害了很多小動

物，藍藍就出來幫助牠們，讓牠明白了一個道理。 

2. 閱後心得及感想： 

藍藍是一個善良的動物，因為牠看見小動物受傷，也不會

袖手旁觀，主動去幫助牠們。我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學習藍藍，

就算事件不關你的事，也要勇於幫助別人。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陳海晴 

暑假閱讀報告 

書名：《愛迪生》                             作者：李美愛  

出版社：山邊出版社 

         

1. 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他發明了用石炭製燈絲的燈泡，後來經過多次的改良，終於發明了

鎢絲燈泡。 

2. 寫出你閱後的心得或感想： 

    我非常欣賞 愛迪生， 因為他經過那麼多困難，還是努力堅持下

去。其次，如果沒有 愛迪生，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沒有電燈泡。所以，

我長大後一定要為社會出一分力，做一個成功的人。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黃安琪 

暑假閱讀報告 

書名：《星仔走天涯》                       作者：洪誘羚  

出版社：世界出版社 

         

1. 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星仔在八歲那年被養父賣掉，從此跟隨賣藝老人四處流浪。儘管 

旅途中經歷了生離死別，遭遇種種不幸，樂觀、刻苦、善良和不畏艱

難的他，終能克服困境，學會獨立，找到了幸福的人生。 

 

2. 寫出你閱後的心得或感想： 

    我讀了這本《星仔走天涯》的圖書後，令我深深地體會到無論生

活多麼艱苦和遭遇到種種不幸，我都要樂觀、刻苦、善良和不畏艱難

地生活下去，相信這樣做，終能克服困境，學會獨立，找到幸福的人

生。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徐卓麒(10) 
 

暑期閱讀報告 

書名:小達爾文探險日記 青藏高原 作者:愛月微笑 

出版社:中華書局 

 

這本書的內容大意: 

這本書主要講述小達爾文跟他當生物學家的爸爸一起去青藏高原考

察。途中小達爾文有喜怒哀樂。 

 

閱後的心得或感想: 

讀完這本書後，我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本書裏我學到了很多有用的

知識，例如:青海湖是指“青色的湖”，“雪頓節”是喝酸奶的節日(在西

藏)。不過同時，我也感到不快樂，因為在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好

像青藏高原這種美好,和平的地方已經非常少。在繁華的都市裏，社

會步伐急促，用電量極多，排放有害物質自然會多，不單止這樣，

還有土地供應等問題也日趨嚴重，而且全球暖化問題已經是十分糟

糕了!希望每一個住在地球的人，都能意識到保護環境和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好讓美麗的藍天求遠不會消失。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馬詠怡 
 

暑期閱讀報告 
 

書 名 : 永遠的小太陽 林良                     作者 : 林瑋  
出版社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 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  
 
   這本書記述了很多關於林良的事，他是一名兒童文學作家，他   
   是一個「跟小孩沒甚麼距離」的大人。他在退休前後也很熱 
   衷於寫作，他累積創作和出版了兩百多本書，還寫了超過一 
   千首兒歌呢！ 
 
2. 寫出你閱後的心得或感想 :  
 
      讀完這本書後，我知道了更多關於林良的事，真是獲益良多
啊！ 
 
      林良的童年非常豐富和快樂，可是，當他踏入青年期時，中日
戰爭爆發，他的父親聽說日本接下來可能會攻佔廈門，於是便帶著一
家十二口人逃難到鼓浪嶼。到達後，他們租住了一間很小的房子，住
起來十分擁擠，還有，因為他們一家的開銷很大，所以林良的父親每
天都回廈門工作，生活十分艱苦。  
 
     林良當時沒有錢讀書，可是，他並沒有放棄當作家的理想，於
是，他決定了要刻苦自學。但很快，他又要開始逃難生活了。 最後，
林良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實現了理想，成為了一位出色的作家，我
真佩服他堅毅不屈的精神啊！ 



  
     透過這本書，我學會了要堅持到底，做事才能成功的道理，我
一定會以林良為榜樣，好好學習他，我也會把這本書介紹朋友閱讀
呢！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陳馨柔 
 

暑期閱讀報告 

書名：超級垃圾大戰                      作者：黃澄漢        

出版社：小兵出版社 

 1.這本書的內容大意： 

       大龍國的居民不斷把垃圾丟進大海裏，污染了海洋生態，海洋
生物都感到十分生氣，並決定反擊，導致大龍國海面出現異常情況，大
龍國的居民知道這些情況是海洋生物而引起的時後，紛紛想辦法，他們
開了一個會議，但這個會議開了很久，最終變成紛爭，最後，這個紛爭
因一個小孩到海邊撿垃圾而平息了。 
 

2.寫出你閱後的心得或感想： 

      看完這個故事後，我嚇了一跳，原來居住在海洋裏的生物是多麽

可憐的，明明海洋是牠們的家，牠們有權利去居住在海洋裏，我們人類
卻自私的污染海洋。我們平日産生大量垃圾，垃圾有可能會被倒進大海
裏，垃圾掉進海裏，會被無知的海洋生物誤以為是食物，然後吃掉，垃
圾在牠們的肚裏難以消化，然後死亡，導致魚類數量下降，從而令我們
能吃的魚類数量减少。為了海洋生物，保護地球，我們要想故事中的小
孩一樣，不一定撿垃圾，我們也可以避免製造大量垃圾，協助宣傳保育
信息等，相信只要大家都願意付出一分力，未來的地球一定十分美好。 

 
 



彩雲聖若瑟小學  何樹仁 (6C-5) 

 

圖書閲讀報告 

      

書名：奇鼠歷險記 追尋幸福之旅  

作者：謝利連摩史提頓 

出版社：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這本書的內容大意： 

一天夜裏，謝利連摩收到了仙女國皇后的信，等待他的是一次新的 

歴險。他們穿越臭氣撲鼻的妖怪國，令人口水直流的甜品國，妙趣

橫生的玩具國，金碧輝煌的黃金國，最後他們明白幸福的道理。 

 

閲後的心得或感想： 

這本書告訴我們，僅僅需要一個微笑，或是一句溫馨的話語，

就能把幸福傳遞給別人。只要我們天天保持快樂的微笑，説一些溫

馨的說話，你的幸福就會傳染給別人，世界就會充滿笑聲。 

例如，你看見有一個同學不開心，你可以對他說一些鼓勵的説

話，這樣，他的心情會漸漸變好。只要人人都這樣做，大家都會覺

得受到關心，人與人的關係自然會好起來。 



彩雲聖若瑟小學  張嘉欣 (6C-2) 

 

閲讀報告 

                                                                                                                                                                                                                                                                        

書名：貓奴唔易做                  

作者：Lori Cao   

                                                                                                                                                                                                                                         

1.内容大意:                                                                                                                                                                                                                                                                     

作者請求媽媽讓她養貓，她領養了三隻貓，還向媽媽承諾會一輩子

照顧牠們。但惡夢來了，貓兒到處便溺，飛甩貓毛······作者覺得

很辛苦，她忘記了她對媽媽的承諾，被媽媽罵了一頓。  

                                                                                                                                                                                                                                                                                                                                                      

2.閲後的心得及感想：                                                                                                                                                                                                                                                            

我會把這本書介紹給我的同學，因為它既有趣，又有意義。養寵物

前應深思熟慮，如果不悉心照顧寵物，嚴重的可以危害到生命。我

也明白了，承諾了別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言而無信，因為如

果承諾了別人，卻不能實踐諾言，就會失去別人的信任。這本書可

以啟發人，所以很值得推薦。 

  

   



彩雲聖若瑟小學   蔡潔盈 (6C-3) 

 

暑假閱讀報告－蔡潔盈 

 

書名：擁抱力克                       

作者：阿丁 

出版社：樂苗基金 

 

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沒有四肢的力克從小時候開始感到軟弱無力，到十五歲開始在

信仰上得力。他奮鬥的過程十分艱苦，但他也沒有放棄人生。 

 

閱後的心得或感想： 

     

    我明白了即使遇到困難，也不能放棄生命，要努力活下去。同

時，我也明白到有很多人雖然十分軟弱和無助，也堅持活下去，所

以我更不能輕易傷害自己或放棄生命。因為我們所有的一切是很多

人沒有的，我們應好好珍惜！ 

 

    我擁有健康的身體，我有父母，有疼愛我的人－－從前我覺得

這是理所當然的，直到閱讀了這本書後，我才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必

然的。很多人連最基本應有的也沒有，而我還經常抱怨這樣，抱怨

那樣，實在太不應該了。我以後會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彩雲聖若瑟小學   譚茜瀠 (6C-19) 

 

閱讀報告 

 

書名：教我誠實面對錯誤的十四個勇氣魔法 

作者：李政宴 

出版社：三采文化 

 

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彩如 人很好，但有時因不想傷害朋友而說謊。不過被班長揭

發。彩如 的朋友——琇琇 一次又一次的原諒她，但結果都很失望。

幸好，彩如 最後也把事實告訴了 琇琇。 

 

閱後心得： 

 

我應該向 彩如 學習，明白事理，不說謊，因為說謊會令人對你

失去信任，有甚麼事情也不放心交給你做。當然，大家也會對你很

失望啦！另外，我也要向她學習犯錯後勇敢承擔的勇氣。以前這方

面我做不到，不過以後我會盡力而為。我會努力避免說謊，即使是

善意的謊言也不行。我會以她為榜樣，要誠實，努力做好。 



彩雲聖若瑟小學 

 6D 王文欣    

《閱讀報告—密室裏的神秘字符》 

作者: 伊麗莎貝塔．達米      

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故事主人翁菲的母校 陶福特大學 邀請她到學校給學生上冒險新

聞課。不久，有一名學生突然失蹤，俏鼠菲姊妹們誤闖誤撞下潛入

禁室龍之密室，她們便發現了天大的秘密。 
 

2.寫出閱後心得或感想 

  閱完這本書後，我感到這故事十分有趣，因為主角菲到了

陶福特大學 遇到 妮基、科萊塔、潘蜜拉、寶琳娜 和 薇歐

萊特。她們在一天的晚上誤闖大學的禁室龍之禁室發現那名

失蹤的學生在此。俏鼠菲 姊妹勇敢地把他救出來後，才發現

他是龍之子 波爾多羅密歐．新地拉 。因此令我感到十分驚

訝，我會借下集看。 



彩雲聖若瑟小學 

 6D 陳筱嵐    

《閱讀報告—擁抱力克》 

作者:阿丁     出版社:樂苗基金 

 

1.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這本書的內容大意談及 力克 雖然天生沒有四肢，但他卻比別人

更加努力去應付他的生活所需，令他明白要愛惜自己所擁有的一

切，尤其是 力克 那隻「小雞腿」。 
 

2.寫出閱後心得或感想 

  閱完這本書後，我覺得 力克 雖然沒有四肢，只有一隻「小雞腿」，

但他沒有放棄自己，還努力克服種種的困難，追求自己的快樂，雖

然他熱愛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曾經想結束生命，幸好他身邊有很多

親人鼓勵他要振作，要勇敢面對人生，令他十分感恩，感謝親人在

他不開心的時候鼓勵他。我覺得這本書十分有意義，這個故事讓我

明白自己是多麼的幸福，我們要愛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彩雲聖若瑟小學 

 6D 何慧美    

《閱讀報告—不能說的秘密》 

作者: :易小歡    出版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陳郁萱 向來是同學眼中的好學生，深受同學愛戴，但她卻介意

媽媽患上紅斑性狼瘡症的模樣---臉上滿是紅斑。郁萱 不但在路上

假裝不認識媽媽，還在同學面前刻意隱瞞媽媽的身份，令母女的關

係變差。 
 

2.寫出閱後心得或感想 

  閱完這本書後，我感到很精彩,因為故事情節十分吸引我繼續

觀看。這個故事是圍繞 陳郁萱，她是同學眼中的好學生。她卻

介意媽媽患上了紅斑狼瘡症的模樣，內心總是逃避。有一次，她

和同學一起放學，剛巧遇上媽媽，郁萱 卻裝着不認識媽媽，令媽

媽非常傷心。直到媽媽病重，住進醫院，郁宣 才學會體諒媽媽，

和媽媽和好。媽媽出院後，郁萱 就大方向學介紹媽媽，解開心結。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珍惜家人。 

  

    

 



彩雲聖若瑟小學 

 6D 蕭楚瑩    

《閱讀報告—擁抱力克》 

作者: 阿丁     出版社: 樂苗基金 

 

1.這本圖書的內容大意: 

這本書介紹了力克的人生故事。 這本書還告訴我們人生最大的

美好的就是愛與被愛。如果你很想別人愛自己，那麼你便要先主動

去愛別人。 
 

2.寫出閱後心得或感想 

  看完這本書後，我覺得很感動，因為故事的主人翁 力克

雖然沒有四肢，但他並不會放棄自己的人生，反而甚麼事情

都去嘗試，這樣他就能活出了由自己定義的人生。看過這本

書後，我為他努力生活而感動。我還覺得 力克 是一個有自

信心的人，因為他有信心自己可以像一個正常的人一樣生存

下去，甚至學會自己游泳等。看到他的事跡，真令世人鼓舞，

令我更會珍惜自己身邊的一切，更會積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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