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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國強校長

　　期待已久的《文萃》第九期終於脫稿出版。《文萃》是一個

創作自由的園地，不但可以供同學鍛鍊文筆，奠定良好的寫作根

基，也可以讓各年級的同學以文會友，各抒胸懷，互相切磋砥

礪，觀摩修辭佳句，佈局謀篇。

　　《文萃》第九期的作品大都能反映同學的生活經歷，讓讀者

體會大家對生活、大自然環境、同儕和家人的熱愛和互動，喚起

了大家對生活、生命和身邊人的珍惜之情。期望各位讀者在閲覽

同輩的佳作之餘，也應適當地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抓緊生活點

滴，提筆創作，寫下你們的成長感悟。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全體語文科和圖書科老師多年來的教導

和栽培，讓我們的小作家在你們的循循善誘中茁壯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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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任敏儀主任

　　閲讀與寫作是雙生兒，喜歡寫作的人往往從喜歡閲讀開始，

喜歡閲讀已一段日子的人，也會培養出寫作的興趣。

　　本校《文萃》踏入第九個年頭，每年《文萃》都收錄學生在

中文課和英文課寫作的佳作，近年開始載入學生參加校外寫作比

賽的佳作，校外比賽的主題大都從生活經驗出發，創作理想的生

活世界，或挑選自己喜愛的讀物，然後抒發讀後感，學生在大型

比賽中結合閲讀與寫作一起，取得優秀成績，實在可喜可賀。

　　同時，我誠意邀請你們細細閲讀《文萃》中每一篇文章，閲

讀篇幅不在乎長短，每一篇都是學生用心寫作的成果，請你閲讀

時，投入小作家的心思，如果心有所感，請你在「讀者心聲」寫

下來，為《文萃》添上屬於你的世界，共同享受寫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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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1A 阮日朗

一月十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早上，我和媽媽到菜市場買了很多菜，我幫媽媽拿菜。回家
後，我覺得十分累。

下午，我和爸爸到公園打羽毛球，我們玩得十分高興。

1A 鄒彥菁

三月九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學校的戶外學習日，我一大清早便起牀。昨晚已收拾好用
品，我吃個早餐後便出發到學校去。

我和媽媽在教室等候，聽莫主任講解後，便乘旅遊巴出發到香港動
植物公園去。我非常開心，因為參加這次活動可以認識很多植物和動
物。

1A 何詩琦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香港天文台開放日，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到香港天文台參觀。

我在天文台看到許多不同的方法量度雨量和風速。我還學了不同熱
帶氣旋警吿信號。我覺得很興奮。

1B 陳睿鋒

二月七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太陽公公出來，陽光暖暖地照在我身上，我和媽媽高高興興
地去剪頭髮。

一路上，我和媽媽有説有笑，我蹦蹦跳跳去到髮廊，剪髮師傅技術
高超，很快便把我的頭髮剪好。媽媽説：「你真帥氣！」今天，我真高
興。



13

一
年
級

1B 何嘉晟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

今天，爸爸、媽媽、弟弟和我一起去看了一齣動人的電影，這齣電
影叫《五個小孩的校長》。這個故事的內容是講述五個小朋友和一個校
長一起努力成長和面對困難的經過。

我從而學會了要不斷努力、不輕易放棄和堅持夢想。

1B 冼子淳

四月九日　星期四　陰

上星期四，爸爸媽媽帶我到長洲遊玩，我們在那裡吃了很多東西，
包括魚丸、焦糖餅和紅豆餅。那些魚丸像拳頭那麼大；焦糖餅就像汽車
油的味道；吃紅豆餅時，我用手摸一下，覺得十分燙。

吃晚飯後，我和爸爸媽媽逛街，媽媽發現了一雙涼鞋，爸爸便買了
給我，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1C 陳思諾

四月一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去台灣旅遊。我們欣賞了美麗的風景，玩了很
多機動遊戲，吃了當地的風味小吃。這個假期過得真開心啊！

1C 吳浩光

四月二日　星期四　晴

晚上，爸爸、媽媽、弟弟和我去了天水圍運動場做運動。我們先觀
看爸爸踢足球，然後媽媽、弟弟和我一起跑步。玩了一會兒，我們和爸
爸的朋友一起吃晚飯，我覺得很開心。

1C 楊千慧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和媽媽一起去雲南旅遊。我在那裏玩了索道和摩天輪。然
後，我們還去了大理古城，那裏很漂亮。我們參觀了奇山怪石，非常壯
觀！我覺得好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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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吳思雨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爸爸、媽媽和姐姐去電影院看我最喜歡的公主和王子的
電影，之後我們到快餐店吃薯條和喝汽水，然後，我們回家去。今天我
過得很開心。

1D 黃俊邦

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和黃力國哥哥去了羽毛球場，我們都帶了羽毛球拍和羽毛
球去打羽毛球。我覺得羽毛球有一點點難學，但我會努力學習，今天大
家都很開心。

1D 李家智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陰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在引水道旁邊踏單車，我和爸爸踏得時快時
慢，我和爸爸快樂地踏單車，我很滿足。然後我和爸爸便一起玩足球，
我們玩得很快樂。

1E 陳希駿

三月八日　星期日　陰

今天是星期日，媽媽帶我去環保農莊玩耍。我看見小兔、山羊、公
牛等等，牠們都很可愛。我也玩了撈金魚、畫油畫和玩電動車，這些很
有趣。今天雖然玩得很累，但是我很開心，我還是想去玩多十九次。

1E 陳　斌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上星期六，我和家人一起到海洋公園玩耍，我們乘巴士到達目的
地。

首先，我們玩滑浪飛船，當時我很害怕，我怕被海水沖走。然後，
我們還玩了「橫衝直撞」、「超速旋風」和登纜車。我最喜歡坐登山纜
車，因為可以看見很多美麗的風景。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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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巫葆樂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

今早回到學校，聽到中央廣播宣佈，我們要到禮堂接受疫苗注射。
雖然注射時有少許痛，但為了保障健康，受少許痛也是值得的。

1F 戴佑芯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清明節，我們一家人去掃墓。墓園有很多人，很多煙，到處
都是炮仗聲。媽媽一看到別人燒炮仗就用雙手幫我蓋住耳朵，怕我受
驚。我也怕媽媽受驚，我也用雙手幫媽媽蓋住耳朵。我愛媽媽，媽媽也
愛我。

1F 陳卓爾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的表哥來了我的家裏，他跟我和姊姊打羽毛球，我們玩得
很開心。

到了晚上，奶奶煮飯給我們吃，我一看見雞翼，口水都流出來了，
吃下去津津有味。吃完飯之後，我們一起看電視，之後我們玩手機。時
間到了，表哥要走了，我今天覺得很開心。

1F 陳棹楹

四月七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我們一家去旅行的日子，我十分開心，雖然需要很長時間才
到達目的地，但我也沒有感到很累。

我們去了三天兩夜，和爸爸的朋友吃過美味的食物，買了很多我和
妹妹都喜歡的玩具和用品，真是十分滿足，希望下次可以再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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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tions
1A Ko Tin Yan

1. Pack your school bags.

2. Look at the teacher.

3. Turn on the lights.

4. Take out your books, please.

5. Don’t talk.

6. Sit still.

7. Close the door.

8. Turn off the lights.

My instructions
1C Leung Tin Bo

1. Come in, please.

2. Stand up, please.

3. Open your books, please.

4. Close your books, please.

5. Don’t talk in class.

My instructions
1D Hui Cheuk Lam, Francis

1. Stand up, please.

2. Take out your book, please.

3. Sit down, please.

4. Look at the table, please.

5. Put away your eraser,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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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I bring to school
1B Chan Yan Ting

My name is Chan Yan Ting. I am a girl.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in Class 
1B. Sky is my monitor. Jason is my classmate. Miss Lam is my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my school bag. I have twelve pencils and two pens. I have an eraser 
and four rulers too. I bring a lot of things to school every day.

Things I bring to school
1E Mo Po Lok

My name is Natural Mo. I am a boy.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in Class 1E. 
Miss Sin is my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my school bag. I have one pen. I have five pencils. I have seven 
books. I have three erasers. I bring a lot of things to school every day.

Things I bring to school
1F Chan Ka Yan

My name is Fiona Chan. I am a girl.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in Class 1F. 
Miss Sin is my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my school bag. I have ten books. I have two water bottles. I have 
three pencils. I have one pen. I bring a lot of things to school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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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ets
1A Ng Long Sum

This is my pet Turtle. She has a long tail. She has big eyes. She has a big 
mouth. She has short legs.

My pets
1B Hui Wai Chun

This is my pet Kiki. It is small. It has a short tail. It has short ears. It has a 
small mouth. It has a small nose. It has small eyes.

My pets
1D Wong Tsz Tsun

This is my pet Bobo. It is small. It has big eyes. It has a big mouth. It has a 
small nose. It has a short tail. It has short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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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dle
1C Lee Yau Ngai

It is a toy. It is red and white. It is small. It has small wheels.

What is it? It is a toy car.

Riddle
1E Deng Hung Wong

It is a toy. It is white and black. It is big. It has a big star.

What is it? It is a ball.

Riddle
1F Yuen Shing Pik

It is a toy. It is blue and red. It is big. It has big wheels.

What is it? It is a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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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2A 彭　晴

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妹妹八時四十五分叫醒我，然後，妹妹和我聊天，媽媽帶我
們去外婆和外公家。接着，外婆給我吃早餐。

下午，我去了山頂，途中，爸爸開車時迷路了，害我想嘔吐，我心
裏想：不得了！爸爸，您太大意了！哎喲！我説：「媽媽我快吐出來
了。」外公説：「真沒用！」雖然我嘔吐，但是山頂的風景很漂亮，真
是值得。

晚上，外婆煮了排骨給我吃，我吃得津津有味。

2A 關溢浩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年初二，我的家人全部都來外婆家，我和表哥一起玩捉迷
藏，我心想：我們能一起玩，真開心！然後，我開始向家人拜年，我先
向外婆説：「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和長命百歲。」然後才向舅舅等拜
年。

晚上吃飯時，我看見很多菜，包括有佛跳牆、小豬腳、咖哩雞、腰
果炒雞丁和魚。

吃完了飯後，大家都在談天説地，我今天玩得很開心。

2A 吳穎妍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

今天，爸媽帶我和弟弟去電影院看《3D STAND BY ME 多啦A夢》
。這齣戲讓我差一點兒感動到哭了！

一開始，多啦A夢和世修一起來到大雄的房間，世修吩咐多啦A夢要
令大雄得到幸福。

終於，大雄得到幸福了，可是多啦A夢要離開他了，這令我很感動，
讓我明白到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不能依賴別人和珍惜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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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夏仲良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陰

今天早上，我和家人帶好乾糧，坐上地鐵去郊外的白雲兒童公園。

到了公園，我看見門口有許多紅紅綠綠的花草樹木，好漂亮呀！再
走進去，我看見好大隻披着鮮花的肥羊，好可愛！然後我們在沙灘池
裏玩了踩繩、盪鞦韆，那裏好多人，每個人都好開心。在海洋世界模型
裏，我和幾條鯊魚合影，其實當時有些害怕。

到最後一個地方，那兒好多人在排隊！終於到我了，我和弟弟一齊
跑到七彩滑梯去，好高好高呀！站在高處看見底下許多小朋友正在努力
向上跑。我大叫一聲：「我來了！」但我沒滑下去，當我看見媽媽鼓勵
我，我就滑了下去。很快就滑到坐毯上，我手舞足蹈，好興奮啊！之
後，我和弟弟玩了很多次，媽媽説要回家了，我們就不玩了。我笑着對
媽媽説：「我以後不再怕高了！」媽媽摸着我的頭説：「好！做個勇敢
的人。」

在離開公園的路上，我都走在前面，興高采烈地回家去！

2B 何樂怡

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們一家人和親戚一共十八人，到我家所在的會所燒烤，還
有我最愛吃的牛扒呢！我和表姐、表妹到兒童遊戲室玩耍，我們跑來跑
去，興奮極了。

2B 于家懿

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放學時，去參加樂器選拔。我試了很多不同的樂器，最
後，我選了小號和長號，因為它們的聲音很特別，我很喜歡小號，因為
我覺得它可以發揮自己音樂的能力。



23

二
年
級

2B 鄭凱軒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學校的「全校師生旅行日」，目的地是元朗大棠有機生態
園。那個地方的風景很美麗，有很多小動物，有馬匹、小白兔、羊兒、
鴕鳥、小魚和小龜等等。我還用了魚糧餵飼小魚和小龜呢！我真是很快
樂。

2B 陳國熹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們去大棠有機生態園，我抱着愉快的心情起牀，接着乘坐
旅遊巴前往。

我們在這裏有很多遊戲和活動，餵飼小羊和金魚、還有高老師表演
精彩的魔術，真是樂而忘返啊！

2C 鄧子聰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早上，我、媽媽、姐姐和青青哥哥去真功夫餐廳吃早餐。

下午，青青哥哥開車送我們去郊外的草莓園，在路上看見大海，到
達草莓園後，就拿着籃子和剪刀摘草莓，媽媽對我説：「要摘大的啊！
」我好快就摘滿一個籃，我好開心。我拿了一個又大又紅的草莓吃，很
清甜啊！

2C 謝宗霖

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星期四，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我們學校在天水圍體育館舉
辦了親子遊戲日。我們玩了三個遊戲，還有大合照，雖然我們只得了優

異獎，但我們玩得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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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黃莉原

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學校的遊戲日，我非常開心。總共有六個遊戲，但老師説要
把全班分成兩隊進行比賽。我是第一隊的，玩了三個遊戲，第二隊也玩
了三個遊戲，我們最後拿了優異獎。今天是我最開心的日子。

2C  陳浩然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陰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我們替奶奶慶祝生日，我們吃了壽包、雞、菜
等等。我總共吃了三個壽包，因為真的很美味。媽媽還説我是大胃王
呢！我們給奶奶唱生日歌，然後一起吃生日蛋糕。

2D 賴浩銘

九月八日　星期一　雨

今天是中秋節，我回到學校。上完課後，就開始分享月餅，有些同
學帶冰皮月餅、白蓮蓉月餅等，同學們吃得很開心。

晚上，我和妹妹、媽媽到公園賞月和玩燈籠，我們玩得很開心。

2D 吳景鵬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學校旅行的日子，我和同學們在郊野公園過了開心的一天。
我們先到遊樂場玩耍，玩了繩網，十分刺激。我們也看了很多動物，有
孔雀、山羊、牛等。

今天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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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張嘉儀

二月十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和同學去了消防局，原來消防員有很多工具和有三隻消防
犬，我真是第一次看見。幸好，老師安排我去消防局參觀，令我明白原
來消防員很勇敢，他們的工作很辛苦。

今天真是很好的日子！

2D 袁凌燁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二月十八日，我和媽媽一起回外婆家。

今天正是農曆除夕的一天，我和媽媽乘車。回家的路上，看見有
山、木、樹、漂亮的房子，風景十分美麗。我希望可以快點回到外婆家
看小狗，我看見小狗很可愛，很想抱牠，但是現在有禽流感，媽媽不給
我抱牠，我也知道不可以抱，只能看着牠十分可愛的樣子。

然後去農地玩，我看見很多蔬菜，有白菜、菜心、香菜……全部青菜
都很綠，很好吃。

我今天真是玩得很開心。

2E 黃穎珊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

今年的暑假，我參加了游泳班。

星期六下午，媽媽帶我到屯門泳池門口集合。張教練教導我們先做
熱身運動，然後到更衣室換上泳衣，我走到一點四米深的泳池，「撲
通」一聲，教練握着我雙手，伸展四肢，吸氣、呼氣、一蹬和一收的動
作，不快不慢地前進着。

雖然很疲累，但是我真的很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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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鄧卓盈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

星期三，今天開始考試了。雖然我很努力温書，但還是很緊張。媽
媽説：「如果你每科合格，就會給你一份禮物。」我説：「知道了，我
會努力温習，我十分高興。」

星期日，考試完了，爸爸帶我們去青衣看聖誕裝飾。這是我喜愛的
《魔雪奇緣》，十分漂亮。

2E 楊穎晞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聖誕節。我們一家人去迪士尼樂園的時候，天開始下雨了。
我看見樂園裏的遊人匆匆忙忙地四處躲雨，媽媽買了一件雨衣給我穿
上，我們就在雨中玩耍。最後雨愈下愈大，今天，煙花表演和巡遊都取
消了。我也只玩了巴斯光年和旋轉木馬這兩個遊戲就回家了。

2E 吳嘉軒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

聖誕節的時候，我很開心。因為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泰國旅行。去
到的時候，我們先坐旅遊巴去水上樂園和遊樂場玩，我玩得很開心。然
後我們玩電動摩托車，我玩得很開心。

第二天，我可以去餵飼綿羊，最後我們坐船去珊瑚島，還跟爸爸玩
了水上摩托車，這個聖誕假期實在過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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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Y school rules
2A Ng Wing Yin

1.. We mustn’t run in the classroom.

2.. Wait for your turn at the tuck shop.

3.. We mustn’t pick the flowers in the garden.

4.. Don’t eat or drink during the lessons.

SYY school rules
2B Wang Yuen Pan

1.. You mustn’t walk on the grass.

2.. You mustn’t pick the flowers.

3.. You must keep quiet in the library.

4.. You mustn’t climb the trees.

SYY school rules
2C Ngan Sui

1.. Line up in the corridor.

2.. Keep off the grass in the garden.

3.. Wait for your turn in the computer room.

4.. Don’t pick the flowers in the garden.



28

二
年
級

Be a good friend
2A Lai Ching Yu

Jane, Tom and Sam are going to the country park. Jane is tired. She can 
take a nap, take a rest and sleep. Tom is thirsty. He can drink some apple 
juice, some orange juice and some lemon tea. Sam is hungry. He can eat some 
hamburgers, a pineapple and some sushi. They want to go home.

Be a good friend
2D Yu Wing Yee

Jane, Tom and Sam are going to the country park. Jane is tired. She can 
take a rest. Tom is thirsty. He can drink some water. Sam is hungry. He can eat 
some bread. They want to go home.

Be a good friend
2E Liu Wen Xin

Jane, Tom and Sam are going to the country park. Jane is tired. She can 
take a rest. Tom is thirsty. He can drink some water or grape juice. Sam is 
hungry. He can eat some bread, cakes or pineapples. They want to g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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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B Chan Kwok Hei

My name is Rex Cha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have one sister. She is nine years old. My father is a 
clerk. He does office work.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helps sick people. I love 
my family.

Me and my family
2C Yan Hei Wing

My name is Bella.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come to 
school on foot. I have one sister. My father is Stephen. He is an engineer. My 
mother is Doris. She is a clerk. I love my family.

Me and my family
2E Li Kwok Fung

My name is Jimmy.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come to 
school on foot.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My father is a construction worker. 
He builds houses. My mother is a doctor. She helps sick people. I love my swee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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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pupil
2A Pang Jenus

Calista Yau is a good pupil. She is helpful. She cleans the bookshelf on 
Mondays. She cleans the toilet on Tuesdays. She cleans the pencil case on 
Wednesdays. She washes the toys on Thursdays. She clears the table on Fridays. 
She waters the plants on Saturdays. She also makes the bed on Sundays.

Star pupil
2B Yuen Lok Wai

Dorothy is a good pupil. She is helpful. She hangs up the washing in the 
bathroom. She walks the dog on the grass. She waters the plants in the bathroom. 
She makes the bed in the bedroom. She feeds the dog in the living room. She 
sweeps the floor in the living room. She sets the table in the dining room.

Star pupil
2D Lai Ho Ming

Samuel So is a good pupil. He is helpful. He sweeps the floor every day. 
He hangs up the washing every day. He feeds the dog every day. He walks the 
dog every day. He folds the clothes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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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寫作：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A 莊梓軒

今天，天氣晴朗，小志和他的好朋友去公園打羽毛球，打完了，他
們就坐在一張長椅上休息。

然後，小志看見草叢中有一隻小蜜蜂。頑皮的小志就拿起球拍打
牠，小蜜蜂十分生氣，就蜇了他一下，小志大叫：「哎喲，好疼啊！」
那個傷口真是又紅又腫呀！

媽媽經過公園，發現小志受傷了，就送他去醫院，醫生説：「你的
傷口已經處理好了，在這星期要好好休息。」經過這次的經歷，小志明
白了以後不能亂打小昆蟲。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B 戴子文

陽光普照的星期六，小志在公園打羽毛球。打了一會兒，他累了，
就到長椅休息，忽然聽到一隻蜜蜂嗡嗡叫。

然後，他就很衝動地轉身打蜜蜂，還好牠避開了。但牠沒有飛走，
還蜇了小志的手一下，傷口又紅又腫，他説：「哎喲，我很痛！」

幸好，媽媽在小志的身邊，她看了他的傷口，立即帶他去找醫生。
醫生説：「是小問題，吃藥後就會康復。」

經過這次的經歷，小志學會了三思而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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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C 馮灝丞

今天，小志在公園打羽毛球。打得累了，他就坐在一張長椅上休
息。

然後，他看見了一隻蜜蜂。他很頑皮，竟然用羽毛球棒拍打蜜蜂。
之後，蜜蜂飛過來蜇了小志。他痛苦地吼叫：「哎喲！」他的手變得又
紅又腫。媽媽帶他去看醫生，醫生問：「你是不是被蜜蜂蜇了一下？」
小志回答：「是的。」醫生幫他清潔及消毒傷口後對他説：「沒事了，
以後要小心點。」

經過這件事後，小志學會了不要這樣頑皮。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D 黃詩敏

今天，小志到公園打羽毛球，小志説：「真累！咦！那邊有一張長
椅，那我們就在那邊休息吧。」

突然，有一隻蜜蜂飛了過來，小志用羽毛球拍拍打蜜蜂，蜜蜂很生
氣，就蜇小志的手臂。小志説：「哎喲！好痛呀！你這隻可惡的小蜜
蜂，蜇我的手臂，現在又紅又腫，我不會放過你的。」蜜蜂速忙地飛
走。

最後，媽媽帶小志看醫生，醫生問：「你哪裏不舒服啊？」小志哭
着説：「我的手臂。」醫生説：「你不應該這樣傷害動物的！你要愛護
動物。」小志經歷了這一次，就知道不可以隨便傷害小動物了。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E 王星智

今天，小志在公園打羽毛球，他感到很累，便坐在長椅上休息。

然後，小志在公園裏看見一隻蜜蜂，小志遇到牠後，他用羽毛球
拍打牠，於是牠蜇了他一口，他説：「哎喲！很痛呀！我的手又紅又
腫。 」小蜜蜂躺在地上，沒有過多久，牠就死了。

媽媽帶他到診所檢查，醫生説：「你休息三天就會痊癒。」經過這
事之後，他學會愛護動物，以後不敢再頑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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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寫作：記一次助人的事

記一次助人的事

3A 劉智韜

星期天，小志和妹妹在公園裏捉迷藏。

當他們玩得很開心的時候，一位坐在長椅上全神貫注地看報紙的老
伯伯正準備離開，他一點兒都沒有留意到自己的電話掉在地上了。但
這一切都被他們看在眼內。當小志拿着電話的時候，妹妹很小聲地説：
「 賺到了！我們自己有一部電話了！」小志對妹妹説：「妹妹，我們
不可以這麼貪心，老伯伯不見了自己的電話，他一定會很焦急！」妹妹
羞愧地點點頭。於是，小志急忙追上老伯伯，並把手提電話還給老伯
伯，老伯伯才恍然大悟：「你真是一個誠實和樂於助人的好孩子，謝謝
你！ 」

小志聽到老伯伯稱讚他，覺得很開心。原來能幫助人是一件多麼快
樂的事啊！

記一次助人的事

3B 洪翌嘉

陽光普照的星期天，公園裏有很多人，很熱鬧。有一些人在打太
極，有一位老伯伯在長椅上全神貫注地看報紙，看到連手機掉了也不知
道。而小志和妹妹在公園玩捉迷藏。

小志一轉身就看見老伯伯的電話掉在長椅上。小志的妹妹説：「我
們不要還給老伯伯吧！」小志的朋友又説：「你不要聽她的，我們不可
以把拾到的東西據為己有。」小志左右為難。

最後，小志向老伯伯跑過去，他説：「你剛才在公園掉了手機！」
老伯伯説：「謝謝你，你真是一位誠實的孩子。」

看着老伯伯臉上綻開鮮花一般的笑容，小志十分開心，他明白了
「 贈人玫瑰，手有餘香」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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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助人的事

3C 梁政謙

今天，小志和他的妹妹到公園玩，他們玩得很開心。在公園的另一
邊，有一個老伯伯在椅子上休息和看報紙。

然後，老伯伯走的時候，他的電話掉了在地上。小志看到了，立即
把它撿起。之後，小志的妹妹説：「你立即拿回這部電話給老伯伯。」
小志説：「好，我馬上拿回這部電話給他。」

最後，小志把電話交給老伯伯，看着老伯伯的笑容，小志覺得很開
心。小志學到不可以將拾到的東西據為己有這個道理。

記一次助人的事

3D 盧寶兒

早上，小志、妹妹和朋友到公園玩捉迷藏。

小志説：「哈哈！你捉不到我。」妹妹笑了一笑。小志剛好轉身
時就看見老伯伯丟了智能電話。他撿起電話給妹妹和朋友看。妹妹
説： 「 我提議不要還給老伯伯。」小志説：「我們不可拿不是自己的東
西據為己有。」

頓時，妹妹才恍然大悟要還給老伯伯。老伯伯説：「謝謝你幫我撿
拾我的智能電話。」

最後，看着老伯伯的笑容，小志感到十分開心。他明白幫助人是一
件助人為快樂之本。

記一次助人的事

3E 黃乙曼

星期天，小志和妹妹在公園玩捉迷藏。

小志在公園裏看見一部手提電話，原來是老伯伯不小心把它掉在地
上，妹妹説：「我們快把手機還給那位老伯伯。」老伯伯説：「感謝你
幫我找回這部手提電話。」

小志是很有愛心的，最後，小志學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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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

3A 楊雅恩

當我看到門上的掛件，就會想起「中華文化日」那天，我真的十分
開心。

當天，天氣温暖得像媽媽的雙手撫摸着我一樣。首先，我和同學到
禮堂進行「新春大團拜」活動，老師介紹了很多刺激的遊戲和賀年歌，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進行「品嚐中華美食及年宵攤位」的時候。
當時，我看到很多同學都像一支箭的樣子衝向美食攤位及年宵攤位，場
面人山人海。但我也看見有些攤位冷冷清清的；有些攤位熱熱鬧鬧的。
我和同學們都使用了現金代用券買了心愛的物品。那兒的美食都十分好
吃，它們好像正在叫我去吃它們似的，令我垂涎三尺。然後，我們就回
到教室進行「中華創藝」活動。結束後，我就帶着作品回家了。

最後，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過了充實的一天。

中華文化日

3B 謝曉瑩

當我一看見中華文化日那天得來的禮物，就想起當天的情況。當天
天氣炎熱，我回到學校門口，我就很期待當天的活動。

然後，我上到課室，好多同學穿着華服，有的卻穿着運動服和校
服。接着，我們去禮堂進行「新春大團拜」，我們一起唱《歡樂年年》
和猜十二生肖裏面的動物，同學們都非常投入。

我最難忘的是品嚐中華美食和年宵攤位遊戲。來到操場時，我看到
很多美食，有茶葉蛋、有炒米粉、有雲吞……我看見好多同學都吃得津津
有味。我和朋友吃完後就去操場的另一邊買禮物。我看到有許多同學在
賣東西。我一走到操場的正中間，就有很多五、六年級的同學都圍着我
七嘴八舌地説：「同學啊！快來買啊！這些禮物很漂亮！」我就跑向投
票的地方，那裏人山人海，很熱鬧！因為我覺得5C班的遊戲最有趣，所
以我就投了他們班一票。

當天，我歡天喜地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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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

3C 曲柏成

二月十三日是中華文化日，我和同學一起回校參加這個活動。

首先，我們到禮堂參加「新春大團拜」，同學們一起唱賀年歌。然
後，我們又玩了猜生肖遊戲。大家都非常高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品嚐中華美食的一幕。那裏有炒米粉、茶葉蛋等
等可供選擇。家長姨姨向我推銷説：「吃這個吧！」食物就像在向我揮
手一樣，呼喚我去品嚐它們。我吃了糖不甩和茶葉蛋。不過，糖不甩太
甜了。我最喜歡吃的是炒米粉，因為姨姨很熱情地招呼我，所以我吃了
很多呢。

這天，我真的十分高興，我希望每年學校都會舉辦中華文化日。

中華文化日

3D 吳建峰

二月十三日是中華文化日，我和同學一起回校參加這個活動。

首先，我們到禮堂參加新春大團拜，同學們一起唱賀年歌。然後，
到有蓋操場玩攤位遊戲。大家都高興采烈地玩遊戲。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年宵攤位遊戲的射木板。木板像小兔子一樣，
彈來彈去，不讓我把它射倒。與此同時，我發現我的印章紙悄悄地在
我的口袋逃跑了。我很緊張，我想：我不能換禮物了。我焦急地去找老
師：「老師，請問你有沒有蓋印章的紙呢？」「有，我再給你一張吧。
」老師説。我拿到之後就急忙去換禮物，排了很久很久才到我。換完禮
物後，就要上課室做中華創藝了。

最後在課室裏一起編織揮春，編織揮春雖然很困難，但我們也嘗試
盡力完成。今年的中華文化日真的很開心，我也感受到濃濃的春節氣
氛，希望下年也會有同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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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

3E 張浩揚

二月十三日是「中華文化日」，我和同學一起回校參加活動。

當天，天氣很好，老師們和同學們穿上中國服裝，真漂亮。首先，
我們一起到禮堂玩遊戲──「猜十二生肖」。然後，我們到操場玩攤位
遊戲和品嘗美食，大家很開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食攤位和遊戲攤位，很多同學在操場和有蓋操
場，人山人海，同學們排隊玩遊戲，非常熱鬧。我看見很多同學品嘗美
食，例如魚丸、糖不甩、菊花茶、茶葉蛋……同學對我説：「糖不甩很美
味。」我説：「我喜歡豆腐花。」

我覺得「中華文化日」很開心，因為我和同學們吃了很多美食和玩
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攤位遊戲。

太陽

3A 溫瑋麟

它是誰？.
它是太陽.
太陽像一個慈祥的老伯伯.
他每天都擁抱我們

它是誰？.
它是太陽.
太陽像媽媽.
每天對着我們笑

它是誰？.
它是太陽.
太陽像一位老師.
每天都温暖我們的心

小鳥

3B 余芷琦

穿着藍色和白色的裙子.
在天空慢慢地翱翔.
累了在樹上吃蟲子

是誰？到底是誰？.
唱着那麼美妙的歌聲.
讓風姐姐、樹伯伯.
都來聽牠唱歌

原來牠是小鳥.
我想跟你一樣.
在天空飛翔.
在地上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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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

3C 李雅可

它是甚麼？.
像一張張衞生紙，.
在天空幫太陽擦汗。

它是甚麼？.
像悠閒的羊，.
在天空看地下的人。

它是甚麼？.
像一隻雪白的小狗，.
在天空散步。

雪花

3D 黃佳銘

它是甚麼？.
雪花像一顆會發光的眼睛，.
它在空中看風景。

它是甚麼？.
雪花像一個友善的小朋友，.
它在空中向我們揮手。

它是甚麼？.
雪花像一個活潑的舞蹈家，.
它在空中飛舞。

分身術

3E 陳國恆

太陽像一個又圓又大的火球，.
香蕉像彎彎的月亮，.
白雪像一隻小綿羊，.
雨哥哥在天空中跑馬拉松，.
雲在天空上跳舞，.
彩虹在天空中舉行時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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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story: Let’s make sandwiches

Let’s make sandwiches
3A Li Chun Ho

It is Sunday. Mary and Susan are very hungry. They want to make some 
sandwiches. They go to the kitchen to find some food. There is some ham, 
cheese and butter but there isn’t any bread. Then they buy some bread at the 
supermarket. At last, they make some ham and cheese sandwiches. They are 
happy.

Let’s make sandwiches
3B Keung Hoi Ying

It is Sunday. Mary and Susan are very hungry. They want to eat some 
sandwiches. They go to kitchen and look into the fridge. But there isn’t any 
bread. Mary and Susan are very sad. Next, Mary goes home. Susan says, “We 
are very hungry.” Mary says, “Okay! Let’s go to KFC and eat lunch.” At last, 
they are full and happy.

Let’s make sandwiches
3E Wong Yau Yau

It is Sunday. Mary and Susan want to make sandwiches at home because 
they are hungry. Then, they go to the kitchen to find some food. They look in 
the fridge. There is some ham, cheese and butter. There isn’t any bread. They 
feel sad. Next, they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sandwiches and some 
sushi with soy sauce. At last, they eat sushi with soy sauce. They are happ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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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upermarket
3A Tsang Tsz Lok

It is Sunday. Helen is buying something at the supermarket. She wants 
to buy three packets of potato chips, two cans of cola and one box of eggs. 
‘How much is it altogether?’ asks Helen. ‘It’s forty-five dollars please,’ says the 
shopkeeper. She drops her bag when she leaves the supermarket. At last, she 
meets her dad. He helps Helen to buy some eggs again. She is over the moon.

At the supermarket
3C Kaur Anmoldeep

It is Sunday morning. Helen is shopping in the supermarket. She wants to 
buy three packets of potato chips, two cans of cola and a box of eggs. Helen 
asks, “How much is it altogether?” The shopkeeper says, “It is forty-five dollars.” 
Helen pays and leaves. She drops the bag and the eggs breaks. Then, Helen 
goes to the supermarket again. After that, she buys the things again. Finally, she 
is excited again.

At the supermarket
3D Lo Po Yi

It is Sunday. Helen is buying something at the supermarket. She wants to 
buy three packets of potato chips, two cans of cola and six eggs. ‘How much is 
it altogether?’ asks Helen. ‘It is forty-five dollars altogether,’ says the shopkeeper. 
She drops her bag and breaks the eggs when she leaves the supermarket. She 
meets her aunt. She helps Helen to buy some eggs. She is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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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ing a present
3B Wong Wing Yan

It is Saturday. Winnie and Joe want to buy a birthday present for David 
because it’s his birthday on Sunday. They go to the toy shop. “How much is it?” 
asks Winnie. “It’s fifty-five dollars,” says the shopkeeper. They jump up in shock 
because they don’t have enough money. Joe says, “Let’s buy another toy.” He 
feels glum because he can’t buy the car.

Buying a present
3C Bibi Bisma

It is Saturday. Winnie and Joe want to buy David a present because it is 
David’s birthday. They want to make him happy. Winnie asks, ‘How much is 
the toy car?’ ‘It’s fifty-five dollars,’ says Joe. They buy a robot but not the car. 
They are very happy.

Buying a present
3D Ho Lok Tin

It is Saturday. Winnie and Joe want to buy David a present because it is 
David’s birthday. They go to the toy shop. Winnie asks, ‘How much is the toy 
car?’ ‘It is fifty-five dollars.’ says the shopkeeper. The children say, ‘Oh no! We 
just have fifty dollars in our pocket.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hey see a 
robot. It is just forty-five dollars. They buy a robot for David. They ar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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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y at home
3A Chan Man Ni

Today is the second of May. The weather is bad. Kelly and Pam do not 
need to go to school. They feel happy and excited. They play computer games. 
The games are funny. Mum says, ‘Tomorrow, you will have an English test!’ 
The English test is on the third of May. Kelly and Pam say, ‘Sorry! We forget to 
study for the English test.’ They go to bed at eleven o’clock at night. They fail 
the English test. They feel sad. They promise to study harder.

A day at home
3B Yu Tsz Kei

Today is the second of May. The weather is rainy. They do not need to 
go to school. They clap their hands and leap with joy. They play computer 
games all day. Mum pops in and says, “English test is on the third of May. That 
is tomorrow.” “Oh no! We forget to study!” say Kelly and Pam. They get bad 
results in the English test. They are unhappy.

A day at home
3E Lam Ki Fung

Today is the second of May. The weather is bad so Kelly and Pam do not 
need to go to school. They are happy. They play computer games all day. Mum 
says, ‘Girls! Do you study for the English test? The English test is on the third of 
May.’ Kelly and Pam say, ‘Oh! We forget to study for the English test.’ They do 
not go to sleep. They study for the tes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They are sleepy 
and tired.



44

四
年
級

四年級



45

四
年
級

書信

4A 華穎欣

親愛的姑母：

您好嗎？您在美國過得好嗎？

農曆新年假期時，我差不多每天去拜年和探親，雖然天天都要拜
年、探親等等，但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紅包，而且比去年還要多。您猜
猜我們有沒有去境外旅遊？當然有啦！我這麼多年沒回去過鄉下了！我
記得上次回鄉的時候我還在讀一年級。

我的生日快到了，不知道爸爸媽媽會給我甚麼生日禮物和怎樣的生
日蛋糕呢？

祝

生活愉快！

姪女.
　穎欣上.
　二月二十七日

書信

4B 羅樂遙

親愛的姑母：

你現在生活得好嗎？

農曆新年期間，我和家人回了大陸探親。我們一起逛花市。花市裏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花︰有桃花、桔子、菊花……媽媽原本想買一盆桔子回
香港，可是桔子太重了，所以改買桃花。不過桃花一盆要五十多元，我
們覺得很貴，也沒有買。最後，我們決定買菊花。

三月十七日就是第二次考核的日子，現在是考試周的前一周，學校
內的大部分課外活動暫停了。我會把握時間，好好温習以應付考試。

祝

生活愉快！

姪女.
　樂遙上.
　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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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

4C 趙詩雅

親愛的姑母：

你在美國生活好嗎？

農曆新年期間，我和家人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拜年探親、境外
旅遊和吃很多賀年食品。我和家人都高興。因為我們收到很多紅包，我
和姐姐是家人中數到最多紅包的人。我有紅包二十二封，姐姐有二十五
封，媽媽是最少的。

希望您下年能回來一起過農曆新年假期。

祝

身體健康！

姪女.
　詩雅上.
　二月二十九日

書信

4D 林誌證

親愛的姑母：

您好嗎？

農曆新年，我和家人在香港一起過新年，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去親戚
家拜年，他們住在屯門，我們很想念表哥和表妹，我們跟他們一起吃賀
年食品，例如：年糕、油角、瓜子等，我覺得很好吃。晚上，爸爸和媽
媽跟我一起放煙花，開心極了！現在我是四年級的小學生，我在家裏好
好地温習，準備迎接第二次考核，我希望得到一百分。

祝

身體健康！

姪兒.
　誌證敬上.
　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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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風波
4A 梁淑欣

有一天放學後，我遇見我的同班同學小熙，她跟她的表妹在玩捉迷
藏。一場小風波就開始了。

當她們玩得得意忘形的時候，小熙看見了我便躲在我的背後，她把
雙手抓着我的脖子，又把我手上的手冊撞到地上。

我大叫：「啊！我的手冊啊！」這時，她放開雙手，走過來問：
「 發生了甚麼事？」「你還好意思問，我的手冊被你撞倒地上了！」我
大聲地罵她。她好像當沒事發生地樣子説：「不就是一本小冊子而已，
你不用大驚小怪啊！」然後，我立刻把手冊拿回來。那時候，我生氣
了，臉就像一個紅蘋果一樣紅，然後，我咬牙切齒地回家了。

過了幾天，她向我道歉説：「對不起，我不應該抓着你的脖子和撞
掉你的手冊。」我想：她也向我道歉了，我是不是不應該再生氣呢？然
後，我説：「不要緊，那時候我罵你，我也有不對。」最後，這場小風
波總算過去了。

一次小風波
4B 江　穎

看着這個筆盒，令我想起那次和晴晴發生的小風波……

一天，晴晴去我家玩，我、晴晴、弟弟和媽媽一起比賽畫畫。

晴晴看見我的筆盒，她很喜歡。於是，她趁我在收拾東西時，偷偷
把我的筆盒放進自己的背包裏，然後，跑過來和我一起收拾東西。

中午了，我們一起吃午飯。忽然，我發現筆盒不見了。我和媽媽找
了很久，仍是找不到。那個筆盒可是我的生日禮物啊！我很焦急，哭了
起來，像個淚人一樣。媽媽一邊安慰我，一邊説：「你問晴晴好嗎？」

這時，我竟然在晴晴的背包裏發現我的筆盒。晴晴叫道：「小偷，
把筆盒還給我！」我憤怒地説：「你才是小偷！」我把筆盒拿起，晴晴
也伸手過來搶。我們各不相讓，我説：「原來是你偷了我的筆盒！」晴
晴説：「我沒有！」我指着她的鼻子，説：「你手上的筆盒就是證據！
」

媽媽看見了便説：「不要吵，朋友要相親相愛，為甚麼會吵架？」
我説：「晴晴偷了我的筆盒！」晴晴紅着臉，説：「對不起，是我偷
的。」

這件事令我學會了做錯事要勇敢地告訴別人，承擔責任。最後，晴
晴把筆盒還給我了，我也慶幸沒有失去這位好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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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風波

4C 廖心言

上星期六的早上，媽媽、爸爸、我和妹妹坐在家中。

當時我和妹妹玩耍的時候，忽然妹妹害怕地對我説：「我……我可不
可以玩其他玩具呢？」我憤怒地説：「當然不可以！因為我喜歡玩這個
像沙發一樣軟的洋娃娃呢！」

那時妹妹大哭起來，媽媽和爸爸聽了，就問：「發生甚麼事？」妹
妹大哭地説：「姐姐不給我玩其他玩具！」媽媽説：「姐姐有自己的想
法，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們不用吵架的。」

最後我們一同道歉。這事教導我不可以因小小東西就吵架，我們學
習互相包容和想辦法解決問題。

一次小風波

4D 石佳賢

星期一的時候，我的橡皮擦不見了，那可是我唯一心愛的橡皮擦。
我很焦急，心想：等一下就是要英文默寫了，怎麼辦呢？那時，我看到
小浩着我的橡皮擦，他竟然偷了我的橡皮擦。

我到小浩面前，大聲對他説：「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偷了我的橡皮
擦！」小浩不但否認，還説這是潘老師借給他的，這時我生氣極了。

啊！小浩哭了，我低着頭很不開心。這時老師走過來，便對小浩
説：「你怎麼了？」小浩就把事情的經過説給老師聽。老師聽了後，就
把借橡皮擦的事證明給我聽。這時，我才知道我冤枉了小浩，便立刻向
小浩道歉。

一場風波過去了。這橡皮擦會一直是我的寶貝，我下次不會再衝動
了，冤枉別人了，我決心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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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妹不見了

4A 陳塏宜

今天，我收拾的時候，找到了去年媽媽在年宵市場買給我的花燈，
就令我回想去年妹妹不見了這件事。

中秋節那天的晚上，媽媽和爸爸帶我和妹妹到年宵市場裏逛街。我
們看到了很多很漂亮的花燈，所以，媽媽便買了一個花燈給我和妹妹。

妹妹很高興，她眉開眼笑、滿臉笑容地拿着花燈到處跑。爸媽一不
留意，妹妹就不知跑到哪裏玩了。我們十分擔心，我們全身發抖，希
望能夠快一點兒找到妹妹，便匆匆忙忙地找妹妹。我們一邊走，一邊大
叫：「妹妹，你到哪裏了？」我們每個攤檔都仔細找清楚。我們找了很
久都找不到她，我們便決定找保安員幫助我們。

過了一會兒，保安員終於找到妹妹了。妹妹眼泛淚光，她哭着説：
「保安員哥哥，謝謝您！如果不是您，我就不能找回媽媽和爸爸了。
」她很感激保安員哥哥的幫助，我們也一起向他道謝。保安員哥哥
説： 「 下次記住跟着爸媽走，不要自己走到其他地方玩了。」最後，我
們開心地繼續玩。

我學會要跟着爸媽，不要自己走到別的地方玩。

小妹妹不見了

4B 田小康

每當我到了這個商場，就會想起妹妹不見了的那一天。

一天晚上，我和妹妹到商場買零食，我們高興地蹦蹦跳跳。到了零
食店，我説：「妹妹，你坐在這裏等我不要動。」我心想：終於可以安
心地買零食了！可是，一眨眼，妹妹就不見了。我東張西望還是看不到
妹妹，這時我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這下怎麼辦呢？答案就是去找保
安員。

我去問保安員，我説：「有沒有看到一個頭髮長長的，眼睛圓圓
的，鼻子高高的小女孩？」保安員説：「我見到了，她在衣服店。」我
馬上去衣服店，但我看不到妹妹，我緊張得手心冒汗。這時，妹妹大
叫：「哥哥，我在這兒！」我頓時好像從地獄飛到天堂一樣。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會了要好好看管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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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妹不見了

4C 陳孝君

上星期三，我和妹妹放學的時候，我們覺得肚子很餓。於是就去了
便利店買東西吃。

排隊的時候，我發現妹妹不見了，然後我在街上在大叫：「妹妹，
你在哪裏？」我很害怕不知道要怎樣做。於是我立刻跑回家找妹妹，但
是她又不在家，之後我就去了妹妹最喜歡去的地方──遊樂場。

最後我在遊樂場看到妹妹和她的同學一起玩耍，之後我走過去對她
説：「你以後不要隨便離開我。如果我找不到你，你就不能回家了。」

這次使我感到又擔憂又緊張，因為妹妹差一點就不見了。下一次放
學的時候我一定會好好看着妹妹。

小妹妹不見了

4D 陳振恆

新年到了，媽媽做了一桌豐富的晚餐，在飯桌上，我和妹妹對爸爸
媽媽説：「祝你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爸爸和媽媽也祝我們天天快
樂，聰明伶俐。我們高興極了！

吃完晚飯，我們一家四口到廣場放煙花。我點燃一枝「火箭」，妹
妹坐在椅子上仔細端詳，我們只見它在地上旋轉了幾個圈，就飛到天空
上，火花把天空照亮了。這時我發現，整個天空都是五光十色的彩虹，
十分漂亮，好像進入一個華麗的禮堂。大家都歡天喜地迎接新年的到
來。過了一會兒，我的妹妹不見了，我説：「妹妹，哥哥在找你啊！」
我和爸爸心裏着急，不停地在廣場尋找妹妹的踪影，突然，有一個黑影
在我們眼前出現，到底是誰？

原來我們發現妹妹躲在大石後，害怕得發抖，我上前安慰她，我對
她説：「你為甚麼那麼緊張？」她對我説：「我害怕天上有雷電公公來
找我。」聽完後，我們忍不住大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我們都説妹妹
想像力很豐富啊！

最後，我們開開心心地回家，回到家裏，我們把妹妹的趣事説給小
明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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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上網壞處多

4A 張明熙

你喜歡玩電腦嗎？那你每天會玩多久？曾有調查指全港有七成九青
少年沉迷上網。如果你是其中一位沉迷上網的青少年，那你就要看看這
篇文章。

第一，沉迷上網會影響身體健康。曾有研究指出上網超過四至五小
時會影響視力，因為電腦和手提電話的螢幕放射出一種叫輻射的物質，
而這種物質正正就是對眼睛有害的物質。此外，沉迷上網的青少年使用
大部份時間來上網，使他們沒有充足的時間休息。由此可見，沉迷上網
會影響身體健康。

第二，沉迷上網會影響精神健康。英國衞生部研究指出青少年使用
大量時間上網導致抑鬱、焦慮，自信心下降等問題。很多青少年為了舒
緩壓力，逃避現實而選擇了沉迷上網。由此可見，沉迷上網會影響精神
健康。

以上我只舉了幾個沉迷上網的壞處。我希望看完這篇文章後，你可
以減少上網的時間。

沉迷上網壞處多

4B 洪曉桐

你們喜歡上網嗎？我很喜歡上網的，不過沉迷上網有很多壞處，就
讓我告訴你們沉迷上網有甚麼壞處吧。

第一，沉迷上網會影響我們的健康。我的表姐沉迷上網，她經常通
宵達旦地玩網上遊戲，不肯睡覺休息，以致上學時暈倒。由此可見，沉
迷上網確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第二，沉迷上網會令我們的成績退步。曾有報道指出，一名學生本
來成績優秀，但因為沉迷上網，沒有花時間在會考前温習，所以英文成
績不合格，甚至會考只考到六分，影響升讀大學的機會。由此可見，沉
迷上網是會令我們的成績退步，影響升學。

現在，你們知道沉迷上網的壞處了嗎？所以你們每天千萬不要花超
過一小時來上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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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上網壞處多

4C 陳以諾

假如有一天，這個世界沒有了文字，世界會變成怎樣？

沉迷上網有甚麼問題嗎？

第一，沉迷上網會引發隱疾。有青年團體訪問逾千名青少年後，發
現逾四分之一人士每天上網超過四小時，以致視力衰退及抽筋。

第二，在網上與陌生人交談或單獨見面是有危險。調查發現青少年
在網上貼相、網上交友，甚至是網上欺凌等行為日趨嚴重。

第三，沉迷上網可導致眼睛受損要佩戴眼鏡。電腦屏幕會使視力下
降。

第四，沉迷上網會影響學習的機會。曾有電視指出，很多青少年每
天都上網，很少温習，由此可見，沉迷上網的確會成績下降。

所以我們不要沉迷啊！沉迷是很嚴重的。凡事也要適可而止。

沉迷上網壞處多

4D 劉駿謙

你知道沉迷上網有甚麼壞處嗎？

第一，沉迷上網會令眼睛受損。曾有專家指出，青少年人長期使用
電腦，會令眼睛疲倦，甚至導致失明。

第二，沉迷上網會破壞家庭關係。曾有報導指出，很多青少年每天
花上數小時玩上網遊戲，很少時間與家人相處和溝通。由此可見，沉迷
上網的確會破壞家庭關係。

第三，我們上網很容易誤交朋友。在網上誤交朋友，很容易被別人
騙了我們的金錢。

總而言之，沉迷上網壞處多，會對身體不好和容易誤交朋友，所以
我們要適可而止，不要被電腦控制我們的正常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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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 new friend
4A Chan Hiu Man

Hi Angela,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I am a girl. I am nine years old.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fourth of August.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am thin and I am the thinnest person in my family. I am light and I am 
also the lightest person in my family too. I am tall and my hair is long.

 I like drawing pictures, surfing the Net, humming songs and singing songs 
in my spare time. I always draw a lot of drawings on Saturdays and sometimes 
surf the Net on Sundays. I often listen to a lot of Korean pop music on Fridays.

 Please write and tell me about you.

Emily

Make a new friend
4B Lam King

Hi Donald,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I am a boy an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am 
nine years old. My birthday is on the seventh of January.

I am the shortest in my family. I have the shortest hair and I am thinner 
than Tim. I am shorter than Luwell.

I like cycling, swimming, playing football, playing basketball, playing the 
piano and playing the violin.

Please write and tell me about you.

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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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 new friend
4D Shi Jia Xian

Hi Angela,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I am a girl. I live in Hong Kong. I am tall 
and skinny.

I am eleven years old. My name is Shi Jia Xian. I study in SY Yeh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I like collecting stickers and reading the newspaper. I like swimming an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Please write and tell me about you.

Shi Jia Xian

S Y Yeh Supermarket
4B Wong Ching

A pack of Super Potato Chips is more delicious than a packet of Nice 
Potato Chips. A packet of Jolly Potato Chips is the most delicious. I decide to 
buy a packet of Super Potato Chips.

A carton of Jolly milk is more popular than a carton of Nice Milk but the 
most popular is a carton of Super Milk. I decide to buy a carton of Super Milk.

A bar of Jolly Chocolate is heavier than a bar of Super Chocolate. But a 
bar of Nice chocolate is the cheapest and the heaviest. I decide to buy a bar of 
Nice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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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 Yeh Supermarket
4C Li Ka Man

A packet of Jolly potato chips is the most expensive but it is more delicious 
than a packet of Nice potato chips. I decide to buy a packet of Jolly potato chips.

A carton of Super milk is the most expensive but it is more popular than a 
carton of Jolly milk. I decide to buy a carton of Super milk.

A bar of Nice chocolate is the most delicious but it is less popular than a 
bar of Jolly chocolate. I decide to buy a bar of Nice chocolate.

S Y Yeh Supermarket
4D Zeng Nga Ting

A packet of Jolly potato chips is the most delicious but i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a packet of Nice potato chips. I decide to buy a packet of Jolly potato chips.

A carton of Jolly milk is more delicious than Nice milk but it is cheaper 
than a carton of Super milk. I decide to buy a carton of Jolly milk.

A bar of Jolly chocolate is more popular than Nice chocolate but it is more 
delicious than Super chocolate. I decide to buy a bar of Jolly chocolate.



56

四
年
級

A letter to the Three Little Pigs
4A Lee Man Yu

Dear Three Little Pigs,

How are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and my friends to your great 
party! I hope my friends and I can visit your home very soon.

My name is Mandy. I am nine years old. I am the shortest girl in my class 
so everyone calls me ‘little girl’. I like collecting cans because some cans from 
the USA are interesting. I like them very much. I like playing Chinese checkers 
because it can make me calm. I always play the flute on Saturday mornings. 
I sometimes surf the Net on Friday evenings too. I like playing the flute very 
much because it is interesting.

Jacky is my friend.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a shy boy in the class. He 
is also the shortest boy but he runs very fast. He likes playing football so there 
are many footballs in his home. He likes reading comics too because he thinks 
the comics are fun. He sometimes plays the piano on Monday evenings but he 
does not like music.

My second friend is Neil.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funny. He always tells 
jokes. When we were in 3A, Neil had a piano competition. But unluckily, he 
forgot to bring the Competition Notification so he did not win in the competition. 
He was very careless.

My third friend is Yoyo. She always gets the first in exams because she is 
hard-working. She is very calm and she likes making desserts, salad and cookies. 
She is a little chef. She always plays card games with me. She is my best friend 
forever.

I think your party must be great. I hope my friends and I can enjoy your 
great party. Maybe we can bring some healthy food, for example, sweet potatoes, 
dim sum and salad. For drinks, we can bring lemonade, soya milk, coconut 
juice and apple juice. Also we can play three-legged-race and skip together. I 
hope we can see you soon!

Love,.
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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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the Three Little Pigs
4C Fung Chun Sing

Dear Three Little Pigs,

Hi! How are you? We are happy. We will come to your party on Sunday.

My name is Billy. I am nine years old. I am the tallest in my class. I am the 
fattest in my class.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and playing handball in my school. 
I always play basketball on Sundays in the park. I always play handball on 
Sundays in my school.

Susie is my friend. She is eight years old. She has the longest hair in her 
class. She is the shortest in her family. Susie likes reading the newspaper and 
collecting stamps in her spare time. She always plays the piano in the park. She 
often plays basketball on Sundays in my school.

My friend is John.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the thinnest in his family. 
He is the shortest in his class. John likes swimming and reading comics. He 
sometimes collects cards. He has never played Chinese checkers at my home.

My friend is Samuel.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the smallest in his family. 
He is the fattest in my class. He likes playing basketball and cycling in his spare 
time. He always goes cycling. He sometimes plays basketball at his school.

I will go to your party with my friends. We can eat birthday cake, chicken 
wings, pizza, fruit, spaghetti with meat sauce and salad. We can drink juice, cola, 
Fanta, lemon tea, apple juice, mango juice, banana juice and grape juice. My 
friends and I feel excited and happy.

Love, .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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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the Three Little Pigs
4D Yeung Yu Sum

Dear Three Little Pigs,

How are you? I feel happy. We will come to your brick house on Sunday.

My name is Mary. I’m ten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I also like playing 
football. I always play football at the sports centre on Sundays.

I have never played the violin at the music centre on Fridays.

My friend is Oscar Lin.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likes swimming. He also 
likes playing computer games. He sometimes goes swimming at the swimming 
pool on Sundays. He sometimes plays computer games at my friend’s house on 
Fridays.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party. We can eat cake and salad. We can drink 
cola and juice. We can play some games. My friend and I feel happy.

Love,.
Mary

Old days
4A Cheng Chun, Tal

I talked to my grandma about her school life when she was in kindergarten.

There were not any computers in her school but that was common. There 
were not any air-conditioners so she was dripping with sweat. There was not a 
library so she couldn’t learn knowledge. There was a hall in her school.

When my grandma was free, she always played hopscotch. Maybe she 
would think it was boring. She liked playing hide-and-seek. That’s better. She 
could run without pause. She had never played electronic games or bean bags. 
They were static games. She was a ‘norm’ athlete. She joined many sports 
competitions.

My grandma was a lovable girl. She could go to school by herself. Her 
classmates and she could pack their school bags by themselves. It was definitely 
easy but she could not play badminton. She could not climb the stairs by herself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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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days

4B Law Lok Yiu

I talked to Winnie about her school life when she was in kindergarten. There 
weren’t any computers in my friend’s school so she couldn’t play computer 
games. There were air-conditioners in her school so she could enjoy cool air. 
There was a library in her school so she could read. There wasn’t an art room 
in her school so she could not draw.

In her spare time, she didn’t play electronic games, she played hide-and-
seek. She did not play computer games. She did not play Chinese chess.

My friend couldn’t go to school by herself s her mum helped her. My 
classmates and I could pack our school bags by ourselves so we didn’t need 
help. My friend couldn’t study English by herself so her mum helped her. My 
friend could carry her schoolbag by herself so she didn’t need help.

Old days
4C Chung Ka Chun

I talked to Samuel about his school life when he was in kindergarten.

I could do up my buttons by myself. I could get dressed by myself. I could 
carry my school bag by myself.

He could go to school by himself. He could carry his school bag by himself. 
He could tie his shoelaces by himself.

We could pack our school bags by ourselves. We could carry our school 
bags by ourselves. We could go to school by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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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5A 顏嘉琪

二月六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姍姍生日，我們約好聚首一堂，在她家裏一起慶祝。場內歡
聲笑語，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玩遊戲，有的人在跳舞，我們玩得興
高采烈。

到了我們最期待的一刻──送禮物和切蛋糕了。大家都熱血沸騰，
我們送了一個親手製作的相架給她，相架裏存放了我們全班的大合照，
這樣一來，我們的友誼就分不開了。

這次由我來拿蛋糕，因為我太興奮，一不小心，「啪！」，蛋糕掉
在地上了，誰也不能吃了，大家都用指責的目光看着我，我無地自容，
不知所措，於是，我哭了，我一邊哭一邊説：「對不起，我真是一個大
笨蛋，連這樣簡單的事也做不到……」就這樣，一個熱鬧的生日會因為我
的不小心而不歡而散。

這件「樂極生悲」的事告訴我，做任何事都要小心謹慎，不要被快
樂沖昏了頭腦。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既難過又愉快的一天。

日記
5B 梁雅怡

二月六日　星期五　雨

今天是一個樂極生悲的日子，因為我本來做完功課去公園玩，但是
下雨了，我卻因此受傷了。

我大約六點多做完功課，便請媽媽給我去公園玩。一下樓，天氣陽
光普照，我的心情也高興起來。到了公園，首先當然是去玩我最喜歡的
滑梯。半個小時後，悲劇來了，天上的雨嘩啦嘩啦地下着，看到這麼大
雨，附近又沒有可以擋雨的地方，我心裡浮出一個念頭──立即跑回家
吧。

這麼大雨，我心裏只有立即回家的念頭。天很暗，我沒有顧及前面
的路，只有向前快跑，由於地上很滑，我滑倒了。腳上更腫了，我痛得
只能坐在地上，淋着雨。後來，媽媽發現我沒回來，擔心得打着傘來找
我。回家了，媽媽幫我量體溫，發現我發燒了，媽媽只好幫我請了一天
假。

經過這次，我知道了以後下雨，千萬別跑，否則我又要滑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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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5C 鍾葉兒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最甜和最苦的一天，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説過會帶
我去很好玩的地方，所以我很期待。

放學後，媽媽來接我去好玩的地方，那裏就是──遊樂場，我們玩
了很多機動遊戲，有旋轉木馬、過山車……當時我看見有棉花糖賣，很
高興地衝過去，不過衝過去時不小心跌倒在地上，還頭破血流，我很傷
心，因為我令媽媽擔心，之後我被送到醫院治療。

這件事令我明白到甚麼是「樂極生悲」，做甚麼事都不能衝動、要
冷靜。

日記

5D 黎頌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陰

今天天氣晴朗，早上在家裏發生了一件樂極生悲的事情，真是難
忘。

早上，我和弟弟本想到公園玩耍，但看着屋外的天氣，真是令我們
失望。我們只好留在家裏玩「槍戰」，並用盒子砌成自己的「城牆」。

「槍戰」開始了，我們就互相對射，他射了我的「城牆」，我就還
擊。我們的子彈在半空中飛來飛去，就像戰爭中的戰機一樣。

我們的子彈慢慢地用完了，便從「城牆」走出來，把地上的子彈拾
起來。但是，我們在桌子上「上彈」時，我不小心把子彈射到桌子上
面，不料，它反彈到弟弟的眼睛，弟弟馬上大哭起來。

這時，媽媽在她的房間裏跑出來，看見我呆呆地看着她，就責罵了
我。本來開開心心的事，玩得得意忘形，最後發生這悲劇，是我意料不
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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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
5A 賴栢濠

敬愛的袁隆平：

你最近忙碌嗎？我非常感謝你呢！

感謝你研發雜交水稻，否則我們不能過豐衣足食的生活。

如果沒有你，全世界，包括歐洲、美洲、大洋洲等都可能還過着挨
餓的生活；如果沒有你，農業科技更不會有現在的發達程度。

我會以你為我的榜樣，要努力不懈、樂觀思考，不因他人的冷嘲熱
諷而動搖，爭取將來成為香港的光榮。

祝

工作愉快！

小朋友.
　栢濠敬上.
　十一月十二日

書信
5B 黎尚霖

親愛的高錕：

你好嗎？你近來生活好嗎？

感謝你發明了光纖，讓我們可以足不出戶收到網上的最新消息。如
果我們沒有了光纖，我們就不能透過互聯網，用電郵跟遠方的親友通
訊，所以光纖對我們真的很重要！

你既成立了很多基金鼓勵學者積極研究，又建立了訊息工程學系，
為香港培育了大量人才，令光纖技術得以廣泛應用。

我要學習你那努力不懈、堅持信念的精神，將來成為一位對社會有
貢獻的人。

祝

身體健康！

小朋友.
　黎尚霖敬上.
　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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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

5C 劉曉彤

親愛的高錕：

你好嗎？

我很感謝你發明了光纖，讓互聯網得以普及。

你的貢獻給社會帶來不少影響。首先，如果沒有你，我們上網的速
度就會很慢；其次，如果沒有你的發明，我們就不能輕而易舉地和遠方
的親友通訊。

我會以你為榜樣，發明更多改善生活的物品，爭取將來為社會作出
貢獻。

祝

身體健康！

小朋友.
　劉曉彤敬上.
　十一月十二日

書信

5D 顏兆軒

尊敬的高錕：

你好嗎？你最近生活怎樣？

你對社會的貢獻很大，你發明了光纖，使我們上網的速度加快，為
我們的社會帶來改變。如果沒有你，我們的上網的速度會十分緩慢。此
外，你發明了光纖，使傳輸容量大增。我會以你為目標，今後學習你那
努力不懈的精神，爭取卓越的成就。

祝

身體健康！

小朋友.
　顏兆軒敬上.
　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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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市民的公德心

5A 梁嘉俊

公德心，是每一個市民也應該有的，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是由這個
國家人民的公德心表現的。正所謂：「有公德乃大，無私品自高。」究
竟如何培養市民的公德心呢？究竟有甚麼方法培養市民的公德心呢？

首先，從自己做起和從生活小節做起，是培養市民公德心的基石。
例如，不要在公眾場所喧嘩；不要爭先恐後地排隊；不要霸佔公共座位
等等，正所謂「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生活中的點滴小
事往往就是培養公德心的基礎，因此，從自己做起，就是培養市民公德
心的方法之一。

其次，從教育着手是培養市民公德心的支柱。例如，對學生灌輸正
確的觀念；在課本中增加有關公德心的課文；在社區舉辦有關公德心的
講座……所以，從教育做起是培養市民公德心的方法之二。

最後，用法律健全是完成培養市民公德心的重要工程。政府可以制
定有獎有罰的制度，例如，如果有人在公眾場所大小便，不僅要罰錢，
還要罰他清潔街道兩個月；而如有人讓座給有需要的人，那就給他頒發
獎金以及「好市民獎」，所以，用法律健全是完成培養市民公德心的方
法之三。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來，建築起人格長城來。」要搭建公德心的
「長城」，就要從自己做起、從教育着手，更要通過法律來健全。我希
望大家都可以用以上的方法，讓每一個人都做一個有公德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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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市民的公德心

5B 張恩熙

「假如社會不重視個人的價值，那就等於賦予個人以敵視社會的權
利。」高爾基説過這句話。每一個人的公德心真的很重要。

首先，培養市民的公德心就要從宣傳做起。政府可以透過電視播放
一些公德心的片段，提高市民的公德心意識。另外，政府也可以通過嘉
年華會的美食，遊戲和表演，讓市民明白公德心的重要。除此之外，政
府還可以在牆上張貼關於公德心的海報，增加市民對公德心的認識。

然後，我們必須從教育做起，培養市民的公德心。政府可以舉辦關
於公德心的講座，讓市民透過講座明白公德心是每位市民應該做的。政
府也可以舉行分享計劃，讓香港具公德心的市民分享他們培養公德心的
過程，讓其他市民朝這個目標前進。政府也可以增辦常識公德心課程，
讓市民慢慢建立公德心的習慣。

最後，培養市民的公德心，立法也很重要。政府可以利用罰款的方
法，讓市民的公德心提高。政府還有可以對沒有公德心的市民扣分，讓
市民每時每刻都記得要維持社會的公德心。最後一個辦法就是抓他們去
坐牢，讓市民懂得公德心的重要。

每一個人的公德心真的很重要，如果我們每人都盡自己應該要做的
責任做好，社會就會變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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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市民的公德心

5C 呂珀迪

最近，《蘋果日報》報導，香港人欠缺公德心，讓座意識薄弱。不
少遊客拍攝到香港人不讓座予老人的影片在網上流傳，所以，《蘋果日
報》的記者陪同一名孕婦乘坐港鐵時所做的調查發現，僅有四成人會給
孕婦讓座，但在其他國家的讓座率平均約為六成。到底我們如何培養市
民的公德心呢？

宣傳是培養市民公德心的有效方法。怎樣才叫宣傳呢？例如政府在
社區舉辦嘉年華會，透過攤位遊戲或活動宣傳公德心的重要性。除此
之外，政府還可以派人到處派傳單，透過派傳單活動來宣揚公德心的重
要。還有各大傳媒機構在報紙上宣傳公德心的重要性。其實，透過有趣
的宣傳活動也可以培養市民的公德心。

除了可以從宣傳做起，也可以從懲罰方面來培養市民的公德心。如
何才叫懲罰呢？若市民隨地拋垃圾，罰款一千五百元。另外，如果有人
在禁煙區裏吸煙，就要罰款五千元。其實，透過可怕的懲罰也可以培養
市民的公德心。

你學會培養市民公德心的方法了嗎？就讓我們從小做起，令市民學
會如何培養公德心吧！

如何培養市民的公德心

5D 楊曉彤

公德心是指注意公眾利益的精神與態度。你是否一個有公德心的
人？正所謂「美德是世間最美好、最有價值的財產。」因此，培養公德
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政府可透過宣傳去提高市民公德心的意識。政府舉辦不同形
式的宣傳活動去培養市民的公德心。例如：在社區舉辦嘉年華，透過攤
位遊戲或比賽去宣傳公德心的重要性，同時在教育方面着手，提高市民
公德心的意識。

此外，政府應立法規管和透過刑罰去懲治欠缺公德心的市民。若市
民隨地拋垃圾、巴士上吸煙、破壞公物等，則需罰款和監禁。

要培養市民公德心應由公民教育做起。只要有教育，再加上實踐，
良好的習慣便會漸漸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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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5A 謝翠茵

如果你問我，家裏最嚴肅的人是誰？我想一定是我爸爸。

我的爸爸高大魁梧，好像一個巨人，他，那張嚴肅的國字臉，明亮
的大眼睛，盯着你時，你會很害怕。他有兩條又濃又粗的眉毛，好像是
用毛筆畫上去的。他又厚又紅的嘴唇，放聲大笑時，黃黃的牙齒就露了
出來。

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一個嚴肅的人。有一次，我泡了一杯菊花茶
給爸爸，一不小心卻打翻了，沸騰的開水倒在我的手臂上，我頓時不知
所措。這時，爸爸來了，他瞪着我，紅紅的臉蛋快要「爆炸」了，我似
乎還看見他的頭頂上還冒着煙呢！爸爸粗聲粗氣地對我説：「你怎麼那
麼粗心？偏偏要惹出麻煩來？給我看看！」我的淚水一下子湧出來了，
這時，卻只見爸爸拿出藥膏，細心地幫我擦藥，我想，這就是嚴厲的父
愛吧！

通過這件事，我知道爸爸原來也有溫柔信心的一面，每一個父親都
愛自己的兒女的。爸爸，我想對您説一句藏在心裏十年的話：「我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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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5B 陳智超

你知道我的好朋友是誰嗎？我在學校裏做甚麼事都會算他一份的。
他就是「大胃王」──梁金龍。

金龍擁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眼神可以令所有人都肅然起
敬，深切地感受到他的魅力。他有一個血盆大口，大得好像能吞下一隻
大象似的。他胖乎乎的身材，好像站上了磅秤後，那磅秤也承受不了他
的體重，指針也搖擺不定。

他有一個綽號叫「大胃王」，他很愛吃。每當他感到疲憊不堪的時
候，只要他聞到香噴噴的食物氣味，他就會立即精神奕奕，馬上想把那
食物放進口中。

雖然他常常為了吃而犯上錯誤。可是，人誰無過呢？縱然他有很多
缺點，但他卻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5C 鄧可欣

當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就會想起她，我最好的朋友──李穎
心。

她有一張雪白的瓜子臉，筆直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方形的眼鏡，薄薄
的鏡片後隱藏着一雙圓溜溜又機靈的眼睛，鼻子下有一張櫻桃小嘴。她
身材高大，樣子漂亮極了。

她是一位善良、常常幫助別人的好朋友。當我或其他人有困難的時
候，她總是幫我們解決困難呢！

她也是一位正直的領袖生。因為她是一位領袖生，所以要當值。有
一次，她在我們班當值的時候，看見一位同學作弄另一位同學，然後她
走過去，跟那位同學説：「你不要作弄別人了。」那位同學説：「不要
吵！」接着她又説：「我會説給老師聽的。」她説完就走了。後來，她
把事情告訴老師，老師便教訓那位同學。

穎心不僅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正直的領袖生，我一定要好好向
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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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

5D 黎焯軒

黎國建是我的哥哥，他的年齡比我大三年，他曾經和我讀同一所學
校，不過現在他已升上中學了。

我的哥哥是一個好孩子，他的臉形是國子臉，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
睛，鼻子扁平，身材高而纖瘦，膚色白裏透紅。

我的哥哥不僅品學兼優，還細心體貼。有一次，爸爸帶我們去維多
利亞公園看煙火，因樹木遮擋了我的視線，所以爸爸就抱着我，這時
哥哥竟然自動自覺地抱着我的身體，分擔了爸爸的負擔，我真的很感動
呢。

我和哥哥雖然常常吵架，為一些小問題吵個不停，但是我們都是互
相珍惜和愛護。

哥哥不僅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的學習榜樣，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學
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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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
5A 何姍姍

我心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應該具有愛心和責任感，而這個人正是謝
翠茵。

她那雙烏黑又明亮的眼睛告訴我們，她是個聰明伶俐的人。她的皮
膚很白，長髮紮成馬尾辮，為人斯文大方，成績也很好呢！她既是我
們班的班長，又是圖書館管理員的隊長，和翠茵一起工作，我感到很驕
傲。

翠茵為人有愛心。記得有一次，我和翠茵去圖書館給一年級的小朋
友講故事，隨後是有獎問答。有一個小妹妹沒有得到我畫的卡通人物就
哭了。當時我只覺得很無奈，但在這時，翠茵就幫我解圍，她坐在小妹
妹的身旁安慰她，只是幾句話，就令小妹妹破涕為笑了，當時我對翠茵
真是心悅誠服。

翠茵也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為何我這樣説？因為在小息時很多同
學都來圖書館看書，很多人把書拿出來後，又不放回原處，甚至把圖
書隨便放！如果換作是其他圖書管理員，他們一定會生氣地指責那些同
學，但翠茵不會這樣，她二話不説，就把那些圖書放回原處，有時還會
幫其他的管理員把不同的書放回原處。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作為圖書館管理員，我也要
好好向翠茵學習。翠茵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棒、最出色的
圖書館管理員。

我心目中的領袖生隊長
5B 陳麗詩

我心目中的領袖生隊長需要遇事冷靜和正義。而我心目中的領袖生
隊長是王文瑜。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薄嘴唇，還有一頭烏黑的頭髮，
是一個高個子。

她成績不是很好，但她非常正義。有一次，她在午息當值的時候，
看到兩個六年級的高個子搶一位新同學的籃球，她馬上走上前，阻止那
兩個高個子的行為，並大聲地批評他們。

她也遇事冷靜。上星期三，一個同學在她當值的教室裏摔倒，腳上
流血了，可怕的是，血止也止不住。其他同學看見了，便慌張起來。但
她二話不説就帶那同學到醫療室，幫他止血。

從這幾件事情看來，文瑜真的很正義和遇事冷靜。我覺得若有她這
樣的領袖生隊長，真是為學校添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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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理想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
5C 陳妙佳

我心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應該要樂於助人和做事細心，而我心
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就是我的同桌──陳鈺柵。

她是一位樂於助人的學生。記得有一次，我幫老師去拿東西的時
候，因為有很多，所以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當時，她正好從廁所走出
來，看到我這樣，立即二話不説幫我分擔一點。還有，我剛來校不久，
甚麼都不懂，每次我有不會的問題去問她，她都會很耐心地教我，所以
我覺得她是一位樂於助人的好學生。

為何我説她做事細心呢？有一次，我去圖書館借書，看見她正在仔
細地查看有沒有被同學放錯地方的書，地下有沒有垃圾……所以我覺得她
做事也很細心。

我覺得要當一名圖書館管理員隊長，還真不容易。學校有這樣的一
位隊長，我身為學校一份子，還真感到自豪。

我心目中理想的領袖生隊長
5D 劉曉欣

我心目中的領袖生隊長應該有愛心和做事認真，而我心目中理想的
領袖生隊長就是劉曉彤。

她是一位有愛心的學生。記得有一次，劉曉彤在當值的時候，她看
見有一位同學在哭，然後她走到那一位同學面前説：「同學，你沒有事
嗎？你為甚麼在哭？」，在哭的同學説：「有一位男同學打我！」她又
説：「不要哭，沒事的。」在哭的同學開心地説：「謝謝你，領袖生姐
姐！」，最後，那位在哭的同學都沒有再哭了！劉曉彤真是位有愛心和
會安慰別人的領袖生。

劉曉彤也是一位做事認真的學生。記得有一次，劉曉彤看見她的同
學不會做功課，但那位不會做功課的同學旁邊有一個女同學將答案讓不
會做功課的同學抄，然後，劉曉彤向不會做功課的同學説：「你不可以
抄別人的功課，要自己認真做！」不會做功課的同學説：「但我真的不
會做呢！」她又説：「你可以在書的課文裏找或問老師和同學！」不會
做功課的同學説：「哦，我知道了。」最後，他沒有再抄別人的功課
了！當然，劉曉彤不但做事認真，連做功課也很認真呢！

我覺得要當一名領袖生的隊長，還真不容易。學校有這樣的一位隊
長，我身為學校的一份子，還真的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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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anners
5A Ngan Ka Ki

It is important to behave well at home and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We should behave nicely at home. We should speak politely to our parents. 
We should talk to them. We should also help our parents with the housework. 
We should not shout at one another. We should not play tricks on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Moreover, we should not quarrel with them.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we should not behave badly either. We should not fight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canteen. We shouldn’t eat noisily and messily. We shouldn’t talk loudly 
on the phone either. We should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We should behave 
well both at home and in public places.

Good manners
5B Chan Lai Sze

It is important to behave well at home and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We should behave nicely at home. We should speak quietly to parents. We 
should listen to our parents patiently. We should take care of our little brothers. 
We should not speak rudely to our brothers. We should not quarrel with our 
brothers. We should not fight with our little brothers.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we should not behave badly either. We should not run on the bus. We 
should not smoke. We should not speak loudly on the bus. We should be polite 
and say “excuse me”. We should stand still on the bus. We should speak quietly 
on the phone. We should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We should behave well 
both at home and in public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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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anners
5C Chan Miu Kai

It is important to behave well at home and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We should behave nicely at home. We should not fight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r quarrel with each other. We should help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their homework.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we should not behave badly 
either. We should not talk loudly or arrive late in the cinema. We should talk 
softly and arrive early. We should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We should 
behave well both at home and in public places.

My best neighbour
5A Leong Lok Tung

I like living in Tin Shui Wai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neighbours. They are 
very kind and friendly.

My best neighbour is Mr. Chan. He is seventy-five years old. He has a lot 
of wrinkles on his face. He has a big mouth, small eyes and beard. He usually 
wears a silver watch and a vest.

Mr. Chan likes singing and playing the piano. In the morning, he likes 
jogging in the park.

We always talk to and listen to each other. When I am sick, he takes care of 
me. We do not shout at or laugh at each other. We are nice to each other too.

Last month, I got lost in the park. I was very frightened. Luckily, I met him, 
he went home with me. He was very helpful.

I like my best neighbour very much. Mr. Chan is also one of my best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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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st neighbour
5C Wong Cheuk Yan

I like living in Tin Shui Wai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neighbours. They are 
very kind and friendly.

Mary is my best neighbour. She is ten years old. She has big eyes and long 
straight hair. She usually wears a hat and a dress.

She likes playing the piano and shopping.

We share food with each other. We always talk to each other. We do not 
quarrel with or fight with each other.

I like my best neighbour very much.

My best neighbour
5D Lai Cheuk Hin

I like living in Tin Shui Wai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neighbours. They are 
very kind and friendly.

Her name is Kan Lai Ling. She is forty-eight years old. She has a round 
face, big eyes and curly hair. She usually wears jeans and glasses. She likes 
playing golf and swimming. We usually talk to each other. We do not quarrel 
with or laugh at each other.

I like my best neighbour very much.

Hong Kong ambassador
5B Leung Nga Yi

We think Yan should be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She has been to 
many tourists spots in Hong Kong. She has been to Ocean Park ten times. She 
rode on the cable car. She has been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twenty times. 
She took photos with cartoon characters. Yan is very friendly. She can promote 
Hong Kong. Please vote for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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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mbassador
5C Tang Ho Yan

We think Jacky should be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He has been to 
many tourists spots in Hong Kong. He has been to Ocean Park twice. He rode 
on the cable car there. He has been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three times. 
He took photos with cartoon characters there. Jacky is very friendly. He can 
promote Hong Kong. Please vote for Jacky.

Hong Kong ambassador
5D Hui Lok Sum

We think Cindy should be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She has been to 
many tourists spots in Hong Kong. She has been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twice. She ro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there. She has been to Ocean Park four 
times. She watched the dolphin show there. She wants to look at the displays 
there. Cindy is very friendly. She can promote Hong Kong. Please vote for 
Cindy.

Making a window card
5A Xie Chui Yan

Materials: a piece of cardboard Tools: .a pencil.
some crayons.
a pair of scissors

Steps: 

First fold a piece of cardboard in half.

Next use a pencil to draw a heart shape on the cardboard.

Then use scissors to cut out the heart shape.

After that use crayons to draw some pictures on the card.

Then use glitter to decorate the card.

Finally you can give the card to your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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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window card
5B  Chan Hoi Laam

Materials: a piece of paper Tools: .a pair of scissors.
a pencil.
a box of crayons

Steps: 

First use your hands to fold the paper in half.

Next use a pencil to draw a heart shape on the paper.

Then use scissors to cut the heart shape out of the paper.

Finally use crayons to draw the pictures on the card.

Making a window card
5D Qadeer Irfa

Materials: a piece of cardboard Tools: .scissors.
a pencil.
crayons

Steps: 

First fold a piece of cardboard in half.

Next use a pencil to draw a heart shape.

After that use scissors to cut the heart shape.

Finally use crayons to draw pictures on th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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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記
6A 盧綺晴

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十一日

這個星期發生了不少事情，我感到十分難忘，也令我獲益良多。

星期一，我在當值時看到了一位一年級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哭泣。原
來他膝蓋擦傷了，身為高年級學生，我立刻扶他到醫療室坐下，處理傷
口後，我和他感到十分快樂，我也學會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星期四，那天我和同學到社區中心探訪老人，我們也預備不少禮物
送給他們。他們每個人都十分親切，不但給我們茶點，還跟我們分享他
們的親身經歷，我從老人身上也學會了要珍惜生命。

星期六，那天是木笛比賽。比賽時，我由於非常緊張，以致吹奏失
誤，但我沒有放棄，繼續參與比賽。雖然有失誤，但我也成功地完成比
賽。這次比賽使我獲益良多，原來只要堅持不放棄，盡力參與比勝負更
重要呢！

這個星期有着不同的經歷，豐富了我人生的體驗，令我十分難忘，
亦感充實。

週記

6B 袁承熙

十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六日

這個星期過得既開心又充實。

星期一，老師吩咐我們預習，老師説：「請各位同學搜集一些中國
和日本戰爭的歷史資料。」回家完成功課後，我就立即上網搜集中國和
日本的戰爭，例如：「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全面抗戰等。不
久，我終於找到了，頓時覺得很開心。

星期三，我們去歷史博物館參觀，原來以前的船只是小艇，我想：
以前的人捕魚真辛苦，真是要好好運用我們的資源。之後在休息時間，
我遇到一位老伯伯，我還在聽他説在人生經驗中應該怎樣待人處事，他
還説：「能夠幫助人，就是你的福氣。」我十分感動，就像在媽媽的懷
抱中。

星期四，我記得那位老伯伯的話「能夠幫助人，就是你的福氣。」
因此別人有需要幫助，我就主動幫忙。我發現幫助別人原來是這麼開
心。這星期真是既開心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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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記

6C 何梓勁

十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

這個星期使我獲益良多，心情特別興奮。

星期日中午，我參加了小亮光的活動後，回家時碰見一位老婆婆，
她走路走得很緩慢，還不懂得開門，所以我替她推開大廈的大門，最後
得到老婆婆的讚賞。

星期一早上，我回校後看見一位同學神情沮喪，顯得悶悶不樂，我
上前安慰他，原來他是因為學業成績不理想，然後我勸他下次努力就
行了。這事以後，使我能建立同學之間的友誼，令我和同學的關係更親
密。

星期三下午，我回家後，爺爺和奶奶都不在家，媽媽因為要上班，
所以只剩下我和妹妹，我負責照顧妹妹，教她做功課，跟她一起温書……
媽媽回來時，我獲得媽媽的讚賞，讚我懂事又能幹。

這幾天，我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心情很滿足，使我獲益不少，
我決心日後要做多些有意義的事情。

週記

6D 黃慧怡

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

這個星期我過得既充實又開心。

星期日，我在教會活動後，就回家去，開始做網上練習，我嘗試做
不同的網上練習，例如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我的網上練習成績增
加了，做網上練習既可以增加知識，又使自己學習得輕鬆，真是一舉兩
得。

星期二，我決定到圖書館借閲寫作書，因為我的寫作能力不斷退
步，所以我要多看文章，提升寫作能力。

星期三，我到公園練習跑步，因為下星期是校運會，所以我不但要
努力爭取好成績，多練習還可以使身心健康呢！因此，我感到格外興奮
呢！

這幾天，我過得既充實又愉快，並且每次活動都令我獲益良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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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的好處與壞處

6A 盧宇善

自從智能手機平民化後，它便成為了我們生活中不可欠缺的幫手，
可是它對我們的負面影響也十分明顯。

隨着智能手機的網上購物模式逐漸普及化，也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
便。我們能在網上詳細地了解商品的資料。看到心儀的商品後，便可以
運用網上銀行來付款，在很短時間內便能接收商品。這種既方便又能節
省時間的新購物模式，已經改善了我們生活，足不出戶購物為生活帶來
方便快捷。

可是，使用智能手機也有壞處，倘若我們未能好好分配使用智能手
機的時間，也會對我們的生理和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長時間或過度沉迷於智能手機，會對我們的視力造成嚴重損害。眼
球長時間接觸智能手機屏幕上的強光，會令眼球受損，影響我們的視
力，使我們在上課時無法集中精神，引致視力模糊，甚至看不到黑板上
的文字，影響我們的學業成績。

同時，長期使用智能手機聊天也會影響人際關係。因為常常使用手
機聊天會使我們和家人及朋友的親密度大大降低。不僅如此，長時間使
用表情符號，也會使我們的語言溝通能力大大下降，面對面聊天時會使
我們不習慣，容易害羞。

使用智能手機的好處很多，但壞處也不少，我們要適當地分配時
間，善用智能手機，才能保持我們的身、心、靈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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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的好處與壞處

6B 歐麗晴

你認為智能手機是否有好處呢？在現今社會，智能手機已成為部分
港人生活的必需品。人們不是看電視，就是玩智能手機。雖然智能手
機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壞處。只要我們適當使用，相信就不會過分沉
溺。

首先，長期使用智能手機會上網成癮。現在的都市人每十分鐘就要
看着智能手機，變成了「低頭族」。何謂「低頭族」？「低頭族」是
指一些人隨時隨地長時間低着頭使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其他智能設
備。智能手機會令到我們機不離手。

其次，長期使用智能手機會令我們的健康變差。人們只會坐在沙發
上使用智能手機，一動也不動，甚少做運動。例如：你長期看着智能手
機會令視力下降，視像模糊。另外，人們缺少了做運動，每日坐在沙發
上使用智能手機，這樣會令我們痴肥或增加患有心臟病的機會。

其實，使用智能手機也有好處。使用智能手機能給我們快樂。例
如：我們可以在智能手機上找到一些笑話，我們看完之後，可以跟朋友
説笑話輕鬆一下，令他們感到快樂。

最後，使用智能手機能觀看不同的片段。我們要自學一些手工藝
品，可以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片段自學，可以看一些輕鬆的片段放鬆一
下心情。

總括而言，智能手機有好處也有壞處，只要我們適當使用，相信就
不會發生過分沉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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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的好處與壞處

6C 邱浩賢

在現今社會智能手機普及化，它已成為部分港人生活的必需品，從
一些調查報告中得知，每位香港人平均都擁有兩部智能手機，難道香港
人不能沒有智能手機嗎？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智能手機的好與壞吧！

首先，使用智能手機能有助擴闊社交圈子，認識更多朋友。你可以
下載一些社交平台，例如：面書、微信等來認識新朋友，我們不但能在
別人身上學習更多知識，更能透過溝通釋放心中的壓力。假如你有很多
心事或壓力，你就可以使用手機跟他們訴苦，訴説你的心事，讓自己得
到釋放。

接着，使用智能手機可以方便與人聯絡。當你遇到危險，你就可以
用它來向人求助。有時候，你還可以用它來聯絡別人跟你談天或玩耍。

可是，使用智能手機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能力。在手機上的溝
通，通常只會運用符號、圖案或一些「潮語」，這樣的溝通會影響學習
能力，降低你的語文水平。

再者，使用智能手機會引致學生成績退步。學生因沉迷玩手機，終
日只顧玩耍，不願温習，所以他們的成績逐漸退步。然後，他們開始沉
醉於自己的世界裏，忘記老師的話，大大影響學習能力。

總括而言，使用智能手機的好處和壞處，只在乎你是否妥善地使用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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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的好處與壞處

6D 鄧潁榆

智能手機真的是人類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幫手嗎？智能手機有壞處，
也有好處，我們先來看一看吧。

先談談智能手機的壞處。首先，智能手機的反應時快時慢，十分不
穩定，而且有時甚至被一些外來軟件植入了病毒，會令手機動彈不得，
而且它的耗電量大，待機時間短。其次，我們也會容易因沉迷手機而弄
筋腱勞損或會上網成癮，近距離看手機螢幕也會讓眼睛受到威脅，所以
我們應當適量使用智能手機。

但是智能手機也有好處的，它可以讓我們認識更多朋友，幫助我們
擴大社交圈子。現在科技發達，我們可借助科技的力量來搜尋朋友，我
們可以透過「微信」、「臉書」等通訊工具，結織一些新朋友，令我們
的生活更有樂趣！我們也可以與朋友們聊些開心或不開心的事情。

現在，你覺得智能手機到底是不是我們人類生活中的好幫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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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我

6A 李樂怡

你知道我是誰？我是李樂怡，外貌平凡，但我卻是一個樂於助人、
勤奮好學和有禮貌的好學生。

我的性格中的一大特點就是樂於助人。我常常在校外、校內關心身
邊人的需要，主動幫助別人。在校裏，我以小老師的身份教導低年級的
小朋友溫習評估和完成功課。在輕鐵上，看到有行動不便的人沒有座位
時，也會立即讓座。從中我更領略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我在學業上也是一個勤奮好學的學生。考試和課餘時，我也會努力
溫習。在考試前，我會抄下重點和需要溫習的資料，也會主動向老師發
問。課餘的時間，我借閲不同的課外書籍，增加課外知識，也會上網查
找更多資料，豐富所學。我也學懂了勤奮的態度，對我的學業發展大有
幫助。

我也是一個有禮貌的學生。不論在家中或校內，我也會有禮待人。
在家中，有客人或是有親人到訪，我會熱情地招待他們，有禮貌地向他
們打招呼。在校內，我見家長或師長們經過，我也會向他們點頭微笑。
有禮貌除了可以得到別人讚賞，也可以令自己待人處事更得心應手。

我就是這樣獨一無二，我是一個樂於助人，勤奮好學和有禮貌的好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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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我

6B 郭曉彤

剛剛踏入青春期，我漸漸出現顯着的變化，雖然這些變化年青人帶
來不少煩惱，但其實都只是青春期的過渡階段。究竟我有甚麼變化呢？
想知道就繼續閲讀吧！

第一，不屈不撓。每當我遇到挫折時，我會嘗試去解決。有一次，
在打羽毛球時不小心跌倒，但我立即再爬起身來再準備接球，縱使這一
球未能打到我心目中理想的位置，我也會盡力去嘗試，像一朵小花被暴
風吹倒，它也會嘗試維持自己的生命，維持自己的最佳狀態。

第二，適應力強。當我踏入六年級時，有很多東西都改變了，但我
也能夠慢慢去適應青春期的變化。無論身心的改變，我都會盡力去適
應。

但是，我不是十全十美的。其實，我也有些要改善的地方。

第三，懶散。這是我要改善的缺點。有時候，媽媽吩咐我要快點做
家務，我卻會慢條斯理地做，好像一隻慢行的烏龜在散步，甚至連做功
課也在發白日夢。 我真的要再努力一點。

以上所寫的都是我在青春期的變化，其實，青春期只不過是一個過
渡階段，所以不用躲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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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

6C 楊鵬豪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六丙班的楊鵬豪。有人説青春期會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現在我正在努力地渡過「青春期風暴」，以下是我在風暴
中，仍能持有的優點。

第一，計算能力強。我能在作業中很快地想到答案，而且每次在數
學科的考試中，都能取得不錯的成績，老師更經常公開地稱讚我。

第二，個性活潑好動。我跑步的速度很快，又能在體育科的考試中
取得不錯的成績。此外，我很喜歡運動，甚至連代表香港出賽的運動員
也讚我是一個運動奇才。

第三，能專心做事。我能連續用六個多小時的時間來看書，而且不
會受到別人的影響而分心。每逢中文課，張老師也不停地讚我上課專
心。

這就是我！如果你被困在風暴中，只要學我在這個風暴中，發掘自
己的優點，便能輕易地渡過。

我是個誠實又勤奮的好學生

6D Zenab Amin

大家好，我叫Zenab，我剛剛升上了六年級，我的性格沒有改變，但
我的興趣有點不同了，我的愛好多了，例如：喜愛打籃球、羽毛球、乒
乓球。

我覺得自己在青春期的習慣沒有改變，但是覺得自己的能力有點不
同了，我很喜愛幫助別人。另外，當我跑步比賽的時候，我會跑得像老
虎一樣快。

我覺得自己的優點多了，當有人需要幫忙時，我就會自動自覺地幫
他們，我會感到很有滿足感。

還有一次，我去便利店買東西後，我看見便利店地上有一個十元硬
幣，我馬上拾起給便利店的叔叔，他稱讚我是個非常機靈和誠實的人，
我希望人們不會看見地上的金錢起了貪念。

總括來説，這些就是我改變的地方，你認識了我嗎？我是個勤奮，
也是個樂於助人的好學生，我希望每個人可以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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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一日遊

6A 黃穎瑤

今天是我校的開放日，我帶友人到我校參觀校園，所以這天我就當
上導遊了。

我們先到其中一個我最愛的特別室──視藝室。進入視藝室，我彷
彿置身於世外桃園。左邊掛了一幅幅的布油畫，它們像招待者一般靜靜
地站着，當油畫隨風一飄，像在跟來賓打招呼一般；右邊的櫃上有不同
的雕塑，他們各自擺了不同的姿勢，簡直是一場綜藝表演一樣呢！

我們再走到人間仙境般的音樂室。這裏有白色的牆壁，還有幾塊紫
色的裝飾布，為這裏添姿增色。這裏怎麼看都是一個婚禮場所，卻有着
濃厚的音樂氣息。後方有很多不同的樂器，例如：非洲鼓、鋼琴、木笛
等。音樂室設計獨特，加上鋼琴的襯托下，充滿着歐陸氣息。

從三樓往下俯視，操場藍藍一片，簡直是一張顏色畫紙，在上面畫
了幾條不同顏色的幾何線條，就如一幅抽象畫作。這個操場充滿了很多
低年級時的回憶，操場上有的同學在玩耍，有的同學在吃東西，有的同
學在跑道上跑步。即使我在高處看下去，也能感受到他們的快樂，我真
的很想和他們一起玩耍呢！操場上既充滿着同學們的汗水，也充滿了學
童們的笑聲，這真是我校一個最值得緬懷的地方呢！

今天，我的友人十分滿足，看來她挺滿意我的介紹。我很愉快，因
為這天是我最仔細觀察校園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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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園

6B 馮柔欣

昨天是學校開放日，我帶了我的新朋友參觀我的校園，至今還記憶
猶新。

首先，我們去七樓的「葉小伊甸園」。你不用進入伊甸園，只是從
遠處遙望，已經看到七彩繽紛，美艷動人的壁畫。還有同學們種植了很
多看起來很美味的蔬菜，例如：油麥菜、潺菜、苦瓜……抬頭仰望，蔚藍
的天空彷彿廣闊的大海；純白色的白雲，猶如身手敏捷的小魚在大海中
暢游。

大約上午十一時左右，我們從七樓的「葉小伊甸園」向四樓禮堂出
發。進入了禮堂，我和新朋友都覺得禮堂簡直是一個讓人感到有點恐佈
的籠子。雖然禮堂有點恐怖，但佈置卻很漂亮、有意思、色彩繽紛。

學校的設施，不僅有「葉小伊甸園」和禮堂，而且還有寬敝的圖書
館。龐大的圖書館位於學校二樓。當你踏進圖書館，好似走到一間博物
館，再走去書架旁邊，這下我被嚇呆了。只覺得比起屏山圖書館的種類
還要多！好似進入了全界最大、最多種類的圖書館。我心想：嘩！這兒
既有精美和精緻的佈置，又有舒適和安靜的空間，我的學校，真是冠蓋
全區的優質學校，我能夠進入這間學校，真好！雖然我們只是逗留了大
約二至三小時，但是我們玩得很高興，所以我把它留在心底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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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校園的一天

6C 林彥澄

最近，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他希望參觀我的校園。在開放日那
天，我自薦作導遊，帶她參觀我的校園。

我先帶那位朋友去欣賞操場，我們從六樓走廊往下俯視，看見那個
由膠粒組成，地面塗上一層藍色的海洋，兩旁有細小的籃球架，地面有
白色的線，作籃球場之用。我向朋友解釋，每當小息時，可聽到操場上
陣陣的歡呼聲，並可看到很多如螞蟻般的同學嬉戲，熱鬧非常，學生們
個個都表現興奮，我的朋友都覺得這裏很漂亮，很喜歡這個熱鬧、使人
興奮的地方呢！

然後，我們行上七樓的空中花園，還沒進入花園，已嗅到陣陣的花
香，在這兒可看見牆上有一幅栩栩如生、七彩繽紛的壁畫，它向我們發
出耀眼奪目的光芒。往上看，藍色的天空，白色的雲兒，白雲就像一條
條的海豚在無邊的海洋中游泳。

接着，我們走進了一個靜悄悄的禮堂，它以啡色為主，中間有一個
十字架代表主基督，兩旁有一排排大型的窗，當中透出白色的陽光照着
我們，使禮堂變成一個人間仙境，彷彿可以聽見主的聲音跟我們説話，
不過禮堂太靜了，我馬上向她解釋，平時在禮堂上很熱鬧，同學會唱歌
讚美神。

這天我自薦作導遊，帶朋友參觀學校的美景，令我可以更深入認識
校園，盼望下次可以帶更多人來參觀學校，欣賞這些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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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校園

6D 鍾樂怡

萬物凋零的秋天又到了，植物紛紛把春姑娘賦予的生命獻給她，火
紅的楓葉一片片地飄落在我的頭上，這天，我帶新朋友到這校園參觀的
日子。

往前眺望，偌大的校園呈現在我的眼前，操場十分寧靜，在淺藍的
天空下更添了幾分神祕感，我們先到了四樓禮堂，禮堂內的氣氛還是那
麼莊嚴，典雅的設備更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五光十色的燈光照耀着每一
個角落，耀眼令人不能久視，台前樸素的階梯更有了幾分神聖。

七樓的壁畫並不似禮堂那樣莊嚴，畫中的花兒生機勃勃，畫中有蔚
藍色、淡粉色和純白色，藍得以海，粉得似霞，白得如雪，百花爭艷鬥
麗，如同繁星在漆黑的天空上散發着耀眼光芒，一朵朵的，一叢叢的，
令人心曠神怡。

從七樓往下看，本來寧靜的操場已變得熱鬧非凡，同學們有跑步，
有的跳繩，有的談笑……玩得不亦樂乎，女同學們似花朵的在搖擺，炫耀
着自己艷麗的花色，男同學們像嚮往自由的小草，在風中吹動着，小鳥
們也交頭接耳，訴説着快樂的情景。

我的朋友走了，我卻百感交集，夕陽為這校園鍍上一道金光，風輕
柔地吹拂着我，為我披上秋天的衣裳，這天的旅程落幕了，而我的校園
卻永遠不會落幕，它仍然是那麼美麗，那裏的同學仍然笑得那麼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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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大自然

6A 關永希

烈日當空，火球照耀着大地，我終於可以放下包袱，投入大自然的
懷抱了。

站在木橋往下看，湖泊正沉默地躺着、流着。湖泊靜靜的，就像一
面天然的鏡子，把藍天白雲映照得那麼清晰，連小魚兒在水裏嬉戲，追
逐都看得一清二楚。我緩緩地將光滑的雙手伸入水裏，湖水的冰涼漸漸
地從手掌滲透，延伸到我的手臂，帶給我清新涼快的感覺。我隱約聽到
湖水淙淙地流向大海，演奏着動人的樂章，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再往前走，無數的向日葵昂起頭來，露出自己棕色的牙齒，也向太
陽伸出自己纖弱的小手，希望向太陽展現自己最燦爛的一面。小草則慢
慢地探出頭來，享受日光浴。

走着走着，天上忽然下起雨來，我連忙撐起雨傘，雨水輕輕地敲打
着我的雨傘。經過數分鐘的嬉戲後，雨水便慌忙地逃入泥土裏。經過雨
水的洗禮，花草們變得更荗盛亮麗，生氣盎然，連天上也掛着一道七彩
繽紛的彩橋作點綴呢！

大自然的懷抱帶給我輕鬆、自在的感覺，讓人從城市的束縛與鬱悶
中得着全然釋放。

大海

6B 毛曉盈

今天早上，我走近門窗，看着大海的浪，想起了很多事……

我立即走到灼熱的沙上，沙上的沙石令我想起一些事，一些令我心
煩意亂的事，那時候真的想把石扔進海裏，好讓我發洩一下心中的悶
氣，一會兒後，我慢慢地走進水裏，去感受一下冰涼的海水。

忽然，大風一吹，樹上的葉子一塊一塊地掉下來，樹葉一直被大風
吹往海面上。大海是灰得令人死氣沉沉的，一陣一陣的浪花靜靜地走到
我的腳上，冰涼的海水慢慢地滲透到我的腳上，那些沙石有軟的；也有
硬的。大海的浪就像生氣的人一樣，不停地咆哮後，不久又停下來，冰
涼的水輕輕撫摸看我的腳，不禁使我冷靜下來。

在這風日麗的冬天，這大海像仙境一般，使我感到很難忘。大海充
滿了生命力，孕育無數的小生命，令下一代的人有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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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6C 林芷媱

風一吹，蒲公英的種子像白雲一樣輕柔地到處走，他們喜歡走到每
一個角落，向着天空微笑。蒲公英的種子黏着花蕊靜靜地漸入夢鄉，像
一羣小孩倚着媽媽，被媽媽呵護着。

當蒲公英的種子脫落後，全身赤裸裸，感覺很空虛，但又感到很輕
鬆，但有時又會感到傷心，因孩子已長大，要離開媽媽，他們有時也不
禁流下眼淚，淚水掉到泥土中以繁殖下一代。

我想做蒲公英，也想做種子，想享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還是要
被媽媽呵護着，究竟我要做蒲公英，還是種子呢？

我自小家庭已經四分五裂，媽媽離開了我的身邊，我就跟蒲公英的
種子一樣被迫和媽媽分離，看着其他幸福的家庭，我眼角不期然會濕濕
的，其實我想做的不是蒲公英，也不是種子，而是想做天使，可守護着
每一個人，帶給身邊人溫暖和快樂。

滿載感情的沙灘

6D 譚積安

烈日初夏，太陽剛剛出來了，一想起今天可以到沙灘去，我已十分
期待。到達沙灘了，我便立即跑到更衣室，換上泳褲就出去遊玩。

當我熱情地跑近大海的時候，我感覺一陣陣温柔的海風撫摸着我，
十分涼快和舒服，焦急的海浪也立即跑過來，像在歡迎我們來到沙灘，
兩棵小灌木還在輕風中搖擺。在海上，有些人游泳，有些人在玩橡皮
艇，有些人在衝浪……我在沙灘堆了一個比太陽還大的沙堡壘，十分有
趣，然後我回到海灘邊遊玩，沙灘仍然十分熱鬧，到處充滿歡笑聲。

到了黃昏，海水也跟着金燦燦的蛋黃後退，我們都玩得十分疲倦。
最後，我在更衣室洗澡和換上乾淨的衣服，就乘搭公共汽車回家去。

我離開沙灘的時候，突然有依依不捨的感覺，我真希望可以留住這
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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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ream jobs
6A Chung Po Man

I want to be a designer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designer, I will 
design clothes. I will sell clothes too. I need to be creative so that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Melody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hen she grows up. If she becomes a 
reporter, she will report news. She will meet a lot of famous people too. She 
needs to be talkative so that her dreams will come true.

Kelvin wants to be a pop singer when he grows up. If he becomes a pop 
singer, he will sing songs. He will have a lot of fans too. He needs to have 
singing lessons so that his dreams will come true.

My dream jobs
6C Lam Yin Ching

I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teacher, I will teach children different knowledge.

I will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students too.

I need to be patient so that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I want to be a pop singer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pop singer, I will make my own albums.

I will have a lot of fans too.

I need to be outgoing so that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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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s
6D Wong Wai Yi

I want to be a designer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designer, I will design a lot of clothes.

I will give clothes to the poor people.

I need to be creative so that I can design wonderful clothes.

I want to be a cook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cook, I will cook tasty food.

I will make a lot of dessert too.

I need to be professional so that I can cook special food.

I want to be an actress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n actress, I will act in a lot of films.

I will do dramas too.

I need to be good-looking so that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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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s special day
6A Wong Wing Yiu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His mum wanted 
to punish him but he thought of some ideas. He planned to get away from his 
home and went to the forest.

When he was in the forest, he felt so hungry. He walked for a long time but 
he still couldn’t find any food. At that moment, he thought that he would not 
die in this forest. Eventually, he could find a mysterious house.

He got into the house and found a lot of food. Danny ate and ate until he 
was full. When he was eating the food, he felt glad. However, after he ate an 
apple, he suddenly turned into a ghost. Oh no! It was horrible.

Finally, a good witch came and said, “What happened? Oh, I know. You 
have eaten a magic apple.” Then, the witch shouted the magic spell and Danny 
turned back to a person again! Danny said, “Wow! Thanks a lot! But why did I 
change to a ghost after eating this apple?” “It is a magic apple. When someone 
eats it, he or she will change into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or maybe a ghost 
sometimes. I will give it to some bad children to eat,” the good witch replied. 
Danny felt glad because it was an exciting day and he promised not to be 
naughty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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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s special day
6C He Tse King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His mum wanted 
to punish him but he got away. His mum felt angry because Danny broke her 
favourite vase. Danny felt upset because his mum said, ‘Go away!’

First, Danny went into the forest after he left home. He felt hungry so he 
started looking for food. He thought to himself, ‘There will be a lot of food.’

Second, he went into a house. He saw a lot of food inside so he ate it. He 
felt happy because he could find a lot of food.

Suddenly Danny turned into a pig while he was eating the food. He was 
scared and said, ‘Why do I turn into a pig?’ He got out of the house and cried.

Next, the house became a wizard. Danny thought the wizard would help 
him but he punished him instead. The wizard punished Danny because Danny 
did not say sorry to his mum.

Finally, Danny went home and said sorry to his mum so the wizard turned 
Danny back to a boy. Danny felt happy because he could turn back to a boy.

Danny’s special day
6D Kwan Man Yee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His mum wanted 
to punish him but he got away. She was angry because Danny broke the vase. 
Danny felt scared. Mum was furious.

Danny went to the forest. He walked around and looked for food. He 
thought about different food. He felt hungry and afraid.

He saw a house. Danny said, “I see a house. May be there’s some food 
there!” He ate some apples, bread, a pie, a chicken and some sandwiches. He 
felt excited.

Danny said, “This food is yummy.” He turned into a girl. He was afraid 
because he became a girl.

He jumped into a magic pond and turned into Danny again! He was 
surprised because he turns into a boy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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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urite festival
6B Tang Wai Fung

Dear Jenny,

How are you? We celebrat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Mid-Autumn Festival. It is in September. The weather is warm and sunny. 
Before Mid-Autumn Festival, people prepare lanterns to play at night. At Mid-
Autumn Festival, people light lanterns and tie riddles to lanterns at night. People 
also buy moon cakes and starfruit. I like this festival very much. What festivals 
do you like, Jenny?

If you come to Hong Kong, we can play lanterns at night together. We can 
also eat moon cakes together. I hope we will have great fun.

Love, .
Kelvin

Favourite festival
6B Wong Choi Wa

Dear Jenny,

How are you? We celebrat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Chinese New Year. It is in January or February.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decorate homes with red paper. People 
go to flower markets to buy good luck flowers. People buy new clothes to wear 
on New Year’s Day. People make rice cakes and turnip cakes.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visit relatives and buy presents to give their 
relatives. People go to Tsim Sha Tsui to watch firework displays and parades. 
People go to Yuen Long to watch or perform lion dances. Moreover, people eat 
rice cakes and turnip cakes. They eat red melon seeds, chocolate and sweets 
too. All children will receive lucky money at Chinese New Year.

At Chinese New Year, I will visit my relatives and friends. I will buy 
presents to my relatives. I will get lucky money from my parents. I will watch 
lion dances and firework displays in Tsim Sha Tsui too. At night, I will have a 
reunion dinner with my relatives.

Love,.
Sherry



99

六
年
級

Favourite festival
6D Yip Yuen Ying

Dear Jenny,

How are you? We celebrat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Chinese New Year. It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us. 
It is in February.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usually clean their homes.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will visit their relatives.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usually 
eat rice cakes. All children can receive the red packets.

For me, I usually go to the cinema with my family members. We watch the 
movies. Also I usually play games with my relatives at Chinese New Year.

If you come to Hong Kong, we can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together. 
We can go to the flowers market together. We will have great fun.

Love, .
Winnie

Caring for others
6A Kwan Wing Hei

The first idea is the students will run an ice bucket challenge stall. People 
need to go to the second floor to play this game. They need to pay fifty dollars 
before they play the game. They need to raise the ice buckets and pour the icy 
water onto their heads. Then, the ice will roll down their bodies.

The money will be given to the poor people to buy some clothes and 
stationery.

The second idea is to run a second-hand stall. People need to go to the 
ground floor to buy their things. The things will be very cheap. They only cost 
ten dollars each.

The money will be used to rebuild some houses for the poor.

The third idea is to perform a drama. They will go to the third floor to 
perform a drama. They will collect some money by selling tickets. The tickets 
are so cheap. They cost fifteen dollars each. They will sell all the tickets in the 
playground.

The students will use the money to send some doctors and nurses there and 
donate the money to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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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others
6B Yu Kit Long

Typhoon Haiyan caused so much de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Philippines. Different situations have been recorded by our reporter Eric Yu.

There are three major problems occurring right now. The first problem is 
that the houses are damaged. Therefore, there are fewer places where they can 
live. If we help to rebuild their homes, then they will have a place to live.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 safe drinking water. Therefore, they 
will become ill and die. If we fix up the pipes and donate water, they will not 
suffer.

The third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 medicine. Therefore, fewer or no 
people are getting cured. If we donate medicine, they will not die.

In Christian Alliance S Y Yeh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they had come up 
with many ideas to help those in need in Philippines. The first idea is that they 
will run a game stall. People need to get three balls through the hoop. It costs 
them $10. They will run the stall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They will use the 
money to buy some clothes and donate the clothes to charity.

The second idea is that they will run a food stall. They will sell some 
delicious food. People need to buy the food. It costs them $20.

They will run the food stall in the playground. They will use the money to 
buy some books and donate them to charity.

The last idea is that they will perform a music show. They will sing a song. 
People need to pay an admission fee. It costs them $50. They will perform a 
song in the hall. They will use the money to buy some food and donate the food 
to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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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others
6D Yip Ho Tung

Typhoon Haiyan caused so much de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Philippines. Different situations have been recorded by our reporter Yip Ho 
Tung.

There are three major problems occurring right now. The first problem that 
they are facing is that houses are damaged. Therefore, there are fewer places 
where they can live. If we help to rebuild their homes, then they will have a 
place to live.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 safe drinking water. Therefore, they 
will become ill and die. If we fix up the pipes and donate water, they will not 
suffer.

The third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 medicine. Therefore, fewer or no 
people are getting cured. If we donate medicine, they will not die.

In Christian Alliance S Y Yeh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they had come 
up with many ideas to help those in need in Philippines. The first idea is to run 
a game stall. People need to pick a piece of paper. It costs them $30. They will 
run the luck game in the playground. They will buy more food.

The second idea is to run a food stall. They will prepare noodles, pizza and 
dim sum. People need to buy the food. It cost $10. They will run the food stall 
in a restaurant.

The third idea is to run a second-hand stall. They will sell books and pencils. 
People need to buy some clothe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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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童心看社區」小記者計劃

4A 陳塏宜──優勝作品

我可以做甚麼去實踐以上的夢想社區呢？

我可以努力讀書，長大後發明會飛的巴士、會飛的計程車……我也會
和朋友們種植多些綠色植物，美化環境。此外，我會包容和接納不同文
化和種族，建設一個和諧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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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顏嘉琪──優勝作品

我可以做甚麼去實踐以上的夢想社區呢？

我可以將我的夢想社區告訴所有人，讓他們能跟我一起實現這個理
想。我更會告訴他們，不要令子女有很多學業的壓力，覺得學業只能爭
取第一，沒有樂趣，沒有放鬆的時間，應讓給予孩子遊戲的時間，只要
不要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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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優異獎 ：

5A 顏嘉琪

書名：開心天使.
作者：陳肇宜

其他參賽作品分享：

4A 梁淑欣

書名：猜猜我有多愛你.
作者：山姆麥克布雷尼

郵票簡介：

郵票的生命是想叫人們不要放棄生命，就像書中的安娜那樣，雖然
在一場交通意外中死去，但她很想繼續燃亮生命，於是她選擇了器官捐
贈，用自己的器官去換取別人的重生。這就是愛，偉大的愛。

郵票簡介：

從前有兩隻兔子，他們互相比較誰的愛比對方大。最終，他們發現
愛不是一件容易衡量的東西。

香港小童群益會 
「書」出愛　閱讀後感郵票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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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陳嵦宜

書名：幸福的波莉安娜.
作者：愛蓮娜波達

4A繆偉康

書名：阿文的小毯子.
作者：凱文漢克斯

郵票簡介：

女主角波莉安娜是一個孤兒，幸好有人願意收養她。收養她的姑
姑，本來不太喜歡她，自從波莉安娜遇上車禍後，有可能以後不會走
路，姑姑覺得很心疼，於是悉心照顧她，最後波莉康復了，這正是無私
的愛。

郵票簡介：

小老鼠阿文小時候有一條小毯子，一直帶着它長大。父親不想孩子
常拿着這小毯子，所以想盡辦法戒掉這習慣，於是父母合力將小毯子剪
成小毛巾，讓孩子上學或上街都可帶着它，這充分體現了父母對阿文的
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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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何姍姍

書名：他不是的弟弟.
作者：柒默默

5A謝翠茵

書名：説不出口的愛.

作者：覃春梅/張凱

郵票簡介：

書中提到慕橙一直希望父母能為自己生一個妹妹，終於有一天，家
裏多了一個新成員，但卻不是慕橙想要的妹妹，而是跟他們沒有血緣關
係的街頭霸王──吳天澤。自從天澤來到家裏，慕橙就常常哭，但最後
慕橙接受了天澤。書中有一句説話説得很好：「家人會一直站在你身
邊，他們將永遠為你加油打氣。」

郵票簡介：

世上父愛就像一縷陽光，讓你的心靈在冬天也能感到溫暖幸福。當
你想説：「我愛你，爸爸。」總是説不出口，心裏明明感動了，可是又
開不了口。歲月不經意從身旁劃過，每個忙碌背影，離父親關愛的目光
越來越遠。當你回頭看，你一定會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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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黃丞澤

書名：要是世界沒有祂…….

作者：Alicia Garria de Lynam

6A 盧綺晴

書名：看不見的小孩.
作者：羅明道

郵票簡介：

全靠我們偉大的神，我們才可生存。這位偉大的神創造了星球、動
物、植物……要是沒有祂，整個宇宙黑暗一片，沒有可愛的動物，沒有人
讚歎這奇妙的世界。所以，我們一定要讚美在天上父親的功勞。

郵票簡介：

這枚郵票上的孩子有些是貧窮的、有些是身穿光鮮的衣服、也有些
是有缺陷的。不論是小孩或是大人，我希望他們都懂得去愛，以日常生
活簡單的事，用愛包圍整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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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杜穎彤

書名：你見過這樣的倒霉鬼嗎.
作者：謝倩霓

6D 鍾樂怡

書名：愛的禮物.
作者：金波

郵票簡介：

這本書講述一個充滿愛的家庭的生活點滴和趣事，所以我把他們一
家充滿愛的模樣畫在郵票上。

郵票簡介：

這枚郵票有梳、錶和一些金黃色的頭髮，是故事主角用這些東西證
明了自己的愛。其實仔細一看，不難發現郵票中隱藏了「愛」字。很多
人因為金錢而放棄了愛，當人們失去之後，他們才明白錢可以再賺，但
愛是千金不換、彌足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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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閱讀看世界－高級組

以「閱讀看天下」為主題，透過寫信給家人或老師，介紹一本你看
過有關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或奮鬥故事，並分享你的感想。

5A 謝翠茵
書　名：擁抱大夢想──力克.
作　者：阿丁、芝麻羔.

出版社：樂苗基金 

親愛的趙老師：

您好嗎？我想向您介紹最近看的一本書《擁抱大夢想──力克》。
力克是一位先天殘疾人士，他沒有手腳，因此人們總是嘲笑他。他從沒
把自己當作怪人，因為他有夢想、信念，他相信「失敗乃成功之母」。

力克曾經説過，過去不能做的事，不等於以後不能做，凡事皆有可
能，我們應該多作嘗試。他從小已有一個夢想：要當演説家。他爸媽認
為對力克不合適，但他並不認輸，他寄出了不少信件，希望他能被學校
邀請演講，最後到了第五十三封信，終於夢想成真，但花了兩小時車
程，只得五分鐘演説，他失望極了。

我很欣賞力克永不放棄的精神，雖然他屢試屢敗，最後也只不過是
五分鐘演講的機會，但這五分鐘卻改變了他的一生！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翠茵敬上.
　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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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鄧可欣
書　名：四隻手指的鋼琴天使──喜芽的日記.
作　者：李喜芽.
出版社：狗狗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書名是《四隻手指的鋼琴天使──喜
芽的日記》，想與您一起分享。

很難想像只有四指如何彈鋼琴，而書中的李喜芽正是四指演奏家。
她是一位障礙者，只得四隻手指，但她喜歡音樂，決心要學彈鋼琴。雖
然她學琴的過程很辛苦，但她沒有氣餒，每天努力不懈地練習，經過幾
年的努力，終於有成果了。

我非常欣賞李喜芽，欣賞她能堅持自己的理想，不怕困難，努力向
前。其實她有很多夢想，想成為電影導演、修女、創作家……無論怎樣，
我認為人需要有夢想，夢想能給我們動力，忘記種種的困難。正如她所
説：「我要感謝給我手指的上帝，只有一想到我的手，就覺得是珍貴的
寶物，能彈奏出動人的樂章。」夢想往往將困難變為動力，這是李喜芽
給我的人生啟示。爸爸，請您放心，我已長大，變得懂事，我會朝向夢
想邁進的。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可欣敬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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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陳鈺柵
書　名：戰地情──生命燃在阿富汗.
作　者：陳關韻韶.
出版社：學生福音團契

親愛的媽媽：

媽媽，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戰地情──生命燃在阿富汗》，裏
面説出很多阿富汗的故事，想與您一起分享。

很難想像戰火連年的阿富汗，竟有志願人士願意參加國際醫療隊到
海外工作，將愛散落世界各地。當中的Raymond派到泰北工作，他目睹
當地人很多不幸，有的染上肺病、有的關節疼痛、有的體內生蟲……即使
環境惡劣，他從沒怨言，因為他相信神的大能，縱然與太太分離，但他
服務的心從沒熄滅。

在阿富汗這遍政局不隱的土壤裏，從沒想過有人能放下國家大事，
遠赴海外，幫助有需要的人。他曾説過：「雖然一個人，但不覺得孤
單，反而回想這段日子經歷了神很多的恩典，心裏充滿感恩。」媽媽，
我相信若我們一家能相信神，恩典必臨到我家，並可克服一切困難。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鈺柵敬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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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許樂心
書　名：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作　者：芭芭拉・德米克.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親愛的表姐：

你好嗎？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
活》，裏面寫了與我們不一樣的生活，實在令人可悲。

在我們看來滿天繁星是多浪漫、多美好，誰知道在星空下的北韓人
過著沒有電的生活，在黑暗中，每個北韓人都忠於金正日，也許這是他
們活得那麼痛苦的原因。書裏記載了一位幼師的故事，從小到大，她目
睹北韓的是是非非，最後逃到南韓生活。其實北韓之所以衰敗，在於國
民的「等」，等待改變，等待人們的幫助，可惜金正日和他的兒子並不
是他們該等的人。如果北韓人用崇拜金正日的時間多加思考，他們也不
會淪落到這地步。表姐，雖然你仍居住在大陸，未能移居到香港，但你
現在的生活，遠比北韓人好得多，希望你能看到我們擁有的，而不是只
顧我們所缺的。

祝

生活愉快！

表妹

 　樂心上

　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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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李嘉伶
書　名：輪椅上的畫家.

作　者：Joni Eareckson, Joe Musser.
出版社：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親愛的姐姐：

我知道你從小到大每遇到困難，都比較容易放棄。其實世上不少令
人振奮的故事，他們四肢不全，都能活出精彩的人生，而我最近看了
《 輪椅上的畫家》一書，想與你一起分享。

這本書講述一位美國少女因一次跳水，不幸折斷了頸骨，令她終生
失去活動能力。留院期間，她嘗盡了痛苦，但在神的眷顧下，她學會了
用口畫畫，最後成為了畫家。

看完這本書後，我對人生有新的體會。有人説：「人生如局，局如
人生。」人生有高潮低谷，就像這位少女一樣，要拿出勇氣面對，是很
大困難，但當明白到日子總是這樣過，還是以微笑應對較為明智。無論
我們是任何國籍、種族、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生活都需要勇氣、信心
和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以這少女為例，勇氣為她創造了奇蹟。姐姐，希
望我們能以她為榜樣，一起克服生活上的困難吧！

祝

身體健康！

妹

　嘉伶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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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莫泓軒
書　名：義肢天使 ──亞當・金.
作　者：朴貞姬.
出版社：狗狗出版社

親愛的表妹：

你好嗎？生活愉快嗎？我想向你推介最近看過的一本書《義肢天使
──亞當・金》，它給我人生重大的啟示。

沒有腳的亞當從小被父母拋棄，幸得一家美國人收養。後來他接受
了裝上義肢，從此改寫了他的一生。他開始學習游泳和棒球，當然過程
必會遇上不少困難，他有氣餒、失望過，但最終他能重拾信心，樂觀面
對。原來世界上充滿著愛，即使被父母遺棄，仍會碰上有愛心的人，願
意奉上一生照顧沒相干的人。就因為這份愛，使亞當樂觀面對一切困
難。表妹，我們都在幸福的家庭裏長大，未曾遇到別人的冷眼，也不愁
生活上所需的，就讓我們將這份愛傳開去，令更多需要照顧的人不被忽
略，讓更多像亞當的人感受到愛吧。

祝

生活愉快！

表哥

　泓軒上

　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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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黃偉東
書　名：我們也可以改變世界.

作　者： 施碧頣.
出版社：世界福音動員會

親愛的黃老師：

您好嗎？最近我看了一本書《我們也可以改變世界》，講述二十六
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風情，當中提及不少知識，真令我大開眼界。我知
道您是喜歡閲讀的，所以特別推介這本書。

書中講到全球有四千多萬名難民等待救援、赤道國家畿內亞由富裕
變成貧窮的過程、格陵蘭被譽為世界海島國等，使我増廣見聞。我是一
位基督徒，看到這些異國民情，不得不為他們祈禱，而這本書剛好提供
了可以為他們代禱事項，讓我們為世界的不幸獻上祝福。老師，您常教
導我們要關心別人，要為他們送上溫暖，我也希望您看看這本書，為他
們代禱，集眾人的力量，彰顯神的大能。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偉東上

　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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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梁　羽
書　名：活在山區裡3：內蒙古草原上孩子的喜怒與哀樂.
作　者：林澤.
出版社：愛德基金會

親愛的媽媽：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活在山區裡》，裏面有一篇令我印象難忘，我
想與您一起分享。

當中「一件難忘的事」講述一個居住在山區的家庭，因為家境困
難，一天爸爸對孩子説：「你們得有一個留下，在家裏幹活。」對於歡
天喜地準備上學的姊弟來説，這是一個很難的決定。他們倆都十分傷
心，心情低落於深谷，因為他們都喜歡上學。一向成績好的姐姐決定留
下，並對弟弟説：「好好學習，我們家的希望全靠你了。」

看完這這故事後，我十分感動，因為書中的姐姐把上學的機會讓給
弟弟，這是很難作出的決定。兒童應享有上學的權利，但在落後的地區
並不是理所當然，沒有上學的機會，等於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是多
麼的可悲。媽，我答應您會努力讀書，珍惜您給我的一切。

祝

生活愉快！

女兒

　羽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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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甄晞晴
書　名：一生一定要認識的全球領袖50人.
作　者：金德榮.

出版社：漢湘文化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我最近看了一本《一生一定要認識的全球領袖50人》，這
本書講述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奮鬥故事，讓我介紹給你吧！

我相信每位小朋友都會喜歡宮崎駿，因為他筆下的動畫富有生命
力，他創作的《龍貓》傳遞了溫暖的訊息。製作過程中，他可用電腦繪
畫，既可節省時間，又可減少製作費用，但他堅持要手繪畫，因為他相
信手心溫度的動畫有無比的想像力，讓大人重拾兒時的回憶。

韓國金妍兒是世界花式滑冰女王。訓練期間，政府給與的援助並不
足夠，她曾經想過放棄，但最後得到家人及教練的支持及鼓勵，終於贏
得金牌，並改寫了世界花式滑冰的歷史。

看完他們的奮鬥故事後令我很感動，我會學習他們堅強不屈的精
神，為社會作出貢獻。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晞晴敬上

　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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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鍾樂怡
書　名：車胤囊螢.
作　者：楊文律.
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親愛的哥哥：

你好嗎？你到英國已一段時間，我知道一個人在外地生活實在不
易，所以藉此與你一起分享《車胤囊螢》這本書。

車胤小時候家境貧窮，但熱愛學習，早上他與母親一起工作做家
務，晚上因家裏沒法買油燈，而不能學習，但他想到辦法，到草叢捕捉
螢火蟲，用螢光代替油燈。你可能認為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我卻十分
感動，他那份堅持實在令人敬佩。

故事中的車胤年紀雖小，但他卻運用了小智慧來解決生活上的難
題，他明白到家中的困難，所以從不埋怨父母，反而懂得體諒別人。希
望你從車胤身上到啟示，無論遇到甚麼困難，運用小智慧迎難而上，免
得爸媽常為你操心。

祝

生活愉快！

妹

　樂怡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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