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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國強校長 

喜見「葉小」《文萃》第八期結集成冊，期盼各位同學繼續練筆，

更燦異彩。 

「閲讀」和「寫作」是學習的不二法門。「閲讀」讓我們了解文化

歷史，吸收作者的人生經驗和寫作技巧；「寫作」讓我們傳遞思想感

情，分享我們的生活點滴和個人意見。 

練筆是學習寫作的必經過程，同學若能做一個觀察入微的孩子，不

難捕捉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和事例，把描述的人物寫得活靈活現。再

者，大家亦可以從參與「葉小」、社區和學界舉辦的多元化活動中，把

參加活動前的準備，過程中的經歷、體驗和感受以文字摘錄下來，抒發

情感，傳情達意，寫下你們的成長日記。 

謹此恭賀所有「葉小」的小作家，亦向諄諄善誘的語文科老師道

賀，並祝同學們寫作的水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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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任敏儀主任 

寫作不分文字多寡，只要對生活的事物有感動，對世界充滿希望及

幻想，就可以在文字的世界上飛翔。寫作不分年紀，只要喜歡寫作，無

論是記述現實的生活、分享學習的樂事，還是天馬行空的幻想，就可以

盡情在紙上揮灑。 

一、二年級學生剛提筆學習，就開始寫作，這不是天荒夜譚的事，

在中文及英文老師悉心教導下，他們可以在課內課外自由寫作，他們的

作品太多圍繞家庭和學校生活的點滴，充滿童真童趣。 

三、四年級學生開始培養出細心觀察及寫作的技巧，在文字內容上

更豐富多彩，他們的作品題材多元化，有的是與家人相處難忘的經歷，

有的是對特定題材的分析，透過寫作，他們可以擴闊思維空間。 

五、六年級學生剛踏進人生新的階段，要培育與別人合作、責任感

和積極的態度，在他們的作品中，加深了他們對自己、朋友、同學的認

識，亦體現了他們在學習活動及社區環境的感悟。 

本期《文萃》還輯錄了本年度優秀學生參加全港性閲讀及寫作比賽

的作品，在「濃情家書」新地閲讀寫作比賽中，學生除了挑選親情的課

外書及寫讀後感外，更要透過文字及圖畫，向親人抒發關愛之情。在香

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圖書館主辦的「好書園地推薦計劃」中，學生

可以依據個人閲讀題材的不同喜好，分享書中有趣的故事及人生道理。

本年度 423 世界閲讀日創作比賽的主題是「地球與我」，從作品中，可

見愛護環境是現代寫作必不可少的題材，透過學生給家人的書信，讓我

們都成為「綠色小天使」。最後請你們看看《發現號》中學生的投搞，

我們可以從小作者的眼睛，看看他們想像的世界。 

《文萃》每一篇作品都見證着學生學習的經歷及成長，希望各讀者

能給予他們由衷的鼓勵，也希望大家享受閲讀及寫作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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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級 

日記 

1A 練雨婷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向媽媽説：「媽媽，我不想學鋼琴了。」媽媽問：「為甚麼？」

我回答：「因為太難了。」媽媽説：「雨婷，媽媽知道妳辛苦，但是你要堅

強，不能遇上困難就放棄。」我決定以後努力學鋼琴，不要辜負媽媽的期望。 

 

1A 尤嘉悅 

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參加了一個名為「吠陀數學比賽」，比賽前我沒有想到獲獎，想

不到最後得到銀獎，我和爸爸媽媽都非常驚喜。我會繼續努力，下屆再參與。 

 

1A 連晉顯 

三月一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天氣十分晴朗，我上完英語精進班後，媽媽帶我去遊樂場玩耍。我玩

了遊樂場各種設施，例如爬麻繩、滑梯等。 

突然有一位身穿校服、拿着旗袋的大哥哥走過來，他問媽媽：「姨姨，可

不可以幫我買旗呢？」媽媽回答：「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我們應該支

持。」 

 

1B 黃莉原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雨 

今天早上起牀，發現天氣很寒冷，我穿了了許多衣服上學去。我飛快地跑

進課室，才感到課室是最温暖的，我覺得十分高興。 

 

1B 麥展濤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在羽毛球場打羽毛球，表哥和哥哥是一隊的，我把羽毛球打過去

時，他們都以為自己接球，結果哥哥不小心打到表哥的頭，表哥哭了起來，我

們學會凡事都要小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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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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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李丞哲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天氣晴朗，姐姐和我跟媽媽回鄉探望外婆，外婆看見我們很開心。下

午，我和鄉村的小朋友一起跑步和踏單車，多麼充實的一天啊！ 

 

1C 黃穎珊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早上，媽媽帶我到圖書館裏聽故事，我借了幾本圖書回家，有些圖書

裏的知識是課本裏沒有的，所以圖書館真是大家的好去處，我也很開心。 

 

1C 錢詩穎 

三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星期日，表姐、哥哥、媽媽和我一起去天秀公園打羽毛球，打完羽

毛球後，我們就在公園內一起玩耍，我們玩得很開心。 

 

1C 楊曉天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在哥哥的《米奇老鼠》雜誌上看了一段文字：原來凹透鏡可聚攏

陽光，二千多年前的阿基米德利用這原理，在山上放着一個巨大的凹透鏡，就

把羅馬人的艦隊點燃起來，保衞了家園。我覺得圖書很有趣呢！ 

 

1D 于家懿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陰 

今天午息，我吃了最喜愛的咖哩飯。放學前，我上了多元智能課程，我設

計了一部小飛車。放學後，我到四樓禮堂打羽毛球，我贏了十球，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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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黃智軒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雨 

今天天氣寒冷，還下着雨。我穿着厚厚的衣服，撐着雨傘，開開心心上學

去。 

當我出電梯時，一股寒風迎面，感覺真不好，真希望寒冷的天氣快些過

去。突然間傳來一聲早晨，原來是我在幼稚園的同學，我們互相打招呼後，感

到點點温暖，我就上學了。 

 

1D 吳景鵬 

三月四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放學後去公園玩了一會兒就回家，回家後，我浸了一個很舒服泡

泡浴，然後吃了兩件西餅和飲了一杯熱巧克力，我今天過得很滿足。 

 

1E 陳國熹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 

今天回家後，我看見媽媽從焗爐拿出一個菠蘿叉燒包。我一口吃進肚子

裏，包子外面是香脆的麪包皮，裏面是很香的叉燒，真是好美味！ 

 

1E 湯凱喬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在社區中心參加了遊戲活動，活動很豐富，有繪畫、唱歌和聽故

事，我很開心，希望下個周末可以再去玩。 

 

1E 李姿影 

三月一日 星期六 陰 

今天，我、爸爸、媽媽和弟弟去舅舅家玩。舅母説：「我們一起包餃子吃

吧！」然後，舅母和媽媽很快地把材料準備好，不一會兒，她們就包好了一盤

餃子，我覺得很有趣，便請媽媽教我包餃子，我很快便學會了。今天，我過得

真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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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Days 

1A  Chan Yin Hei 
My name is Abby Chan. I am a girl.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in Class 1A. Miss 

Chiu is my class teacher. I like red. Jack is our monitor.  

This is my school bag. I have one pencil. I have four books. I have two water 

bottles. I have a school bag. I have two files.  

I bring a lot of things to school every day.  

School Days 

1B  Huang Lee Yuen 
My name is Tiffany. I am a girl. I am six years old. We are in Class 1B. Miss 

Wong is my teacher. Alex is my friend.  

This is my school bag. I have one water bottle. I have one crayon. I have two 

erasers. I have one pencil case. I have six books. I bring a lot of things to school 

every day. 

School Days 

1C  Yang Hiu Tin 
My name is Tim Yang. I am a boy.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in Class 1C. Miss 

Chan is my class teacher. Miss Mok is my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my school bag. I have eight pencils. I have four rulers. I have two 

erasers. I have one pen. I have one pencil case. I bring a lot of things to school every 

day. 

My Pet 

1A  Lai Tin Chi 
This is my dog. It is fat. It has a big nose. It is black and white. It has short ears. 

It has a short tail. It has big feet. It has big eyes. It is lovely.  

These are my cats. They are small. They have big eyes. They are brown. They 

have short ears. They have short tails. They have short legs. They are cute.  

My Pet 

1D  Ng Kwan Cheuk 
This is my cat. It is thin. It has a small nose. It is black. It has short ears. It has a 

long tail. It has small feet. It has small eyes. 

My Pet 

1E  Luk Chun Hoi 
This is my rabbit. It is small. It is fat. It is short. It is orange and white. It has a 

small nose and a small mouth. It has small eyes. It has short hair. It has long ears. It 

has a funny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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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dle 

1B  Wang Pang  

It is a toy.  

It is gold and silver. It is big.  

It has a long gun.  

What is it?  

It is a robot.   

Riddle 

1C  Ho Lok Yi  

It is a toy. 

It is red and pink. It is small.  

It has four wheels. 

What is it? 

It is a car.

Riddle 

1D  Li Kwok Fung  

It is a toy. 

It is red and yellow. It is big.  

It has big eyes.  

What is it?  

It is a car. 

Clothing 

1A  Chan Tsoi Yi  
Party Peggy is beautiful. This is her T-shirt. It has a heart. It is nice. This is her 

dress. It is big. It has a ball. These are her socks. They are big. They have two books.  

Party Sam has a happy face. These are his shorts. They are yellow and red. They 

have two pencils. This is his jacket. It is orange and blue. It is big. This is my hat. It is 

green and pink. It is big. 

Clothing 

1B  Zhong Ka Yuet 
Party Peggy is beautiful. This is her blouse. Her blouse is pink and white. This is 

her dress. Her dress is purple. These are her shoes. Her shoes are pink. 

Party Sam has a happy face. This is his shirt. His shirt is blue. This is his jacket. 

His jacket is yellow. These are his trousers. His trousers are blue. 

Clothing 

1E  Wong Pak Ho 
Party Peggy is beautiful. This is her blouse. It is pink and white. This is her hat. 

It is yellow and purple. 

Party Sam has a happy face. This is his shirt. It is orange and green. This is 

her jacket. It is red and blue. These are his shorts. They are white, red an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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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2A 莊梓軒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陰 

今天，學校舉辦第十一屆親子遊戲日，我跟媽媽到天暉路體育館後，我和

同學、家長坐在一起。 

首先，由司儀宣佈嘉賓進場，有金校長和家教會主席，禱告後，遊戲日正

式開始，每班分兩小組出場玩遊戲。 

老師安排了我在第二組，我和同學在台上為第一組同學打氣，他們很開

心。半小時多後，到我們第二組同學和家長玩遊戲，我們也玩得很開心。又過

了半個小時，又輪到第一組玩，過了一會兒，又輪到第二組玩，然後司儀宣佈

遊戲結束，準備遊戲日頒獎禮。結果，我班得了親子遊戲第二名，我和媽媽在

這次活動都很開心。 

2A 劉智韜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中文集誦比賽的日子。參加比賽的同學在七時三十分到達學校禮

堂，練習三次後，我們便出發到屯門大會堂去。 

比賽開始了，我們排着整齊的隊伍走上台去，每個同學都很有精神，聲音

宏亮。朗誦完了，只聽到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最後，等待公佈比賽結果的時候，我們覺得很緊張。當聽到「冠軍是宣道

會葉紹蔭紀念小學」這句話後，大家都歡呼起來，真是太高興了！ 

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2A 張安蕎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去尖沙咀科學館看恐龍展覽。這個展覽的主題

是「巨龍傳奇」。 

我們看見有很多巨大的恐龍，有兇惡的暴龍、包頭龍、很長脖子的草食的

腕龍、腔骨龍、重爪龍、狡猾的迅掠龍、偷蛋的竊蛋龍和名字很有趣的屁屁三

角龍。雖然這些只是模型，但是它們很神似，我以為回到了幾百萬年前的恐龍

時代呢！ 

我很開心，因為今天學了很多恐龍知識！ 

2B 胡港龐 
二月五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們一家人一起去九龍峰玩。一朵朵變幻莫測的白雲點綴着蔚藍的

天空，還有綠油油的樹木，使我心曠神怡。 

到了九龍峰後，我們看見九龍峰的村民十分熱情，我們和他們一起喝茶和

吃東西。吃完東西，我們還做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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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王優柔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 

今天，媽媽生病了，要多休息。爸爸説：「你要乖些，不要影響媽媽休

息。」然後我自己做功課。我看電視的時候，把電視聲音調低一點。媽媽要吃

藥了，我立刻給媽媽倒水，還給媽媽拿紙巾，媽媽笑着説：「優柔，你長大

了，還會照顧媽媽，真乖！」 

2B 黃穎恩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復活節。媽媽帶我和妹妹到屯門公園遊玩，我們先到爬蟲館觀看各

種不同的昆蟲，然後到公園欣賞大自然景色，蝴蝶在花間飛來飛去，小鳥在樹

枝上吱吱叫，大家都高興地玩了一天。 

2C 余芷琦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天 

今天，爸爸和媽媽放假，他們帶我到綠田園燒烤。那裏有很多美味的食

物，我烤了雞腸、玉米和豬排。吃飽了，我還玩了小型賽車，真是刺激。然後

爸爸媽媽帶我到池塘邊餵魚。今天我真的很高興。 

2C 蔡浩楷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天 

考試終於完結了，可以放鬆一下了。但這次考試考得不是太理想，不知道

媽媽會不會責怪我。怎麼辦呢？我就拿了手冊給媽媽看，媽媽搖搖頭看着手

冊，沒有説話。我心想，這次一定被媽媽責罵，媽媽不但沒有責怪我，還鼓勵

我下次要多下點苦功，努力地温習，讓我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

理。 

2C 王星智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天 

今天早上五時，我起牀了，第一次參加馬拉松三公里比賽，我和媽媽乘車

到迪士尼度假區集合，我們完成熱身，在八時正開始，沿途風景十分吸引，有

湖水和青草，這天天氣很好，我十分舒服。 

我和媽媽用了三十七分鐘便完成了，這天真是很充實。 

2D 陳曉鋆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媽媽帶我去元朗健康院檢查眼睛，姑娘説我的左眼不合格。我很害

怕要戴眼鏡，所以我決定吃飯時不要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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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周 帥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姐姐、哥哥、媽媽和我一起去中山公園玩。 

中山公園真大啊！到處長滿了茘枝樹，很多遊人，有些人在放風箏，有些

人在休息。我們累了，坐在草地上吃東西和休息。 

我買了一個風箏，我和媽媽一起放風箏，開始我不會放風箏，過了一會，

我學懂了放風箏，真是很開心。 

2D 陳慧琪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和媽媽去看牙科。 

當牙科醫生叫我的名字時，我很害怕和緊張，在媽媽和醫生勸導下，我終

於躺在牙科手術牀上，聽到了吱吱一聲，一會兒，醫生告訴我補完牙了。原來

補牙是不痛的。我以後都不怕看牙科醫生了。 

2E 梁曉瑩 
四月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媽媽、哥哥和阿姨去深圳灣公園玩耍。 

首先，我們乘坐汽車來到目的地。我看見密密麻麻的樹木，四周百花齊

放。然後，我看見前面有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海。對面就是美麗的香港。接着，

我們租了一輛三人單車，一邊看海，一邊唱歌，玩得很高興啊！ 

2E 陳 灝 
四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 

復活節假期第一天，我、媽媽和姐姐參加了學校舉辦的「獅子童樂遊海陸

空燒烤晚會」，我很開心，因為認識了獅子會的師兄、師姐，他們還烤了香

腸、魚丸給我們吃。最精彩就是姐姐和健體操隊員上台表演。回程時，每個人

還收到一份禮物。 

2E 鄧泓翊 
四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要去湖南啊！我們一家下午一時從香港出發到深圳舅舅家，再由他

家開車到湖南。到了外婆家，已經早上六時，我還在睡覺。外公抱我下車到房

間睡覺。睡醒後，我到外面摘花給外婆，她非常開心。 

我們在湖南住了四天，舅舅帶我們回深圳，我們早上六時出發，到深圳時

已經是晚上八時。媽媽帶我和哥哥回到香港，我們的湖南之行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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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Y School Rules 

2A  Ip Hung Sum 
1. We mustn’t spit. 

2. We mustn’t litter. 

3. We mustn’t hit other people. 

4. We must keep quiet. 

SYY School Rules 

2B  Lau Chun Kit 
1. You must keep off the grass in the 

garden.  

2. You must line up in the corridor.  

3. You mustn’t walk on the grass.  

4. You mustn’t run in the computer room. 

SYY School Rules 

2C  Yu Tsz Kei 

1. Line up in the corridor. 

2. Keep quiet in the classroom. 

3. You must not spit in the classroom. 

4. You must not litter in the library. 

Picnic 

2A  Cheung Sze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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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ce. Sam is hungry. He can eat some 

sandwiches. 

Picnic 

2D  BiBi B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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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kes. 

Picnic 

2E  Kaur Anmoldeep 

Jane, Tom and Sam are going to the country park. Jane is tired. She can take a 

rest. Tom is thirsty. He can buy some water. Sam is hungry. He can eat some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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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B  Jiang Kam Ting 

My name is Jiang Kam Ting.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come 

to school on foot.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My father is a manager. He assigns 

people to work.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I love my 

family.  

Me and My Family 

2C  Hui Ying Lee 

My name is Hui Ying Lee.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come 

to school by bus. I have one sister. My father is a teacher.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Me and My Family 

2D  Cheung Ho Yeung 

My name is Gordo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have four brothers and two sisters. My father is a fireman. He 

puts out fires. My mother is a doctor. She helps sick people. I love my family. 

Star Pupil 

2A  Lam Ka Kit 

Anki is a good pupil. She is helpful. She washes the clothes every Monday. She 

sets the table every Tuesday. She makes the bed every Wednesday. She cooks the 

dinner every Thursday. She clears the table every Friday. She tidies the toys every 

Saturday. She irons the clothes every Sunday. 

Star Pupil 

2B  Tse Ching Ho 

Jimmy is a good pupil. He is helpful. He washes the clothes every Monday. He 

sets the table every Tuesday. He feeds the dog every Wednesday. He waters the plants 

every Thursday. He folds the clothes every Friday. He makes the bed every Saturday. 

He clears the table every Sunday. 

Star Pupil 

2E  Wong Kin Fung 

Paco Chan is a good pupil. He is helpful. He makes the bed every Monday. He 

waters the plants every Tuesday. He walks the dog every Wednesday. He sets the 

table every Thursday. He hangs up the washing every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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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A 陳塏宜 

星期六早上，天氣晴朗，小志和他的好朋友到公園裏打羽毛球。 

他們打球打得累了，他們都到長椅上休息。小志看見一隻蜜蜂，他就拿起

球拍來打牠，蜜蜂以為他要拍打自己，便立刻螫了小志一下，小志大聲叫着：

「救命啊！」小志被蜜蜂螫得又紅又腫，他立刻回家告訴媽媽，媽媽看見了，

就立刻帶他去看醫生。 

醫生對小志説：「這蜜蜂真厲害啊！看來要做手術。」小志哭着説：「我

不要！我不要做手術！」小志這才明白不可以拍打小動物。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B 江嘉  

晴朗的星期天，小志在公園打羽毛球，然後就坐在長椅上休息，因為他太

累了。 

突然他看見一隻蜜蜂，他很頑皮，竟然揮動羽毛球拍拍打小蜜蜂，結果他

被小蜜蜂螫了一下，然後他的手又紅又腫，他説：「哎喲，好痛啊！」這時蜜

蜂趁機逃走了。 

最後，媽媽發現了小志被蜜蜂螫了，所決定帶他去看醫生，他很痛，所以

就哭起來了。我在這故事學到要聽話，不要這麼頑皮的道理。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C 江 穎 

今天，小志在公園打羽毛球，打完後，他感到很累，便坐在長椅上休息。 

小志在公園看見一隻蜜蜂，他很頑皮，用球拍拍打蜜蜂，後來這隻蜜蜂飛

到他的身旁螫他一口，他説：「哎喲！我的手又紅又腫。」最後蜜蜂飛走了。 

小志的媽媽帶他的到醫院檢查，他哭起來。經過這次教訓後，他以後不敢

再拍打蜜蜂。 

一次頑皮後的教訓 

3D 陳孝君 

今天，小志在公園裏打羽毛球，打完後，他很累，就坐在長椅上休息。 

小志在公園裏看見一隻蜜蜂。他很頑皮，他用球拍拍打小蜜蜂。後來，小

蜜蜂螫了他一口，他説：「哎喲！我的手又紅又腫。」一會兒，小蜜蜂飛走

了。媽媽帶他看醫生，他感到很痛苦。最後，小志以後不再拍打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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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件助人的事 

3A 郭芯瑜 
星期天，天氣晴朗，妹妹和小志一起到公園遊玩。 

妹妹提議玩捉迷藏，小志也同意。他躲到樹上面，頓時，他看到一位在看

報紙的老伯伯掉了一部手提電話在地上。他想：不如我把它據為己有，那麼我

就可以玩電話了！」這時候，妹妹發現了小志説：「找到你了！」 

小志聽到後，就説：「我看到一部手提電話，我們把它據為己有，那我們

就可以玩電話了！」妹妹説：「我們應該路不拾遺，不應把不是自己的東西據

為己有。」小志終於恍然大悟，他立即把手提電話還給老伯伯，老伯伯跟他

説：「謝謝你，你真是一個路不拾遺的孩子！」 

小志學到應該路不拾遺的道理。 

記一件助人的事 

3B 陳諺俊 

晴朗的星期天，小志和妹妹到公園玩捉迷藏。 

然後，小志發現了老伯伯掉了手提電話，他頓時就把它拿起。忽然，妹妹

笑起來了，小志説：「為甚麼你會笑？」然後小志的朋友小俊走過來説：「我

們可以賣掉它，那些錢可以平均分配。」小志因為喜歡幫助人，所以説：「不

行，要還給老伯伯。」小志走到老伯伯旁邊説：「你掉了手提電話，我幫你拾

起了。」老伯伯回應：「謝謝。」 

小志學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記一件助人的事 

3C 廖心言 
星期天，小志和妹妹在公園玩捉迷藏，有些小孩子溜滑梯，真熱鬧。有一

位老伯伯在椅子上看報紙。 

小志在公園看見一位老伯伯，他的手提電話掉在地上。妹妹立即給哥哥。

小志對妹妹説：「你不可以把手提電話據為己有。」後來小志決定把它交給老

伯伯，他向小志説：「謝謝你。」最後，小志學會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記一件助人的事 

3D 鍾嘉俊 
星期日，小志和妹妹在公園玩捉迷藏，有些這孩子溜滑梯，挺熱鬧。有一

位老伯伯在椅子上看報紙。 

小志在公園看見一位老伯伯的手提電話在地上，後來妹妹想把它帶回家，

小志對妹妹説：「不可以據為己有。」小志把這部手提電話交給老伯伯，老伯

伯向小志説聲「謝謝」。 

最後，小志學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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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華文化日的經過和感受 

3A 呂樂熙 

十二月二十八日是中華文化日，我和同學一起到學校參加活動。 

學校有很多不同的活動，例如禮堂活動──吃盆菜。老師在每班抽學號，

竟然抽中我，真高興！上台後，老師給我們一種食物，要我們猜一猜是甚麼食

物，原來是豬皮。 

舞龍來了！舞龍來了！那些打鼓者都來了，打鼓者的打鼓聲像打雷一樣，

咚！咚！咚！一邊聽着打鼓聲，一邊玩攤位遊戲，真熱鬧！ 

最後，我們一起拿着禮物開開心心地回家去了。我今天雖然很累，但是今

天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呢！ 

參加中華文化日的經過和感受 

3B 羅樂遙 

一月二十四日是學校的中華文化日。我和同學也期待着校內的年宵市場、

遊戲攤位和美食攤位等。 

我們首先在課室做手工，我做了很久才能完成這個手工。接着我們就到操

場玩美食攤位和逛年宵市場。美食攤位的食物非常豐富，然後我們到年宵市

場，那裏很熱鬧。 

我最深刻的片段是逛年宵市場，那裏人山人海，賣東西的大哥哥和大姐姐

們一邊努力地賣東西，一邊叫同學來買東西。我買了哥哥姐姐精心製作的假

花、髮夾……在年宵市場裏，我聽到很多叫賣聲和熱鬧的聲音，到處都是喜氣

洋洋的。然後，我們到禮堂看看盆菜的來源的短片。 

最後，我學會了盆菜的來源。今天我感到很開心。 

參加中華文化日的經過和感受 

3C 鍾富城 

那天的天氣很温暖，嘉賓、老師、同學和家長們準備攤位，他們又興奮又

緊張。那天的精彩節目有遊戲攤位和美食攤位，讓我們感受到賀年氣氛。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食攤位，當天我在操場上看見很多同學吃東西，例

如：燒賣、豆腐花、魚丸、糖不甩、薄餅等，很多同學早已準備環保餐具，我

們嚮應環保。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有機會嚐到很多美食。 

經過這個活動，我認識中國文化和生活習慣，我希望下一年度能有機會再

參加中華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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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華文化日的經過和感受 

3D 胡美詩 

那天的天氣很温暖，嘉賓、老師、同學和家長們準備攤位，他們又興奮又

緊張。那天的精彩節目有遊戲攤位和美食攤位，讓我們感受到賀年氣氛。我是

一名參觀者，我到各樓層參觀。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食攤位，當天我在操場上看見很多同學吃東西和玩攤

位遊戲，我喜歡的食物很多，例如：薄餅、年糕、魚蛋、炒飯和燒賣等，大家

一邊吃東西，一邊欣賞表演，非常熱鬧。  

經過這件事情，我吃很多美食，讓我很開心，希望下一年度能有機會再參

加「中華文化日」。 

 

粉筆 

3A 鄭 遵 

粉筆勇氣可嘉， 

冒着生命危險去寫字， 

一掉到地上， 

就會粉身碎骨。 

雖然斷了腳， 

但是依然盡自己能力去寫字， 

努力去寫，寫呀寫，寫呀寫。 

努力後，卻被勊星刷走了。 

沒用了。 

扔進垃圾箱裏， 

承載着無限的痛苦， 

唉， 

真可惜！ 

點心歌 

3C 黃燕雲 

茶樓裏，飯店中， 

圓桌揮手歡迎你， 

茶壺杯子輪流滿， 

點心如花開遍地。 

布丁、甜粽和燒賣， 

馬拉糕、腸粉、鳳爪， 

口味雖然不一樣， 

人人都能吃個飽。 

燒賣 

3B 陳楚盈 

燒賣，燒賣， 

你為甚麼那麼軟滑？ 

燒賣，燒賣， 

你為甚麼那麼香甜？ 

燒賣，燒賣， 

你為甚麼那麼清香？ 

燒賣，燒賣， 

我最愛吃燒賣。 

 

為甚麼你有魚味？ 

為甚麼你有好道？ 

燒賣，我真愛你呢！ 

點心歌 

3D 莊穎怡  

茶樓裏，飯店中， 

圓桌張手歡迎你， 

茶壺小杯輪流滿， 

點心如花開遍地。 

 

菜肉包、燒賣和牛肉， 

湯圓、紅豆糕、砵仔糕， 

馬拉糕、蘿蔔糕、煎堆， 

人人都能吃個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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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Make Sandwiches 

3A  Cheng Chun, Tal 

It is Thursday evening. Mary and Susan want to make some salty ham and 

potato sandwiches at home because they are going to go fishing and they need to 

prepare the lunch. 

Then, they go to the kitchen to find the cookbook and ingredients. There is a lot 

of fruit, two cans of cola and some butter in the fridge. Unluckily, there isn’t any 

bread and tomato sauce. Therefore, they feel miserable. 

At last, they call Mama to buy some chicken instead. They are happy because 

they can eat the tasty and mouth-watering chicken. 

Let’s Make Sandwiches 

3B  Ho Kwok Ming 

Mary and Susan want to make some sandwiches at home because they are 

hungry. 

First they go to the kitchen to find the ingredients. There are some vegetables, 

some ham and some cheese. There isn’t any bread. They feel sad. 

Then they look in the fridge again and find some fruit inside. At last they make 

fruit salad. They are happy. 

Let’s Make Sandwiches 

3C  Shakeeb Tariq 

It is Saturday. Mary and Susan want to make some sandwiches at home because 

they are hungry.  

They go to the kitchen to look in the fridge. There is some cheese, butter and 

ham. There aren’t any tomatoes, vegetables or eggs. There isn’t any bread. Mary and 

Susan feel sad.  

Mary and Susan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tomatoes, vegetables and 

eggs. They are happ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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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 Events 

3A  Lee Cheuk Kei 
To: All parents 

2013-2014 School Events 

There are many school events this year. The dates of the school events are as 

follows: 

 Ice-cream Day is on the tenth of October. We can eat a lot of ice cream. 

 Fruit Day is on the fifteenth of June. We can eat a lot of fruit. 

 Music Show is on the fifth of April. We can watch a lot of music shows. 

 Pen Day is on the second of December. We can use pens for writing all day. 

 No Electricity Day is on the fourteenth of March. We can’t use electricity. 

 Left Hand Day is on the eighteenth of December. We can use only the left hand 

to do all the things.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ev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an before 31
st
 October. 

Principal 

My School Events 

3B  Lam Tin Wai 
To: All parents 

2013-2014 School Events 

There are many school events this year. The dates of the school events are as 

follows: 

 Games Week is from the eighth of August to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We can 

play a lot of games. 

 Piano Day is on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We can play the piano. 

 Ice-cream Day is on the tenth of October. We can eat a lot of ice cream. 

 Chinese Checkers Day is on the fifth of November. We can play Chinese 

checkers. 

 Sweets Day is on the third of December. We can eat a lot of sweets. 

 Music Day is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March. We can have singing competition.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ev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an before 31
st
 October.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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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 Events 

3D  Chen Shek Chi 
To: All parents 

2013 – 2014 School Events 

There are many school events this year. The dates of the school events are as 

follows:  

 Ice-cream Day is on the tenth of November. 

 Sports Day is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Toys Week is from the twelfth of December to the twentieth of December. 

 Boys Day is on the sixth of January.  

 Hot Dogs Week is from the fifth of February to the sixteenth of February.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ev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an before 31
st
 October.  

Principal 

Peter’s New Buddy 

3A  Chan Yuen Hong 

Tal can be Peter’s new buddy. He is eight years old. His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fifth of December. He sits next to Chris. His favourite subjects are English 

and Chinese. He listens to me and plays with me. His favourite food is hamburgers. 

His favourite toy is a LBX model. 

Peter’s New Buddy 

3C  Yan Cho Yau  

Cherry can be Peter’s new buddy. She is eight years old. Her birthday is on the 

thirtieth of November. She is good at PE. She sits next to Ronald. She plays with me. 

She doesn’t shout at me. Her favourite food is berries. Her favourite pet is a rabbit. 

Peter’s New Buddy 

3D  Lam Tsz Hin, Oscar 

Alex can be Peter’s new buddy. He is nine years old. His birthday is on the 24th 

September. He is good at Music. He sits next to GiGi. He plays with me. He does not 

fight with me. His favourite food is apples. His favourite pet is a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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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lassmate 

3B  Huang Hiu Ka 

Tiffany is my classmate. She sits next to Coco. She has big ears and small eyes.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polite. She does not shout at me or fight with me. 

Tiffany’s favourite subject is General Studies. She is good at doing experiments. 

She watches TV when she is free. 

Her favourite toy is the toy dog. Her favourite animal is dogs. Her favourite food 

is chicken wings.  

My Classmate 

3C  Wong Yin Wan 

Kitty is my classmate. She sits on my left. She is short. She has small eyes, small 

ears and a small mouth. 

I like her because she doesn’t play tricks on me. She plays with me and looks 

after me. 

Kitty’s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She is good at doing long-jump. She watches TV 

every day. 

I am glad Kitty is my classmate. 

My Classmate 

3D  Chen Yung Hang 

Gigi is my classmate. She sits next to Alex. She is tall. She has small eyes, small 

ears and a small mouth. She has long hair.  

I like her because she doesn’t play tricks on me. She plays with me and talks to 

me. 

Gigi’s favourite subject is Music. She is good at singing and playing the piano. 

She watches TV every day. 

I am glad Gigi is my class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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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家人難忘的經歷 

4A 胡諾軒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和媽媽、爸爸、妹妹一起去海洋公園玩兒。出發前，

妹妹衣着很醜，我嘲笑了她。 

然後，我們出發了。到了海洋公園後，我們一起玩兒。我問妹妹：「你可

不可以跟我一起照相呢？」妹妹憤怒地回答：「不，我恨死你！」我傷心極

了，我只好自己一個人拍相。 

這時，媽媽叫我玩機動遊戲，我問：「甚麼？您不是不知道我害怕玩兒機

動遊戲嗎？」「哈哈，哥哥竟然害怕玩兒機動遊戲，真是讓我笑破了肚皮。」

妹妹搶着説。 

爸爸對妹妹説：「你不可以嘲笑哥哥！」姐姐説：「我和妹妹喜歡，嘴巴

是我們的，我們喜歡説甚麼就説甚麼！」「你……你們把我氣死了！」我説：

「我就要玩給你們看！」我就上去玩機動遊戲了。 忽然，我不害怕了，我對

機動遊戲的害怕被克服了。 

最後，雖然我對我自己克服了機動遊戲而感到很高興，但是我對我嘲笑妹

妹的事感到很後悔。因為，如果我首先不嘲笑妹妹，她就不會嘲笑我，我覺得

我真是自作自受。 

我和家人難忘的經歷 

4B 張恩熙 

每當我到沙灘游泳的時候，我便會想起那天和家人難忘的經歷。 

暑假時，我和家人一起去沙灘游泳，我興奮極了，想馬上就到沙灘去。可

是一到沙灘，我就全身發抖，為甚麼呢？因為沙灘的水太冷了。過了一會兒，

我的心情便慢慢放鬆下來，原來這裏有很多人呢！我説：「媽媽，您也來

吧！」「好啊！」媽媽回答我。 

「啊！」一聲尖叫聲。原來有人遇溺，爸爸很擔心，他立刻游過去救那小

女孩。為甚麼呢？我始終不明白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爸爸可能會遇到危險。

「媽媽！你看！爸爸和小女孩快要沉到水裏去了！」我不斷地哭着説，「不要

擔憂！要相信爸爸！」媽媽説，我的嘴不斷顫抖，「一定要相信爸爸，一定

要！」媽媽説，我在心裏不斷為爸爸祈禱，希望爸爸平安回來。 

終於，小女孩被爸爸救了上來了，她很感激爸爸。我問爸爸為甚麼要救小

女孩？爸爸説因為小女孩很可憐，不救她的話，她就可能有生命危險。這是我

在暑假和家人經歷的事情，真難忘啊！ 

這件事教會了我做甚麼都要勇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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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的一天 

4C 賈智欣 

我等了這一天很久，終於到我生日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昨天答應我會買生日蛋糕給我，因為這個生日蛋糕

對我很重要的，我平日很少吃生日蛋糕，所以我今天特別緊張和興奮。 

我很期待媽媽快回家，與我慶祝生日。我在家裏等了很久，很久，時間一

秒一秒地過去，但媽媽還沒有回家，媽媽也沒有給我電話，我很擔心她是不是

發生意外或者有其他事要做，所以還沒回來。 

我坐立不安，我腦海裡呈現媽媽的影子。於是我打了一個電話給媽媽，電

話響了很久，還沒有人接聽。 

突然，大門一開，原來媽媽回來了，我很開心，忽然媽媽手上的蛋糕掉在

地上，我很傷心，我的眼淚在我的眼晴流出來了，我控制不了，哭成淚人。 

媽媽擁抱我，對我説：「別傷心，我會再買一個蛋糕給你，好嗎？」我馬

上又笑了，希望媽媽下次不會再弄掉我的生日蛋糕。 

媽媽和我們一起去公園 

4D 劉曉彤 

今天，我、媽媽和妹妹一起去公園玩。我看見有些人在公園裏玩，在公裏

散步，在公園裏吃東西。 

然後，我和妹妹就一起玩滑梯，我們玩得非常開心。媽媽大聲説：「要不

要吃東西？」我和妹妹就説：「好啊！媽媽，謝謝您。」我們就一起過去吃東

西。 

到了下午了，我和妹妹一起玩。這時，我和妹妹説：「媽媽，可不可以來

這裏？」媽媽擁抱着我們就説：「當然可以。」 

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有一隻蜜蜂螫了我一下，我就哭着説：「媽媽，我

的手很痛。」媽媽就帶我去醫院看看。最後，看完醫生後，我只好失望地回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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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風波 

4A 黃丞澤 

今天我收拾書包的時候，發現了上星期的評估卷，令我回想起一場吵架的

小風波。 

上星期，當老師派發評估卷的時候，我竟然只有十四分，我皺着眉頭憤怒

地説：「為甚麼我不用心温習？」而坐在旁邊的小美卻取得了滿分。 

小息時，我不服氣，憤怒地對她説：「拿滿分有甚麼了不起呢？」小美卻

説：「你温書的話，也能取得滿分，所以你不必羡慕我。」我吼叫道：「你取

得滿分，當然能這樣説！」小美搖搖頭，神氣地説：「你只有這麼一點兒本事

就不要和我吵了，笨蛋！」我聽了她這麼説，更生氣，紅着臉，揮着拳頭。 

幸好同學看到我們正在吵架，找來了張老師，老師問我們發生了甚麼事，

老師提醒我們吵架時解決不了問題的。我聽完張老師的話，十分羞愧，這時我

才恍然大悟，我向小美道歉，並向小美請教温習的方法，小美開心得像蜜蜂遇

上花朵。我説：「下次我一定會努力。」 

這份評估卷成為了我的幸運物，它提醒我凡事不能衝動。 

一次小風波 

4B 何安妍 

當我今天交功課時，我就想起昨天我和子俊發生的一次小風波…… 

子俊和我在交功課時，他把我和石堯烽的功課搶走了。我非常生氣，我立

時好像一座火山正在爆發。 

我一面瞪着眼，一面大聲地對他説：「快把功課拿回來！」「我就不給

你！不可以嗎？」子俊説，這下我光火了，説他是小偷。子俊聽了我這樣説，

人便緊張來，説他是數學服務生，所以我們組的功課由他收，可是我是組長，

收功課一直都由我負責。這時，我趁機把他手中的功課搶回，一不小心，功課

被撕破了。我們馬上向領袖生報告，她讓我們馬上修補好功課。 

最後，我坐在座位上反省，明白了一個道理──要和別人講道理， 

同學之間要互相尊重和禮讓。 

每當想起這件事時，真希望我和子俊永遠不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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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風波 

4C 孫惠芳 

五月十五日，小息的時候，我發現了媽媽送給我的筆盒不見了！ 

當我正在尋找我的筆盒的時候，我發現了許瀅瀅手上正拿着我的筆盒！

「為甚麼你偷了我的筆盒！」我當時很憤怒地問她，她卻否認：「胡説！這是

我姐姐送給我的！」 

我伸手握拳，很想打人，這時，清清在老師桌子上發現了我的筆盒！ 

我才恍然大悟，心想：「我真誤會了她！」我立刻向她道歉，她也對我

説：「我不應該大聲向你説話，對不起！」我們兩人開心地談天，還是這樣最

好！ 

一次小風波 

4D 謝政東 

每當我看見這個機械人，我就想起那次…… 

上星期三，我和弟弟感到很沉悶的時候，媽媽下班回來了，她説：「我買

了一個機械人，你們一起玩吧！」 

我和弟弟一起玩機械人的時候，我跟弟弟説：「讓我先玩吧！」但弟弟跟

我説：「不，讓我先玩吧！」 

這時我有點生氣了，便對弟弟説：「這機械人是媽媽給我的。」弟弟開始

生氣了，他説：「你胡説！應該是給我的。」這時媽媽從房間裏走出來，看見

我們在吵架，便説：「你們倆也有錯，快道歉吧！」 

我對弟弟説對不起，他原諒了我，弟弟也跟我説對不起，我亦原諒了他。 

假如有一天，這個世界沒有了文字，世界會變成怎樣？ 

4A 麥欣桐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文字，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文字，這個世界

會變成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的生活沒有了文字，就不能記事了，那我們就不能夠寫日記、欣

賞人類的文學作品，也不能知道古人記載的歷史了。 

除了不能記事外，沒有文字，還不能傳遞知識。我們不能上學，不能識

字，不能學習知識，我們不能看《西遊記》，不知道歷史知識，更加不能去圖

書館看我最喜愛的《喜羊羊與灰太狼》了。 

所以，文字是很珍貴的，是我們在生活當中不可缺少的東西，我們一定要

好好珍惜和抓緊它們，不要讓它們溜掉！ 



 

38  

四
年
級 

假如有一天，這個世界沒有了文字，世界會變成怎樣？ 

4B 吳易燑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文字，如果沒有了文字，那世界會變成甚麼

樣子呢？沒有文字對我們有甚麼壞處呢？ 

如果沒有文字，人們的交談就會因指示不清而產生誤會。例如，在日常生

活中，我們都會寫信給朋友，如果沒有了文字，那我們的交流就會很不方便，

我們也不能順利地傳達自己想表達的信息。 

如果沒有文字，不能記錄下發生的事情。例如，我們都喜歡寫日記，記下

每天所發生的事情，如果沒有了文字，又怎能記日記呢？更不要説，怎樣記錄

歷史、記錄重大的事件了。 

所以，在生活中是不能缺少文字的，如果我們沒了文字就會讓生活很不方

便了。 

假如有一天，這個世界沒有了文字，世界會變成怎樣？ 

4C 劉康妮 

假如有一天世界真的沒有文字，世界會怎樣？讓我來告訴你們吧！ 

第一，如果世界沒有了文字，那我們就會看不到報紙了。日常生活中有不

少人都要看報紙來知道時事，看書本和學習，但如果萬一沒有了它們，我們想

汲收知識都不可以了。 

還有，如果世界沒有了文字，那我們的生活都會有問題，我做一個例子，

例如：我的表哥去了外國旅行，我又很想他，我想寫信給他都不行了。 

文字對我們來説是很重要，無論大小朋友，中學生，大學生或是老人家都

需要用到文字，文字是我們天天都要用的東西，千萬別讓它們溜掉，只要一見

到他們就要緊緊把它們放進口袋裏。 

假如有一天，這個世界沒有了文字，世界會變成怎樣？ 

4D 陳天欣 

假如有一天，這個世界沒有文字，世界會變成怎樣？若日常生活中沒有文

字的話，壞處還真多。 

如果世上再沒有文字，那麼，我們又怎樣傳遞知識、寄信、學習和記下事

情？那麼喜愛閲讀的人又怎能看書呢？這樣，一些精彩、有趣的故事書、小

説、文學作品不就從此消失了？ 

如果世上沒有文字，人們就不能溝通了。同時，一些要用文字工作的人也

會受到影響，例如律師行，他們要用文字記下事情、呈交報告、文件等。此

外，煤氣公司、電力公司等亦需要運用文字寄出賬單通知用戶繳款。 

所以，文字已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們絕不可以讓它們一個一

個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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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課外書的好處 

4A 陳駿濠 

俗話説：「不讀書的人，思想就會停止。」你們知道閲讀課外書的好處

嗎？ 

閲讀課外書可以讓我們增加知識，我看了一本書叫《神奇的顯微鏡》，這

本書讓我明白了顯微鏡的功用和起源，也是因為我看了這本書才喜歡了閲讀課

外書。還有一本書叫《DIY 望遠鏡》，這本書讓我明白道望遠鏡的功用，起源

和很多關於天文學的知識。我看了很多課外書，所以我學會了很多課本沒有的

知識。 

閲讀課外書的好處除了增加知識，還有讓人明白事理的好處。例如我看了

《龜兔賽跑》這個故事，讓我明白到凡事要努力，不要放棄，要像故事裏的烏

龜一樣努力，不要像故事裡的兔子那麼看不起別人。 

「閲讀是打開知識大門的鑰匙」，閲讀又能增加我們的知識，也能明白事

理，讀者們記住要多閲讀課外書啊！ 

閱讀課外書的好處 

4B 陳健尉 

俗話説：「三代不讀書， 不如一窩豬。」到底課外書對我們呢有甚麽影

響？到底課外書的好處是甚麽？ 

我們可以閲讀不同的圖書，如故事書，科學書，知識書，國家文化書等。

我認為閲讀課外書可以增加寫作能力，我看了一本叫《作文魔法書》，它可以

把我們寫不好的作文變成十分好的作文，還可以知道不同類型的作文。 

閲讀課外書也可以消磨時間。有一次，我要回鄉，要坐上七小時的車，坐

了一小時後，我覺得很沉悶，我就拿了一本叫《最誠心的禱告》這本書來看，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到了鄉下。所以看課外書可以消磨時間。 

「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我建議你們也在空閒的時候看課外書，令

自己的知識增多，變成一個知識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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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課外書的好處 

4C 孫惠芳 

「知識就是力量」你聽過嗎？那你有沒有看課外書嗎？不過看課外書有怎

麼好處呢？ 

閲讀課外書能幫助我們寫作。例如：在課外書中，看到優美的句子時，你

可以把這些句子唸熟，你寫作的時候，便可以用這一些句子了！ 

閲讀課外書還能增加我們對世界各地的知識。例如：我們可以知道更多世

界各地的風俗和文化。 

總括而言，課外書還有很多好處。「閲讀就是打開知識大門的鑰匙」如果

你漫游在閲讀的世界中，多好！ 

閱讀課外書的好處 

4D 陳麗詩 

俗語説：「知識就是力量。」可是，閲讀有甚麼好處？知識又有何功用？ 

首先，閲讀課外書幫助我們明白道理，我們可以分析故事中不同角色的性

格，明白待人處事的道理。比如《寓言成語故事》、《伊索寓言》；閲讀童話

故事裏的《三隻小豬》、《美人魚》，可以引發我們對童話故事的興趣。閲讀

課外書可以令我們明白更多道理。 

閲讀課外書可以提高我們語文的能力，例如《幸福的窮中子》、《三國

誌》，從課外書中，我們可以學到許多詞語、句子和成語，幫助我們寫作，提

升我們的學習能力。 

閲讀課外書可以得到許多知識，讓我們可以思考。閲讀課外書在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讓我們多看課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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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 Page 

4A  Leung Ka Chun 
About me: 

My name is Kelvin Leung. I am nine years old. My best friend is Oscar Chan.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second of July. My best family member is my brother. 

My address is Flat D, 4th Floor, Block 4, Seabird Court, 4 Pink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My phone number is 31991199. 

My favourite food is rice. My favourite toy is a toy gun. My favourite colour is 

black. My favourite pet is a dog. My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My favourite festival is 

Chinese New Year. My hobby is playing computer games. My e-mail address is 

leungkelvin614@yahoo.com. 

 

My ideal friend: 

My ideal friend is Oscar Chan.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short. He is thin. He 

likes playing basketball and computer games. His favourite toy is a toy gun. His 

favourite colour is black. His favourite food is rice. His favourite pet is a dog. His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Friend Page 

4C  Hu Chun 
About me: 

My name is Terry. My birthday is on the thirteenth of July. My hobbies are 

reading, doing exercise and shopping. 

My favourite toy is a toy car. I like chicken legs. I love blue. My favourite 

festival is Mid-Autumn Festival.  

My address is Flat A, 1/F, Block 6, Mei Wu Court, Tin Shui Wai. My e-mail 

address is Terry@SYY.hk. My phone number is 12999999. 

 

My ideal friend: 

My friend’s name is Faith. We have different names. She is eight years old. I am 

older than her. She is 126 cm. I am taller than her. She weighs 56 lb. I am fatter than 

her. 

My friend’s hobbie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and swimming so we have different 

hobbies but we both like ice-skating. Her favourite toy is a teddy bear. We like 

different toys. She likes chicken legs. We like the same food.  

My friend’s favourite colour is pink. We like different colours. She likes Mid-

Autumn Festival. We like the same festival. She likes cats. We like different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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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 Page 

4D  Chu Cho Fung 
About me: 

My name is Alex.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eighth of November. My 

hobbies are playing card games, playing football and riding a bicycle. 

My favourite toy is a toy car. I like onions. I love yellow. My favourite festival is 

Chinese New Year. I like dogs. 

My address is Room 2012, Chak Yu House, Tin Chak Estate, Tin Shui Wai. My 

e-mail address is ChuChoFung@happy.com. My phone number is 98771122. 

 

My idea friend: 

My friend’s name is Yoyo. We have different names. My friend is nine years old. 

I am older than her. She is 140 cm. I am shorter than her. She weighs 103.4 lb. I am 

thinner than her. 

My friend’s hobbies are playing badminton, doing aerobic exercise and 

swimming. We have different hobbies. Her favourite toy is a ball. We like different 

toys. Her favourite food is cakes. We love different food.  

My friend’s favourite colour is white. We love different colours. Her favourite 

festival is Easter. We like different festivals. Her favourite pet is dogs. We like the 

same pet. 

My Spare Time Activities 

4A  Wong Shing Chak 

I seldom watch TV on Mondays. I seldom go cycling on Tuesdays. I never sing 

karaoke on Wednesdays. I never do karate on Thursdays. I often fly kites on Fridays. 

I sometimes go swimming on Saturdays. I sometimes go fishing on Sundays. 

My Spare Time Activities 

4B  Chui Tsz Wai 

I often practise the piano on Mondays. I seldom read the newspaper on 

Tuesdays. I often play basketball on Wednesdays. I often write calligraphy on 

Thursdays. I always watch TV on Fridays. I often sing karaoke on Saturdays. I 

always go ice-skating on Su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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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pare Time Activities 

4D  Lai Sheung Lam 

I often practise the piano on Mondays. I often play computer games on 

Tuesdays. I often watch TV on Wednesdays. I often do English revision on 

Thursdays. I seldom do archery on Fridays. I always eat ice-cream on Saturdays. I 

always go jogging on Sundays. 

Hello from Hong Kong 

4A  Xie Chui Yan 
Hi Miranda, 

I am very excited that you will spend your Easter holidays to visit Hong Kong. I 

have planned a two-day tour for you. 

On the first day, we will go to Aberdeen. We will eat seafood there. Then we will 

go to the Peak. We will look at the night view. 

On the second day, we will go to Repulse Bay. We will go swimming. Then we 

will go to Tsim Sha Tsui. We will listen to music at the Cultural Centre. We will go 

shopping too. 

I hope that you like what I have planned for you and have a happy time with me. 

Love 

Kelly 

Hello from Hong Kong 

4B  Shek Hiu Fung  
Hi Miranda, 

I am very excited that I will see you in Hong Kong next month. Here is our plan 

for your visit. 

On the first day, we will go to Stanley. We will go swimming and shopping 

there. Then we will go to the Peak. We will look at the night view of Hong Kong and 

take photos there. 

On the second day, we will go to Lantau Island. We will see the Big Buddha and 

buy souvenirs there. Then we will go to Mong Kok. We will go shopping ther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Hong Kong. 

Love, 

Ivan 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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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from Hong Kong 

4C  Chung Yip Yi  
Hi Miranda, 

I am very excited that I will see you in Hong Kong next month. Here is our plan 

for your visit. 

On the first day, we will go to Cheung Chau. We will go swimming and do water 

sports there. Then we will go to Aberdeen. We will eat fish and prawns there. 

On the second day, we will go to Stanley. We will go shopping and buy T-shirts 

and souvenirs there. Then we will go to the Peak. We will look at the view at night 

and take photo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Hong Kong. 

Love, 

Lily Chung 

TV Programmes I Watched 

4B  Ng Yik Tung 

I watched the news, dramas, documentaries and sports programmes. I enjoyed 

sports programmes most because they are exciting. They were about football races. I 

didn’t enjoy cookery programmes because they are boring. 

TV Programmes I Watched 

4C  Ng Wai Ching 

I watched Africa, News at Six Thirty, Tuesday Report and the weather report. I 

enjoyed Africa because it was interesting. Last episode, it introduced a desert in 

Egypt to the audience. I didn’t enjoy Tuesday Report because it was boring. I didn’t 

know what was it talking about. Africa was the best programme. It was a nature 

programme. It was about animals. Tuesday Report was the worst programme. It was 

boring. I didn’t enjoy it at all. 

TV Programmes I Watched 

4D  Chan Lai Sze, Liz 

I like nature programmes because they are interesting. I like cookery 

programmes because they are interesting. I don’t like dramas because they are silly.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reports because they are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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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5A 李嘉伶 

孔子説：「書猶藥也，善讀之可醫愚。」所以我認為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是提高成績的根源。 

首先，要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我們要主動尋找知識。嘗試接觸生活中不

同範疇的知識，培養多方面興趣。例如當我們對寫作感興趣時，我們可以從書

本或相關網站搜尋資料，如果還是不明白，我們又可以問老師，不斷尋求新的

知識。這樣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的話，我們不但可以知識廣博，還可以學富五

車呢！ 

要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我們要有毅力及恆心。我們要用心思考，克服接

蹱而來的問題。我們不可以在遇到問題時，就立刻逃避和放棄。我們應要細心

思考，然後運用自己擁有的知識來解決當前問題，若果自己未能解決，才找別

人協助。 

最後，要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我們還要不斷自我反省，改善自己的缺

點。古語有云：「吾日三醒吾身。」即是説要經常檢視自己的表現，學習別人

的長處，改善自己的缺點。例如當我們考試成績退步的時候，我們就要找出自

己的錯處，然後反思自己錯誤的原因，從中作出改善，使自己下次有進步。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主動尋找知識，主動克服各種問題，以及改善自己的

缺點，從而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我堅信只要做到以上各點，這樣必能提高學

習成效。 

如何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5B 温艾青 

良好的習慣是成功的關鍵，你同意這個説法嗎？我們要培養積極的學習態

度。 

首先，要主動參與、積極思考。如果想主動參與和思考，就要多觀察、探

索和留意身邊發生的事，在學習過程中，必須主動思考，才能牢固知識。我們

必須細心觀察、仔細思考……才能將知識牢固。 

再者，要掌握不同的學習技巧。我們要經常檢視自己的表現，學習別人的

長處，改善自己的缺點。有些人常常上課遲到，他的缺點可真多呢！所以我們

必須努力地檢視自己的表現，才能有進步的時刻。 

總括而言，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十分重要，我也要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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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5C 杜穎彤 

積極的學習態度是成功的關鍵，你同意嗎？積極的學習態度指上課時積極

參與，勇於發問。因此，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是十分重要。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要擁有無比的毅力和決心。我們要不怕困難，不怕

失敗，要勇敢地面對挑戰。例如老師在課堂上發問，我們要勇於舉手回答，不

怕答錯或被同學取笑，只要勇敢面對。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訂立清晰明確而又可行的目標，並找尋可實踐的方

法，推動自己向目標進發。例如要挑戰自己在中文科默書中要拿取九十分或以

上、在考試中拿取全班十名內或在全級考取二十名以內等。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要主動尋找知識。嘗試接觸生活中不同範疇的知

識，培養多方面的興趣，熱愛學習。例如我們可以多看書，多參加一些不同的

興趣班。 

總括而言，我們要好好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好好學習，主動尋找知識，

建立清晰明確的目標，並擁有無比的毅力和決心等。 

如何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5D 麥芷清 

積極的學習態度是成功的關鍵，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用甚

麼態度去學習，就會有甚麼的成果，你同意嗎？讓我們一些培養積極的學習態

度。 

首先，我們可以訂立生活作息時間表。不要少看這個時間表，如果你不好

好分配上課、休息和温習的時間，有些活動或工作可能會集中在同一時間內，

所以我們要懂得平均分配時間，例如：放學回家，我們先做功課，然後温習老

師在課堂上教導的知識，接着吃晚飯和洗澡，最後可以上牀睡覺。 

其次，我們要訂立清晰明確的學習目標。那個目標是要在你的能力範圍之

內，但是這個目標不可以太過簡單。比如：平日默書只能僅僅合格，但是訂下

默書成績為九十分以上，雖然這個目標分數很好，但是太遙遠。 

最後，我們要有尋找知識的決心。我們可以多發問，解開自己心裏的難

題，也可以多看益智的書籍，也可以多看看大自然，親近它，正所謂「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 

總括來説，我們可以成為有用的器皿，必須堅持積極的學習態度，愛迪生

的話「我靠的是一分天才和九十九分努力」成為我們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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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團隊精神 

5A 劉偉倫 

正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句話説明了團隊精神十分重

要，但要怎麼培養正面的團體精神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目標一致，才能培養良好的團隊精神。隊員要認同已訂

立的目標，並要努力向目標進發。在校運會的班際接力賽中，大家都必須目標

一致，全力向前，才可達標，團隊才能獲得勝利。只要團隊擁有共同目標，隊

員就可努力向目標進發，發揮團隊精神。 

其次，隊員要發揮自己的長處，合作互補。用自己的長處補足別人的短

處，扶助隊友，向目標進發。像在足球比賽，速度較快的就負責射門，力量較

大的就負責防守。隊員發揮自己的長處，互補不足也是培養團隊精神的重要的

一環。 

再者，分工合作也是培養團隊精神的好方法。分工時可按隊員的長處來分

配，若果不按長處分工，可能會降低工作效率。在福音營裏，一組人承擔不同

的工作，互相交流，既可增加默契，又大大降低工作時間。由此可見，分工合

作對培養團隊精神十分重要。 

總括而言，在團隊訂立目標，隊員發揮長處貢獻團隊，分工合作，增加默

契均是建立團隊精神不可缺少的一環。 

如何培養團體精神 

5B 黃彩嬅 

團隊精神重要嗎？在我們玩團隊比賽中明顯理解到，團隊精神真的很重

要。那麼，團隊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首先，増加日常生活的技能訓練，可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例如：集體清

潔碗筷、場地執拾，可以令我們把這些活動融入在日常生活裏，並且運用出

來。 

其次，通過團隊遊戲，有利於增加團隊成員的自信，幫助提昇團隊的歸屬

感。很多人內心都希望其他人尊重自己，他們會把自己的能力再提高，期望得

到別人認同和讚賞。 

再者，團隊強調個人的工作效率，更強調團隊，集體成果。它強調是通過

成員的貢獻，得到實實在在的集體成果。有一隊足球隊，參加了社區內的足球

比賽，比賽前兩個月就開始練習，結果拿了第一。 

總括而言，團隊精神的重要性，要在於自己，團隊精神的力量才能發揮。

無論任何一個組織，團隊精神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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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團隊精神 

5C 楊鵬豪 

團隊合作重要嗎？正所謂「一箭易斷，十箭難折」，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團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團隊合作精神又應怎樣培養呢？ 

首先，我們可以透過參加一些小組活動來培養團隊精神。例如宿營活動和

集體遊戲，可以增加與別人合作和溝通的機會。這樣便能漸漸培養出團隊精神

和合作性。 

其次，要有良好的團隊精神就必須遷就和尊重他人的意見，那是因為如果

你不遷就別人的話，必定很容易會發生爭執。如果我們不尊重他人的意見的

話，就無法達到團結一致了。遷就別人和尊重他人的意見對良好的團隊精神是

非常重要的。 

最後，我們還必須尊重隊長的決定，因為如果我們不尊重隊長的決定的

話，就會令到團隊無法達成共識。團隊便無法團結一致，這點相信沒有人會反

對的。 

總括而言，在社會上是非常講求溝通和合作性的，我們必須從小就開始培

養良好的團隊精神，為將來投身社會而未雨綢繆。 

如何培養團體精神 

5D 陳碧華 

團體精神不就是我們合作的成果嗎？你懂得如何培養團體精神？讓我提出

一些培養團體精神的方法吧。 

首先，我們可按職務分工合作，例如：我們在福音營時，我們可以分工合

作，有些同學清潔碗筷，有些同學執拾場地，有些同學打掃禮堂。還有，我們

參加團隊歷奇訓練，在訓練中，我們會學習到合作的重要性，在福音營中有個

活動叫「黑夜行」，我們要蒙上眼睛，緊緊地握着同學的手向前行，這個活動

教會我團結的力量。 

其次，我們可以增加互助合作的機會，例如，我們在平時在功課上有不明

白的地方，同學間互相請教，一起想解決的方法。 

再者，我們可以提供日常生活的團體技能訓練，我們在福音營中自己執拾

行李和摺疊房間的牀單等。 

總括而言，培養團體精神是很重要的，否則，我們的朋友便愈來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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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好的朋友 

5A 盧綺晴 

梁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也是我們班中的女班長。 

她有一張瓜子臉，小小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藍色的眼鏡，鏡片後還有一雙水

汪汪的眼睛，下面有一張櫻桃小嘴，樣子十分可愛，輕盈苗條的身材很令人羨

慕呢！ 

她個性文靜，也很細心。她不太喜歡説話，可是每當老師問她任何問題，

她都會認真地回答。她寫的字很漂亮，做功課也很認真，每當她寫字的時候，

她都會緊緊地拿着鉛筆，盯着紙張，慢慢地寫出每一個字，她真的很專心呢！ 

她為人包容，又很善良。每當我或別人犯錯時，她都會原諒我們，當每一

次我沒有帶東西的時候，她都會包容我的過錯，不嫌棄我的冒失。有一次，我

在體育課時跌倒了，她立即扶我去醫療室，還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難過，在

我眼中，無人能較她更良善呢！ 

她在我眼中不只是班長或朋友，更是我們的好榜樣。我一定要向她好好學

習呢！ 

我的同學 

5B 鄧偉峰 

曾祥傑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們在四年級的時候已經認識的。他很聰明，寫

的字也很漂亮。他的身高一百五十二厘米，重四十一公斤。他的成績很好，默

書經常取得一百分。他是學校的領袖生。他今年十一歲。 

祥傑有一張長長的瓜子臉，有一雙炯炯有神，又大又明亮的眼睛，一個小

巧伶俐的嘴巴，他的鼻子筆直的，他的眉毛修長的，他的頭髮烏黑，明亮又短

的，他的身材魁梧的。 

每一個課堂，他都會積極地舉手回答老師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他很聰明，

很有自信。他還很主動幫助老師把作業簿派給同學。 

總括來説，積極和主動都是他的性格，我會以他為繼續努力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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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5C 陳加霖 

我的好朋友是誰？我的好朋友就是杜細妹。她今年十歲，除了父母親外，

她還有一個好哥哥。 

她的樣子十分可愛。她有一雙大眼睛，烏黑油亮的頭髮和輕盈苗條的身

材。最特別是她架着一副桃色的眼鏡。她斯文大方，性格開朗，做事認真和樂

於助人。她經常鼓勵我説︰「努力、加油！」 

記得有一次她當值時，有一位女同學不小心碰到一位比她年幼的妹妹，小

妹妹大哭起來。杜細妹立即上前安慰她，她扶起掉在地上的小妹妹，問她説︰

「你有沒有事？」小妹妹説︰「我……我的膝蓋很……很痛！」杜細妹輕輕為

她貼上膠布，還叫那位一年級的女同學向小妹妹道歉。小妹妹説︰「我會原諒

你的。」杜細妹很開心，她説︰「你們真了不起，真棒。」離開前，她還祝福

她們。 

在這件事上，我看出杜細妹樂於助人，斯文大方的性格。我認識了這位好

朋友真是我的榮幸。 

我的同學 

5D 鍾樂怡 

黃嘉浩是位開朗的學生，他和我是同班同學，他就坐在我的身旁。 

黃嘉浩有雙圓溜溜的眼睛，他有橫闊的西字臉，還有一個塌鼻子，他有肩

寬體健。他有紅唇皓齒，臉上還有幾顆小痣，分別在臉蛋和下巴。他每天都帶

着笑容上課，好像遇到了很多好事。 

嘉浩是樂觀的同學，他十分喜歡笑，雖然他做事有點粗心大意，但他十分

積極，不會隨意發脾氣。嘉浩十分主動，常常主動發問，還常常説：「這個問

題的答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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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管理員隊長 

5A 陳子濤 

我心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應該為同學服務，幫助同學整理書本，而我

心目中的圖書館管理員隊長，就是歐鍵鋒同學，也是我的朋友。他現在是一名

圖書館管員。 

他的成績很好，他聲音很小，十分安靜，所以我覺得他很適合做圖書館管

理員。他有小小的眼睛和圓圓的臉蛋，做事很仔細、文靜，笑容常掛在他的臉

蛋上。 

他樂於助人。小息的時候，我有時候會去圖書館裏看書和借書。他很熟悉

圖書館裏的書籍，像一本甚麼都懂的詞典。有時，他會幫我仔細地找一些我不

太熟悉的書本，又幫我借書，他真是一位熱心幫助人的同學啊！ 

我覺得要當一名好的副隊長或隊長真不容易，要肩負起重大的責任，要付

出很大的代價，他就是其中一個，我真佩服歐鍵鋒啊！ 

我心目中的理想領袖生 

5B 歐麗晴 

你們知道如何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嗎？讓我告訴你們吧！ 

首先，我們要建立清晰明確的目標。即是我們要訂立可達到的目標，找尋

可實踐的方法，推動自己向目標進發。例如：下星期一，小明要中文默書，最

初他訂的目標，就是想拿一百分，但老師建議不應把目標定得這麼高，要先訂

立實際可達到的分數，所以他訂的目標要得八十五分。  

其次，我們要擁有無比的毅力、決心和好奇心。我們要不怕困難或失敗。

一天，小光在書局發現了一本好看的文學書，他便立刻買下了這本書。回到

家，卻忘記了這本書。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如果要追求知識，就一定要有無比

的毅力。 

最後，我們要發揮自己的長處。有時候我們會不自覺地發現自己擁有的天

份，所以我們應好好地利用這些長處，盡量發揮出來。上體育堂時，希希發現

了自己跳繩比其他同學厲害，所以她決定要參加跳繩隊。最後，她能夠在跳繩

比賽中得到冠軍。 

由此可見，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不但對學業有幫助，而且對個人成長也

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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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領袖生隊長 

5C 曾錦源 

一個好的領袖生隊長應該為同學服務，幫助同學解決困難。而我心目中的

領袖生隊長就是小芬，她曾經當班長，她現在是一名領袖生。 

小芬的成績中等，但她喜歡交朋友，所以班上有很多好朋友。她性格樂

觀、健談開朗。 

她樂於助人，每當我有功課不明白，她會教我做功課。有時候我給老師責

罵，她會安慰我。她不停幫助同學解決困難，她是一位盡責的領袖生。 

我覺得當領袖生隊長真不容易，要付出不少代價。我希望她能盡力為同學

服務和為同學解決困難，成為同學的好榜樣。 

我心目中的理想葉小小老師 

5D 鄧潁榆 

我心目中理想的葉小小老師應該愛護同學、操行良好、心地善良等。而我

心目中真正的葉小小老師，就是鍾樂怡同學，她現在是班長，我希望她是葉小

小老師。 

雖然我認識她一年，不過我覺得她很有上進心，當她有甚麼課文不懂時，

她就會主動請問老師。她做事很謹慎，從來不會懶散，她很受同學的受戴。 

樂怡處事公正。有一次，她看到個同學在轉堂時聊天，然後她説：「你們

可以不要聊天嗎？」當時我覺得她是很盡責的班長。 

我覺得要當優秀的葉小小老師，真的是不容易，要付出很多代價。我希望

樂怡可以當上葉小小老師，可以幫助同學，教他們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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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ail to Alan 

5A  Lee Ka Ling 
Dear Alan,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the fight with your sister.  

I think you should be patient with her. I think you should get on well with each 

other. Try to ask her not to laugh at you. It is impolite. For the homework you do not 

know, you can ask your classmate for help. Why don’t you talk to her in a friendly 

way? You should not fight with her. Don’t do that again. You should get on well with 

each other. 

I hope you will talk to each other again. You will surprise her if you do it first! If 

you want to talk to me, I am always here. 

Love, 

Teacher Kelly 

An E-mail to Alan 

5B  Zuhaib Rai 
Dear Alan,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the fight with your sister.  

I think you should be patient with her. You should help her with her homework.  

Try to talk to her in a friendly way. I think you should encourage her. Don’t 

argue or fight with her.  

I hope you will talk to each other again. You will surprise her if you do it first!  

If you want to talk to me, I am always here. 

Love, 

Miss Wong 

An E-mail to Alan 

5C  Chan Ka Lam 
Dear Alan,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the fight with your sister. 

I think you should be patient with her. You should not fight with your sister. You 

should speak to her politely. You should not argue with her. 

You should talk to her patiently. You should listen to her. You should share 

sweets with her. 

I hope you will talk to each other again. You will surprise her if you do it first! If 

you want to talk to me, I am always here. 

Love, 

Miss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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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mbassador Nomination 

5A  Wong Chung Ling 

We think Rebecca should be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She has been to many 

tourist spots in Hong Kong. 

She has been to Ocean Park three times. She rode on a roller coaster there. She 

felt so excited. She has been to the Space Museum twice. She watched a sky show 

there. She thinks the 3D effect of the sky show was so amazing. She has been to 

Mong Kok four times. She went shopping there. She bought many gifts for me. I 

think they were so beautiful. She has been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too. She took 

photos with Mickey Mouse and his friends. She thinks Mickey Mouse and Minnie 

Mouse were so cute.  

Rebecca is very friendly and polite. She can perform the duties of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well. Please vote for Rebecca. 

Hong Kong Ambassador Nomination 

5C  Mak Hiu Ki 

We think Melody should be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She has been to many 

tourist spots in Hong Kong.  

She has been to Ocean Park once. She played games there. She has been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three times. She saw the exhibition there. She has been to the 

Cultural Centre once. She watched shows. Melody is very friendly. She can promote 

Hong Kong. Please vote for Melody. 

Hong Kong Ambassador Nomination 

5D  Chan Pik Wa 

We think Mary should be the Hong Kong ambassador. She has been to many 

tourist spots in Hong Kong. 

She has been to the Space Museum twice. She watched the sky show there. She 

has been to Ocean Park seven times. She rode on the merry-go-round there. She has 

been to Sai Kung five times. She ate seafood there. She has been to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five times. She saw the exhibition there. 

Mary is very helpful. She can promote Hong Kong. Please vote for her. 

  



 

56  

五
年
級 

The Best Citizen in My Group 

5A  Wong Wing Yiu 

Kelly has done a lot of good things. I think she is a good girl. 

First of all, she has donated money to charity. She does it three times a week. 

What’s more, she always gives up her seat to someone in need. She is a kind girl. 

Kelly is someone who enjoys helping people. She has bought flags four times in 

these few weeks and she has also bought tickets for charity six times this year. 

I think she is the best citizen in my group. 

By Connie Wong 

The Best Citizen in My Group 

5B  Kwok Hiu Tung 

Suyi and William have done a lot of good things. They have sold flags before. 

They have bought flags before too. They have planted flowers before. They have 

visited an old people’s home before. They have given away old toys before. They 

have donated money to charity before. 

I think Suyi and William are the best citizens in my group. 

By Cherry 

The Best Citizen in My Group 

5C  Li Cheuk Pan 

Amy has done a lot of good things. She has sold flags before. She has sponsored 

a child before. She has given away old toys before.  

I think Amy is the best citizen in my group. 

By Jack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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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ard 

5B  Iram Ghafar 
Dear Tracy, 

First I went to the Peak Tower today. I took photos and saw the beautiful view of 

Hong Kong. I felt very glad because I could ride on the peak tram. 

Then I went to the viewpoints. I bought souvenirs there. I saw the Peak Tower. I 

felt very excited because I could take nature walks around the Peak. 

Finally I went to Sky Terrace 428. I looked at the Peak Tram Historical Gallery.  

I felt joyful because I could stand at 428 metres above sea level. 

Love 

Iram 

Postcard 

5D  Yip Ho Tung 
Dear Happy, 

I went to the Peak Tower. I bought souvenirs. I saw toys and key chains. I felt 

happy because I could buy many things. 

I went to 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 I took photos. I saw many pictures. I 

felt joyful because I could look at the statues.  

I went to the Peak Tram Station. I looked at the view. I saw many buildings. I 

felt glad because I could look at the view of Hong Kong. 

Love, 

Yi Ho Tong 

Postcard 

5D  Ho Ka Yan 
Dear Vicky, 

I went to the Peak Tower. I shopped in the Peak Tower. I saw many tourists. I 

felt happy because I could do a lot of shopping. I went to Madame Tussauds. I took 

photos in Madame Tussauds. I felt joyful because I could take many photos.  

I went to Peak Tram Historical Gallery. I saw many tourists at the Peak Tram 

Historical Gallery. I felt excited. 

Love,  

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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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遊記 

6A 黃浩斌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周末，我剛認識的新朋友──小明，要我當他的導遊，

帶他認識這個社區。 

早上九點，我帶小明先到屏山圖書館看圖書。在圖書館裡，人們都在專心

地看書，還有些學生認真地温習，他們全都非常安靜，實在令人舒適悠閒。 

到了十一時，我和小明再走到聚星樓附近。在路上，我們看到七彩繽紛的

花兒，優雅美麗的小鳥，古樸蒼勁的大樹。到了聚星樓後，在我們眼前屹立着

一座八邊形的建築物，約高六米，使用青磚蓋造，別具歷史價值。直到下午一

時，吃過飯後，我們一起走到鄧氏寺廟，門前有兩位威武的門神，令人望而生

畏。在寺廟內，屋樑上刻有兇猛的老虎，有栩栩如生的飛龍，有活潑的魚兒，

那些建築真是古色古香。 

下午三時，我們乘搭輕鐵到濕地公園。進去後，我們看到一條懶洋洋的鱷

魚，躺在石頭上睡覺。然後，我們再去到濕地那兒，小明問：「這些甚麼？」

我説：「這是彈塗魚。」牠們猶如迴力球一樣，在沙土上亂蹦亂跳，我們都看

得非常興奮，繼續參觀其他有趣的地方。 

最後，我送小明回家去。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今天遊玩的過程，因為這是我

們相處難忘的一天。我會把它放在心裏，畢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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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遊記 

6B 楊嘉璇 

當我寫週記的時候，我便想起上周日和小明一起遊覽了天水圍。 

一個天朗氣清的早上，我和小明一起在天水圍踏自行車，去了不同的地

方，讓他更了解天水圍。 

早上起牀時，我和小明踏自行車來到了濕地公園，我們穿過一條盤曲小

徑，小徑的旁邊有翠綠的小樹站立着，猶如彬彬有禮的紳士在迎接我們。過了

一會兒，突然下起毛毛雨，雨點像羽毛，像花針，像棉絲，密密地斜織着，籠

罩着整個濕地公園。我們向遠處眺望，雨中的雀鳥姿態萬千，顯得比平時更

美。不一會兒，雨停了，樹葉子經雨水的洗滌後卻綠得發亮，小草姐姐也好好

裝扮自己，使自己青得逼眼。雨中的濕地公園不減其秀麗，還比平時顯得格外

美呢！ 

中午時分，烈日當下，我們去了流浮山吃海鮮，那間酒樓人山人海，客人

一邊談天，一邊吃食物，十分高興。我們也吃了豐富的海鮮，大快朵頤。 

休息了片刻，我們踏自行車去到屏山圖書館。我們在屏山圖書館看了幾本

關於大自然的書本。那裏設備齊全，令大家沉浸在書本的世界中。 

在暮色漸濃的傍晚，我們從屏山圖書館來到了下白泥。黃昏的太陽變成了

一個燃燒殆盡的火球，不斷往下沉落。 

我們追趕着太陽，我們感歎道：「時光飛逝，我們長大後，仍能保持友好

的關係嗎？」但我相信：只要互相誠心對待，這段關係必定能夠維持。雖然太

陽伯伯回家了，但我仍然不會忘記剛剛的畫面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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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遊記 

6C 郭綺文 

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我約了我的新朋友──小明，因為他是從外地搬進

來的，所以他請了我作他的導遊，到我家附近的地方，讓他認識這個社區。 

早上九時，我們首先到濕地公園參觀。心急的我第一個去看鱷魚貝貝，但

最可惜的是貝貝睡覺了，所以我們去了觀鳥亭，用望遠鏡觀看不同的鳥，還有

很多鳥兒吱吱喳喳地唱歌，鳥兒動聽的歌聲都使我們身心舒暢，為我們增添了

不少雅興。我們離開濕地公園時，有幾隻色彩斑斕的蝴蝶在我們身旁送我們離

開。 

不知不覺，原來已經到了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我們趕快在快餐店吃了一頓

午餐，繼續我們的旅程。到了一時，我們來到了屏山圖書館，這裏很安靜，還

有數不勝數的圖書，都使我們流連忘返。我一看手錶，已經是下午三時，我們

來到屏山文物徑，這裏的遊客人山人海，我看到了圍村、聚星樓、古井、祠

堂、古廟……都令我們大開眼界。 

到了黃昏，我們踏單車到下白泥看日落，走到下白泥時，看見路旁軟綿綿

的小草，被風一吹，好像小女孩翩翩起舞，十分優美。在這裏看日落，令人有

一種悠然自得的感覺，讓看日落的人百看不厭。真希望我們的友情可以更加深

厚、真摯。 

社區遊記 

6D 劉紫瑤 

今天早上天朗氣清，我和弟弟帶芳芳去認識這社區環境。 

我們第一站去的地方是一個外形像山尖的商場──銀座商場。我們先乘坐

輕鐵到天榮站下車。接着，我們一起慢慢地行到那冰冷冷的商場。一進入商

場，一片寂靜，我們就往已開門營業的商店購物。雖然我們只是買了很少的紀

念品，但我們也笑得合不攏嘴，感到很滿足。 

中午的時候，忽然下起大雨，我們乘輕鐵到天逸總站，慢慢走去第二個地

方──天澤商場。我們在那兒吃午餐，那裏冷得像雪房一樣。我們的午餐有香

噴噴的芝士、雞翅膀焗飯、甜甜的水果沙拉和熱騰騰的湯烏東，這頓午飯使我

們很飽足。 

吃完午飯後，當然要做一些運動來幫助消化。我們趁着停雨，就趕快走到

第三個地方──天暉路體育館，我們在那兒做運動。 

做了運動後，剛剛是下午三時正，我們都很疲累，所以我們乘輕鐵到第四

站──我的家。那時天色暗下來，好像要下雨，我們便匆匆回家。過了一會

兒，我們回家了，就不斷喘氣，我倆休息了片刻，便走進廚房幫媽媽做菜。最

後，我們一家人和芳芳一起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這天的旅程使我很愉快，能為朋友當導遊以介紹這個社區的美麗環境實在

難得，我會把這次的經歷深深印在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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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遊記 

6E 胡琛杜 

上周日，陽光普照，我決定帶着水晶去認識一下我們的社區。 

首先，我和水晶到濕地公園遊玩。到了公園才是早上九時左右，我們走進

濕地公園後，就看到太陽點綴着蔚藍的天空。陽光讓大地萬物慢慢蘇醒︰可愛

的彈塗魚在泥中跳躍着；貝貝害羞得躲在一旁；小鳥唱着動人的曲子來歡迎我

們。大自然的一切真有活力啊！ 

下午一時，我們去了銀座商場吃午餐。那兒的食物應有盡有，令人猶豫不

決。例如有香噴噴的炸雞翅膀，有鮮嫩多汁的牛排，有香氣四溢的咖哩牛肉

飯……雖然比不上山珍海味，但卻別有風味，都令我們大快朵頤。 

下午五時，我們決定到下白泥觀賞日落。我們到達下白泥剛好是日落的時

間。驕陽不知何時變了一顆黃澄澄的蛋黃，四周圍繞着許多捨不得驕陽離開的

彩霞。在這美麗的「仙境」下，我們還看到一幕十分温馨的場景——一對父母

帶着孩子在看日落。不知不覺，這美麗的「仙境」和這温馨的場景，竟天衣無

縫的融合在一起。 

晚上七時，我們一起去流浮山吃晚飯。還沒到達流浮山，我們的肚子已不

聽話地「打鼓」了。我們趕快找到了一家海鮮酒家，那兒的海鮮真是可説水陸

之饌。吃過海鮮後，令我們齒頰留香。 

經過這次的旅程，讓我明白到無論大自然有多麼美麗壯觀，但身邊沒有朋

友的陪伴，一定會失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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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宵「友」道 

6A 鄭 童 

新年到了，你們有逛過年宵市場嗎？我不但逛過年宵市場，還體驗過經營

年宵攤檔呢！每當我看見蔚藍的天空，白茫茫的雲兒，嬌媚的大紅花，嫩綠的

小草，壯碩的大樹時，都會令我想起風和日麗的那天…… 

那天秋高氣爽，萬里無雲，大家都懷着興奮的心情來籌辦這次中華文化日

的年宵活動設計和攤位遊戲。我們先用色彩繽紛的汽球和彩帶把整個攤位佈置

得美輪美奐，五光十色，原本平平無奇的操場經過我們的裝飾後，十分美麗！

之後，我們紛紛拿出我們班出售的貨品，有黃澄澄的大桔，有小巧精美的發

夾，有可愛細緻的晴天娃娃……真是多不勝數，令人目不暇給。這些貨品都是

象徵我們的血汗和心機，它們更是我們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製作而成的

呢！ 

活動快要開始了，我們小心翼翼地把我們製作的產品放在攤檔上。然後靜

待活動開始。活動開始了，今次的活動令平日寂靜無比的操場，搖身一變，變

成熱鬧非常的年宵街道。操場上的人就像密密麻麻的螞蟻，到處走來走去，操

場頓時人山人海、排山倒海、水洩不通。彷彿像一個車水馬龍的街道。我們把

握機會宣傳，大聲地吶喊：「請購買六甲班的產品！請購買六甲班的產品！」 

才過了一會兒，我們已經大汗淋漓，汗流浹背。但我們還是拼命地做。俗

語説：「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就是我們這樣的拼搏精神，令我們班獲得了

兩個大獎。這次的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我們明白到「團結就是力量。」這次活

動令我們更加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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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宵「友」道 

6B 鄒嘉雯 

當我看到在街外宣傳的推銷員時，令我不禁回想起中華文化日當天的經

歷。 

那天萬里無雲，天公造美，真是一個適合「做生意」的日子。我們先在操

場佈置我們六乙班的「大本營」，我們把橫額掛在帳篷的最頂部，就好像意味

着我們的店一定會生意興隆的!然後就把一些已經寫好的小揮春掛在帳篷的四

方，再把已製作完成的產品放到桌子上，我們的產品種類繁多，有小揮春、燙

珠匙扣、馬賽克相架等。 

終於，「小客人」開始來到操場了！原本冷漠無情的操場搖身一變成為熱

情好客的主人似的，操場上的人愈來愈多，漸漸變得車水馬龍，水洩泄不通。

此時，同學們亂中有序，各自執行自己的任務，有的在「大本營」外進行推

銷，有的卻負責「鎮守大本營」，有的負責攤位遊戲，大家都十分忙碌。而就

在這個時刻，有一位「小客人」來到我們的小店中購物，由於他是我們店的第

一位客人，所以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説：「小朋友，我們店裏的產品種類繁多，

一定有你的『心頭好』。」結果，他買了一個「火箭炮」，滿心歡喜地離開。

接着，陸陸續續有十多位，甚至百多位的客人來到我們的攤位購物，可算是

「客似雲來，貨如輪轉」。 

我最難忘的回憶就是看到客人在我們店裏買到自己的心頭好後的那張笑

臉，令我覺得很有成功感和滿足感。經過這次活動，我明白一個人的力量是很

渺小的，但只要集結大家的力量就會變得十分強大。雖然我那天很累，但能夠

與好同學、好朋友一起齊心合力推銷貨物，真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歷。 

營宵「友」道 

6C 林伊婷 

今年是六年級第二次在中華文化日中舉辦「營宵有道活動」。六年級負責

籌辦年宵活動設計及攤住遊戲供其他年級的同學參與。 

那天天氣晴朗，預備攤位時大家都很踴躍幫忙預備攤位需要的用品，大家

心情都非常緊張。雖然只有十多分鐘時間準備，但大家都很快弄好。預備的時

候，操場很冷清，但一開始營宵，操場人聲沸騰。 

我們預備的時間過得特別快，霎時間，營宵開始了。我們大聲叫賣，叫賣

時，小朋友、家長和同學們都很踴躍來購買我們的貨品，來購買的人如潮水般

湧過來，使我們忙得手忙腳亂。不過有些人在有蓋操場吃東西，有些人在攤位

裏玩遊戲，有些人在購買貨品……銷售貨品接近尾聲，大家都大聲地叫，都想

盡快完成，終於賣完所有貨品了，大家的心情都有點低落，因為貨品賣完了。 

在「營宵」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同學之間不同的合作機會，亦經歷了大家

分工合作的難忘回憶，這次的「營宵友道」令我可以明白了更多銷售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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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宵「友」道 

6D 梁嘉偉 

在中華文化日中，學校舉辦了「營宵有道活動」。我們負責籌備一次年宵

活動及攤位遊戲供給其他年級的同學參與。在營宵的過程中，我和同學之間有

不同的合作機會，亦經歷了不同的難忘回憶…… 

一開始，老師帶我們到操場佈置攤位，大家焦急地把攤位的名牌掛起來，

把貨品放好和預備攤位遊戲，大家都有點手忙腳亂。 

鐘聲終於響起了，活動正式開始，四至五年級的班主任，陸陸續續地帶同

學到操場，同時，我們也開始叫賣了，有些同學還到了操場的中心，將同學拉

到我們的攤位前買東西，有些同學買花紙．有些同學買拼豆，有些同學來玩攤

位遊戲，非常熱鬧。 

到了最後，是幼兒園和一至三年級的同學過來買東西。老師就把貨品售價

降低，但還是很少人來買東西，我心想：為何一開始活動時，操場上人山人

海，非常熱鬧，但到了最後人群疏疏落落，操場上寂靜無聲？ 

放學了，大家都很疲累，今天我們非常投入和努力，我還學到很多營銷的

策略呢！ 

營宵「友」道 

6E 李卓嵐 

每當有人提起「營銷有道」這個活動時，我便會想起那次難忘的經歷…… 

那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是非常適合玩攤位遊戲的好日子。早上，我和

同學們一起預備我們班設計的攤位遊戲。因為二零一四年是馬年，所以我們攤

位的主題是「馬到 6E」。預備完攤位以後，接着就是搬運貨品。我們的貨品包

括︰拼拼豆、扭氣球及木板。一切都預備好後，同學們都顯得很興奮和緊張，

而「營銷有道」活動的序幕也漸漸地揭開了…… 

可是，活動一開始時，我們的攤位十分冷清。但隨着時間過去，我們的攤

位愈來愈熱鬧了。我負責推銷貨品，但當我遇到一些連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客人

時，就感到有點手足無措了。還有，每當我推銷貨品時，客人的反應有的是很

困擾，有的是很生氣，有的則是被嚇倒，十分有趣。 

當活動接近尾聲時，我便用盡全力大喊，喊得聲沙了。活動結束後，我力

氣已盡，便像植物人一樣伏在桌上。結果，最受歡迎的貨品是拼拼豆，賣清

了。 

這次的活動雖然很辛苦，但大家也感到很愉快。這也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

驗，令我們學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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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謝怡 

6A 謝 怡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叫謝怡，就讀於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六年級甲班。

我個子高，束馬尾辮，戴眼鏡。 

我愛樂於助人，當老師有需要的時候，我便會主動跑去幫忙老師，例如幫

助老師拿簿冊，清潔課室等。我也會幫助有需要的人，例如扶長者過馬路、有

空到老人院幫忙照顧老人和賣旗等。 

我很誠實。有一次，我在上學的途中拾獲了一張面值一百港元的紙幣，我

馬上跑到學校把它交給老師，老師稱讚我做得好呢！還有一次，老師不小心改

錯了我的測驗，我主動告訴老師，最後雖然被扣了六分，但得到老師的稱讚，

成了誠實的孩子。我這樣做不是為了得到任何的讚賞，而是希望自己能做一個

誠實的人。 

另外，我也有藝術的天份，喜愛畫畫。在空閒的時間，我會按照書上的圖

畫繪畫出來。我會像一個「大畫家」一樣先準備好用具，然後才開始畫畫。老

師更看見我有藝術天分，便推薦我參加視藝小組和佈置小組，幫忙佈置學校。 

現在認識我吧。我就是樂於助人，又誠實，又喜歡畫畫的人。 

「蘑菇頭」賴志健 

6B 賴志健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賴志健，我戴眼鏡，個子小，別人説我是徹頭徹尾

的「蘑菇頭」呢！ 

有人説我樂於助人，為甚麼？因為我常常會幫助同學。例如：老師叫同學

派發簿冊時，我一定會二話不説地舉手。還有，當有同學不夠力氣把簿冊放回

簿櫃時，我也會義不容辭去幫助他。 

也有人説我見義勇為，為甚麼？因為我在擔任學校的領袖生副隊長的時，

有些同學會用言語來傷害別人的心，這時候，我也會馬上去阻止他。 

又有人説我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因為我在默書獲得不理想的成績時，我會

跟自己説：「為甚麼你會那麼不小心？你可以做得更好，要繼續努力！不要放

棄！」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在廣袤無垠的牆上努力爬行的一隻甲蟲，永不放

棄！ 

你現在認識我嗎？我是一個守時、不屈不撓和見義勇為的「蘑菇頭」──

賴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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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 

6C 陳文婷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六年級丙班的學生，相信你

看看完我的自我介紹後便猜到我是誰了。 

我個子高高的，束馬尾辮，戴藍色的眼鏡，眼神有少許呆呆的，像在做白

日夢，因為同學的誤會，所以我有一個奇妙的綽號──「發夢女王」，不過實

際上我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學生。 

説説我的優點和缺點吧！膽子小，當我站在高處往下看時就會渾身顫抖，

一看見小小的蟲便會大叫。不過我很有創意，因此作文的成績也不錯。 

我很喜歡看書，特別是漫畫和冒險小説。我每一次看完一本漫畫和冒險小

説後，就會很期待下一期，書裏的內容曲折刺激，使我百看不厭。 

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吧？我就是有創意、膽子小和愛看書的陳文婷。 

普通的我 

6D 陳楚嬋 

你們好？我是小學六年級丁班的學生，你知道我是誰嗎？先看看下文，猜

猜我是誰吧！ 

第一，我是個樂觀的人。每當遇上不如意的事時，我都從正面積極的方向

想，讓那不好的念頭變成好的東西。我認為「開心」是人生一件無可代替的珍

貴禮物，所以我決心要做個樂觀的人，不會把開心的事情輕易忘記。 

第二，我很有耐性。我的表弟擁有很多模型，但他常常拼了一會兒，就放

棄不拼了，此時，我就會慢慢教他拼砌，我會陪他完成整個模型。 

第三，我很愛思考。我常常看就讀中學的姐姐那本中文書，雖然此書內容

很長，但我也會慢慢看，有時那些課文篇幅太長，要將一課分為四課，我看了

第一課後，會仔細想想之後的情節發展，尤其我最喜愛看推理小説，如《神探

帶金》，這本書的結局是要自己思考的。 

你現在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一個樂觀、有耐性和愛思考的普通人──陳

楚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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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無奇的我 

6E 郭衍楓 

大家好！我是小學六年級五班的郭衍楓，雖然我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學

生，但我卻是獨一無二的。 

我與一般的小朋友不同，我的獨立能力很強，例如學校舉辦福音營，那裏

只有學生和導師，雖然營裏沒有媽媽的照顧，但我也能自己洗澡、收拾東西

等。我的獨立能力比其他小朋友強。 

除了獨立，我還很誠實呢！我憑着一句「做了就做了，怕甚麼認？」的態

度去做人。有一次，我在班房裏偷吃糖果，起初我很害怕同學會向陳老師告發

我，但是我想起了我的座右銘，所以就跟同學和陳老師認錯了。 

我也很勤力的。每當我回到家時，都會立刻完成功課。還有，我很喜歡科

學知識。我完成功課後，都會變成科學家，看看有關科學的書籍，還會分析書

中的內容是對還是錯。 

我雖然是一個平凡的小六學生，但我卻是獨一無二的郭衍楓。 

湖泊 

6A 張子耀 

大海比湖泊更漂亮嗎？面對湛藍無垠的大海，我卻更欣賞這清澈透亮的湖

泊。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時間細心觀察這個美麗的湖泊。 

正午時份，湖泊透亮無瑕，清澈亮麗。這片湖就像一塊面亮的鏡子，倒影

著整片天空，映照著世間萬物。魚兒也在湖裡自由自在地游泳、跳動，滴答滴

答的聲音響徹整個湖面。 

黃昏時，這個湖泊在夕陽的襯托下變成了一塊金黃色的曲奇餅，讓人垂涎

欲滴。只要你走上前一步，便更能感受到湖水輕柔的觸摸。冰涼的感覺滲透身

體每一寸肌膚。這時天色開始暗淡了…… 

夜深了，湖泊已和天空融為一體，一片漆黑。所有動物都已休息入眠，鴉

雀無聲。這片寂靜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地方，這個湖泊也平靜下來，在這寧靜的

夜顯得無聲無息、無聲無息…… 

這一切景象使人佩服、使人感歎、使人敬畏。世間萬象都非常美麗，充滿

生命力。這一切令我不得不感歎大自然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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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 

6B 楊嘉璇 

雨下起來了，「滴答、滴答……」的聲音把我從夢中喚醒，我慢慢走到窗

邊，欣賞在雨中的城市。 

微風伴着的細雨，瀟瀟地落下，在炎熱的太陽照耀下優雅地落下。窗前的

小花感受到清涼的微風，使花兒開得更燦爛。我從窗台向上俯視，雨就像一根

一根的銀針，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更閃亮，亮得逼眼。本來今天的心情已經

不太好，現在這場雨天使我鬱悶。 

這時，天空從遠處飄來一朵烏雲，我心想：應該快要下大雨了。大地被黑

幕籠罩着，原本細雨扉扉變成了大雨滂沱，行人都急忙拿出雨傘，為本來平平

無奇的街道點綴了色彩繽紛的顏色。窗外的雨聲愈來愈大，雨打在玻璃上，一

時高音，一時低音，交織着一首大自然的演奏曲。 

過了一段時間，雨終於變小了，太陽伯伯悄悄地從烏雲的背後探出頭來。

我的心情逐漸回復開朗，我馬上走到戶外，抖擻抖擻精神，十分舒適。 

澄碧無垠的大海 

6C 梁家健 

沒有風，也沒有浪，海是安安靜靜的，好像睡着了一樣，海水已經凝固

了，好像一塊厚厚的玻璃，平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我站在金黃平滑的沙灘，小心翼翼地踩進水中，感覺水十分清涼，白色的

浪花親吻着金色的沙灘，在陽光的照射下，像一朵朵彩色的金花。水的微涼自

腳掌滲透，從小腿緩緩延伸到身體各個部分。忽然，大海無端激動起來，一個

一個的白浪，洶湧地衝向岸邊。 

我慌忙離開海邊，看見遠處的礁石被海浪吞噬，但它還是一動不動。 

大海充滿了生命力，令人佩服，讓人敬畏，既為大自然孕育了無數的小生

命，又可在轉瞬間消滅一切，不得不讚歎造物主創造的偉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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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雪景 

6D 植悠波 

在太陽剛剛起牀的早上，我和朋友決定外出，看見那無邊無際、白茫茫的

雪景，在燦爛的陽光照射下，雪顯得格外的亮白。 

首先，我們來到了松樹林，看着眼前那一棵棵高大的松樹，松樹看起來就

像一個個雪人，風輕輕一吹，樹枝隨風擺動，那又厚又白的積雪徐徐落下來，

一隻隻松鼠在樹枝上跳來跳去，牠們好像一個個找不到歸家路的迷途小朋友。 

然後，我們穿過高大茂密樹林，來到樹林旁邊的一間屋子前，小屋子的屋

頂和大門被雪一層一層的覆蓋着，它好像快被潔白的雪吞噬了。 

最後，我們來到屋子旁的湖泊，湖面就像一塊兩面鏡，一面射向湖面上的

我們，一面射向湖底下的小魚，突然冰面上發出「咚咚」的聲響，難道小魚也

想衝上湖面，看湖上的美景？ 

想不到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欣賞這片美麗的景色，原來普普通通的白雪也

可以這麼美麗，大自然真是奇妙無比！ 

雪景 

6E 吳寶煒 

今天早上，我起牀後馬上走到窗前，看着雪白的雪從天上飄下來。 

我走到街上，慢慢地走着，看着雪慢慢地落到我的臉上，變成水珠。它輕

輕撫摸着我的臉，使我感到很舒服。雪白的雪也覆蓋着整條街道，我看着天好

像在落淚，彷彿為看不到綠油油的草地而落淚。雪十分漂亮啊！ 

我走到了公園，看見一群小孩子在堆雪人，有的小孩子弄了一個小雪人，

有的小孩子弄了一個大雪人。他們用樹枝來給雪人們畫上眼睛、嘴巴和鼻子，

然後把樹枝插在雪人的身上，成了它們的手臂。雪人就變成了小朋友，在跟其

他小孩子一起玩耍。 

在這風和日麗的冬天，看到這麼美麗的雪景，使我感到很難忘。我不禁要

讚歎造物主的奇妙創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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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Grow up 

6A  Cheung Tze Yiu 

I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t is a meaningful and lovely job. 

This job is meaningful and lovely because teachers teach their students patiently.  

Mr. Law is my idol. He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me GS, Music and IT. He 

teaches us patiently so I also want to be a teacher like him. He is confident and 

talkative. He prepares how to teach the students. He is good at GS, Music and IT so 

that he can be a great teacher. He has got the Outstanding Teacher Award. He is my 

idol because he is patient and hard-working.  

Teachers need to be confid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listen to their speech clearly. 

They need to be talkative so that they can talk to their students. They need to be 

patient and caring so that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 students. They need to be helpful 

so that they can help the students. They need to be outgoing so that they can give 

their speech confidently. I am suitable for this job because I am confident, talkative, 

patient and caring.  

I hope I will be a teacher when I grow up. 

When I Grow up 

6B  Chan Tsz Kwan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t is a meaningful and 

interesting job. If I become an engineer, I will build amazing architecture. 

My idol is Zhu Han Tun. He is an engineer. He is 36 years old. He is older than 

me. One characteristic is that he is good at Maths. It is wonderful because he can 

teach Maths to other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is that he needs to be hard-working. It is 

amazing because before he was an engineer, he was very lazy but now he is more 

hard-working. His last characteristic is that he is clever. It is interesting because 

before he didn’t want to study but since he has become an engineer, he is cleverer. 

His achievement is that he has written six books for engineers. He had good marks in 

his examinations. He is my idol because he is very clever and he has been an 

engineer. 

Engineers need to be smart so that they can repair machines. They also need to 

be good at Maths so that they can do survey. They need to be hard-working so that 

they can learn something about machines. I am outgoing and hard-working. I am 

good at Maths and I am caring too. 

I hope I will be an engineer som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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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Grow up 

6C  Kwok Yee Man 

I want to be a docto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t is a meaningful job. If I become 

a doctor I will help a lot of people. I like this job because I like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A doctor wears trousers and a shirt. They also wear a pair of shoes and a watch. 

Doctors need to be talkative so that they can talk to sick people. They also need 

to be attentive. They need to look after sick people. They need to be patient too. They 

need to cure the patients carefully. 

I think I am suitable for this job because I am caring and patient. 

I hope I can be a doctor someday. 

Danny’s Special Day 

6A  Cheng Tung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His mum wanted to punish 

him but he got away from his home. He felt hungry and afraid so he went to a forest 

to look for the food. 

Danny walked and walked until he arrived at the forest eventually. He found a 

pretty candy house. He went into the beautiful house quickly. He found a lot of tasty 

and delicious food and he ate a lot of food, such as, apples, oranges, bread and 

chicken. ‘So yummy! I am full now!’ Danny said. 

Suddenly, Danny turned into a huge pig. He felt so scared. At this time, a genie 

appeared. ‘Danny, I can give you three wishes,’ the genie said. ‘Yeah! First I want to 

become a human again. Also I want to have a handsome face. Besides, I want to have 

a fit and strong body,’ Danny screamed loudly. ‘OK! I will turn you into a person,’ the 

genie said. 

Finally, Danny turned into a human immediately. He felt very glad and said, 

‘Wow! I am a person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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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s Special Day 

6D  Lam Hoi Ting, Ada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His mum wanted to punish 

him but he got away. Danny was afraid and hungry. He went into the forest. He found 

a house. Danny saw a lot of food. He ate some apples, bread, pie, turkey and 

sandwiches. He turned into a pig. He was afraid because he was an animal now. He 

ran out of the house. 

A fairy helped the pig. He turned back into Danny. He felt very scared. 

Danny’s Special Day 

6E  Lam Hoi Suet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His mum wanted to punish 

him but he got away. 

Danny was hungry and afraid. He went into the forest. He found a house. He 

went into the house. He saw a lot of food. He ate the food. Danny turned into a pig. 

He felt frightened. He ran out of the house. 

Danny did some exercise and turned into a boy again. He felt excited because he 

is not a pig anymore. 

A Letter 

6B  Pang Choi Ching 
Dear Jenny, 

How are you? We celebrat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Chinese 

New Year. It is in January. The weather is cold and dry.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prepare rice cakes to eat.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watch firework 

displays and eat rice cakes.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usually go to flower market 

to buy good luck flowers. 

If you come to Hong Kong, we can join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ty. We can 

watch firework displays together. We can buy good luck flowers. We will have great 

fun. 

Love,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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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6C  Chao Ho Man 
Dear Jenny, 

How are you? We celebrat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Chinese 

New Year. It is in February.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decorate homes with 

red paper. Also, they buy good luck flowers. Moreover, they prepare rice cakes and 

turnip cakes. 

On New Year’s day, people visit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Parents give lucky 

money to children. Also, they watch parade at night. 

If you come to Hong Kong, we can join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ty. We can 

watch lion dances and firework displays together. We will have great fun. 

Love, 

Danny 

A Letter 

6D  Cheng Tsz Lok 
Dear Jenny 

How are you? We celebrat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Chinese 

New Year. It is in February.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visit relatives.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buy good luck flowers and eat rice cakes. At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usually watch parade. 

If you come to Hong Kong, we can join the New Year party together. We can 

watch parade. We will have great fun. 

Love,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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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6A  Lam Nga Yam 

Two months ago, our headmaster told us that we would have a party competition 

at Christmas.  

A week before Christmas, we started to decorate 6A classroom. Christine and I 

prepared gifts and snowmen. Jesfi, Ken and Jason decorated the classroom. Samuel 

was practicing for acting as Santa Claus. We wanted to be the winner of Christmas 

party contest so we were excited. We did not know if we would be the winner but we 

still needed to finish job quickly. 

We wrote the cards and the invitation after we finished the decoration of 6A 

classroom three days before Christmas. First, Kursi went to the shop near our school 

to buy cards and letter paper. Then Samuel coloured them in an hour. Christine and I 

wrote to invite P.1 to P.5 students to come. Maybe we could get the first prize so we 

were very happy. 

‘Dong! Dong! Dong!’ The day came! In our 6A classroom, students from P.1 to 

P.5 were playing joyfully. They were taking gifts, playing a lot of games in the party 

because it was an activity of the school. My friends Juce and Chatis came too! 

Prayers were said and songs were sung. 

Besides, we had a Christmas talk party in the classroom at 3 o’clock. First we 

had a birthday party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Jesus. Our classmate Jason was born on 

25th December too. Jason and I took photos with our teachers and head master. Then 

all the children started to sing the birthday song for Jesus and Jason. After that, 

everyone thanked me and ate the food happily and quickly. Someone said, ‘It’s 

unforgettable!’ And then other people yelled, ‘What a wonderful day!’ 

When other children went away and teachers went back to the office, all the 

students in class 6A cheered, ‘It is really an exciting day!’ Everybody thought it was 

like a perfect dream. No one disagreed. We really had great fun. Thanks, God! At last, 

we prayed together, ‘Dear God, the results of the Christmas party contest will be 

announced. We hope we will get the first priz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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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6B  Wu Tung Wun 

One week before Christmas, the children decorated their classroom and their 

Christmas tree. They made some decorations to sell at Christmas. They were joyful 

because they did some meaningful things. 

One day before Christmas, they wrote the Christmas cards. They prepared a lot 

of gifts for lucky draw. They were happy because they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day.  

During Christmas, they exchanged the gifts in the classroom. They ran a lucky 

draw. They were happy because they received gifts. They had a big Christmas dinner. 

They ate a lot of food, for example, turkey, pudding and pies. They were glad because 

they ate a lot of fine food. 

Christmas 

6E  Lee Cheuk Laam 

People usually do different things before and during Christmas. First, people 

stayed at home. On the twenty-second of December, people decorated their Christmas 

tree with ornaments and a star. They felt joyful because Christmas was coming. 

Next, people stayed in their bedrooms before Christmas. They wrote Christmas 

cards. They felt joyful because they would give the Christmas cards to their friends.  

After that, people stayed in their living rooms. It was the twenty-fifth of 

December. People gave gifts to each other during Christmas. They felt joyful because 

it was Christmas and they could get gifts. 

Finally, people stayed at home again. They were having Christmas dinner. They 

ate turkey and mince pies. They felt glad because they could have a yummy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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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 

初級組 

書名：想離家的小克 

作者：克莉絲汀•納思林 

1A 吳穎妍 

 

我很愛爸媽，我絕不會跟小克一樣，離開父母。我希望世上的小朋

友都愛他們的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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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想離家的小克 

作者：克莉絲汀•納思林 

1A 杜伯希 

 

小克經歷過離家這件事，他明白到親情的可貴，我們要疼愛

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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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想離家的小克 

作者：克莉絲汀•納思林 

1B 林汐琋 

 

看完故事後，我明白到家人是很重要的，要和家人相親相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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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媽媽的紅沙發 

作者：威拉畢•威廉斯 

2A 林家傑 

 

小女孩每天會到餐館，當媽媽的小幫手，真是一個孝順的孩

子。故事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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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孝順的小亨利 

作者：星燦 

3A 梁淑欣 

 

小亨利的媽媽生病了，他為了媽媽千辛萬苦，終於治好了媽

媽的病。我祝媽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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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苦媽媽是這樣煉成的 

作者：張宏艷 

3B 李順強 

 

這個媽媽常常做錯事，但她會承認錯誤，願意改過。這是個

勇於認錯的媽媽。我很喜歡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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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書名：生之歌 

作者：杏林子 

4A 鄧依琳 

親愛的爸媽： 

您們好嗎？生活過得不錯吧！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遊學團，到澳門一星期。行程中，遊逛書局時，我看到

一本書，書名是《生之歌》，書中「母親的餡餅」這個故事，我覺得非常有意

思。 

一位客人遠道來台灣，朋友特意烙了韮菜餡餅給他吃。當朋友端出來時，

客人看見頓時淚流滿面，原來他想起了失散二十五年的母親，她也是常弄這些

餡餅的。 

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感動，每天我能夠看見家人，沒有甚麼特別，但這位客

人已有二十五年未見過媽媽，所以我會珍惜與您們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依琳敬上 

 五月十七日 

書名：家有五寶 

作者：張蓬潔 

5A 關永希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這十一年來，您對我的愛無微不至，當我遇到困難時，您會幫助

我，讓我克服和面對困難。下星期一，我便要和爸爸移民到英國了，真捨不得

您啊！ 

我曾看過一本書，書名是《家有五寶》，故事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嗜好，一

寶喜歡讀書，二寶最愛運動，三寶愛聽音樂，四寶愛畫畫，五寶喜歡抱著奶

瓶，五寶合起來，家裏喧嘩非常。他們的媽媽就像您一樣，沒有因為孩子頑皮

而生氣，她很有耐性教導他們。雖然我仍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不會替父母分

擔工作，但您沒有嫌棄我，還耐心地教導我。 

您悉心教導和栽培我，我永遠記在心裏。有空時，我會回來探望您的。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永希敬上 

 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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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想念 

作者：陳致元 

6A 温芮青 

親愛的外婆： 

您和外公最近好嗎？我已經好幾年沒見過您了，很是掛念。我最近看了一

本書書，書名是《想念》，書中雖沒有文字，全以圖畫表達，但箇中道理仔細

看的話，也能有所領悟。 

故事中的女孩回到家鄉探望媽媽，可惜媽媽只能留在照片中緬懷，過去的

事歷歷在目，但又遙不可及，過去的人、事和物都不能挽回。看完這本書後，

令我明白到要珍惜眼前人，雖然我們不能經常見面，共聚的時間不多，我不希

望將來後悔沒有多陪您，而這本書正好表達出我對您思念之情，所以我樂意與

您一起分享這本圖書。以後我會好好與您保持聯絡，多寫信、多問候，好讓拉

近彼此的距離。 

祝 

身體健康！ 

外孫 

 芮青敬上 

 五月十八日 

書名：巨人爸爸 

作者：羅伯•馬休 

6A 何嘉琪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我很想念您。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巨人爸爸》，當中表達了父親對兒子的愛，那雙粗

糙但温暖巨人爸爸的手，正好是您一樣，替孩子遮風擋雨。從小我在您的呵護

中長大，您的仁慈和藹，令我感到很幸福。 

書中的巨人爸爸看起來十分嚇人，但他卻有一顆愛孩子的心，不似外表那

麼兇，而是温柔對待孩子，就像您一樣。 

看完這本書後，腦海常出現您和我小時候的點點滴滴，帶我到遊樂場玩

耍、和我吃好的…… 現在我卻孤身一人在外地讀書，不能每天看到您的臉，

不能牽著您的手散步。您也一樣想著我吧？別難過，我很快便回家了！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嘉琪敬上 

 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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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魚頭湯裏的愛 

出版：萬里機構 

6B 吳東桓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還記得小時候您給我熬過的玉米蘿蔔湯，那種鮮甜的味道，我現

在仍記憶猶新，而我最近看過的一本書，書名是《魚湯裏的愛》，正好勾起了

這段的回憶。 

書中講述男孩回鄉探望父母，父母一直為他做很多細心的事。為了熬魚頭

湯，父親去魚塘捕新鮮的魚，而母親負責熬湯，兒子想幫忙，母親卻不接受，

最後熬出來的湯，父母先讓兒嚐，剩下來的父母才喝。您就是故事中的母親一

樣，從小至今呵護著我。親愛的媽媽，我愛您！ 

祝 

身體健康！ 

兒 

 東桓敬上 

 五月十六日 

書名：魚頭湯裏的愛 

出版：萬里機構 

6B 吳 傑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最近我閲讀了一本書，這本書扣人心弦，啟發我重要的道理，這

本書是《魚頭湯裏的愛》。書中內容講述作者跟爸媽去打魚，爸負責捉魚，媽

負責煮湯。魚湯看似平平無奇，只是每天的家常餸菜，但每當作者喝魚湯時，

總是覺得獨一無二的，因為這是爸爸辛苦地打魚，媽媽用心地煮出來的。 

我看完這本書後，回想起您以前每天都會煮湯，這已習慣了，沒有甚麼特

別，但這故事令我反省到您對我的無微不至，每天為我打點一切，應該心存感

恩，這一切並不是必然的，「子欲養而親不在」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別讓自己

後悔，您的恩情我會一生記着。 

祝 

身體健康！ 

兒 

 傑敬上 

 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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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圖書館主辦 

好書園地推薦計劃 

書名：狗仔 

作者：陳丹燕 

3A 陳嵦宜 

這本書的主角是「狗仔」。別人聽到「狗仔」，便以為是小狗，其實「狗

仔」是一位小女孩。因為媽媽怕她的命太貴重了，不好帶大，所以生她下來，

就叫她「狗仔」。「狗仔」很討人喜歡，因為她很會説笑，她很喜歡跟別人一

起玩耍。 

這本書的主角「狗仔」，是一個十分可愛、活潑的小女孩。我想把這本書

推薦給其他人，希望每人都像「狗仔」一樣活潑可愛。 

書名：團圓 

作者：余麗瓊 

3A 江嘉希 

這是一本令人感動的故事書，故事講述一個爸爸出外工作，每年只回家一

次，過年的時候爸爸回家了。小女孩不肯走近爸爸，因為覺得他很陌生。下

午，爸爸去理髮，小女孩覺得跟以前的爸爸並不相似。春節過後，爸爸又要出

外工作，這都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覺得爸爸真的很偉大啊！ 

書名：圖書館老鼠 

作者：丹尼爾•柯克 

4A 謝翠茵 

我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主角山姆努力寫作，我希望將來能像他一樣，成為

一位出色的作家。山姆是一隻圖書館老鼠，他住在兒童參考書櫃後面牆壁小洞

裏。白天他就在家睡覺，晚上整個圖書館都是山姆的。他會利用這些時間來看

書，每天晚上，他讀了一本又一本的書，有圖畫書、童話、寓言故事、生活小

説等。山姆的見識廣博，充滿奇思異想。這天晚上，他決定寫一本書，於是拿

起筆開始寫作。他很努力的寫，第一本書終於完成了，書名是《吱！一隻老鼠

的生活》，然後把這本書放在書架上。第二天，人們發現了他的作品，就説：

「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書。」時間過得很快，山姆又開始寫作，這次的書名是

《寂寞的乳酪》，就這樣，他每晚都寫作，越寫越起勁。人類覺得山姆的作品

很棒，於是想和這個大作家見面。可是，山姆把紙張釘成多份，放在桌上給孩

子們寫作。 

我覺得做人應該像山姆那樣勤奮，讀書要用心。如果你要「更上一層

樓」，就要努力學習。我覺得「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是很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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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書名：無論何時都是名偵探 

作者：杉山亮 

4A 顏嘉琪 

我最愛看的書是《無論何時都是名偵探》。名偵探杉山米崎喜歡幫助別

人，這一次，他幫了一個家庭和一位婆婆，替他們找出強盜，大家都覺得他很

棒。杉山米崎是我們的好榜樣，因為他喜歡幫助別人，時常為人們解決疑難，

是市民的好幫手！ 

書名：貓島秘密來信 海盜貓暗偷鼠神像 

作者：謝利連摩•史提頓 

5A 莫泓軒 

我推薦這兩本老鼠記者，因為故事情節緊湊。《貓島秘密來信》講述貓島

國庫空了，而貓島國王為了填補國庫空虛，於是舉辦了一場摔角比賽，獎品是

謝利連摩•史提頓。比賽完畢，謝利連摩送了一隻跳蚤給國王，真使人意想不

到。《海盜貓暗偷鼠神像》記述貓島因電力供應出現問題，密謀暗偷妙鼠島的

自由島神像，不過貓王不同意這做法，因此偷偷寫信給謝利連摩，他又想到用

跳蚤來攻擊貓兒。 

我覺得謝利連摩很聰明，他懂得利用貓的弱點來攻擊貓，我覺得這兩本書

的結局是猜不到的。 

書名：第一公主 

作者：馬翠蘿 

5A 梁沛宜 

我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我喜歡書中的主角馬小嵐。阿拉比為了幫領袖

報復，他找了六個國家的公主，小嵐就混在眾位公主裏，幫助和保護她們。小

嵐知道如果被阿拉比揭發她的身份，可能會被阿拉比殺死，但她願意冒險，絕

不害怕。我非常喜歡小嵐的聰明、勇敢、幽默和頑皮。 

書名：愛裏夢飛翔 

作者：君比 

5A 梁 羽 

書中記載的全是真人真事，十分感人。書中共有三個故事，全部主角都是

生活困難，但他們沒有放棄人生，反而有堅毅的心。其中一個故事的主角煒

晴，因患病的原故，視力逐漸減弱，最後可能會失明，而她的媽媽不幸染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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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肺炎，同時間爸爸被轉到外國工幹，所以她埋怨神這一切的安排。但最

後，她得到媽媽的支持，生活得很快樂。故事中的男主角勇敢面對明天，我們

應好好學習。 

書名：偵探入門技巧 

作者：魅力小組 

5D 麥芷清 

你想成為福爾摩斯或金田一耕助嗎？光是頭腦好，是無法成為名偵探的。

要如何有效搜捕犯人和找出有力證據，這些都是破案中重要的元素，而且這些

行動都必須在不被對方發覺的情況下來進行。書中教導我們如何在密室找出殺

人兇手、尋找兇器、偽裝等技巧。最後還提供不少各偵探小傳，例如：神出鬼

沒的亞森羅蘋、聰明的布朗神父、名偵探福爾摩斯等。這麼多的小傳，一定可

以把你心中的偵探種籽，變成大樹。 

書名：媽媽最後的禮物 

作者：曾陽晴 

5D 彭泳晴 

我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很令人感動，印象最深刻的是美珍的媽媽因患腦癌

而離世，她沒法報答養育之恩而感到遺憾，只好活在與媽媽生活的記憶裏。我

覺得父母親的離去，對每個人來説，都是生命中的最大失落，它將成為一個無

法彌補的缺憾。希望大家能夠跟家人開心生活，珍惜與家人的每一分一秒。 

書名：賣燒餅的女孩 

作者：雪原雪 

5D 鄧潁榆 

通過小萱的故事，令我明白到任何人都有生存價值。小萱希望獲得台灣蛋

糕比賽中的冠軍，可是對手在她心情最失落的時候，諷刺她、嘲笑她、甚至否

定她的夢想。經過不少挫折，小萱終於得到冠軍。我們沒有資格和權利否定別

人的夢想，我們應相信自己，努力朝向目標前進，就算被別人質疑，自己也要

積極爭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我們要尊重別人和顧及他人的感受，不然

將來有一天別人也會嘲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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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地球與我」 

高級組(小四至小六) 

書名：小海白環保四格 

出版：小海白創作室 

4B 馬詠恩 

親愛的爺爺： 

您好嗎？您在鄉間有聽過環保嗎？如果沒有，就讓我跟您説説吧。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書名是《小海白環保四格》。故事主角小海白是一個

環保主義者，常遇到破壞地球生態的大壞蛋-惡多巴斯，小海白多次與惡魔交

戰，誓要保護地球環境。每當惡多巴斯想開冷氣時，小海白都會多番提醒要環

保，但惡巴多斯始終愛享受，抵不住涼風的誘惑，於是雙方展開罵戰，當然最

終勝利者是小海白。  

居住在香港的我，接收資訊相當發達，明白到環保的重要性，所以夏天時

我會盡量少開冷氣，並會將廢物分類，不會浪費水及多栽種植物，雖然這些都

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每人都能這樣做的話，我們會有一個美麗的居住環境。 

爺爺雖然住在鄉村，您也可做一個環保先鋒，帶領村民齊做綠色村民，只

要生活有少許改變，不浪費，愛資源，我們也可當上故事中的小海白，為保衛

地球一起努力。 

祝 

身體健康！ 

孫 

 詠恩敬上 

 十二月十四日 

  



 

91  

校
外
閲
讀
寫
作
活
動 

書名：廚餘變黃金──廚餘回收再利用手冊 

出版：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5A 余倩兒 

親愛的老師們： 

您們過得好嗎？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廚餘變黃金》，內容很有趣，想與您

們一起分享。 

台灣高雄市大同國小的廚餘機不但是製造堆肥的好幫手，它也是同學進行

環保生活的好教材。每天吃完午餐後，廚餘就像變魔術般，由廚餘機吞入，之

後吐出堆肥，許多同學排隊等著領堆肥回家使用呢！ 

我也想做一個綠色生活人，我家附近也有收集廚餘活動，可把家裏剩下的

飯菜變成肥料，輕鬆將廚餘化為有機堆肥，再帶回學校，作為「小農田」的肥

料。其實香港政府可以收集廚餘，再轉化成低污染的柴油，或可轉化成燃料和

電力，也可製作成環保肥皂呢！ 

我們只要一起做個環保小使者，地球就能為我們帶來多點清新空氣。老師

們對我的想法如何？我會和同學一起身體力行的。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倩兒上 

 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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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能源供不應求 節能自給自足 

出版：星島日報 

5A 張逸飛 

親愛的爸爸： 

近況好嗎？我剛閲讀了一篇「綠色生活」的報道，想跟您談談我的想法。 

由於油價屢創新高，美國人為了自保，於是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不

會坐飛機或交通工具，目的是減少能源的消耗；閒時閲讀祖父母留下的書本，

他們更丟掉電視機。這類人被稱為「能源生還族」。 

我覺得他們的行動確實可節省能源及延遲地球暖化問題，但會帶來經濟停

滯不前，社會得不到發展。我想他們的做法不是全錯，只是行動太誇張了吧！

環保應從生活一點一滴做起，並且要持之以恆，我相信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

果。 

其實我校也有一些環保設施，例如太陽板、小型風力發電機、廚餘收集箱

等，這都是由生活習慣做起，並由學校影響至家庭，只要每人都出一分力，環

境才得到改善。 

聖誕節將近，我們可用環保餐具代替即棄餐具，聚餐時減少食物浪費，這

算是對地球先生作出一點貢獻。爸爸，希望我們一起過一個「綠色聖誕」吧！ 

祝 

身體健康！ 

兒 

 逸飛上 

 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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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能源供不應求 節能自給自足 

出版：星島日報 

6D 詹皓之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身體如何？最近我閲讀了一則新聞，內容有關「能源生還族」，

相信這個名稱對您來説有點陌生，讓我告訴您這是甚麼吧。 

「能源生還族」相信地球上的石油供應日漸減少，因此他們為求自保，用

盡方法節省能源。他們會種植果樹、飼養和屠宰牲畜、自製肥皂，以及研製草

藥及改用柴火煮食等，他們主張過著自供自給的生活。 

「能源生還族」的確能為地球出一分力，減低能源耗盡的速度，可是這樣

會削弱社會經濟，因為各人都自供自給，社會上不再需要供求，引致社會缺乏

競爭能力，日積月累下整個社會會出現大倒退。 

我個人支持環保，但對「能源生還族」則有保留。雖然他們的方法能減少

使用天然資源，但對整體的經濟卻造成破壞。 

我也是一個「綠色主義」者，我們大可從日常生活中改變，例如使用天然

方法代替化學物質清潔家居、用真空煲以節省燃料的消耗等，我相信這些改變

不會構成對生活的影響。媽媽，讓我們一起實踐綠色生活吧！ 

祝 

身體健康！ 

兒 

 皓之上 

 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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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號》投搞 

書名：是誰偷了冰塊？【抱抱地球】 

作者：李金姬 

4A 顏嘉琪 

敬愛的舅舅： 

您好嗎？工作忙嗎？我很想念您啊！ 

我剛看了一本書《是誰偷了冰塊》，故事講述巴倫叔叔很想用冰塊幫助市

民修建房屋，不過因為地球暖化，冰塊越來越少，所以市面出現了偷冰賊。於

是巴倫叔叔開始尋找偷冰賊，連小朋友都加入隊伍。最後他們明白到如果要居

住一個美麗的環境，每人就要付出努力，保護和愛惜地球。 

看完這書後，我覺得故事中的北極居民很幸福，因為現今社會，都市人不

願實踐「綠色生活」，他們覺得這是煩瑣的事。不過，我校卻實踐了「綠色生

活」，校內設有太陽能板、小型風力發電器及綠色小農莊，我也是「小農夫」

成員呢！舅舅是綠色主義者嗎？希望舅舅和我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大家一起

拯救地球。 

祝 

身體健康！ 

甥女 

 嘉琪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新編醜小鴨的啟示 

4A 謝翠茵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美？有些人窮一生之力，節食減肥，追求外表的美，這

就是他們認為的美；有些人接受不了年華老去，努力抵抗外表衰老，這就是他

們講究的美。那麼我的見解呢？且看看以下一則故事。 

有一天，鴨媽媽生了六隻小鴨，他們全都非常可愛，但其中一隻長得很

醜，他的眼睛小小，全身的毛是黑色的。鴨媽媽怕沒面子，就把小鴨拋棄了。

小鴨子自小就學會了獨立，也很樂於助人，只要能幫的，他一定不會遲疑。 

今天是動物節，動物們都盡情玩耍，頑皮的猴子在樹上又搖又跳。突然

「啪」的一聲，樹枝斷了，小猴子掉進河裏去，動物們好奇跑過來圍觀。

「咦，那不是頑皮的猴子嗎？活該！」大家都議論紛紛。「救命啊！救命

啊！」猴子大聲呼喊，可是沒有人救他。這時候，小鴨子不顧一切的跳進河

裏，拼命拯救小猴子，大家對小鴨子的行為，都讚不絕口。 

我認為「美」並不在於外表，而是內在樂於助人的心。如果每人都能有小

鴨子的精神，世界就會充滿了愛，這就是我追求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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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嘜》系列讀後感 

5A 黃偉東 

麥兜是名副其實香港人創作的卡通人物，我喜歡他的可愛外表，更喜歡他

的率直性格，《麥兜分餅》這本書便可看到麥兜和麥嘜的純真性格。他們二人

合作做蛋糕，上面鋪上美味的水果，麥兜想把蛋糕平均分開兩半，分了後，發

現自己少了一顆草莓，於是再分，這次麥嘜卻少了一片奇異果，於是再分、再

分、又再分，最後蛋糕已不成蛋糕了。他們趁天還未黑，趕緊多做一個，這次

他們沒打算分了，大家一口一口痛快地吃掉。 

雖然故事內容簡單，但富有意義，斤斤計較往往把事情弄糟，麥兜和麥嘜

很聰明，他們一開始雖然作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但是他們最後反省，並能改

過。如果你是他們，你又會怎樣做呢？閲讀《麥嘜》系列故事書，往往能洗滌

我們的心靈。 

《100 個國家的 100 樣神秘謎團》讀後感 

5A 余倩兒 

你們喜歡認識各國文化嗎？《100 個國家的 100 樣神秘謎團》令我穿梭時

光隧道，遊歷世界各地和認識各國的文化。 

想不到木乃伊之謎是關於巴基斯坦的事跡。在一次地震中，村民偶然發現

了一具木乃伊，屍體附有皇冠和黃金面具，唯一與埃及木乃伊不同的是金盤上

刻有波斯語祭文，真的叫人大開眼界。 

這本書還提及蒙古、荷蘭、菲律賓等國家文化，其中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蒙

古真的有「死亡之蟲」嗎？人們説它常出沒於戈壁沙漠，外形看起來像是牛的

腸子。據説這種蟲可以噴毒，還會放電，但至今仍是存疑。若有機會能一睹牠

的風采，真是極之榮幸。 

荷蘭人「冰人抗凍」之謎，也是令我非常驚訝。在嚴冬的日子裏，運動員

仍能在冰水中暢泳，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我也想鍛鍊得像他們一樣的體魄，不

分四季都可游泳，無懼天氣的影響。 

閲讀這本書後，讓我了解更多國家的歷史和鮮為人知的事兒，豐富自己的

知識，也可發掘世界各個角落有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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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勝利者？(改編自北風和太陽) 

6A 黃浩斌 

很久以前，有一座山上，住了老爺爺和老婆婆，他們恩愛非常。有一天，

他們因為一些事而引起爭執，大家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突然，天上有個精靈

從天而降，他説：「只要你們能在三十分鐘內砍下三百塊木頭，就能取得勝

利。」他們高興極了，各自認為自己是最快的，於是他們趕快到森林裏找木

材。老爺爺挑選了一些較纖小的樹木，而老婆婆則挑了較粗壯的木樁。比賽開

始了，大家都起勁地砍伐，比賽到中段時，老婆婆已經很累，躺在地上休息，

但是老爺爺仍精力充沛，看上去好像完全不覺得辛苦。 

最後老爺爺獲得勝利，老婆婆問：「為甚麼你能砍得這麼快？」老爺爺

説：「因為我平時也是這樣幹活的，加上我選了一些容易砍的木頭，所以比你

砍得快。」老爺爺還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好比你一樣，如果

我們比賽燒飯做菜的話，我當然會輸。」 

最後，老婆婆明白了老爺爺的意思。從此以後，他們倆互補不足，把各人

的長處發揮出來。 

 

故事創作：神奇的小紅帽 

6B 胡芷菁 

在一個叫魔法城的地方，有一個家族，他們擅於魔法。他們的長老設計了

一頂小紅帽，只要帶上它，就會成為偉大的魔法師。每年族民到了十八歲，便

會參加魔法比賽，冠軍者可獲得這頂帽子，這是大家的願望。 

一位小女孩渴望贏取這小紅帽，每天努力地練習，但換來是一次又一次的

失敗，她失望極了，因此媽媽送她一頂外表跟小紅帽一樣的小帽子，但沒有任

何魔力的。奇蹟來了，小女孩的練習一次又一次成功，她對這次比賽十分有信

心。 

比賽前一天，小女孩的媽媽對她説：「你外婆病了，替我把糕點和紅酒拿

給她，並且可把準備好的表演給她看。」這件事被對手明明聽到，明明打好了

全盤計劃，打算抄襲小女孩的表演。 

當小女孩到了外婆家時，明明早已成功潛入了外婆家，她一直留意小女孩

的表演，並將重點記下來。明明假扮了小女孩的外婆，在小女孩回家途中，把

她綁起來，幸好這一切被一位長老看見了。 

比賽當日，明明用了小女孩的表演，如願得到冠軍。當長老把魔法帽放在

她頭上時，她暈倒了…… 

明明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小屋裏，那裏發出陣陣惡臭，「呀！原來是專

用來關著犯人的臭臭『天堂』！」 

大家沒想到明明會落得如此下場！原來抄襲別人的作品是不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