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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序言

 
 

教育是需要多元發展，要有效地引發學生學習語

文，寫作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本校為推動小孩子欣賞

各類文章的興趣和能力，及提升小學生的寫作風氣，

效果理想。 

 

歷年來，孩子努力學習，不斷創作，盼望能將自

己的文章刋載在本校「荷塘的天空」一書內，他們所

付出的心血，得到家長及教師的支持。本校印製「荷

塘的天空」已進入第十年了，每年均輯錄各級學生的

最新創作，深獲老師、學生及家長的支持，成為本校

中文科一年一度的盛事，本人深感欣慰。 

 

這本「荷塘的天空」小冊子能持續籌辦，並獲得

各持分者及各界友好的支持，實屬不易。本人在此向

各界認同本校培育孩子勇於寫作理念的人士，再次致

謝；同時，我亦感謝校內同工的努力，為孩子提供自

由的創意空間，祝願我們的「小作家」在未來繼續在

文壇上發光發熱，再創佳績。 

 

                                                         

  校長：周任玲 

                                二零一五年七月 

 



 

 

 

 

 

 

 

 

    

 

 

 



                才藝表演  一年級 何冠諤 
 

我們一丙班全班同學，會在五月八日(星期五)在

禮堂表演才藝表演。我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我們會表

演合唱，歌名是《我生》。很快就是表演的日子，我每

天都練習十五分鐘，希望老師和媽媽會喜歡我們的表

演。 

 

老師的話：你們表演認真，老師和媽媽一定會喜歡的！ 
 

 

 

 

 

 

 

              七個小玩偶  一年級 梁羅嗣晗 
 

昨天，哥哥送給我七個小玩偶，有三隻小老虎，

一隻小獅，兩隻長尾巴的恐龍和一隻沒尾巴的恐龍，

還有一個藍色的小精靈呢！我很開心啊！ 

 

我像麥夫斯的小國王，命令它們排好隊

伍，指揮它們向前走、向後轉、向左轉……我

玩得開心極啦！ 

老師的話：看到你不斷的進步，我十分高興，希望來 

          年你能更努力！  
1 



               一則新聞   一年級 梁舒然 
 

4月 25日尼泊爾發生了 8.1級強烈地震，尼泊爾、

印度、中國等多國有強烈的震感。地震造成多個國家、

地區房屋倒塌、通訊中斷和雪崩……各地有大批人員

失聯或被困，災情恐怕相當重大，當局已派出救援隊

前往地震災區。 

 

   

老師的話：希望救援隊幫助到有需要 

          的人! 

 

 

 

             我的考試成績  一年級 陳仕源 
 

這次我的考試成績，我自己覺得挺好的。但是媽媽

說：「應該可以考得再好一點。」因為有些題目我是

會做的，但我粗心大意做錯

了。媽媽說以後要看清楚題目

再做題目，這樣就可以考得好

成績了。 

 

老師的話：知道自己不是之就                     

要改善啊！加油。 

 
 

2 



                 打針     一年級 温芷柔 
 

    星期二，我在學校打

了針。 

 

我打針沒有哭，我看

見家樂和很多同學都沒

有哭，大家都很堅強。 

 
 

               同學病了   二年級 蕭頌熙 
 

    最近天氣時冷時暖。在電視新聞報導裏聽到有

很多人患了感冒，提醒市民要小心身體。 

 

    本星期裏同學家興因為身體不適

請了病假。同學們都希望他早日康

復。我亦要多做運動，注意飲食，增

強自己抵抗力。 

 

    農曆新年快到

了，我希望我的家人、

同學和老師都身體健

康。 

 

老師的話：我也希望你有健康的身體！ 
 

3 



               我的生日   二年級 麥曉澄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每年都在農曆為我

慶祝生日，今年不但有爸爸媽媽，還有我的朋友曾嘉

莉和她媽媽為我慶祝。 

 

餐桌正中放着一個大大的水

果蛋糕，大家就開始為我唱生日

歌，接着，媽媽點燃了蠟燭，我

高興地站起來，輕輕一吹，就把

蠟燭吹滅了。 

 

這時，曾嘉莉將自己親手製作的生日卡送給了

我，還對我說生日快樂！我正在看賀卡時，媽媽把蛋

糕分給了大家，這時大家都高興地吃着蛋糕。 

        
老師的話：曉澄，又大一歲了，你有甚麼生日願望呀？ 
 

 

4 



               我的壞習慣  二年級 黎倚寧 
 

    每天放學回家，我都會找零食吃，之

後再和弟弟玩耍，從來也不自動自覺拿功

課出來做，所以令到媽媽很生氣。 

 

    由於我沒及時做功課浪費時間，最

後，做到十一點半才完成，媽媽非常生氣，叫我收

拾衣服到爺爺家住。 

 

     我哭着要媽媽給我機會並向

她保證以後不再這樣。 

 

     我要好好改變自己做個有自覺性的好孩子。 
 
老師的話：老師也希望看到你的改變，做個自動自  

          覺、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我的爸爸   二年級 周軒羽 

 

我的爸爸高大魁梧，一雙大大的眼睛

炯炯有神。 

 

爸爸是一位工程管理人員，為了我們

一家的生活，每天都是早出晚歸，像一隻

勤勞的蜜蜂辛勤地工作。 
5 



我和媽媽都很愛爸爸！ 

 

 

老師的話：你的爸爸真棒！你 

會為爸爸做些甚麼   

事讓他高興呢？           

 

 

 
               我的妹妹   二年級 傅可晴 

 

我的家增添了一位新成員，她的名字叫傅可翹，

她是我的妹妹。 

 

妹妹出生時有一對大大的眼睛，

總愛向人微笑，真是一位人見人愛的

寶貝。 

 

不經不覺，她已經半歲了，身體

都長大了不少，小腿越來越強壯，還

開始牙牙學語，學習跟媽媽說話呢！

真期待她快快向我呼喊一聲「姐姐」。 

 

 

老師的話：真是恭喜你做姐姐了！你有沒有幫忙照顧 

          妹妹呢？ 
6 



                古文班   二年級 謝卓宏 
 

每個星期六，我和媽媽

都會上古文班，我們用普通

話來上課。上課時，每個小

朋友都要當小老師，帶領同

學讀弟子規，其實我覺得很

害怕，但我卻又喜歡。因為

弟子規每句只有三個字，很

容易記得，而且可以得到同學們的掌聲鼓勵。 

 

如果完成這個古文班，我還可以得到一本立體圖

書獎賞呢！ 

 

老師的話：這個古文班的確很有趣，但是你為甚麼要 

          參加呢？ 

 

               我的週末   二年級 梁卓僑 
 

    上星期六的家長日，老師派

發成績表給我們，父母和我接過

成績表後，我看見他們都露出滿

意的笑容，因為我考上全班第三

名，讓我雀躍不已。 
 

  爸媽跟老師見面後，首先帶我到公園踏自行車， 

晚上還帶我吃火鍋慶祝呢！吃完一頓豐富的晚餐後， 
7 



我們就在商場裏逛一逛。媽媽說為了獎勵我學習用

功，就在玩具店裏買了一架玩具飛機送給我，讓我樂

透了！下學期我要繼續努力，希望能考取更好的成績。 

 

老師的話：成績有進步是值得高興的事，繼續努力！ 

 
               颱風停課日  三年級 陳穎沁 

 

    今天早上起床時，媽媽告訴

我，天文台已懸掛了八號烈風信

號，所以學校停課一天。我開心得

跳了起來﹗這時，我突然聽到窗外

傳來狂風的聲音，真是嚇了一跳。 

 

    過了一會兒，媽媽說︰「我們一起到茶樓去吃點

心吧！」茶樓裏人山人海，有的人在談天，有的人在

吃點心，有的人在看報紙。 

 

    午餐後，雖然不用上學，但也得溫習。溫習的時

候，我不停留意風暴的消息，知道這個颱風帶來了山

泥傾瀉、大樹被吹倒、多處地方受到水浸影響，我真

的感到很難過。 

 

    看到這次颱風吹襲香港的影響後，我才恍然大

悟︰我不應因為打颱風而感到開心，反而應著眼於颱

風帶來的傷亡。所以，我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颱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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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完整地記述了颱風日的所見所聞及颱風帶

來的影響，最後一段的反思尤其出色。 

 
               颱風停課日  三年級 陳子杰 

 

   十月二日，我們一家坐在沙發上

看新聞報導，得知今天颱風吹襲香

港，所以全家人不用上課和上班。窗

外狂風暴雨，雨水滴滴答答打在窗戶

上，像在奏樂，呼呼的風聲像在伴奏。 

 

  下午，烏雲漸散，爸爸提議我們一家人去茶樓吃

點心。路上行人稀少，很多大樹都被吹得彎了腰。我

們小心翼翼，避免走在搖晃的招牌下。 

 

  到達茶樓了，那裏有不少客人，大家都「忙裏偷

閒」，互相討論最新的颱風消息。突然電視上新聞報導

天文台將會改發「三號颱風信號」，客人們馬上急忙地

結帳離開。我和哥哥頓時覺得香港人真是很忙碌。 

 

  回到家裏，我和哥哥下棋，過了一個悠閒的下午。

今次的颱風為忙碌的香港人帶來了半天假期，我和哥

哥也渡過了輕鬆的一天。 

 

老師的話：能完整記述停課日的經過，也能從生活中 

          有所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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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令我難忘的事 四年級 黃家樂 
 

上星期，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在學校裏為了一件小

事而吵架了，吵了好幾天，互不理會對方。 

 

那天上數學課的時候，我一不小心，踢到我的好

朋友，但我卻完全不知道。他見到我沒反應，就很生

氣。於是，他就故意踢我一腳，我就罵了他，他也罵

我，我們就吵起架來。對罵了一會兒後，他突然對我

說：「我要和你一刀兩斷！」我就說：「好！」                                              

 

    結果，「這一幕」給老師看見了，我們給老師罵了

一頓，所以連兩個小息也沒了，我很不開心。最後，

我和我的好朋友和好了，我不再難過了。 

 

    經過這件事，我領悟到同學之間不要吵架，而要

互助互愛。如果吵架，不但會給老師責罰，而且會破

壞同學之間的感情呢！ 

    
 

老師的話：文章內容大致完整，用了生動的對話交代

情節，很不錯！只是漏了寫為何你們和好

了，可惜！ 
10 



               倒霉的一天  四年級 郭耀鴻 
 

九月九日   星期二   雨 

 

今天下午三時，雨停了，我準備在家裏和爸爸、

媽媽一起去屯門市中心喝茶，但中途有太多阻礙了。 

 

 「嘩啦!嘩啦!嘩啦!」「滴!滴!」雨小了，我準備到

屯門市中心喝茶。換好衣服，收拾好背包，爸爸、媽

媽和我便懷著愉快的心情出發去。乘輕鐵七五一號路

線到達屯門市中心之後，我們到了茶樓。正準備拿等

候票時，媽媽才發現沒有帶錢包，然後我們便回家拿。

因為沒有帶雨傘，回到家裏後，我們的衣服全都濕了，

所以便留在家裏洗衣服。 

 

因為外面還下著雨，所以媽媽提議我們留在家中

打掃地方，我負責清潔我的房間；媽媽負責清潔洗手

間、客廳、飯廳和廚房；爸爸負責清潔自己的房間、

雜物房和抹窗。直至下午五時，雨雖然停了，但我們

已取消出外的決定，我們只好失望地渡過今天。 

 

我一邊清潔房間，一邊想想今天發生的事：第一，

媽媽忘記帶錢包，要回家拿；第二，中途下暴雨，沒

有帶雨傘，我們只好狼狽地回家；第三，回到家後，

雖然雨停了，但因為要做清潔而取消外出的決定……

我越想越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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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雖然十分失望，但也十分高興，因為經過

我們合力清潔家居後，才發現我們家是十分漂亮的。

坐在沙發上拿起一本書來閱讀，

閱讀完，我便和爸爸媽媽一邊欣

賞電視節目，一邊吃水果、月餅

等等。為甚麼今天不用上學? 因

為今天是中秋節的翌日。我今天

過了一個既失望又開心的假期。 

 

老師的話：看到最後才發現原來是假期，因此不用上 

          學。整篇文章結構完整，內容豐富，還帶 

          有驚喜，值得欣賞。 
 

               倒霉的一天  四年級 李彤恩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陰天 

今天早上，我和爸爸準備到海洋公園遊玩。可是，

當我們要出發的時候，媽媽才告訴我們還未把午餐預

備好，結果我們趕不上去海洋公園的公共汽車。 

 

當我們來到海洋公園已經是下午了，我和爸爸連忙

走到玩機動遊戲的地方。我們看到在過山車前沒有

人，心中覺得十分奇怪……

原來過山車因有問題而暫

停了。之後，我想到小食亭

買冰棒吃，但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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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時卻已經賣光了。然後，我想去玩其他的

機動遊戲，這時天又突然下起大雨來。我們沒帶雨傘，

所以只好乘車回家了。 

 

今天，我覺得非常倒霉，很不開心，因為我沒有

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老師的話：能以正確的格式寫出日記，內容中發生了

多處不如意的事件，令人深深感受到倒霉

的一天。 

 

                  天啊     四年級 馬天柔 
                   

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 

 

    今天真是個倒霉的日子。 

 

上午，媽媽帶我和妹妹到遊樂場玩

耍。途中我被一塊大石塊絆倒了。我的

膝蓋受傷了！媽媽馬上帶我到診所，醫

護人員告訴我傷口不算嚴重，但卻説剛

巧紗布用完了，所以無法替我包紮。 

 

媽媽表示沒有關係，便帶我離開了。但媽媽為了

哄我，便建議買冰淇淋給我吃，我聽了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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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雪糕店，我馬上點了我最愛吃的「夏日限量

版櫻花味冰淇淋」。豈料……店員説已經賣光了！ 

 

    最後，我只好點了一個香蕉船

冰淇淋，匆匆吃完便回家了。 

 

    回到家中，我覺得很熱，想開

空調涼快一下，怎知道空調一點反

應也沒有，原來壞掉了！ 

 

    天啊！今天怎麼這麼倒霉！ 

                                              

老師的話：故事很曲折，讓人猜不着，不錯！ 

 

 

                  週記一則   五年級 謝錦鴻 
 

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 

    

星期一下課的時候，本來可以開開心心地去休

息、和同學聊天、看書等，但是老師卻說了一句話打

消了我的念頭：才藝表演的日子就快到了。我感到吃

驚，但也興奮。我在想：會不會老師只是嚇嚇我們的？

但是，確實是這樣，我們要乖乖地留在課室裏開始排

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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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老師叫我們分配好自己負責的職務，我

並不覺得有趣，也許是因為我還沒有享受到應有的歡

樂。接連的幾天，我漸漸地覺得沒那麼乏味，開始投

入在其中了。天天都在用心地排練，就算有多忙，我

也會盡心盡力地練習。 

 

白駒過隙，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我們作了最後的

排練後，便進行我班的才藝表演了。我們都很緊張，

面面相覷，幸好老師給我們加油和鼓勵，我們才勇敢

地上台。看見那麼多觀眾，我不禁緊張起，但是當我

聽到同學說「開始」，我就勇敢地去唱了。不知唱了多

久我們才唱完，但是，我卻很記得觀眾的掌聲，因為

我不但感到很有滿足感，還感到很欣慰。如果沒有老

師，我也不會擁有現在的滿足感。 

 

這次的才藝表演，令我領悟到｢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的道理。如果你不努力，那就永遠沒有成果。我要

像蜜蜂一樣勤奮，因為有許多知識的花蜜等待我去吸

吮。 

 

 

 

 

林主任的話: 這篇週記的用詞甚佳，請同學細心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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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         一年級 彭詩宸 

 

    昨天，我和爸爸媽媽踏單車去深圳灣公園野餐！

海風不大，人卻很多，特別是年青人。他們有的踏雙

人自行車，有的玩飛碟，有的跳繩，每個人臉上洋溢

着笑容。 

 

 

老師的話：孫老師在加 

拿大也渡過 

了一個愉快 

的假期！ 
 

 

   假日         一年級 鍾俊豪 

 

聖誕節，我和媽媽、姐姐

一起到深圳野生動物園遊玩。

走進動物園，我聽到各種各樣

的鳥叫聲，牠們好像在開音樂

會。 

 

動物園裏還有很多可愛的動物，有大熊貓、獅子、

老虎、黑天鵝等等。我們還觀看了海豚表演呢！這次

旅行我們玩得很開心，而且又認識了很多不同的動物。 
 

老師的話：你有一個滿載而歸的假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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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草莓        一年級 夏盈盈 

 

今天，天氣很冷！我們吃完早

飯後，開始要去摘草莓了。 

 

去的路上，突然，下起雨來，

我們很不開心！ 

 

媽媽開很長時間的車，終於到「草莓園」了。我

看到了又紅又大的草莓，高興極了！阿姨給我們派了

籃子和剪刀，我們很快就摘滿了一籃草莓。阿姨給我

們每個人摘的草莓都秤了重量，我們給阿姨付了錢

後，帶着草莓開開心心回家了。 

 

老師的話：能吃着自己親手摘下來的草莓，多興奮!  
 

 

   聖誕假期       一年級 嚴諾亭 

 

這個聖誕假期，我覺得真開心啊！因為我好好運

用了整個假期。 

 

十二月二十日，我和

朋友去香港迪士尼樂園遊

玩和欣賞夜光花車巡遊，

星光閃閃，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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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三日，當天我參加了報佳音。我可以

用詩歌來傳福音，我十分開心。 

 

    接着，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吃晚飯。晚飯後，我們

一起去海旁欣賞聖誕燈飾，燈飾十分漂亮啊！ 

 

最令我難忘的事情是我和爸媽一起遠足。當天天

氣十分晴朗，我們由中環走上山頂，沿路風景十分美

麗！我們走了二千七百米的路程，終於到達山頂廣場

了。原來登高是一種令人身心舒暢的活動。我在歡樂

中度過這個假期。 

 

老師的話:能夠跟家人一起進行不同的活動，諾亭的 

         聖誕假期過得真充實！ 
 

 

   除夕夜       一年級 鄧智文 

 

大除夕的晚上，我們一家人約

好幼稚園的舊同學一起燒烤。那裏

有很多攤位遊戲，跳彈牀和一個遊

樂場，我們玩了一個晚上。最後，

我們一起倒數迎接二零一五年。我

們還交換禮物，十分難忘。 

 

老師的話：那裏的玩意真多！活動如此豐富，難怪  

          你這麼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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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新年       一年級 唐進熙 

 

   這個新年假期，爸爸、媽媽、姊姊和我去了泰國

旅遊。我們去了坐飛機。在飛機上，我可以看電視，

又可以玩遊戲，還可以上那裏的高級廁所。我正在玩

遊戲，突然，有午餐可以吃了，我覺得那份午餐很好

吃。我吃飽了以後，很快就下飛機了，然後，我們就

坐車子回酒店了。 

 

  第二天，我們去了泰國皇帝島的沙灘遊玩。這裏

的沙是細細白白的，這裏的海藍藍的，綠綠的。我實

在驚嘆它的美！然後，我換上泳褲，穿上救生衣，跳

入海中，享受它的美。 

 

老師的話：欣賞進熙運用了不同的形容詞，寫出了  

          那個沙灘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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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小船上     一年級 吳美林 

 

    復活節假期，爸爸帶我去了

維也納和威尼斯。我看見了很多漂

亮的老房屋，尤其是安靜的教堂。

在「水城」威尼斯，我們乘坐的小

船兩頭尖尖的，像彎彎的月亮，很

漂亮。旅行真快樂呀！ 

老師的話：美琳很幸福啊！ 

 

   農曆新年     一年級 黃彥喬 

 

今天是農曆年初七，天氣晴朗，爸媽帶我和弟弟

去採摘草莓。早上，爸爸駕車載我們往錦田鄉村俱樂

部，那裏有兩幅大草地、小型碰碰車、充氣彈彈牀，

還有可愛的小白兔、小山羊和小松鼠。 

 

我們走進草莓園後，決定先到

「法國草莓園」採摘草莓。園內的草

莓又紅又大，當微風吹過，還發出陣

陣清香的草莓味，真令人垂涎三尺。 

 

最後，我和弟弟每人都採摘了十二粒大草莓回

家，今天真是過得很滿足啊！ 

老師的話: 相信你的農曆新年假期不但过得很滿足， 

          而且應該是非常愉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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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野公園     二年級 余瑋軒 

 

今天，我們一家人到城門水塘郊野公園野餐。這

是我期待已久的家庭日。 

 

那裏有綠油油的草地和蝴蝶在

花間飛舞，繁茂的樹木，當然還有

可愛而頑皮的小猴子了。每當我走

到牠們的面前，牠們必遠遠地跑

開，仰起笑臉逗我，我便假裝不理

會牠們，牠們卻又悄悄跑近，偎我

左右，好像我調皮的表弟。 

 

傍晚時分，日落下山，我聽完大自然交響樂後，

然後靜靜地離開，不再打擾猴子們休息了。 

 

老師的話：你寫得太好了！讓老師也想去看看美景，

聽聽大自然的樂曲。 

 

 

   旅行日      二年級 陳巧霖 

 

今天，我到大埔海濱公園旅行去。 

 

    到埗後，就先到草地上野餐，再到昆蟲屋參觀，

然後走到回歸塔最上層欣賞風景，那兒的風景十分美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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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時間時，老師跟我們玩「老師話」和「我是

熊啤啤」，當時，我十分緊張，大家都忍不住不停地尖

叫起來。過了一會兒，便乘旅遊車回校了。 

 

    我覺得這次旅行很開心。 

 
 

林老師的話︰巧霖把我們旅行中最精彩的部份都寫出

來了﹗真讓人回味呢! 

 

 

   學校旅行      二年級 林嘉晴 

 

十一月十四日是一至三年級的學校旅行。我們去

大埔海濱公園。我準備了水、零食和地毯，都放在背

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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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帶着興奮的心情上學去。早上，天

氣特別清涼。我穿上運動服，坐校車到達學校。老師

點齊人數後，我們就上了一輛旅遊巴士。過了三十分

鐘後，我們終於到達了大埔海濱公園。那兒有很多美

麗的玫瑰花。我在翠綠的草地上準備野餐。我和同學

一起分工合作放好地毯。接着，我把紫菜給她們吃，

她們也跟我分享食物。我們高興地談天說地。時間過

得真快，我們很快上旅遊車回到學校。 

 

我覺得今次學校旅行，令我學習到和同學們相處

融洽。 

 

老師的話：你說得對！學會與同學融洽相處就是這旅  

          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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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故宮       二年級 曾嘉莉 

 

農曆新年時爸爸和我跟隨旅行團去北京旅遊，第

一天我們先去了故宮。故宮

很壯觀，因為它是古代皇帝

的家。在裏面我們看到了一

張雕着龍的皇帝寶座，各種

各樣名貴的裝飾等等。以後

有機會，我一定要會再去北

京旅遊。 

 

尹主任的話：小小年紀，見多識廣。 

 

   遊首爾戰爭紀念館   二年級 梁榮森 

 

二零一三年六月，我們一家人去了韓國旅行。導

遊帶領我們到不同的景點參觀，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是首爾戰爭紀念館，這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戰鬥

機、轟炸機、火箭炮和退役戰艦等。 

 

這些展品令我大開眼

界。 

尹主任的話：從參觀中，相  

            信大家可領略 

            戰爭的可怕， 

            前車可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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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大埔海濱公園  三年級 冼家豪 

 

十一月十四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 秋

季大旅行。一早起牀，我便開始期待。上午約九時半，

我和同學及老師便乘坐旅遊車出發到大埔海濱公園。 

 

在車上，我和同學一邊談天，一邊看風景，轉眼間

便到了大埔海濱公園。到達目的地後，我和同學先一

起跳繩和玩紅綠燈，然後老師想到一個遊戲，老師說：

「我們玩拋手巾和玩數字球吧!」剛巧我口袋有一條手

帕，於是便拿出來供大家一起玩，玩了大約三十分鐘，

我們便要集合了。 

 

我和同學玩得很愉快和興奮，尤其是玩數字球的時

候，我一連勝出多個回合，做了「數字球大王」，希望

下次也可以再來吧! 

 

老師的話：結構完整且鮮明，能分段描述旅行日的情

況及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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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學校旅行記  三年級 黃啟諾 

 

十一月十四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大日子──秋季

旅行。一早起牀，我便興奮起來。約九時正，我、同

學、老師和工友叔叔便乘坐旅遊巴出發到大埔海濱公

園。 

 

在旅遊車上，有的同學睡覺，有的談天說地，有的

看風景，有的看圖書。到達大埔海濱公園時，我們便

走進去。我們首先看到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和美麗的小

花。過了一會兒，我們便玩一些小遊戲和野餐。突然，

其他學校的小朋友也來到這裏野餐。然後我們玩遊

戲，包括拋手巾、跳繩和數字球。接着我們參觀回歸

塔和昆蟲館。 

 

最後，我們依依

不捨地乘坐旅遊車

回學校了。這一天真

是一個開心的日子啊! 

 

老師的話：能運用形容詞及排比句描述旅行日的所見

所聞，不錯!但當心第二段記述其他學校的

小朋友及玩遊戲的部分不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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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同學共遊有感  三年級 張藝澤 

 
  十一月十八日是學校的旅行日，我們興奮地乘車

到大埔海濱公園。 

 

  那天的天氣很好，一定是上天保佑我們吧！我們

到了大埔海濱公園後，那裏有幾棵看上去很老的樹，

讓我想起我們學校門外也有一棵長得差不多的。再往

前走，我們又看到了三隻用花以及其他物料拼成的小

象，看起來既栩栩如生，又十分可愛。 

 

  然後，我們來到了西式花園吃午餐。我們把自己

帶來的食物拿出來分享，大

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十分愉

快！之後，我們還去了昆蟲

屋，我本來以為全是活的昆

蟲，進去後才發現全是標

本，有甲蟲、蝴蝶、蜈蚣……

好像都在水晶球裏睡覺。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

登上旅遊車回校。這次旅行不但讓我增長知識，還能

培養同學之間的感情，非常難忘！ 

 

老師的話：充滿想像力，能仔細描寫旅行中所 

          多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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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海洋公園去   三年級 鍾澄 

 

暑假的時候，我和家人一起到海洋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很好，天朗氣

清，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去

海洋館參觀，那裏有各式各樣

的魚類，十分可愛。之後，我

們到海洋劇場欣賞海豚和海獅的表演，牠們不但做高

難度的動作，而且每個動作都很純熟，我們看得目不

轉睛。 

 

看完表演後，我立刻到兒

童天地玩機動遊戲，我先玩「跳

樓機」，當我坐上去時，它把我

慢慢升上半空，然後突然往下

墜，那一刻我的心像跳了出來

一樣，既興奮，又刺激。 

 

今天我真很高興，我在想：為甚麼時間走得那麼

快？最後，我只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了。 

 

老師的話：能仔細記述看表演以及玩機動遊戲的經過 

          感受，值得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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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公園去     三年級 周欣桐 

 

這個星期天，爸爸、媽

媽、姐姐和我到屯門市鎮公

園去，我們到公園玩耍和參

觀爬蟲館。 

 

這裏有五顏六色的花 

兒、大大的魚池和爬蟲館。

此外，也有很多小朋友在玩耍，有的在滑滑梯，有的

在拍照和吹泡泡。 

 

我們首先到公園玩

耍，再到爬蟲館參觀。然

後，我們到魚池看小魚，

在那裏還見到有人在河邊

玩玩具船。他們好像在比

賽，看看誰的船航行得最

快，真是精彩極了! 

 

今天玩得雖然很疲累，但卻很開心，最後我們依

依不捨地回家去，回到家裏我們吃過晚飯後，便到睡

房休息，睡覺時到公園去的畫面仍深深在我的腦海裏。 

 

老師的話：嘗試利用形容詞豐富文章內容，且結構完  

          整，值得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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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記一則—留下我一週的腳印  四年級 周曉琳 

 

七月十三日至七月一十九日 

 

今年一年一度海外

旅行真開心，因為去了

我最喜愛的地方―新加

坡。雖然這次已經是我

第四次去新加坡，但是

這次特別好玩和難忘。 

  

我們一家和姨母一

家於星期日一早出發到機場，坐了三小時的飛機，中

午到達新加坡。飛機一降落，表弟、表妹和我就開始

興奮起來。我們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然後開始四處

觀光和吃地道美食，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我們住的酒店有大大的游泳池和人工沙灘。表

弟、表妹和我幾乎每天去游泳。我們玩得十分開心，

還曬了一身深黑色的皮膚。 

 

這個旅程最特別的事是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到馬來

西亞的新山區發生的。因為我們入住了樂高酒店，還

去了樂高樂園和樂高水上樂園。樂高是我最愛的玩

具，所以當我看見四處都是樂高的佈置，我十分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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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七天便過去了。我帶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離開新加坡。這個假期能夠和一家人開開心心

去旅行，真好! 

 

 
 

老師的話：能簡略敍述一週的經歷，並集中描述當中 

          的難意之處。 

 

 
 

   遊歷上海    五年級 何婉鈴 

 

在暑假的時候，爸爸、媽媽、妹妹和我曾到過上

海的黃浦江，看那裏的夜景。 

 

到了上海的第一天，我們先到那裏的小食街吃街

頭小食，例如：鍋餅、羊肉串、小籠包、炸蝎子……

這些小食都十分可口，讓我吃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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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的晚

上，我們坐車到黃浦江

看夜景。啊！黃浦江的

夜景在濃霧的配襯下

顯得獨特而優美！黃

浦江畔有一幢十分雄

偉、十分壯麗的建築物 

― 東方明珠塔，所以

那裏人如潮湧，十分熱鬧，想拍照真困難啊！ 

 

當我正在欣賞黃浦江的夜景時，我突然想起我最

喜愛的海灘 ――屯門的黃金海岸。黃金海岸和黃浦江

都是中、西文化色彩濃郁的地方，因此很多西方人都

愛在這兩個地方居住。我覺得黃浦江的景色無論晚

上，還是白天都十分吸引。 

 

 我遊覽過不少比較著名的地方，而今黃浦江也成為

了讓我難忘的地方之一了。再見黃浦江，我要回家了。

我喜歡遊覽祖國的山河大地，也愛在香港享受那家的

溫暖。 

 

老師的話：婉鈴同學先寫上海的街頭小吃，再寫黃浦 

          江的夜景，繼而聯想到屯門的黃金海岸，  

          最後道出自己喜歡祖國，也愛香港的感 

          受，內容鋪排方面見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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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遊記    五年級 李美儀 

 

今天，我翻開相冊看到了一張我們一家人在深圳

布吉一起拍的照片。這便讓我想起去年十二月二十九

至三十日，爸爸、媽媽和我到深圳布吉玩耍和遊覽當

地的景色。 

 

那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我們一家人由香港

到布吉，那天的天氣真是太好了！我們一到這裏，馬

上乘車到布吉市集，就被當地的熱鬧場面震撼住了。

那裏人山人海，有很多不同的小攤檔，售賣各式各樣

的東西。最吸引我的是一個賣小吃的攤檔，那裏有海

帶、涼皮、臭豆腐、油條、豆花、酸辣粉、手抓餅等

等。現在想起來都垂涎三尺，想想那酸辣粉是酸中帶

辣，多麼的美味啊！ 

 

我們吃了小吃後便到當地的新商場逛逛，那裏共

有四層，每一層都有不同的店舖。最吸引我們的是第

二層的商鋪，有賣電器、圖書、衣物、玩具和文具，

我們在這裏整花了一個小時來細看每一件貨品。這時

候，我們又累又餓，於是到第三層找餐廳，可是我被

這層的雪糕店吸引着，所以買了很多豆奶和雪糕來滿

足一下自己呢！然後到第四層看當地的手工製品，琳

瑯滿目的藝術品讓我看得目不暇接。 

 

第二天，我們乘公車到西衝沙灘玩耍。布吉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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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可以媲美泰國的布吉，陽光與海

灘，所以我們怎會錯過這次機會，

一家一起去游泳、打球和堆沙呢？

這裏水清沙幼，陽光充沛，我們還

一起曬太陽呢！ 

 

經過兩天深圳布吉之旅，我認識到了當地的一些

特色小吃、商品。原來深圳布吉已迅速發展，我真的

很想再來這個充滿了陽光氣息的地方，再發掘它其他

不同的面貌呢！ 

 

老師的話：有花心思鋪排內容、次序，是一篇有水準 

          的作品！ 

 

   惠州交流    六年級 蔡鎧恩 

 

去年暑假，我參加了由學校舉辦的惠州交流團，

這次旅程真令我獲益良多。 

 

當我們到達惠州西湖時，一面欣賞風光如畫的景

色，一面聽着導師跟我們講解西湖的歷史時，我不禁

想起了自己身處的社區---屯門，那座歷史悠久可依然

堅固的紅樓。紅

樓的歷史可追溯

至清朝末期，孫 

中山先生曾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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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逃避追捕，並策劃出多場驚心動魄的革命運動呢！ 

 

在惠州西湖旁邊，小檔林立，各式紀念品應有盡

有。最能引起男生興趣的是一些小木劍，要不是導師

制止他們，他們可能已經付款了呢！我注意到小檔的

貨品也沒有標明價錢，顧客看中貨品後可以跟檔主討

價還價。這情況與屯門三聖邨中的海鮮檔不謀而合，

那裏的海鮮檔販賣新鮮的水產，而且老闆都不會在海

鮮標上價錢，顧客可以跟老闆討價還價，以最便宜的

價錢，買到最新鮮美味的海鮮。屯門的三聖邨確是一

個人情味濃厚的地方呢！ 

 

惠州之旅讓我最深刻的景點是海龜保育區，我們

要走一條長長的上坡路才可進入飼育區。一進館內撲

鼻而來的是一股淡淡的海水的味道。這裏的海龜數量

可真多，既有草食性的又有肉食的，讓我們非常雀躍。

那種感覺就好像置身在屯門的爬蟲中，冷酷的爬蟲類

動物與海龜一樣吸引。飼育員說玳瑁龜在這群海龜中

是最稀有珍貴的，當天有幸看到，實在太好了。 

 

這次的交流真是獲益良多，惠州之旅不僅讓我加

深見聞，增加知識。我自己的家---屯門區也添一份敬

愛之情。 

 

老師的話：鎧恩透過到內地交流而增廣見聞，眼界擴 

          闊後對寫文章也有莫大裨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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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日營    六年級 鄭諭海 

 
    星期五，我抱着興奮的心情來到學校，因為今天

我可參加學校為我們六年級安排的「智慧日營」。當同

學都來到學校後，我們就乘旅遊車出發了。 

 

    到達後，我發現這裏跟有密集建築物的屯門龍門

居有非常大的差異，這裏到處都種有各式各樣的植

物。接着，導遊便帶領我們去目的地，她還邊走邊告

訴我們兩旁植物的名稱。 

 

    活動開始了，營地中的

老師透過不同的活動讓我

們知道中國的國寶，如「玉

石葡萄」、「中華第一龍」

等。不知不覺間已來到了中

午，我們先吃午飯，然後就

是我們最期待的種植活

動。老師們教會我們播種的方法後，我們就立即到田

裏去體驗做農夫的滋味呢! 

 

    今天，我不但體會到農夫的辛苦，還能學到各種

寶貴的知識，真的不枉此行! 

 
老師的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從諭海的文章中

能充分體會這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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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的玩具飛機 二年級 劉錦壕 

 
七歲生日那天，是我最開心的

生日。那天爸爸、媽媽、祖父、祖

母和同學都買了生日禮物給我。其

中爸媽送給我的禮物，就是一架玩

具飛機，那架飛機很大，也很漂亮，

而且能夠飛得很高，所以這份禮物

是我最喜愛的玩具。 

 

老師的話：那麼你要好好珍惜這份爸媽為你精心挑選 

          的禮物了！ 
 

 

我最喜愛的玩具 二年級 王樂童 

 
我最喜愛的玩具就是洋娃娃。因為它很可愛，它有

一身雪白的絨毛，抱起來很溫暖。它擁有一雙明亮的

大眼睛，還穿着漂亮的小婚紗，顯

得特別可愛。 

 

    我每天都會抱着它玩一會

兒，它是我最好的小伙伴，現在我

已經離不開它了。 

 

老師的話：能仔細描述洋娃娃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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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電影 二年級 陳樂妍 

 
十二月十九日的下午，媽媽、妹妹和我一起到屯

門市廣場電影院看一套精彩的《魔雪奇緣》電影。內

容講述兩姊妹的感情是不太好的，但是經過一些共患

難的事情後，兩姊妹的關係便轉好了，使我明白和別

人相處時要互相尊重和包容對方，便能夠和平共處。 

 

陳老師的話：這套電影十分受歡迎！陳老師也很想去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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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吃點心  二年級 黃謙祁 

 
昨天，爺爺、奶奶和我去茶樓吃午飯。 

 

 那裏人山人海，因為正是中午吃飯的時候。奶奶知

道我肚子餓，便點了各式各樣的點心給我。 

 

點心來了，我看見當中有叉燒包、馬拉糕、奶皇

包……我嗅到香噴噴的點心，又看到點心上的煙霧，

就知道點心都是熱騰騰的。 

 

 奶奶說：「快點吃吧！點心涼了就不好吃。」吃的

時候，我和爺爺奶奶一起談天說地。 

 

 昨天，我和爺爺奶奶過了一個又愉快又温馨的下

午。 

 
老師的話：內容詳細，也使用了說話記述，使文章更 

          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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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忘的生日 三年級 楊晉杰 

 
  上星期天是我的生日，爸媽為我舉行了一個充滿

驚喜的生日會。 

 

  事前，爸媽一直不肯告訴我舉行生日會的地點，

只是叫我跟着他們乘車便好了。差不多到達時，媽媽

用手帕遮蓋着我的眼睛，然後牽着我的手，帶我進入

會場。 

 

  當媽媽拿開手帕的一刻，我「嘩！」的一聲叫了

出來。原來是迪士尼樂園，爸媽連我最要好的同學也

請來了。接着，我們除了在

樂園裏玩機動遊戲外，還吃

了一頓豐富的自助晚餐，玩

得不亦樂乎！ 

 

  爸媽的精心安排的確讓

我滿心歡喜，不過我希望明

年他們可以把這份心意用來

幫助有需要的人。我心想：

明年的生日，我們就吃一頓

簡單的晚餐，把那些錢捐到

慈善機構不是更有意義嗎？ 

 

老師的話：能把事情完整記述，而且想法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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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的鷹  四年級 黃杰倫 

 
    在各種動物之中，我最喜歡鷹。鷹在飛行的時候

姿勢英偉，所以有許多人都很喜歡牠。 

 

    鷹的外貌就像一架捕魚戰機，當牠一看到魚，就

會快速地捕獵牠們。鷹有兩隻尖銳的爪子和一個尖尖

的嘴巴，還有一雙強而有力的翅膀。鷹在飛翔時用尾

巴來平衡，並以牠敏銳的視力捕捉獵物。 

 

    鷹的視力較強，可以在一千米的天空上看見在海

上游來游去的大魚和小魚。他們喜歡吃海蛇、海鰻、

石班、大魚等等，還會吃淡水鱼。 

 

    鷹很愛護自己的兒女，他會盡心盡力地照顧自己

的小寶寶。每天鷹都捉十至三十多條魚給自己的小寶

寶吃。我覺得鷹真是動物界中的好父母，我希望可以

做一隻大麻鷹。 

 
老師的話：文章運用了比喻、舉例、列數字等說明方 

          法，讓讀者從不同方面了解鷹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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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動物 四年級 劉卓倫 

 
我最喜愛的動物是可愛的小貓。牠的眼睛像糖果，臉

上的貓鬚長短不一，手掌腳掌像幾朵小梅花，牠的耳

朵尖得像一個三角形，牠的毛像白色的棉花糖。 

 

    小貓很貪睡。不信？說說我的故事吧：每天早上，

當我起床的時候或放學和看電視的時候，我都看到牠

呼呼大睡，難怪我的朋友都說我的貓是「大懶蟲」呢！ 

 

    小貓有時候很調皮。有一次，我

在家附近散步的時候，突然聽到「喵」

一聲，原來是我家的小貓咪。我的朋

友說:「旁邊的花草弄得枝折花落

的，一定是你貪玩的「老友記」做的。」

我一看，果然是牠!後來牠被我罵了

一頓，本來我打算打牠，但是牠的樣

子實在太可憐了，我不忍心，所以就沒有下手打牠。

那時我覺得牠真是個頑皮的小孩子。 

 

    我的小貓咪又那麼貪吃。有一次媽媽為我做了一

碟我最愛吃的清蒸石斑魚做午餐，我迫不及待跑過去

洗手，再以破世界紀錄的速度衝回來時，我發現我的

魚被小貓吃了。牠真是個「神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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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就是那麼天真可愛、生氣勃勃，真拿牠無辦法！

牠就是我的家人，牠知不知道我是多麼愛牠呢? 

 

老師的話：文章用了比喻及誇張等手法，令描寫很生 

          動，小貓的性格更突出。 

 

人類最好的朋友 四年級 黃祖媛 

 
在所有的動物中，我最喜歡的是小狗，因為牠會

保護自己的主人，不讓主人摔跤。 

 

小狗很強壯，牠有黑色的

毛，牠的毛既軟且滑。有四條強

壯的腿。我最喜愛的是牠有一副

討人喜愛的臉孔，還有一條長長

的尾巴，牠的尾巴經常左右搖動。 

 

可愛的小狗，我感到牠很盡職，因為牠會在每一

天的九點鐘晚上幫我們看着門口。那個時候我們都睡

得很熟了，只有牠還打起十二分精神看管門口，不會

讓壞人乘機進入。如牠發現有壞人逼近，便會汪汪大

叫嚇退他們。 

 

    小狗有時候會很貪吃。每當我們一家人吃東西的 

時候，牠又會「汪汪」的大叫，向我們討食物。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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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給牠的話，牠就會帶着失望的心情慢慢地轉身離

開了。 

 

我一看見小狗可愛的臉孔，就會把所有不高興的

事情，忘得一乾二淨。我跟小狗的感情很深呢! 

 

老師的話：能以說明文的技巧說出小狗的特性，繼續 

          努力。 
 

 

我最愛的中國菜 五年級 伍倚樂 

 
我們中國菜有八大名菜，今天我向大家介紹其中

一種，粵菜蝦仁炒蛋。 

 

首先，我會說蝦仁炒蛋的烹調方法和過程。它是

以炒的方法製作，是把材料放入旺火熱油鍋裡，急速

翻動使其熟的一種烹調方法。材料方面有蛋、蝦仁和

蔥花。 

 

蝦仁炒蛋的烹調步驟是把蝦仁洗瀝乾，加入醃料

靜置約三分鐘，下少許油熱鍋後，將蝦仁下鍋炒至八

分熟起鍋，雞蛋打勻起泡，加入蔥末拌勻，下約兩湯

匙的油，注意油的鍋溫度要略高，才能將蛋炒蓬鬆，

將蛋汁下鍋等待蛋變蓬鬆後將蝦仁一併下鍋拌炒均勻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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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介紹蝦仁炒蛋的色、香、味和形。它

的色是鮮黃色的雞蛋配嫩紅的蝦仁，加上翠綠的蔥

花；香有蛋香、蝦仁清香、蔥的清新。味道是鹹而帶

一點清甜。外形是蝦仁和雞蛋混合一起，再以蔥花點

綴。 

 

最後，一定要跟大家說明蝦仁炒蛋的營養價值。

它的材料有雞蛋，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蛋白質可以形

成抗體，對於疾病抵抗期有一定功效；同時亦能幫助

生長和發育，使身體強壯。蝦仁亦有蛋白質及多種維

生素，可以平衡身體各器官的需要。 

 

總結，我喜歡吃蝦仁炒蛋，是因為它又便宜又健

康又好吃。 

 

 

 

 

 

 

 

 

 

尹主任的話：結構清晰，每段均有中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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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愛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陳海琳 

 
    中國有一句諺語「民以食為天」，它讓我們知道中

國人從古到今都認為「吃」十分重要。 

    

    中國菜餚多不勝

數，當中我最喜愛的

就是「魚香茄子

煲 」。為甚麼我最喜

歡它呢？有一次，我

們一家出外用膳，我

媽媽點了一客「魚香

茄子煲 」，它的香味把坐在對面桌子前的客人也吸引

着，我吃過後就深深地愛上了它。 

 

「魚香茄子煲」的做法並不容易。首先要把肉切

碎，然後把鹹魚切粒，之後就可以把茄子、鹹魚和肉

粒一起放進鍋子裏炒一炒，再焗十至十五鐘，最後加

上調味料就行了！ 

 

    我覺得這道菜的食材――鹹魚十分特別。雖然鹹

魚又乾又難看，但仍然有人懂得欣賞它的「內在美」。

這使我明白到人就算外表多醜，只要有內涵，就會有

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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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生活中一些看起來很平凡的事物，都可能

為我們顯示出大道理，只要我們平時多觀察，多留意，

就可以發現！ 

 

老師的話：希望同學們記住「人只要有內涵，就會有 

          人欣賞」這句話，努力做有內涵的人。加 

          油！ 

 

我最尊敬的人 五年級 林詩慧 

 
  我最尊敬的人是耶

穌。他是上帝的兒子。

他穿白色的衣服，他有

咖啡色的頭髮和咖啡色

的大鬍子，眼晴小小

的，鼻子直直的，嘴巴

小小的。我尊敬他的原

因是他很偉大。 

 

    他做了一件令我很敬佩和感動的事。他把不能站

立的大偉治好，只說一句：「站起來吧！」耶穌用他的

手扶起大偉，然後慢慢地放手，大偉就起來了。耶穌

也醫治了很多醫生也醫不到的人，例如把死了的人叫

起來了。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樂於幫

助別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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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過一句令我印象很深刻的話：「耶和華有恩

惠，有公義；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這句話令我

明白到耶穌的愛普及各族，即使是犯過罪的人，耶穌

同樣愛我們。 

 

  他處事為人的方式提醒我要有憐憫之心，我希望

自己能多看一些聖經故事書，向耶穌學習。 

 

 

老師的話：人物外貌描寫具體，事情交代清楚。 

 

我愛夏日   五年級 林學良 

 
你最愛的季節是什麼呢？我最愛的季節是夏日。 

 

  我愛夏日的大自然景色，有花﹑草﹑

樹木﹑太陽﹑白雲和小鳥。我在郊外看

見花向我揮手，太陽在天空上向我發出

溫暖的笑容，白雲也在天空上變成不同

的形狀，好像想跟我玩遊戲，小鳥也在天空上飛來飛

去，好像想跟我跳舞。夏日的大自然讓我感到開心。 

 

  我最愛和爸爸媽媽到沙灘玩耍。在沙灘做的事情

有很多，包括在大大的大海游泳﹑在蝴蝶村的沙灘上

堆城堡，還有在附近的燒烤埸裏燒烤，可以吃到我喜

愛的食物。夏日的活動讓我感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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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夏日的大自然風景，我愛夏日的活動，我愛

夏日的一切。 

 

老師的話：能善用擬人法描寫夏日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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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記趣  一年級 梁羅嗣晗 

 
今天上午，我在家裏做奧數典

型題，突然，我發現姑姑不見了，

姑姑到哪兒去了呢？我大聲喊：

「姑姑您在哪裏？」姑姑急急忙忙

從洗手間走出來，手裏還抓着幾根

白頭髮呢。我猜測姑姑剛才在洗手

間拔白頭髮！我想：姑姑為甚麼要

拔白頭髮呢，因為姑姑想要變得年

輕一些。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長白頭髮的，拔白頭髮不過

是人們一種美好的希望罷了！ 

 

老師的話：老師能看出你很喜愛寫作，文筆也很出色！ 
 

春天到了  二年級 陳韻欣 

 
古語有云：「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一年四

季中的第一季，很多植物也在這時候長出嫩芽，大自

然充滿生氣，各種各樣的昆蟲也會飛來飛去，使郊外

變成一幅美麗的圖畫。上帝的創造真奇妙，我們要好

好保護環境，讓世界更美麗。 

 

老師的話：請多多欣賞春天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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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個乖乖的孩子 二年級 危正安 

 
聽媽媽説，我從小便是一個乖孩子，在外面玩耍

時，從來不會跟其他小朋友吵架或打架。日子一天一

天過去了，我也長大了，也變得很頑皮了。每逢星期

六、日就會玩手機，每次做功課都要媽媽提醒，從來

不會自己自動自覺完成，令媽媽很操心。 

 

媽媽有自己的工作也要擔心我的功課和中、英文

默書溫習狀況，每次到了星期五，媽媽來接我時，第

一句話就是問有沒有中、英文默書。我說有的話，媽

媽便三番四次叫姐姐跟我溫習，中文默書則是由媽媽

親自來跟我溫習。給姐姐發現後，她就會罵我笨，我

才慢慢反省過來。我已下定決心，以後要自己去完成

功課，也要努力溫習，不要讓媽媽失望，做一個乖孩

子。 

 

老師的話：欣賞正安會作自我反省！加油！有關心自 

          己的家人，正安真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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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回家   二年級 謝卓宏 

 
每天放學我都要到附近的補習社做功課輔導，今天

也不例外。完成功課之後，我便打電話給媽媽接我回

家，可是今天，媽媽說她因為下班塞車，所以不能接

我回家，媽媽說要我自己回家。 

 

 我便獨自一個人回家，心裏十分害怕，一路走著，

走著，心跳也加速了。我不時望向四周途人，他們都

投以奇怪的目光，為何這個小孩獨自一個人走著。很

快我便回到家中，但當我上到自己的樓層時，正奇怪

為什麼大門的顏色不同了呢？我便再返回大堂問保安

叔叔「這是第九座嗎？」「這是第八座呀，小朋友你

弄錯了。」 

 

 踏進自己的家，心情有點似太空人登陸月球一樣呢! 

鈴……鈴……鈴，電話響起了，聽見媽媽的聲音，我

便哭了。 

 

老師的話：欣賞你嘗試自己走回 

          家，做一個勇敢的小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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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   二年級 余瑋軒 

 

復活節假期，我表姐一家到動物園遊玩。 

那裏有著大自然的氣息和格外清新的空氣。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參觀黑猩猩

時，那黑猩猩夫妻抱著牠的

兒女，伸手向我拿食物。但

是，當地的職員不容許，我

們感到既可惜又可憐。這些

場景令我回想父母在外在

家辛勞地工作，含辛茹苦地

養育我們長大。 

此時此景，深深感動了我。因此，我決定長大後，

要努力工作報答他們。 

 

老師的話：欣賞你看到猩猩父母的行為，就想到自己 

          的爸媽，可見你是一個孝順的好孩子！    

 

 這件事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 五年級 歐陽曉傑 

 
我經歷過一件十分難忘的事，並且令我得到一個

教訓。事情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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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傑，我們去買東西，一會兒就回來。你在家

裏記緊好好温習默書啊！」爸爸說完，就跟媽媽、姐

姐一起離開了。熱鬧的家頓時靜了下來。我坐在電腦

桌前，眼睛雖然盯着課文，其實心早已飛走了。 

 

    前幾天放學時，在自行放學隊上，同學們相約一

起上網玩電腦遊戲，我聽得心癢癢的，可是又沒法參

與。因為爸媽早前與我約定，只能在週末玩一個小時

的電腦遊戲。這時爸媽都不在，可謂天賜良機。我待

他們一走，便迅速開啟電腦，興高采烈地玩起電腦遊

戲來。 

 

    沒玩多久，外面傳來鑰匙開門的聲音，把我嚇了

一跳。不好啦！爸爸媽媽回來了！我趕忙關掉電腦，

故作鎮定地讀起書來。過了一會兒，聲音消失了，我

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原來是鄰居，真是虛驚一場！因

此，我再次躡手躡腳開啟電腦，調低聲音繼續玩。但

是，我卻有忐忑不安，心驚肉跳的感覺。 

 

    突然門外又傳來鑰匙聲，我連忙關上電腦。這次

真的是爸爸媽媽呢！他們一進門，便讚我有自覺温

習。唉，其實偷玩電腦遊戲的感覺真不好！爸媽這麼

信任我，我卻欺騙他們，真是羞愧啊！我發誓以後也

不會瞞着爸媽玩電腦遊戲了，並向他們道歉認錯。 

 

林主任的話︰這篇文章能夠把心理變化過程寫得很細 

            緻，好！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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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了教訓  五年級 李美儀 

 
星期二放學後，佳佳、穎儀和我一起回家。 

 

我們在一家便利店買食物，買

食物後，我們回家去。我在路上一

直看書，走着走着，我發覺佳佳和

穎儀不見了！我到處找她們，漸漸

發現自己在一條很陌生的路上，原

來我迷路了！ 

 

我很害怕，我先讓自己冷靜一下，再用電話打給

爸爸。我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他，他說：「你先去

附近的警察局，我一下班就過來找你！」我按照着爸

爸的話去做，可是這裏的警察局還真難找，我花了十

五分鐘來到目的地後，警察叔叔幫我找路回家，一小

時後，我回家了。家人都很擔心我。我以為一進家門

就會立刻被他們罵，沒有想到當我鼓起勇氣進入家門

的時候，他們全部都走過來，媽媽跑過來抱着我，家

人都問我有沒有受傷，還叫我把回家的過程描述出

來。因為這件事，我明白了家人對我的關心。 

 

經過這次教訓，我學會做事不能一心二用，不然

就會像我一樣，走路的時候因為看書而迷路，讓家人

非常擔心呢！ 

老師的話：當你迷路時，可加些感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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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五年級 雷勉 

 
    今天，在學校裏，我看到我這次默書取得一百一

十五分，我非常激動和雀躍。雖然對於其他同學來說，

中文默書取一百分以上算不了甚麼，但是對我卻是很

困難的，因為我向來中文默書的成績都很差。 

 

    我今年第一次默書成績很

差，我的家人很不開心，我也覺

得不開心。從那時開始，我便努

力温習中文默書。每一次，我都

會請媽媽幫助我温習，我又會自

己把不懂的詞語抄五次。 

 

  最近這次默書之後那幾天，我班的同學都不停催

促老師快點發還默書簿，他們都想快點看到自己的分

數，但我卻不想老師發還默書簿，我害怕分數低，更

害怕媽媽駡我。 

 

    今天，老師說要派發默書簿時，我心裏不禁想：

我這次默書的分數一定很低。老師發還默書簿後，我

只敢偷偷地看看老師的評語。我竟取得一個「很棒」

的印章，我開心極了！ 

 

    這件事使我學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我就是因為努力了才能取得理想的成績。我以後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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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選材適當，心理描寫不俗，情感真實！繼 

          續努力！ 

 

 

謙虛使人進步  六年級 陳傲昇 

 
我的英文成績一向出眾，所以老師期望我能在呈

分試中取得佳績。我得到老師的肯定，心裏十分快樂。 

 

在呈分試的前一個星期，每個同學都拿着書本埋

頭溫習，只有我沒拿着書本溫習。我的鄰座志強好奇

地問我:「你為甚麼不溫習？雖然你每次的分數也很

高，但你也不可以不溫習。不然你一定會後悔的……」

我打斷他的話說:「我覺得不需要溫習，試卷上的題目

均是千篇一律，不會難倒我的。」我的同學聽見，搖

了搖頭。我的英文老師剛剛走過，她看見我信心滿滿

的樣子，對我更用信心，相信我定可以拿到好成績。 

 

考試的日子到了，當我一看到

試卷上的題目，非常驚訝。怎麼大

部分題目我也不會做呢!當我放學

回到家的時候，擔心和憂慮，讓我

沒心情吃飯，連睡覺也睡不着呢！

直到派卷當天，老師順序宣布分

數，當老師宣布了我不合格的時

候，她搖了搖頭，拍一拍我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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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的心宛如濕了水的炮竹，漸愧極了！突然我想

起志強的話:但你也不可以不溫習的，到時你一定會後

悔的！我真的後悔極了。 

 

    吸取了這次教訓之後，我要戒掉自視過高的惡

習。這件事更讓我體驗到「驕傲使人退步，謙虛使人

進步。」和「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 

 

 

老師的話：故事中有做明顯的鋪排，因此情節也較為 

          合情合理。 

 

 

 

一件令我反省的事情 六年級 張卓男 

 
還記得在四年級的考試中，我因學業成績差強人意，

而辜負了老師對我的期望。 

 

    當時，由於我的中文成績一向出眾，所以考試之

前老師都寄予厚望，認為我必定會取得高分。我在班

中得到老師的稱讚和肯定，更讓我沾沾自喜呢!我一直

對自己的中文水平蠻有信心的，我心想身為甲班的學

生，根本是不用温習的，因為只要我們出一點力量，

乙班的同學也不可能追上來的。所以在考試前夕不但

没有温習，而只把精力用在玩電腦遊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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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文考試的時候，我抱着從容的心態做巻。有

些題目我明知是會因大意而失分的，不過我心想這也

沒關係啊!我一向分數出眾，老師也很看得起我，所以

輕率一些也是沒有問題的。到了公佈成績的時候，我

只拿到七十多分。我心想是否老師批改錯誤呢!平常有

九十多分的我，現在怎會只有七十多分呢？啊！怪不

得老師進來的時候那麼生氣地看着我，原來是我的分

數一落千丈，惹老師生氣了。 

 

    老師對我很失望，只怪我自視過高而没有努力温

習。這件事更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後果，我本以為一時

的成績退步，不用太緊張。誰知在我們甲班的同學疏

懶之下，乙班同學卻非常認真的學習。現在，我已成

為乙班的一份子，但我會以此警惕自己用功學習，不

可再令老師失望。 

 

老師的話：文章寫出了一次 

          自視過高而失 

          敗的經歷，各位 

          同學應借鑑卓 

          男的事情，引以 

          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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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學生 一年級 謝芊嵐 

 
我升讀小學一年級後學

會了有禮貌和有耐性。課堂

上，學懂了寫字、造句、英

文說話、串字和數學計算。

我也參加了一些課外活

動，如電腦班、英文班、跳

繩班和故事小天地。我很喜

歡上學，因為可以學會很多

知識和認識很多同學。 

 

老師的話：老師十分欣賞妳的努力及對人友善，好學

生，老師要對你說聲「讚」！ 

 

 

我的志願  一年級 梁曦宇 

 
我的願望有很多，但是我最想當科學

家，發明很多有用的機器人。 

 

我希望我發明的機器人能夠幫媽媽

洗衣服、做飯、拖地；還能幫我照顧爺

爺、奶奶；也能帶我去好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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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的媽媽就不那麼辛苦了。我也不會沒人陪

我玩了。我希望很多人都用我發明的機器人。但是我

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實現呢？ 

 

老師的話：曦宇你的志願很偉大，不僅幫到自己和家

人，還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我的志願  一年級 鄧智文 

 
我的志願是想要當一名警

察，因為可以維持治安和服務社

會。 

 

我記得有一次坐爸爸的車去

祖母家途中，在屯門公路上看見

一宗交通意外，有一些人受傷。

幸好，警察很快趕到現場，疏導

交通及安排傷者送去醫院。他們

的專業精神令我十分敬佩，所

以，我希望長大後當一名警察。 

 

老師的話：警察穿著制服服務人們，外表帥氣，態度

專業，是一份好職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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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快樂時光  一年級 程智轅 

 
    我五歲生日的時候，爸爸、媽

媽帶我和哥哥到海洋公園去。那裏有

活潑的海豚、可愛的熊貓、頑皮的企

鵝和漂亮的孔雀。而我最喜歡的是乘

搭架空纜車，因為既可以欣賞美麗的

風景，又可以在車廂裏拍照，真是開心極了! 

 

老師的話: 能夠和家人一起遊玩，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新年願望   二年級 周誦謙 

 
轉眼間，農曆新年快來了，四

周一片喜氣洋洋，很多人外出辦

年貨，所以街上充滿熱鬧氣氛。 

 

新的一年我希望家中各人身

體健康、平安快樂。還有，我希望家裏能夠飼養一隻

貓兒陪伴我，但是媽媽要我學會照顧自己，並且要我

有責任心後，才會答應我的要求，所以我今年我會好

好學習獨立，做個有責任心的人。 

 

老師的話：老師也盼望你的願望成真，不僅能照顧自 

          己，也有能力照顧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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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標   二年級 葉子榤 

 
    今年我的目標是要學會照顧自己，不再依賴媽媽

幫我做好所有事情。 

 

    另外，我希望我能更專心

聽老師說話、考試進步。媽媽

說如果以上的目標能夠達

到，我們下一年可以去韓國旅

行呢! 

 

林老師的話：期待你的進步，更期待你來年告訴我你

於韓國旅遊期間的所見所聞！ 

 

我能夠   二年級 李偉程 

 
    唸幼稚園時的我，甚麼都不懂。現在的我升上小

二了，我能夠幫媽媽做家務，會買菜、摺衣服和洗盤

子，也能夠照顧弟弟，和他分享玩具。 

 

  最近，我也學會照顧家中的

小狗，餵牠喝水。 

 

老師的話：偉程真的長大了，不僅能照顧自己，還能 

          成為媽媽的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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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二年級 呂依棋 

 
   盼啊！盼啊！終於盼到了我小學的開放日，其

實今天剛巧也是我的七歲生日呢！ 

 

學校操場上為同學預備了各樣的遊戲和禮物，在

禮堂裏也預備了各種的表演節目，而我負責表演跳

繩。當我到五樓進行練習時，我感覺到自己在發燒，

可是我知道我在隊伍裏面很重要，所以我要堅持演出。 

 

表演完滿結束，我看見媽媽就迫不急待地告訴

她，媽媽摸一摸我的額頭說：「一點發熱不用怕，寶貝

真勇敢！」我頓時覺得自己長大了。 

 

今天是開心的開放日。 

 

老師的話：想不到學校的開放日竟然見證了依棋的成 

長，依棋的堅持和勇敢也令開放日變得更 

加多姿多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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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   三年級 王彥康 

 
   「每逢佳節倍思親」，又到了人月兩團圓的中秋節

了，每逢中秋節，我都份外興奮。 

 

  每年，我都會到外婆家，跟外公、外婆、爸爸、

媽媽和表姐共度佳節，今年還多了奶奶和弟弟，特別

熱鬧！ 

 

  我們在家裏吃完飯後，便一起到公園玩燈籠和賞

月，後來，我還跟很多小朋友一起玩耍，過了一個既

溫馨，又 愉快

的晚上。 

 

 

 

 

 

 

 

 

老師的話：確實中秋節是個人月兩團圓的日子，你寫

出了跟家人朋友共度中秋佳節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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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四年級 劉子瑩 

 
我的好朋友是盧婉晴，她非常活潑和可愛，經常

逗得我哈哈大笑，雖然我們只認識三年，但她已成為

了我的好朋友。 

 

每天小息，我都會和她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吃東

西，有時還會一起跳繩。這次的英文報告，我也是和

她一組。我們非常合拍，平時，我也會和她一起練習，

希望在現場也可以發揮到好的水準。明天就是要廣播

的日子，我們也非常緊張，但是有老師和同學支持及

鼓勵，明天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我相信每一位同學都

有一位好朋友陪伴他，我

也有。之前，我經常和婉

晴吵架，但現在我們熟識

了大家，就成為「好朋友」

了! 

 

希望我每一年都能跟她在同一班，記住大家，永

遠不分開。 

 

老師的話：感情真摯，事例有說服力，足以令讀者感 

          受到你們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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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鐘表演  五年級 何婉鈴 

 
九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日 

 

     今天，我得到了很多觀眾熱烈

的掌聲！ 

 

    星期一那天，當我們在練習手

鐘的時候，老師突然宣佈我們將於

星期六表演，大家聽到這個消息

後，心情都既興奮，又緊張。 

 

    回家後，我把這個消息告知家人，他們聽到後都

十分驚訝！他們不僅不停地鼓勵我，還說表演那天會

來給我打氣呢！我立刻充滿鬥志，決心要在表演那天

證明給大家看我是可以有好表現的。 

 

    接連幾天，我們都廢寢忘食地練習，希望表演那

天可以有出色的表現。雖然每次練習都不夠完美，但

我們絶對不會半途而廢，繼續堅持練習。 

 

    今天終於表演了，我們先到練習室不停地練習，

連去洗手間的時間也沒有。可是，我們今天練習的表

現比平時差得多，我想：這次表演一定是我人生中最

難看的一次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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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個小時後，老師對我們說：「各位同學，我

們要準備表演了。」然後，老師就帶領我們到表演場

地 (學校禮堂)。當我們要上台的時候，我十分緊張。

意料之外的是，我們的表演十分流暢，結果我們得到

了很多觀眾的掌聲，包括對我十分支持的家人。 

 

    最後，我領悟到一個道理――我們應該相信自己

的能力，只要我們願意付出努力，我們是可以有好表

現的。 

 

老師的話：你寫出了經過一連串練習以後，從多有不

足到大有進步的經過，並且你能從中領悟

了道理，學習手鐘讓你獲益良多呢！ 

 

 

日記―貪玩闖的禍 五年級 何文啟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陰 

 

「好！請收起你們所有有關數學的東西，我們要

進行評估。」柯老師說。「什麼？要評估？我怎麼不

知道呢？」我便問。評估完後，我心想：「糟糕，這

次我一定不及格！」 

 

昨天放學前，我把所有功課及要温習的科目都寫

在日誌裏了。放學回到家後，我便開始寫作業。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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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就開始玩電腦，我玩得樂極忘形。媽媽剛剛睡

醒問我：「你做完作業了沒有？明天要不要評估啊？」

我毫不猶疑地回答（我直對著電腦）：「做完！不用！」

因為我己經沉迷在電腦遊戲裏了。我完全忘記了要温

習數學。 

 

不知不覺，己經到了晚上了，我才發現我還沒有

温習，但是我忘了要不要評估，所以我就不温習了。

而且數學評估每一次都很簡單很容易。 

 

到了今天（星期五），我交完功課後，我便問同

學：「喂！今天要數學評估還是英文評估呢？」有些

人說不用，有些人說要數學評估，有些人說英文評估，

還有人說兩種科目都要。但是，全部人都不知道假如

是數學，會是什麼課題。如是英文評估，那又會考什

麼。上了英文課，不用評估。到了數學課，我們向老

師敬禮後，老師便說：「請大家收起有關數學的東西，

我們要進行評估，課題是分數除法。」「什麼？要評

估？怎麼辦？只好硬著頭皮了。」我心想。 

 

最後，我剛好及格。這件事令我明白到玩是可以

的，但一定要有節制，否則便給它控制。所以我決定

要懂得節制，這樣我才能感到輕鬆。古人說：「一寸

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真是金石良言！ 

 

老師的話：希望你能說到做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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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   二年級 鍾汶希 

                    
 明天就是母親節了，我真的很想為母親做點甚麼，

也很想對母親說點甚麼。 

 

親愛的媽媽，您己經養育了我八年了，其中的辛苦

勞累一定不少吧，有時我還會做錯事情惹您生氣，想

想，這可不應該啊！媽媽，我知道您做的一切都是為

了我好，例如您叫我多吃蔬菜水果是為了我身體好，

叫我努力讀書是為了我將來好，還有叫我做人要有禮

貌和得謙卑，雖然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重要

的，可我有時卻嫌您煩，我想我以後不應該再這樣了，

我一定聽取媽媽的教導做個有用的孩子。 

 

最後，我要說媽媽您辛苦了，祝您母親節快樂，永

遠快樂。 

 

老師的話：如果你知道媽媽愛你，你就要多聽她的話， 

          不要犯同樣的錯了！ 
 

敬師的話   三年級 陳穎沁 

                    
    林藹媚老師是我的中文科老師，她是一位樣子漂

亮、笑容甜美、溫文有禮的老師，我真是很喜歡她！

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林老師就會細心指導我們，讓我

們在不慌不忙下想出解決辦法。 
75 



    我更感謝林老師對我的教導和照顧。有一次，我

在中文科測驗中未能取得好成績，您特意跟我說︰「請

你不要灰心啊﹗」於是，我每天加緊練習，終於在期

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績。原來，你輕輕的一句話，不知

不覺地起了鼓勵的作用，促使我努力讀書。 

 

    謝謝您，我敬愛的林老師﹗ 

        

老師的話：感情真摯，善用事例，描述具體。 

 

 

令我感動的家人 四年級 岑嘉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個讓你感動的家人呢? 我

有。她自我出生以來，從沒有離棄我，一直照顧我……

她是誰? 看看以下的文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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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我四歲那年，我忽然病得很嚴重，又發高燒，

很是辛苦，整晚不能入睡。她在我身旁陪伴着我，她

憂心如焚，立刻抱起我，三更半夜陪我到急症室看醫

生。 

 

  在等候醫生期間，她滿臉徬徨，一直緊握着我的

手，又不斷在問候我：「你有沒有事啊? 辛苦嗎?」緊

張地問。忽然，我咳得很嚴重，臉青口脣白，當時我

很辛苦，我跟她說：「我……我很……我……很害怕!」

我的手開始震動起來了，她緊握着我那震動着的手回

答：「乖孩子，不用害怕，我會留在你身旁陪伴你的。」

等了很久，終於輪到我了，在看醫生時她不斷地問醫

生我有沒有事。 

 

  後來，醫生說我只是普通感

冒，只要準時服藥，多喝水，感

冒就自然會康復的。她聽完醫生

的話後，知道我沒有事，哭了起

來，我頓時覺得很感動。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原來她是對我這麼好

的，原來家人是無價的，我要珍惜眼前人，不然就會

成人生中的遺憾。她是誰? 她就是我的媽媽了。 

 

老師的話：文章善用佳詞以加強感情，亦能以小見大， 

         利用看似普通的一段經歷，表達當中的親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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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爸媽的一封信 四年級 岑嘉豪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媽媽和爸爸您好？近日天氣清涼，所以您們要多

穿衣服，小心不要著涼啊！ 

 

  這次我寫信給您們是想跟您們說說我的學習情況

和向您們表達意見。最近我的功課挺忙，因為升上五

年級了，而且快要測驗。我在中文課本裏讀了一篇文

章，內容是關於小孩在青春期跟父母鬧意見的事，使

我很有同感。 

 

  首先，我要感謝父母對我悉心照顧。您們買屋給

我住，又買食物煮出很美味的菜式給我吃，還幫我把

骯髒的衣服洗得乾乾淨淨。您們每天很早起牀換衣

服，辛苦地工作賺錢養育我，又買電視﹑電腦﹑椅﹑

筆﹑桌子……給我學習。您們帶我去公園玩時，看見

我跟其他小孩子發生爭吵的時候，會馬上過來向我

說：「為什麼不一起玩呢？」 

 

  另外，我也發現自己踏入青春期了，長高的速度

比過去的時間快，因為你們外出的時間，我就去打籃

球。你們不在的時候我就會變得懶惰，沒有做功課，

也沒有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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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願望是要拿到好成績，因為我從小學到現在

的成績都很差，所以我不可以懶惰。第二個願望是想

做一個籃球老師。 

 

  總結，我希望經

過青春期後，自己就

會變得成熟，可以報

答父母養育之恩。 

 

老師的話：跟父母分享他們不在時，你懶惰的情況，

希望可以改善。 

 

 

給親愛的姊姊 六年級 彭樂霖 

                    
親愛的姐姐: 

 

你好嗎?抱歉突然來信，請你不要奇怪，因為這次

我寫這封信是想讚美您。您的個性平易近人，對人有

禮，常常熱心助人，而且您的英語水平也很高，這都

是我欣賞你的地方。 

 

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在學校操場上看見您和老師

說早安。那時的您笑容可掬宛如春天的陽光一樣耀

眼。您向老師微微鞠躬，且有朝氣地跟他說早安，您 

尊敬師長的態度真值得我去學習。另外，每當我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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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上有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必會耐心和溫柔地教我，

一點也不會覺得我麻煩。 

 

    大约在我二年級時，我和您一起出外玩耍。在街

上，我們看到一位外國人，他的表情宛如熱鍋上的螞

蟻，到處張望，好像十分趕時間似的。您看到這情況

後，二話不說，便主動走到那位外國人身旁問他是否

需要幫忙。那位外國人看見您就像找到救星一樣，您

以流利的英語回答他的提問，並順利為他解決了問

題。那時，我站在你身旁，既羨慕又慚愧的看着你，

心想：如果換了是我

面對着外國人，一定

半天也說不出話來。

姐姐，你真厲害呢! 

 

    從您身上，讓我獲益良多。您雖有短處但您的長

處卻勝過您的短處千倍萬倍。我會在品德和學業上都

以您為榜樣。如果您收到這封信，也去讚美別人吧!相

信我，您會從中得到快樂的。 

 

    祝 

身體健康 

                               妺妹 

                                 樂霖上 

                                     十月八日

老師的話：你有這樣的姐姐真是令人羨慕，相信作為

妹妹的你也一定有很多優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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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爸  六年級 黃娜樂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我這次寫信是想來讚美您!您為了養家，

每天辛苦地早出晚歸工作賺錢。您給我的觀感是體諒

別人，待人有禮。當然您的優點可不止這些啊! 

 

    記得有一次，我正在家中做功課的時候，遇到有

一條艱深的題目。您知道後，立即把手上的工作放下，

走過來教導我；在作答時，就算我寫錯了，您也會耐

心地一步一步教導我。您也會温柔地教導我學習各種

的生活技能。還有，每天，您也會抽空慈祥地與我我

談天說地。 

 

    每次跟

您一起出外

買東西的時

候，我也常常

會看到您幫

助別人。您看

見別人有甚

麽事總會伸出援手。在工作上，您也常常給同事提供

幫忙，同事們有甚麼心事，都樂意與你傾訴，因您會

細心聆聽他們的訴求。在街上看見同事，您也會有禮

貌地跟他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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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來說，我要學習您對他人很有禮貌的行為， 

您是個有耐性的人，但我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所以 

我要好好向您學習。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娜樂上   

                                  十月八日 

 

老師的話：你有這樣一位父親，真值得驕傲。 

 

給我欣賞的人 六年級 林蘊晴 

                    
親愛的黃老師: 

 

    您好嗎?這一次我寫信是想來讚美您的!您值得我

欣賞，因為您做事認真、細心和有豐富的中文知識。

您每次在我考試前都會鼓勵我說:「加油!努力!」您這

番話宛如一條康莊大道一樣帶領我前進。 

 

  每當我在功課上遇到困難時，您總會耐心地教導

我。在中文的功課中，我的弱項是閱讀理解，一篇文

章中常有很多詞語不懂解釋。這時候，您會走過來教

我，我發覺所有難題在您面前也變得輕易解決，從這

件事也特顯出您的中文知識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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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只是中文知識豐富，而且您還認真工作。您

做事不馬虎，每次會比上一次做得更好，精益求精。

每次您完成工作後都會把用過的文具和文件整齊地放

好。您這樣的舉動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讓我發現您

整齊清潔和認真工作的性格。當有同學考試不合格

時，您也會勉勵他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下次再努

力，不要灰心!」他們每次聽到這番說話都會再次努力

學習，爭取更好的成績。 

 

    您認真工作、整齊清潔和中文

知識豐富等優點均值得我學習。因

為您因材施教，幫助我確立了今後

的學習方向。您又語重心長地告誡

我：「學習上可不能投機取巧啊!」

如果不是您循循善誘，這個道理我

可能至今還想不明白，謝謝您!假如您收到這封信感到

開心的話，你也寫一封信去讚美一個人，並且建議他

也這樣做。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林蘊晴上 

                 十月八日 

                                                                                                                                                                                                                                                                                                                                                                                                                                                                                                                                                                               

老師的話：內容豐富充實，令黃老師正面的形象活現 

          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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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的好同學 六年級 譚鈞陽 

                    
親愛的黃子銘同學: 

 

    你好嗎? 我和你在何福堂小學已經相處五年了。

我非常榮幸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因為你陪伴我走過每

一段路。我覺得你樂於助人、思想樂觀、風趣幽默，

因此我特別寫了這封信來讃美你――感謝你對我五年

的指教和照顧。 

 

    我覺得你很樂於助人，因為你幫助我解決了不少

問題，記得有一次，我上英文課的時候，老師要我們

背書的乙部分，但是我偏偏忘記了背，老師給我們 3

分鐘溫習，我心想：糟糕了!我竟然忘記了背英文書的

乙部分，為什麼我昨天忘記了背，而且現在只有三分

鐘時間可以背……我愈想愈苦惱，當你看到我苦惱的

神情，便主動前來問我：「你為什麼這麼苦惱呢?」我

回答說：「我……我忘記了背書，而我又害怕被老

師……」你拍拍我的肩膊，然後你誠懇地對我說：「沒

問題，我幫你吧!」那時候，我的心情輕鬆了一些，經

過一輪的『補習』後，我終於會背了，而且在三分鐘

之內，我非常感激你。 

 

還有我覺得你充滿愛心。又記得有一次，放學後，

我跟你一起回家，當我們準備要過馬路的時候，我們

看到一位老婆婆，我看見老婆婆的神態舉步不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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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她是個盲人，我看見她很想過馬路，但她聽到馬達

轟隆轟隆的聲音，便退縮不前。看著她焦急的樣子，

我無動於衷，相反，你一看到這場面，便立刻跑到老

婆婆的跟前，用尊敬的語氣對老婆婆說: 「讓我幫你

過馬路吧!你聽到我說走，就向前步行，你聽到我說

停，你就停下來。」這時候，我覺得他充滿愛心。老

婆婆隨著他的幫助過了馬路，然後婆婆說:「謝謝!」

我實在欣賞你的善良和

愛心。 

 

    你的個性正直善

良，我要學習你充滿愛心

的性格，我還想向你學習

很多東西呢! 

 

   祝 

身體健康 

 

                          朋友 

                            譚鈞陽上    

                                  十月八日 

 

戴老師的話：舉出的例子清晰具體，黃子銘確實是一 

            個樂於助人的同學！要是能說出他怎麼 

            幽默，那文章就更加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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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的好同學 六年級 李雅婷 

                    
親愛的黃娜樂： 

 

    你好嗎？你最近的學習辛苦嗎？以前我們經常會

談天，可是，因為我們分班了，所以跟你不常見面，

這次特意寫這封信是想感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關心。 

 

    娜樂，你是一位關心我的同學。記得有一次，我

跑步的時候不小心弄傷了腳，你看見了立刻跑過來把

我扶起，並緊張地問我：「你怎麼那麼不小心，來！把

手給我，我扶你到醫療室！」當時，雖然你的樣子好

像很煩厭，可是我知道你是在擔心我，你的話讓我感

到温暖。 

 

    娜樂，你也是一位勇敢的人。之前我看到你保護

一位低年級同學的情形 ―― 

你拿著木棒指向流浪狗的方

向，叫牠走開。那時你的眼神非

常兇惡，一心只想保護同學，你

對同學說：「這裡很危險，快去

告訴附近的人！」我覺得你非常

勇敢，明明知道自己有可能會受

傷，可是你也上前幫忙。 

 

    從小學一年級認識你到現在，有很多人都想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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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朋友，能夠成為你的朋友，我很開心，也希望好好

向你學習。如果收到這封信感到高興的話，請你也寫

一封讚美別人的信，讓別人感受一下快樂。 

     

  祝 

身體健康 

                                                  

                           同學 

                             雅婷 

                               十月十三日 

老師的話：感情真摯，描述具體。 

 

給我的好同學 六年級 彭詩媚 

                    
親愛的鄺裕雅: 

 

    你好嗎?我這一次寫信來的目的是想讃美你。你

給我的觀感是樂於助人，數學水準高，豪爽和大方等

等。從我第一次遇見你就感覺你很有愛心，待人落落

大方，是我學習的好榜樣。 

 

    記得每次我在功課上有困難的時候，你總是很溫

柔地說：「我來幫你吧! 」你的話宛如太陽般溫暖。

還有一次，我來到學校後，覺得全身乏力和額頭也很

熱，你知道後就立刻帶我去醫療室量體溫。之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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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發燒後，你更捨棄你的休息時間來照顧我，那刻

我的身體雖然不適，但心靈卻感到無比的溫暖，謝謝

你捨棄自己的休息時間照顧我。 

 

    你在別人受傷的時候，會立刻去幫忙，然後一臉

擔憂地問：「你沒事吧！要不要我送你去醫療室？」

然後就會小心翼翼把受傷的同學扶到醫療室去。還有

一次，有同學沒帶文具，老師知道後便向全班問：「有

沒有同學願意把文具借給這位同學。」你立即舉手

說：「我借給他。」你這種樂於奉獻的精神真令我敬

佩。 

 

    我慶幸有你這個知心朋友，我也要向你學習，盡

全力幫助別人。假如你收到這封信感到開心的話，你

也寫一封信去讃美一個人，並建議他也這樣做。 

    祝 

學業進步 

                             同學 

                               詩湄  

                                 十月八日 

 

老師的話：文章寫出了對同學的讚  

          美，特別欣賞你運用舉 

          例和比喻說明，讓文章 

          變得更具體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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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六甲班同學的信 戴江懿 老師 

                    
親愛的六甲班同學： 

 

 這是一封久違的書信，下筆在上一年的終結，停筆

卻是今年的盛夏。因為想說的話太多，不知從何說起，

於是便鋪陳幾案，埋首燈下，宣之於紙上。請待我娓

娓道來…… 

 

若要用一個比喻來形容今年與你們的交往，我會用

兩顆打火石。打火石單獨使用的時候，並沒大用途。

只有互相撞擊，才能產生火花，幫助生火，令世間增

加光和熱。我在與你們每次的碰撞當中，獲得啟發、

歷練和成長。願你們也在我和一眾老師的雕琢下把尖

銳醜陋的個性磨平，被激發出炫目的火光，造福世人。 

 

我回想求學時期，深深體會老師教授的知識往往難

以存留。那些修辭手法、說明方法和審題技巧都極易

被遺忘，只能為一時之用。唯有老師的品德個性、學

識修養和立身處世的態度至今仍在我腦中存留，歷久

彌新。同學們，你們現在覺得枯燥乏味的課程，數量

眾多的功課都不只提供知識給你們。更重要的是磨練

你們的意志，幫助你們建立一生受用無窮的良好習慣

和美好品德。而這些堅持努力，追求卓越的經歷將成

為你們一生難忘的回憶。長大後，你們可以因而回味

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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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處世並不容易，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品德和

態度才是安身立命的關鍵。無論一個人能力多高，也

比不上十個平凡人的齊心努力。這是一個講求團體精

神的時代，每個人都在團隊中努力，務求同心合意，

達至隊伍的目標。若你自恃能力高，卻不懂與人相處，

沒有值得敬重的品格，你只能孤軍作戰，成為「獨行

蟲」。誠實、真誠和同理心等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可取

的。經常說謊的人，難以被人信任。不真誠與人交往

的人也難以擁有別人真摯的友誼。缺乏同理心的人不

能分享別人的喜怒哀樂。你認為你是一個值得信賴，

值得別人真誠以待的人嗎？  

 

我經常因為你們需要活在別人的要求和期望之中

而感嘆。一方面，因為你們的能力足夠滿足別人的要

求而高興，另一方面，因為你們沒有絲毫對自己的要

求而失望。無論你的父母、師長或朋友對你有甚麼期

望，想要把你培養成哪一類人，只要你不願意，不接

受，他們便徒勞無功。畢竟人生是你的，你終究要為

你的人生負責，這個責任無從推卸。你想要過著怎樣

的生活？成為怎樣的學生？你明白為甚麼要讀書學習

嗎？既然學習如此艱辛，為何還要花這麼多時間心力

來繼續？要是把玩樂遊戲的時間與學習讀書的時間對

調，你的將來將會如何？希望你們想清楚讀書學習的

意義，然後才決定如何運用你的時間，努力完成每一

件事，不讓自己後悔，為你的人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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顥浚、東寶、浚生和煒鵬，在適當的時候幹適當的

事情很重要，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貪玩，造成一生的

遺憾哪！杞楠和熹汶，特別的天賦把你們帶到更廣闊

的世界，願你們知道自己要走的路，然後堅定地走在

其上。海琪，沒有人能為你決定你的未來，盡力而為，

總不會後悔！羨忻，人生需要更深刻的體會，細心去

感受每一天的生活，你會體驗它的美好。尉宗，同理

心真的很重要，你每做一件事之前，都將心比心，不

要只想你自己，你的生活會變得更溫暖和美好。鈞陽，

我期待看見你長大，成為一個可靠的男人。頴軒、暉

皓和雅文，不要浪費你們的聰明才智，要好好發揮你

們的天賦呀！可楠、紫晴、詠恩、詠妍和諾雯，童真、

單純和善良是可貴的特質，請好好珍惜，不要輕易失

去呀！思晴和智軒，我相信未來的你回想今年的努

力，應該可以無悔了。子銘、惠鋒和泳枝，你們的努

力必定不會白費，堅持不懈，終有一天會成功的！佩

欣和樂言，筆下的文字世界其實很有吸引力，不要浪

費了你們的天賦，學習多用文字表達自己吧！頌軒，

不能學會與人相處，怎能度過愉快的校園生活呢？鎧

澄，「三人行必有我師」，希望你懂得學習別人的長處，

改善自己的短處，成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吧！ 

 

最後，臨別的日子，我渴望通過自己的見證，能把

主耶穌的愛和真實顯示在你們的心中。在我成長的路

上，是主耶穌用祂無私的愛和恩典待我。我清楚體會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唯一不變的不是滄海桑田， 
 

91 



而是祂的信實、仁愛和陪伴，將會直到永遠。無論你

現在的生活遇到多少挫折，受到多少傷害，對自己感

到如何失望，祂永遠愛你，並且是無條件地愛你。衷

心祝願你們健康成長，成為有品德，有目標的年輕人！ 

 

祝 

鵬程萬里 

 

                       

你生命的過客 

             戴老師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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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     1C 班全體同學 

 
 

粉紅色的小手套， 

軟軟的、毛茸茸的、厚厚的， 

可愛的小動物都住在上面， 

像一群好朋友， 

輕鬆地在一起唱歌、跳舞、 

畫畫、玩耍、踢球…… 

 

老師的話: 老師還記得在創作這一首童詩時的情境。 

          同學們你一句我一句地提出意見，十分投 

          入……老師很欣賞你們！ 

 

 

 

              神奇的筆袋     四年級 郭耀鴻 

 
那個筆袋內有這麼多法寶，我會用來做一個能保

護全世界的「人類保護罩」。這個保護罩既堅固又有防

止細菌和病毒的作用。除了可以防止敵人的入侵，更

加可以免除疾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但是生活在保護

罩的人類必須要是善良和誠實的，這樣大家才可以和

平共處，沒有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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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也是對人類很貼心的作用，就是把所有壞人

吸進實驗室進行測試，把那些壞人的腦波換成永遠做

好事的模式，不會做壞事。而有點不正常的就會進入

緊急腦波急症室，進行正常的腦手術，這個手術十分

危險，需有十位人員陪同。這些人全都會變為好人，

那麼世界就會和平，而每個人都有安定的生活，世上

再沒有律師、警察等等的執法人員。 

 

  我現在需要進行突擊測驗。但是，我會以最公平

的方式進行測試，因此，我不會使用我筆袋裏的百寶

袋！ 

 

 
 

老師的話：要是能夠得到這樣的保護罩，相信世界會 

          和平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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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之想    五年級 黃偉晉 

 
秋啊，您是多麼快地來臨， 

來給我們一陣的清涼。 

然而，您又是多麼快地離去， 

快得我們一點兒也察覺不到。 

 

秋啊，您是多麼的討人喜歡， 

來給我們一陣的歡樂。 

您讓放風箏的小孩子， 

在您的懷抱中放飛； 

又讓去爬山的老百姓， 

在您的眼睛下走着。 

 

秋啊，您又是個多麼想為人服務的畫家, 

來給我們美麗的景色。 

您讓遊玩的人們, 

觀賞您那美麗的作品——紅樹

葉。 

您那偉大的心, 

值得讓我們每一個人學習! 

 

 

老師的話：欣賞你能寫出秋天在不同類別的人之間的

角色，為不同的人帶來舒暢和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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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      五年級 鍾羨桐 

 
炎熱的夏天過去了;                     

清涼的秋天來到了。 

我急匆匆地走到寛閣的大草地， 

去找秋天的風。 

 

秋天的風正等著我呢! 

秋天的風正在「呼呼」地叫我， 

秋天的風正在「唰唰」地晃動樹葉， 

它想迎接我。 

 

你看! 那裏有一群小朋友在嬉戲， 

我想他們也是來找秋天的風吧! 

 

很快，秋天的風便要走了， 

我不能挽回， 

我要再等， 

現在， 只能跟它 ---- 秋天

的風說 

「再見!」 

 

老師的話：欣賞你能夠為秋風加上生動的情態，也能 

          寫出對秋風的歡迎和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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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部古舊的手提電話 五年級 朱潁珊 

 
我是一部既新潮，又古舊

的手提電話…… 

 

    從前，我和我的同伴十分

受歡迎，很多人都很想買我

們，我跟其他同伴一樣，很快

就給一對夫婦買了。 

 

    那對夫婦買了我以後，就帶着我回家了。回家後，

他們把我送了給他們的兒子-----志明。志明擁有了我

之後，每天放學後就馬上做好功課，然後再用我來打

電話給同學了，有時候，他更用我來玩遊戲呢 !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幾個月，有一天，有些人又研

發了另一種手提電話，雖然它們也是手提電話的一

種，但是它們還有另一個名字，就是「智能電話」。智

能電話就是可以觸碰熒幕來控制，還可以上網，於是

智能電話就取代了我們，我們漸漸地變得落伍。志明

嫌棄我，他和家人也追上了潮流，添置了一部新型號

的智能電話。之後，志明還把我送到二手店呢 ! 

 

    當時，我感到十分絕望，突然，一位小女孩跟她

的父母來帶走我了 !原來這位小女孩叫可可，她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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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貧窮的家庭中成長，她父母的金錢只足夠買一部普

通電話給她。可可十分珍惜我和愛護我，現在的我每

天跟她過着快樂的生活呢 ! 

 

老師的話：看完了這篇文章，大家可會心存感恩，懂 

          得珍惜擁有的東西? 

 

 

              我是小零    五年級 張純天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ZERO，中文譯名叫小零，大家

不要誤會，我可不是一罐無糖

可口可樂飲品，我是一個數目

字「0」。 「0」代表什麼都沒

有，正因為這樣，小朋友都不

喜歡我，不怎樣使用我。 

 

可是，古印度人在很久很

久以前已經發現我的存在，之後許多書中亦有記載我

的過去，還有很多不為人知和有趣的一面。 
 

雖然我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有一次，

有位小朋友在電腦上網的時候，搜尋到我原來是這麼

有趣的。他發現原來在數學上零除以零不是等於零或 

是我的好鄰居阿一，而是可以等於任何數值，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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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神奇呢? 同時，我也是一個偶數，你們會相信嗎？

還有…… 自此之後，很多人都懂得欣賞我，令我非常

開心啊！ 

 

現在，小朋友都非常喜歡我，常常會談論我，數

學家們都專注地研究我，令我在無時無刻都環繞在人

們的口中，我就像重獲新生命一樣，你們現在都覺得

我很有趣吧！ 

 

老師的話：文章創意無限，作者將沒有生命的數目字 

          賦予生命，內容有趣! 

 

              我是紀念冊    五年級 吳鑑倫 

 
   「嗚----嗚----嗚」亞倫哭著跑回家，然後緊緊地

抱著我的主人說：「爸爸，我今天可不好了！有一位同

學不停地取笑我做運動時很笨拙，還帶動其他同學一

同取笑我，真是讓我無地自容了！」我的主人微微地

向亞倫點點頭，便帶他到書房去，並溫柔地把我從櫃

子中拿出來。 

 

    主人把亞倫抱坐在大腿上，然後輕輕地把我掀

開，說：「湯叔叔是一個頑皮的傢伙，他小時候常常戲

弄我，可是每當我不開心的時候，他總是第一個跑上

來鼓勵我，看看他在我的紀念冊上寫了這一句：『父為 

財寶，兄弟為慰藉，朋友兼此二者。』我和湯叔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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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友誼是多麼寶貴啊!」我和亞倫聽了，都感到嘖嘖

稱奇。 

 

    我的主人把我的身體又翻了翻，說：「上面寫著：

『金錢易掙，情誼難尋。』這是家其叔叔小時候給我

的贈言。縱使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他的內心

告訴我，他視我們的友情為珍寶。」我們聽後都好像

明白了一點。 

 

   「小時候的我，常常害怕沒有朋友，菁菁姨姨常常

大聲責罵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畢業前，她在我的

紀念冊上寫了：『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真是發人深省啊！」主人說。我們聽了，都會心微笑

了一下。 

 

    主人又撫摸著我，慈祥地說：「這本紀念冊常常提

醒我友誼是非常珍貴的。縱使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

和缺點，可是友誼卻是無價之寶。我們要把朋友的優

點放大，缺點縮小，那麼友誼便能長存了。」我和亞

倫聽了都很感動。 

 

    我很開心能成為亞倫爸爸的紀念冊，

能竭力幫助他們勾起一些珍貴的回憶，真是我的榮幸! 

但願我能繼續為他們添上歡樂的回憶。 

 

老師的話：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把朋友的優點放  

          大，缺點縮小」，友誼就能長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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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樣的快樂    五年級 謝錦鴻 

 
    你們知道甚麼是真正的快樂嗎？ 快樂的力量有

多大？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山邊有條村落，那條

村叫富裕村，人人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因為所有

人都很富有。當時，有一班惡魔在四處遊蕩，剛好他

們經過富裕村，看到黃金滿屋的村落、肥沃的田地、

豐富的資源，不禁動了貪念…… 

 

    「救命呀！救命呀！」村民們痛苦地呼喚，連小

狗也狂吠著，村民匆忙跑到門前的空地……霎時，一

幢幢房子倒下來了。原來那班惡魔用炮火摧毀了村民

的家園，搶光了他們的金銀財寶。炮火過後，村民依

然嚇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話來。魔鬼般的賊

人正迎面走過來，該怎麼辦呢？突然，天邊出現一隊

正氣凜然的超人，村民們連忙喊叫：「超人，趕緊救

我們啊！」飛在空中的超人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正

義 Q 超人」！他們連忙射出死光，一舉消滅了邪惡的

一小股部隊。 

 

    戰爭暫時告一段落，但村民們並沒有因此而恢復

心情。因為村內死傷無數，空中不但灰塵滾滾，還聽

到哭聲。不遠處，就有一個母親因保護孩子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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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的寶寶在死去的媽媽懷裏痛哭，真的聞者傷心。

「正義 Q 超人」決心要打敗邪惡勢力，可是，剛才已

經將所有能量用光了，怎麼辦了? 眾人哭喪著臉，在

空地上呆站。就在這時，冷靜的村長站起來說：「只

要大家同心協力，一起發動大家的快樂能量，互相分

享，令快樂倍增，然後再傳給超人們，便有機會打敗

惡魔了。」說完，大家便同心協力發動快樂能量，互

相傳遞，令快樂倍增，再把快樂動力傳送到超人身上。

頓時，整隊超人頓時充

滿正能量，同心協力打

敗了大部分惡魔。雖

然，邪惡勢力還沒有完

全消滅，但是他們已知

道甚麼是真正的快樂，

成功在望了！  

 

    故事完了，大家知

道甚麼才是真正的快樂

嗎？那就是與人分享，

互相傳遞正能量！因為

只有透過與人分享、互助合作，才能克服任何困難。 

 

老師的話：如果大家都能夠互相傳遞正能量，人類的      

          快樂指數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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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寶袋續寫故事   六年級 林熹汶 

 
奇怪而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我的筆袋變成了一個

百寶袋。老師说：「你為什麼不把文具拿出来？」我害

怕得目瞪口呆，接著說﹕「我……我……忘記帶文具。」

最終被老師罵了我一頓。雖然我被老師罵，不過要是

這個法寶很實用，那就值了。 

 

  回家後，我因測驗成績不好，再次給媽媽罵了一

頓。我決定要用那些在我筆袋的法寶——時光機。我

想：只要我能用時光機，就可以到明天的課室，然後

看看試卷的答案。這樣做就可以很容易地獲得 100分，

那時就不用給媽媽、爸爸和老師罵了。 

 

  我下定了決心，開始用時

光機準備看那份試卷的答案。

在途中，我非常順利，把全部

的答案都記住了。我相信明天

一定可以獲得 100分。到了第

二天，我很有信心地做完了試

卷。到了派發試卷的那一天，

當我充滿信心地到老師面前拿

試卷，竟然被老師痛罵了一頓。我竟然吃了一隻「蛋」。

原來我坐時光機的時候，連一和十也分不清，所以看

了十日後的試卷。最後還被老師發現我的答案全是十

天後的那份試卷，結果再被老師嚴厲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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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終於明白到了做每一件事都要付出自己

的努力，才可以有成果。「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至

理名言。從此以後，我不再亂用百寶袋，也學會了要

努力讀書。 
 

老師的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確實是至理名言。

希望每個同學都能明白這個道理。 

 

              百寶袋續寫故事   六年級 羅鎧澄 

 
我曾經想過把百寶袋據為己有，但想起那位失主

會因為不見了東西而擔心，我決定要物歸原主。 

 

正在小息的時候，我在百寶袋裹尋找適當的法

寶，突然我拿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寶――隨意門！

這樣我就去到另一個空間――未來！ 

 

終於我找到了那個失主，便把百寶袋還給他。我

猜小息差不多要完結，我便問他借時光機回到學校。

但是，他拉著我的手對我說：「小朋友，難得你來到未

來，不如留下來跟我和大雄玩一會兒吧！」我便對他

說：「多啦 A夢，我學校的小息時間快要到了，我怕會

被老師發現，所以……」我還沒說完，他就搶著說：「不

怕！這裡是另一個空間，時間也會隨之停頓。」我心

想：太好了，可以跟多啦 A夢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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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戴着「竹蜻蜓」飛到大雄家去了。一路

上我們談天，正當我們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我發現

有一位小女孩在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一問之下才

知道有人欺負她，那個大哥哥把她新買的洋娃娃給弄

破了。我靈機一閃，拿出時間布，我變！洋娃娃變成

新的一樣。她非常開心，連忙向我們道謝，連多啦 A

夢也稱讚我樂於助人，是一個好孩子呢！ 

 

時間不早了，我要

回家了。我心裏甜滋滋

的，他稱讚我是個好孩

子，我相信這不是夢，

我一定會保守秘密

的，這是我對他的承

諾。 

 

老師的話：路不拾遺是美德。撿到難得的東西也懂得   

          考慮失主的心情，知道物歸原主，真棒！ 

 

 

            活在天堂，活在地獄 六年級 冼紫晴 

 
   這是一個平凡的家庭。 

 

「不要啊！不要啊！」在說話的是俊謙，兩年前，

他的家是一個「小康之家」。一直都十分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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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從兩年前，爸爸升職了，爸爸興高采烈地

拿著雪白的信封回家，大喊：「好極了！好極了！我升

職了！」在做功課的俊謙頓時停下了工作，馬上跑去

客廳抱著爸爸，像看到了偶像要簽名似的，一直說：「爸

爸超棒的！」爸爸心裡甜絲絲的，抱著俊謙轉了好幾

圈。 

 

   「吃飯了！」一個響亮的聲音引起一家人的注意。

一家人就歡天喜地吃飯了。爸爸喃喃自語地說：「不枉

我努力了那麼久！」 

 

  升職後的爸爸起初每天都神采飛揚，可是一星期

後，可能爸爸適應不了吧？爸爸不再經常談笑風生，

反而每天都「黑口黑面」地發脾氣。工作壓力越大，

爸爸就越恐怖，開始一點小事都要打要罵，俊謙是第

一個受害人，比如說：上星期俊謙英文默書拿九十六

分,他就打算告訴爸爸,可是爸爸不知發生什麼事,大

聲地說：「九十六？九十六？有什麼好炫耀？我的要求

是一百分，不是九十六分啊！你……你這個壞兒子！」

爸爸嚴厲的態度，刺耳的聲音令全家人都如履薄冰，

不敢大聲說話。 

   

  最近，爸爸壓力越來越大。因此，連一向受寵的

妹妹子欣也遭罵了，子欣鋼琴考試考到三級了，可是

爸爸又責怪她不夠努力，嫌她考鋼琴的升級試，升級

得太慢。一向最欣賞媽媽廚藝的他，在吃晚飯的時候，

還一直埋怨媽媽燒菜沒花心機，燒得很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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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一天早上，爸爸急著去上

班，沒有看清楚交通燈，衝出馬路，「呯！」一輛黃色

的貨車把爸爸撞倒，他頓時暈過去。「病人心跳偏快，

血壓過低，頭部受到十分嚴重的創傷，要立刻進行腦

科手術。」一位架著黑色眼鏡的醫生認真地分析著。

俊謙和子欣都抱著媽媽，坐在手術時的門外，整晚默

默地為爸爸祈禱。 

 

  手術成功了！爸

爸悠悠轉醒，他首先

看見伏在他牀上的媽

媽，他看見媽媽的黑

眼圈，愧疚地說：「辛

苦你了！」媽媽喜極

而泣：「不辛苦，俊謙

和子欣都很懂事，他

們放學後就馬上過來

陪伴你談天，吃完飯

就回家做功課。一點

兒也不需要我操心。」爸爸感動極了，情況稍為好轉

後馬上就出院了。回到家後，眼泛淚光地擁抱著一家

人，說了一聲：「對不起，我愛你們……」 

 

戴老師的話：欣賞紫晴寫出了令一家人活在天堂的   

            重要因素並不是金錢，而是對家人的 

            愛和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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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勇，長大了  六年級 石思晴 

 
    從前，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原裏，住了一隻兔子，

牠今年十歲，但因為長得十分矮小，而且膽子很小，

所以牠的媽媽為牠取名叫小勇，希望牠成為一隻勇敢

的兔子。 

 

    為甚麼小勇那麼膽小呢？原來在牠讀幼兒園的時

候，曾經因為長得矮小而被同學取笑，留下了陰影。

自從發生這件事情後，牠就變得很膽小，整天都畏畏

縮縮的，甚少與同學說話，總是躲在一角，只有在家

中，才會和父母高談闊論。 

 

    今天，小勇的學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戶外學習

日，於是，兔老師帶着小勇和牠的同學去了草原的另

一邊，讓兔子們學習拔蘿蔔，其實，小勇早在爸媽的

教導下學會了拔蘿蔔，所以牠拔蘿蔔的速度比其它同

學快一倍。正當牠們興高采烈地拔蘿蔔時，耳邊傳來

一陣咆哮聲，牠們一看，原來是「森林之王」――獅

子，牠們嚇得拔腿就跑。 

 
 

    可惜，牠們身小腿短，那頭獅子很快就把牠們全

都抓住，困在一個黑漆漆的山洞裏，還用石頭堵住了

洞口，接著繼續尋找其牠獵物。兔子們覺得又冷又害

怕，儘管牠們怎麼叫，也沒有同伴聽見。突然，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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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發現山洞裏有一個很小的洞，可是那個洞太小，

那隻兔子怎樣鑽也鑽不出去，於是，牠想起矮小的小

勇，叫牠去嘗試。起初，小勇擔心自己做不到，可是

當牠想起媽媽對牠的期望――希望你成為一隻勇敢的

兔子，牠就鼓起了勇氣。 

 

    果然，矮小的小勇一鑽就鑽出

了山洞，牠東張西望，沒有發現獅

子的蹤影，便飛快地跑去找幫忙。

誰知道剛逃出了獅洞，又進入了虎

穴。跑了一會兒，牠就聽到猛獸睡

覺打鼾的聲音。原來是一隻老虎，

那隻老虎體型龐大，正睡在了唯一

的出路前面。這時，小勇既緊張又

焦急，不過牠沒有慌亂，牠靈機一

觸，想：只要我把身上的白毛染成棕色，再利用樹葉

做掩護，慢慢移動，老虎應該不能發現我的。於是牠

在地上滾了幾圈，又摘了樹葉做掩護，終於在老虎的

呼呼鼻息之下，有驚無險地逃走了。 

 

    小勇飛快地回到村莊找爸爸，爸爸知道後，立即

帶同更多的兔子去營救被困的兔子。牠們同心合力，

成功地營救出被困的兔子們！ 

 

  回到學校後，那些被救的兔子紛紛感謝小勇。小

勇的媽媽知道後也覺得很欣慰，牠微笑地對小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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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勇，你長大了！」自此以後，小勇不再膽小，每

天都跟同學打成一片，而且牠也找到了自己的特點和

長處，不再小看自己。 

 

戴老師的話：勇敢的小勇成功突破自己，成為了眾人 

            的祝福，希望思晴也像牠一樣，成為有 

            自信和勇敢的孩子。 

 

 

            擁有翅膀的北極熊  六年級 沙佩欣 

 
   「為何會變成這樣？為甚麼周圍都死氣沉沉，沒

有半點兒生命的氣息……」 

 

   無奈的天父不斷嘆息，嘆息着這已遭破壞的地

球，嘆息着這個已經沒有人類居住的地球。所謂萬物

之靈――人類，最終自食其果，「親手」把繁榮的都市，

高端的文明，甚至自己的生命都給滅了。破壞一切的

萬物之靈，還是萬物之靈嗎？ 

 

   天父很傷心，但祂相信人類中终會有祂所喜愛的

孩子，接著祂便走到審判間，就是那決定靈魂到天堂

還是地獄的地方，尋找祂喜愛的人。到了審判間後，

祂看到了一個抱著北極熊的女孩，她不肯放開沉睡的

北極熊，但是北極熊一定要離開，動物是不能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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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父上前把溫暖的手放在女孩的頭上，開始探究

女孩的人生...... 

 

   女孩原是個孤兒，她的爸爸媽媽在她三歲的時病

死了，幸好遇見了北極熊。北極熊成為了她的媽媽，

牠跟女孩相依為命，到了生命的盡頭，牠們仍是互相

依靠著。天父愛這個女孩，也很愛這隻北極熊，但祂

實在無能為力，祂指着一道光，然後對女孩和北極熊

說:「那裏就是天堂，你到那裏去吧！那裏會有永遠的

幸福，不會再有悲傷和難過！」女孩一直抱著那隻北

極熊，猶豫不決，等了一

會兒，女孩還是不願意離

開。然後天父把那道光變

成黑洞，說：「那裏就是地

獄，女孩，你願意代替北

極熊到那滿是黑暗、悲哀

和折磨的地方嗎？」女孩

緊抱北極熊的手，漸漸地

放開了北極熊，她的眼眶

盈滿淚珠，留戀地看了北極熊一眼，慢慢地走向黑洞，

女孩一點兒也不後悔，因為她已經擁有過幸福。 

 

    但女孩並沒有到了地獄，天父找到祂所喜愛的孩

子，祂讓女孩成了天使，幫助祂重建地球，地球變得

更美麗。而北極熊回到了地球，天使讓牠擁有了翅膀，

能在天空飛翔，羽毛閃耀着金燦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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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師的話：愛和犧牲能夠拯救別人，希望你真的能 

            夠明白這份愛的深度。 

 

 

               好孩子     六年級 陳尉宗 

 
在一個森林中，有一所動物學校，裏面充滿了前來求

學的動物。小兔也是其中一個，牠剛進學校時，由於

刻苦學習，所以成績優異。可惜牠因為太驕傲以及自

滿，最後終於得到了教訓…… 

 

    熊老師整理好了五年級的成績表，然後開始派

發，小兔漫不經心地坐在座位上畫畫，絲毫不理會一

旁貓頭鷹班長勸導牠收起畫，貓頭鷹只好失望地看著

熊老師，專心地看著牠派發試卷。 

 

    終於輪到小兔收成績表了，小兔以為牠又能取得

高分，所以自滿地打開了成績表。 

 

    突然，小兔發出了驚訝的叫聲，臉上充滿了疑惑。

小兔難以置信地看著自己的等級――丙，小兔連忙舉

起手，問熊老師: 「老師，你確定你沒有寫錯成績？

我只有丙？」熊老師語重心長地回答：「小兔，你最近

學習態度不好，上課又經常睡覺，你真的要好好反省

了，這次成績不好沒關係，下次要努力！」小兔只好

慚愧地說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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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垂頭喪氣地回到家以後， 兔媽媽關心地問小

兔: 「怎麼了？在學校又犯錯了？」 

 

    小兔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 「我考試考差了，只

有丙。」隨即嚎啕大哭起來。 

 

    兔媽媽安慰小兔: 「其實成績不代表什麼，這次

你考砸了其實也是一個教訓，你應該接受教訓啊！」 

 

    從此，小兔便開始專心學習，牠決心要改過自新。

小兔上課時，不像以前一樣畫畫或者睡覺，而是很認

真地聽老師講解，還做了筆記。老師和同學們都發現

了小兔的進步，都誇小兔乖，小兔也對大家的讚賞感

到開心。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小兔因為貪玩，經常跑去

森林遊蕩和玩耍。漸漸地，小兔又退步了。直到有一

天，小兔又到森林玩耍，但一不小心，跌進了一個洞。

洞裏竟然有個白鬍子老爺爺，老爺爺本來很嚴肅，小

兔很害怕老爺爺會傷害自己，但老爺爺並沒有，反而

給了小兔一個錦囊，叫小兔如果遇到困難，便打開它。 

 

    小兔第二天又想著去玩，不做功課，可是她知道

這樣並不對。一番掙扎之下，牠打開了錦囊，錦囊只

寫了一兩句話:要堅持下去，不要前功盡棄――一個和

你有同樣經歷的老爺爺。小兔看完後，深受啟發，真

正地徹底改變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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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地，又到了派發六年級上學

期成績表的時間，小兔的努力終於得

到了肯定，小兔獲得了甲，得到了六

年級的第一，大家都為小兔的進步而

感到高興，小兔沒有自滿，反而繼續

努力，改進自己，成為了森林裡面家

喻戶曉的好孩子。 

 

戴老師的話：「滿招損，謙受益。」希望尉宗不僅知道 

            這個道理，還能把它應用在生活中。 

 

 

 

 

 

 

               爺爺     六年級 郭詠恩 

 
我的爺爺十分有趣，他很喜歡把東西改造，例如

把枱燈改造成吊燈。爺爺也喜歡貪小便宜。記得有一

次我跟他一起到酒樓茗茶，他竟拿了那枝點菜的圓珠

筆據為己有，還說那是「紀念品」！他不但愛拿酒家

的圓珠筆，而且也會拿食肆裏的牙籤，糖及公廁的紙

巾，他貪小便宜的舉動常常令家人感覺尷尬，連奶奶

也很怕跟他逛街。 

 
115 



    爺爺和廣大市民其實一樣，都很想擁有一部「愛」

牌的手機。爺爺因為不想在買電話方面花太多錢，所

以便在一間賣電話的二手電話小店裏買了他想要的

「愛」牌手機回家。回家路上，他興高采烈地向街坊

們炫耀，所有人都非常羡慕他，爺爺不禁心裹沾沾自

喜起來，很享受别人對他羡慕的眼光。 

 

    喜歡尋根究底的他懷著興奮無比的心情開始研究

自己新買的「愛」牌手機。沒等他興奮的心情平靜下

來，爺爺便發現了一個可怕的真相，他的電話無法收

到別人的致電。無論是奶奶，還是爸爸媽媽打給他的

電話，他的手提電話都收不到。他的心情頓時由高山

跌進谷底，心內不斷地吶喊「為甚麼？」這三個字。

他被氣得七竅生煙，立即把「愛」牌手機拿回那間小

店，打算退貨。可是，那間小店竟然結業了！ 

 

 他又拿著「愛」牌手機到附近的維修店修理，可

是維修的人員卻一直找不到原因。第二天早上，爺爺

心急如焚地把「愛」牌手機拿到專門店檢查，職員看

了看後說:「先生，您這部電話曾被改裝，雖然是我們

的產品，但我們也無法把它還原。」爺爺聽到後內心

就像被人打了一拳，心裂開了。爺爺激動地哀求職員

再仔細檢查一次，那職員另外叫了幾名員工一起仔細

檢查電話，後來連經理也來了，但還是不行。爺爺再

三請求員工幫助他，可惜職員都說無能為力。他只好

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懷着沉重的心情，帶着他心愛

的「愛」牌手機一步一步地離開那間專門店。 
116 



爺爺沮喪地回到家，一副愁雲慘霧的樣子。最後，

還是兩歲的小弟弟聰聰，畫了一幅「愛」牌手機的圖

畫送給爺爺，他才重拾笑容。從那件事以後，爺爺常

常教訓我們――便宜莫貪，不然只會得不償失。 

 

 
 

戴老師的話：欣賞你善用了行為和心理描寫把爺爺的  

            性格刻畫出來。 

 

 

 

 

 

 
117 



 

 

 

 

 

  

 

 

 

 

 

 

 

 

 

 

 

 

 

 

 

 

 

 

 



我的優點與缺點   二年級 丘庭瑋 

 

我認為我的優點是健談和好動。我喜歡和不同的

人談天，分享我每一天發生的開心的事情。我也喜歡

跑跑跳跳、到處玩耍，十分好動和活潑。 

 

    而我的缺點是缺乏耐性。在做功課的時候常常沒

有耐性完成整本功課。我希望我在以後的日子可以改

善我的缺點。 

 

   

林老師的話：希望你能繼續保持自己的優點，改善自

己的缺點，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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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知法寶   四年級 陳湘兒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知識就是

力量。」所以我們要不斷尋求知識。

甚麼是你的求知法寶？多閱讀和聽

老師講課是我的求知法寶。以下我

將會分兩方面說說我的求知法寶。 

 

  首先，我第一個的求知法寶是多閱讀。例如我們

看《十萬個為什麼》，可以增加課外知識；又例如看報

紙，可以知道社會的近況及時事；還有在電子書裏有

《快樂閱讀花園》，可以提升我們寫作文的技巧，而電

子書裏的遊戲更可以訓練我們閱讀的速度。這些法寶

可以看完再看，很方便。  

 

  其次，我另外的求知法寶是請教師長。例如聽爸

爸和媽媽的教導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和說話的方式；

在上課的時候要聽老師的教導，增長知識。如果有不

會的問題就要上去問老師，這些法寶可以讓我們學到

在書本裏沒有的知識。 

 
  只要我們可以好好運用各種求知法寶，知識就可

以不斷增加了。  

老師的話：文章言之有理，很有説服力，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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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衣食住行   四年級 林芳名 

 

香港能成為一個繁榮的城市，是有賴上一代港人

的共同努力。今昔香港人的生活也有很大不同，以下

我會從衣、食、住、行四方面來說說昔日香港人的生

活情況。 

 

首先，六十年代的人在衣著方面不趕潮流，只求

實用、耐穿和舒服。因為六十年代的人都比較貧窮，

所以他們的服裝都很普通。而不合穿或舊的衣服會製

成抹布或轉贈給親人。可見那時的香港人非常節儉。 

 

其次，在吃方面，昔日的香港人也不像現在那樣

講究。只要填飽肚皮就滿足了。而且只會在過節的時

候，才會吃少量的肉。但是平時家人都在家吃飯，所

以家人的感情非常好。 

 

另外，昔日的香港人有些住木屋，有些住石屋，

甚至有些住在「籠屋」。「籠屋」是指住在好多人一起

住的「碌架床」的床位，只因當時人大多都是很貧窮

的，而且沒有那麼多公共屋邨。雖然居住環境不好，

但是人們的鄰里關係非常好。 

 

最後，六十年代的香港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

車、電車、火車、渡海小輪等。很多人都是走路去上

班、只是在路途遠的時候才坐公共汽車或坐電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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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坐計程車，因為當時的人都很節儉，沒有必要的

話不會坐車。 

 

以前的香港的人雖然生活環境不理想，但多數的

人卻很有人情味。  

 

老師的話：能搜集資料進行寫作，句子頗通順，只是

對昔日香港人「人情味」的説明不夠詳細。 

 

     

 

  

 

 

 

122 



理想家園      五年級 馬焯楠 

 

我住在屯門的藍地，那裏滿是村屋。住在村屋的

人一定是貧窮和不快樂嗎?。不一定，我認為出生在這

個家庭，是上天的恩賜。 

 

我家的房子不大，一樓是外公和外婆住的，二樓

是爸媽和我住的，三樓是天台。公公和婆婆喜歡種花，

所以在天台種了很多蘭花。 

 

當然，我的

家有很多「缺

乏」。因為這個原

因，我將來要努

力賺錢，給爸媽

買一間大房子，

使他們過更舒適

的生活。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理想家園」，因為我們

都有疼愛我們的父母。相反，如果我們沒有了爸媽的

關愛，就算有多大和多舒適的房子，也不是「理想家

園」。 

 

林主任的話：老師十分同意你的看法，只要和關愛自  

            己的家人在一起，就已經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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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警號    五年級 吳鑑倫 

 

大自然的漁獲越來越少了!這是為甚麼呢?我們應

該怎樣補救?我們先來看看漁獲減少的原因吧! 

 

首先，時代急劇發達，人口也隨著城市的急速發

展而急速增長，越來越多人吃魚類食品，使漁獲需求

大大增加。因而出現了過度捕魚。捕魚的速度也高於

大自然的回復速度，所以魚兒繁殖的速度久久也追不

上。因此，我們應該延長休漁期至每年不少於兩次。 

 

此外，人們遺棄的魚網也是魚兒的「剋星」。魚兒

往往被「垃圾魚網」纏死。這些東西把很多魚活活地

纏死。因此，我們應該勸告漁夫不要隨便棄置魚網，

以及勸告政府加強清理海中的垃圾。 

 

再者，很多魚兒也死於人為因素，如：船隻漏油、

海水污染……人們不斷把污水都排放到大海，魚兒便

容易中毒死亡。加上大型藻

類異常生長，把水中的氧氣

吸光了，魚兒就會因窒息而

死。還有，漏油也把海水污

染了，魚兒吸入了這些海

水，就會因細菌感染而死。

這些因素令魚兒大量死亡，漁獲也因此大量銳減。我

們應把污水過濾才放到大海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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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情況已經岌岌可危，我們應好好保護大自

然，以免魚兒消失殆盡。 

 

林主任的話：同意鑑倫的話，我們要盡力保護大自然，

以免將來海洋沒有魚兒啊!     

 

 

做時間的主人   五年級 吳鈺菲 

 

 古人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話提

醒我們小時候不好好珍惜時間來學習，只用來玩耍，

長大後就會後悔。要把握時間，我們就要做「時間的

主人」。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去好好管理我們的時

間。 

 

首先，擬定日程表，好好分配一天的時間。我們

可以把一天分成不同的時段，例如：早上、中午和晚

上。然後，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時段進行不同的事情，

例如：學習、玩遊戲機等，但是要確實執行。可是如

果你玩到一去不返，那我們就要檢討當天分配的時間

是否恰當。 

 

然後，利用座右銘克服好逸惡勞的心態。例如：

選用一些名人格言，貼在常常見到的地方提醒自己。

每當自己忘記要珍惜時間的時候，就可以看一看名人

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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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不要輕易放過零碎的時間。例如：小息、

轉課的空檔、上學途中等，都可以溫習、看書、思考

等，以把握時間學習。 

 

總的來說，有更多時間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充

實自己。 

 

老師的話：解說也不錯，今次內容有組織，惜結尾欠 

          完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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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時間的主人   五年級 鄧嘉熹 

 

古人曾經說過：「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

光陰。」這句話就是要提醒我們珍惜時間。要做時間

的主人，我們怎樣才能珍惜時間呢？以下我有三個方

法： 

 

首先，我們做事要勤快，一氣呵成，為事情定下

先後次序，不能半途而廢或一曝十寒，才能適時把事

情完成。假如你是一個做事拖拖拉拉，又慢吞吞的人，

那麼時間就很容易從做功課時溜走，或在不知不覺

間，從漫不經心的處事態度中流逝，對我們一點好處

也沒有。 

 

其次，作為學生，上課的時候要專心致志，不要

「東張西望」。這樣就不會額外多花時間去重拾知識。

做功課的時候，由於沒有專心上課，所以要花雙倍或

多倍時間，才能完成，事倍功半，實在是一點好處也

沒有，也喪失了享受生活的時間。 

 

最後，我會為自己訂立時間表。它的好處是可以

有效率地區分學習、玩樂和溫習的時間，妥善運用和

管理時間，並激勵自己在訂立的時限內完成任務，鍛

鍊自己、創造自己，提升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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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丈高樓從地起」要做時間的主人，要從小培

養以上三項習慣，所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啊！要做成功的人，時間的運用和管理要有效，才不

會讓時間悄悄溜走。 

 

 

 

 

 

 

 

 

林主任的話：希望同學們都珍惜光陰，做時間的好主 

            人! 

 

向慢條斯理的壞習慣説不   五年級 鄧嘉熹 

 

我最想改掉的壞習慣就是做事慢條斯理。這個壞

習慣會帶來很多壞處，以下我會分成三個部分來說明

這個壞習慣帶來的害處、改掉這個壞習慣後帶來的好

處和提出改正的方法。 

 

    首先，這個壞習慣帶來很多害處。它讓人浪費時

間和令人沒有辦法按時間完成事情。例如：做功課時

缺乏專注、東張西望，我得花上雙倍的時間或隔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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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作業。這樣，就會受到家人的責備和不能有足

夠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其次，改掉這個壞習慣後的好處，就是有更多的

時間和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如果我能夠把握時間

完成當天該做的事，就能夠爭取多一點自由時間來休

息和享受閱讀的樂趣，令心情放鬆。 

 

最後，怎樣做才是有效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設立

時間表和按優先次序做事，不怕時間不夠。因為依照

時間表做事，能令我能按部就班來做事，讓我能更有

效率和更有條理去完成所有任務，也不會把事情弄得

亂七八糟。 

 

總括而言，改掉這個壞習慣就等於改變自己的人

生，為自己的目標進發，令自己的人生更上一層樓。 

 

老師的話:許多事情知易行難，我們必須有決心才能 

         改掉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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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的賀年食品   五年級 鍾羨桐 

 

農曆新年快到了! 中國人十分重視農曆新年,所

以他們都想了很多賀年方法。比如，他們會貼春聯、

放爆竹等。他們還想了一些賀年食品，例如蘿蔔糕、

桔子等等。為了對賀年食品有更深的認識，以下我將

會介紹其中三種的賀年食品。 

 

首先我會介紹的就是年糕。一提起農曆新年，大

多數的人第一想起的賀年食品就是年糕，可見年糕是

多麼的眾所皆知呢! 年糕是棕色的，形狀則是千變萬

化，它的味道是甜甜的。正所為「年糕年糕，年年升

高。」所以它就寓意生意或是身高可以步步高升。 

 

然後，我就會介紹餃子。在平日，我們也可以嘗

到餃子，因此它也是我最喜歡的食品。餃子外形像船；

它寓意有多點錢。要是蒸餃子，它就是白色的；要是

煎餃子，它就是金黃色的。 

 

最後，我就要介紹一種也是很出名的食品—煎

堆。煎堆是金黃和白色的。為什麼說它是「和白色」

呢? 因為人們為了使它外形更漂亮， 會放一些白芝麻

上去，所以就是有白色啦! 煎堆像個金球，有人說:「煎

堆漉漉,金銀滿屋。」因此它就寓意金銀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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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賀年食品種類繁多，各有各的特色，

但也是少吃為益，因為：「少吃多滋味，多吃壞肚皮。」

呢! 

 

 
老師的話: 看完了文章，你可會感到垂涎欲滴呢? 

 

 

中國的賀年食品   五年級 謝錦鴻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因此，在農曆新年裏，｢

吃｣，也擔當着重要的角色。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要

深入認識中國的賀年食品，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要介紹一種柔軟的賀年食品，那就是年

糕。它的外形就像一個胖子的臉蛋兒，好不可愛！記

得我五歲的時候，大年初一給祖母拜年。當時，祖母

剛好做了一個年糕給我嚐一嚐，我第一次吃，不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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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猜疑，但祖母卻說：｢它象徵着步步高升，你吃了它，

便會學業進步。｣聽了祖母的話，我慢慢地嚐了一口，

我想：它真甜，真好吃！從此，我深深地愛上了它。 

 

其次，我要介紹酸甜的桔子。雖然它的價錢偏貴，

但是它美味多汁。它的含意是大吉大利。所以，人們

也會把「利是」掛滿在年桔上，增加新年氣氛。說到

這裏，我又不禁想起我幼時的經歷……那時我已很喜

歡吃它了。有一次，我在祖母家看到了一棵年桔，我

小心地摘了一個桔子下來，我一嚐，是又苦又酸的！

因此，我對它又愛又恨！ 

 

最後，這一種賀年食品是油炸的，你猜它是甚麼？

那就是煎堆。它金黃黃的，讓人精神一振。它的含意

是金銀滿屋，而且它裏面的餡料充足得很，所以它深

受歡迎。 

 

總括來說，吃是一種享受，也是一份中國獨特的

文化，賀年食品的含意更勾起我童年有趣的回憶。 

 

林主任的話: 能夠清楚介紹了幾種中國的賀年食品的 

            象徵意義，也加入了個人的童年回憶，    

            令文章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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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的特色    五年級 伍倚樂 

 

屯門位於香港的西北方，由於它身處海邊，所以

是一個小小的漁港。因為香港地少人多，居住地方嚴

重不足，香港政府七十年代需要發展新市鎮以改善市

區擠迫的環境。當時屯門便急速發展配套設施，如：

屋苑、交通、醫院、學校、街市等。 

 

由於屯門從前是一個漁港，聚居了一群出海捕魚為

生的漁民，海邊一帶---三聖村就是他們停泊漁船的地

方。在三聖村天后廟附近，有不少舊式海鮮攤檔，漁

民自行出售捕獲的海鮮，所以那裏提供的海鮮種類

多，價錢較便宜。大家還可以到酒樓加工，即買即煮，

吃上一頓既新鮮又美味的海鮮餐。 

 

 

 

 

沿三聖村的海旁往青山公路前進便是香港的有名

旅遊勝地――黃金海岸。其實黃金海岸是澳洲聞名中

外的海灘，因為我們海灘跟澳洲的黃金海岸同樣美

麗，所以共用了這個名字。黃金海岸一帶的樓房建築

設計和售賣食物都比較西式，全因聚居在那兒的外國

人假日時很喜歡前往游泳和曬太陽，漸漸地還發展星

期六、日市集，設有手工藝，畫人像，精品等等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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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有幸可以生於屯門長於屯門。我希 

望將來我們的屯門可以變成一個集新舊設施集於一身

的市鎮。 

 

 

 

 

 

 

 

 

 

 

 

老師的話：要運用合適的字詞把資料整理為完整的句 

          子。 

 

 

                屯門        五年級 廖芷堯 

 

我所就讀的小學位於屯門，鄰近一個公眾騎術學

校，那是賽馬會轄下規模最大的公眾騎術學校，附近

還有屯門康樂體育中心，裏面設有射箭場、高爾夫球

場和繩索攀石設施。我們在這常常可以玩上一整天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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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步行十至十五分鐘，便可到達屯門公園內

的爬蟲館。館內有龜、蛇、蜥蜴、變色龍等，牠們很

多都樣子醜陋，但其實細心觀察牠們的舉止動作，會

發現那是很有趣的。就像變色龍，牠們那慢動作一步

一停的舉動，像影片突然中斷又重新播放一樣，真令

人笑不攏嘴呢！ 

 

除此之外，屯門還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旅遊景點。

光說泳灘，就有數個，青山灣、加多利灣、新舊咖啡

灣、蝴蝶灣和黃金泳灘。而黃金泳灘附近就是與澳洲

著名泳灘同名的黃金海岸，這裏設有具歐陸特色的露

天市集，每逢假日都吸引不少遊客來觀光。還有一座

中華白海豚像建在泳灘海濱長廊，那是拍照的好地方。 

 

屯門遠離市區，具鄉郊風味，青山綠水的自然景

色盡在此區，我住在屯門，不覺得它「偏遠」，只覺

得對它有一種「偏愛」。屯門令我感到舒服和自豪！ 

 

 

 

 

 

 

 

老師的話：從你的眼中看屯門，能看出屯門的有趣和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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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科技發明  六年級 張東寶 

 

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別、偉大和幫助人們的發

明，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古時有許多成功和傑出的發

明家，他們發明了許多有趣及實用的發明。其中我認

為最著名和最偉大的發明是地動儀。以下我會分三段

來說明我國的科技發明。 

 

首先，地動儀是由張衡發明的。古時的中國人極

為聰明。在公元一三二年，張衡便發明了第一部地動

儀。直至一千七百年後，外國才有人發明了第二部能

預測地震的儀器。 

 

其次，地動儀能夠準確地預測地震。有一次，地

動儀預測到洛陽的隴西地區將會發生地震。但是過了

一段時間，地震還沒有發生，人們就開始質疑地動儀

的能力。後來，地震確實在地動儀指示的地區發生了，

從此以後，地動儀便開始聞名於世。 

 

再者，地動儀對世界有很大的貢獻。沒有地動儀

的時候，人們不能有效地預測地震，因此每當地震發

生，就經常造成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地動儀發明後，

就能預測地震，大大減少人命傷亡。地動儀的發明使

我國古時候的學者研究地理更加方便，令地震學家對

於地震這個自然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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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的發明多得數不勝數，為中國帶來驕傲。

地動儀的發明能如此實用，如此偉大，是因為發明者

張衡經過了幾十年的反覆鑽研。中國的發明真是博大

精深！ 

 

 

 

 

 

 

 

 

戴老師的話：用語準確，結構清晰，明瞭地介紹了地 

            動儀的特色。 

 

               我真幸福     六年級 沙佩欣  

 

曾經有人問我：「甚麼是幸福?」我被他問得啞口

無言，因為我一直認為我是不幸福的，無法嘗到幸福

的滋味。但其實我一直在幸福當中...... 

 

    首先,我擁有愛我的父母。在我六歲的時侯，我父

母離婚了。我變成了「皮球」，親戚把我拋來拋去，

要我到哪個親戚家，我就得去,儘管我千萬個不願意。

直到我十歲的時侯,他們已經厭煩照顧我了，不想再撫

養我了，於是就把我丟回給母親。我本來以為已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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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家庭的母親會對我這個「失敗品」毫不在乎，只

會提供我足夠溫飽的生活，不會關心和愛護我。結果

我錯了，原來母親一直惦記着我，只是當初因經濟問

題，而爭取不到我的撫養權。我的父親也因經濟問題，

才無可奈何地把我交給親戚照顧。原來我的父母是愛

我的，比起那些不能感受到父母親關愛的孤兒，我真

幸福。 

 

    此外，我還擁有充足的資源。我曾經盼望着我能

像那些富豪一樣，能使用豪華的設施，能吃盡山珍海

味，能有傭人為我服務……但我發現自己的生活模

式，對於貧窮地區的人們來說，就如富豪一樣!我能每

天飲用乾淨的食水，而他們卻只能喝骯髒的污水；我

能穿簇新的衣服,他們只能穿破舊的衣服……我就是

富豪,比起那些沒能擁有充足資源的貧困兒童們，我直

幸福。 

 

最後，我擁有健康的身體。從小到現在，我都未

曾生過甚麼大病。連普遍最易感染的流行性感冒，在

一年裏，我也只會患一、兩次而已。我很感謝我的父

母,他們給了我一個健全、強壯的身體，讓我能精力充

沛，又沒有任何障礙地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比賽。

比起行動不便的殘障兒童們，我真幸福。 

 

我現在可以回答那個問題了!幸福就是指稱心如

意的生活，能讓我愉快。我愉快,所以我幸福。幸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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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蜜糖,甜到我們的心裏，幸福就是早晨那第一滴的露

水，那樣甘甜、使人回味……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缺乏

同理心的人，總是無法理解別人的感受，但我現在漸

漸進步了。我想嘗試去感受別人的缺乏，也把我擁有

的幸福帶給時有不足的人們，讓他們幸福、愉快! 

 

 

戴老師的話：你這麼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還樂意

跟別人分享。老師實在太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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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幸福     六年級 陳灝浚 

 

在我年紀還小的時候，我就會為我欠缺一個私人

的房間而感到不太開心，因為有些與我同齡的孩子已

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他們可以躲在房裏偷偷地

玩耍，也可在被父母責罵後躲在房里發泄一通。總言

之，當時的我認為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是一件十分 

 

美好的事。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雖然我沒有私人的房

間，但我擁有父愛，母愛和健康的身體等等太多太多。 

 

首先，我擁有關心自己的家人。記得前年的暑假，

我如常地去樓下公園玩耍，這時也不知從哪裏來了一

隻流浪狗，這隻狗看似非常饑餓，一直緊追著途人，

還不停地發出一些怪聲，嚇得我和那些正在嬉戲的孩

子面無人色。這時父母立即把我拉走了，比起那些沒

有父母在場保護的孩子，我當時覺得好幸福啊！ 

 

  此外，我更擁有健康的身體。別看我比較瘦，其

實我很少生病，而且力氣也很大，這全是因為我每日

三餐都吃得很健康。想起那些因缺少食物而活活餓死

的非洲小孩，我覺得我真的太幸福了。 

 

  最後，我家雖然不是很有錢，但是父母每天都會

給我一些零用錢。我就會把這些錢存起來去買自己喜

歡的東西，例如：衣服、運動鞋、小說、智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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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等等。我還會把過年得到的紅包拿出一些來交學

費。現在單是書薄費就超過千元，還有雜費，這筆費

用對於山區或貧窮國家的家庭來說是十分高昂的。所

以那裏的孩子不能上學，和他們比起來，我真幸福。 

 

我一定要珍惜現在的一切，並努力向我的目標進

發，那就是努力讀好書，將來賺很多錢，買一所大房

子給一家人住，去彌補我現在欠缺的。 

 

 

戴老師的話：文章首尾呼應，能善用比較說明。希望

你能達成你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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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幸福     六年級 李苑瑩 

 

幸福是甚麼？幸福是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

活。雖然我欠缺讀書天分，但是我擁有自由、健康、

親情，我擁有的比缺少的多，所以我覺得非常幸福。

以下我會說明一下我的幸福何來。 

 

    首先，我擁有對我無微不至的家人。記得三年級

的時候，當時我在上課，突然之間感到身體不適，但

我仍繼續上課。直到下午，老師發覺我咳嗽得很厲害，

我的頭痛也嚴重了，老師就把我帶到醫療室。休息一

會後，爸媽就來接我去看病。原來我得了感冒，爸爸

媽媽和我一起買粥回家去。他們悉心地照料我，不但

提醒我準時吃藥，又餵我吃粥，還陪著我休息。看見

他們一臉憂心，我就知道他們很愛我。 

 

此外，我也擁有健康的身體。雖然我不是很強壯，

但從小到大，都沒有甚麼大病痛。我很感恩有健康的

體魄，因為這讓我能參與各種不同的活動，例如我喜

歡玩的跆拳道就需要很多體力。 

 

    最後，我還擁有自由。即是說我可以憑自己的意

志而行動，可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我的家人都很尊

重我，讓我有選擇的自由，不會強迫我做任何事。比

如說我可以選擇參加自己喜歡的活動，可以自由地表 

達自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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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雖然我仍有欠缺的東西，但我擁有的

東西實在太多，所以我很快樂，我也會好好珍惜我所

擁有的。 

 

 

 

 

 

 

 

 

老師的話:你擁有疼愛你的雙親，這確實是一件讓仍按 

         到幸福的事。 

 

 

      怎樣與同學建立和諧關係  六年級 郭詠恩 

 

我很喜歡上學，因為可以學到許多新知識。在學

校裏，我們每天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吸收不同的知

識，也能跟不同的同學相處。既然同學的相處時間不

少，我們可以怎樣和同學建立和諧關係呢？以下我會

分三部分來說明。 

 

首先，我們要包容身邊的同學。每一個人都有自

己的缺點，因此我們應該彼此包容，互相提點。要是

我們遇到一個不顧儀態的同學，我們應該包容他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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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他，而不是排斥他，因為包容會令那個同學更容易

接受同學之間的提醒，更容易改掉不顧儀態的壞習

慣。相反，排斥那個同學只會令他不快以及對我們反

感，不能改掉壞習慣。 

 

其次，我們要多關心同學。電視上曾經播放一個

廣告，裏面提到的訊息是「多點關心，少點隔膜」。我

們要多關心身邊的同學，尤其那些有需要的同學。當

我們關心有需要的同學時，就好像在他心裏放下愛的

種子，將來會種出愛的收獲。再者，對別人多點關心，

也可以令人感覺到你對他的友善，從而讓你多認識幾

個朋友。 

 

最後，我們要尊重同學。學校裏有很多同學，有些

人的性格與你不合，有些人天生不太聰明，有些人喜

歡獨來獨往。但是，我們仍要尊重每一個同學，例如，

不要在同學談話時打斷他，不要在社交網站寫同學的

壞話等等。 

 

總括而言，我們要和同學 

建立良好的關係，讓自己擁有 

一段愉快的校園生活。 

 

 

 

戴老師的話：文章言之有理，並且運用了多種說明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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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與同學建立和諧關係  六年級 鄺裕雅 

 

近來我發現同學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他們因為芝

麻般的小事而發生口角、打架。以下我會分三部分說

明怎樣才能與同學和諧相處。 

 

首先，我們要用愛心來和同學相處。我們對同學

要有愛心，多關心別人或在別人傷心的時候發出慰

問；互相提點功課的細節，和同學一起做功課時，大

家可以互相提點功課的細節；與同學互相幫助，當同

學忘記帶文具的時候，我們便可主動借給他們。以上

這些事件均是顯現愛心的行為，還可以讓同學間的關

係更融洽。 

 

    另外，我們時時刻刻都要有尊敬同學的心。 我們

要尊重同學，細心聆聽同學的話，不要插嘴，留心聆

聽到最後，然後才作出適當的回答；對同學有禮貌，

如果碰面的時候就說一聲「你好！」；走的時候說一聲

「再見！」別人送你東西時候說一聲「謝謝！」；不插

隊，會一個接著一個地排隊，不會用武力來威嚇你的

同學，必須讓自己先排隊。 

 

    最後，我們要用寬宏大量的心來包容同學的缺

點。我們應饒恕同學的失誤，如果那位同學犯錯事，

我們先體諒然後再給予同學改過的機會。如果有一位

同學不小心踩到我們的腳，我們不但要原諒這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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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還要體諒這位同學也是出於不小心；原諒對方的

語言衝突，如果對方說你的缺點出來，我們就應先作

自我檢討、改善缺點。 

 

    總括來說，如果同學能和諧共處，那麼我們的校

園生活便會變得更美好。 

 

老師的話：能提出實際方法來促進同學們之間的關

係，我覺得所有學生也應看看你的文章呢!

這樣和諧之風必能吹滿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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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社區     六年級 李宏耀 

 

香港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文化，要說我最熟悉的

地區，就一定是屯門區，因為它是我的一個「家」，

是住在屯門每一個人的一個「家」。以下我會分三個

部份來說明。 

 

首先，我會介紹我們屯門的歷史文化，你想知道

屯門的名是怎樣來的嗎？是因為屯門地勢險要，意思

即是設有屯田防守之兵的海門，亦稱「團門」，也稱

「段門」。在唐朝(公元前 618至 907年)，宋朝(公元

960至 1279年)有很多為同中國做生意而前往廣州的

波斯人及印度人，將此作為居留地，屯門隨之繁榮起

來。但明朝(公元 368至 1644年)葡萄牙人又將此地

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在此登陸。清朝(公元 1644至

1911)末期，英國人將此作為向中國販運鴉片的轉運

站，之後屯門卻沒有做作貿易港到現在，是因為這裏

不是「割讓」土地，而是「租借」土地的緣故。 

 

其次，以前與現代的信仰文化到底是怎樣的？以

前的人都信媽祖或天后，為甚麼？因為以前的人大多

數都是靠捕魚維持生計；現在呢？漸漸的，其它的宗

教傳進屯門，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等，而且

屯門已經發展了，所以沒甚麼人在捕魚了，全都去找

其他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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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會介紹屯門的中西文化。屯門是一個中

西匯合的地區，比如黃金海岸就以西式建築風格建

成；跳虱市場亦揉合中西文化，那裏應有盡有，陳列

着許多栩栩如生的工藝品，令人眼花撩亂，但又讓人

賞心悅目。 

 

屯門是一個繁華又美麗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

來拜訪我們珍惜、愛護的「家」。 

 

老師的話：欣賞你用心整理資料，把屯門的歷史和由 

          來都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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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社區       六年級 任梓峰 

 

香港是我的家。香港的每一個地方都富有特色，

尖沙咀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中西區是典型的舊區

等。而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屯門區，因為這是我一

直都居住的社區。以下我將會分三部份來說明屯門區

的歷史文化、信仰文化和中西文化。 

 

首先，我會介紹屯門的歷史文化，我們先從屯門

的名字由來說起。屯門的名字是源自唐朝時期，當時

政府在此作為軍事要塞，屯兵駐守，防衛海門，於是

便有了「屯門」的名字。在歷史背景方面，屯門是香

港歷史悠久的地方之一。從南北朝時代，已有杯渡禪

師到屯門修道，當時又名「青山」。及至唐朝至清朝，

屯門就演變成軍事重地。當中有不少歷史悠久的建築

物，例如位於中山公園內的紅樓，相傳此地是孫中山

先生與革命同志聚會的地方。現在成為了一級歷史建

築。 

 

其次，我會介紹屯門的信仰文化。因為以前屯門的居

民大多以捕漁維生，所以他們有信奉道教天后娘娘的

傳統習俗。天后娘娘又名「媽祖」，漁民普遍稱天后為

「阿媽」，所以於三聖的天后廟又名「三洲媽廟」。時

至今日，三聖洲的漁民仍然會於農曆四月十三慶祝天

后誕，活動包括有神功戲、神遊等。另外由於屯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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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為新市鎮，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不同信仰亦 

隨之流入。              

 

最後，我會介紹屯門的中西文化。屯門是一個中

西匯合的地區，例如屯門黃金海岸就以西方建築風格

建成。而跳蚤市場及天后廟等，就反映了傳統中國文

化。 

 

老師的話：欣賞你認真看待這份作文，資料蒐集完 

          備，屯門名字的由來介紹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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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水資源」標語創作比賽     

 
初級組 冠軍 

一年級 鄧叡  

水源難覓稀又珍，點滴節約莫遲疑。 

 

亞軍 

三年級 張洛晞  

食水如甘露，點滴齊珍惜。 

 

季軍 

二年級 徐曉樂 

愛地球、愛家園，珍惜水資源。 

 

高級組 冠軍 

四年級 劉子瑩  
食水得來非必然，切勿浪費水資源。 

 

亞軍 

六年級 郭詠恩  
天降甘霖神賞賜，浪費食水要三思。 

 

季軍 

四年級 馬天柔  

小小水滴積少成多，珍惜資源用途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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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頒布 25週年」標語創作比賽    

 
初級組 冠軍 

二年級 李卓詩  

愛護香港要守法，只講不遵會違法，從小認識《基本

法》。 

 

此標語榮獲新界校長會主辦「《基本法》頒布 25週年」

全港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 

 

亞軍 
二年級 劉錦壕 

 一國兩制簡單易明，港人依法共創繁榮。 

 

季軍 
一年級 吳佳駿  

基於理念，本治精神，法理治港，欣欣向榮。 

 

高級組 冠軍 
四年級 楊玲慧  

基本法律齊認識，社會發展建港績。 

 

此標語榮獲新界校長會主辦「《基本法》頒布 25週年」

全港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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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五年級 鄧嘉熹  

《基本法》你我要識；一國兩制保權益；港人依法易

到極。 

 

季軍 
五年級 伍倚樂  

《基本法》有辦法，共建香港齊守法。 

 

「共融顯愛心」標語創作比賽     

 
    五年級 朱穎珊 

歧視殘疾最可恥 

關懷別人最真摯 

和諧共融你要知 

攜手共創好明天 

 

此標語榮獲「共融顯愛心」平等參與活動計劃平等參

與由我創標語創作比賽小學組亞軍 

 
   五年級 歐陽曉傑 

真誠踢走歧視 

傷健平等互愛 

 

此標語榮獲「共融顯愛心」平等參與活動計劃平等參

與由我創標語創作比賽小學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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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快樂時光   四年級 岑嘉豪

 
    我的快樂時光就是一家人吃飯時。一家人吃飯時

會帶出家的溫暖，這溫暖是特別的，是要親身感受的，

是不能用三言兩語說得到的。吃飯時，你喜歡的，我

夾給你；我喜歡，你夾給我。大家夾來夾去，有說有

笑。都市人工作繁忙，一家人吃飯的機會不多，每次

都是快樂時光。 

 

 

 

 

 

 

 

 

此作品榮獲商務印書局舉辦我的快樂時光徵文比賽中

小組亞軍 

 
老師的話：看似平淡的生活，當中充滿了快樂和幸福， 

          加以解釋感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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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的衣食住行   四年級 岑嘉豪

 

你有沒有想過，昔日的香港資源短缺，物質貧乏，

為甚麼還能支持下去呢? 我認為這都跟他們的衣食住

行有關。 

 

 在我父母的那個年代，他們都很節儉，媽媽說她的

衣服大部分是由較富有的親戚給她。有一兩件衣服穿

已經很開心了。到了農曆新年，他們就會特別興奮，

因為可以買新衣穿。 

  

 他們在衣着上很節儉，在食方面亦然。他們不會挑

食，每天都幾乎吃兩碗飯或

以上，多數以炒菜、鹹魚等

作為餸菜。遇到喜慶節日，

飯菜會較豐富，既有雞又有

鵝。可見他們在大時大節時

在食方面也挺捨得花錢。 

 

 他們的居住環境很破舊，沒有空調，所以天熱只可

以開風扇或撥扇。此外，屋裏沒有獨立的洗手間，萬

一人有三急，就要去村內的公共洗手間，全村人都共

用的洗手間可想而知是多骯髒的啊! 

  

 如果外出呢? 他們外出主要靠步行和踏單車，除非

要去很遠的地方遊玩，要不然不會乘汽車的。媽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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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乘過飛機，因為機票太貴，負擔不起，也很少坐船，

因此外出不方便，但他們已經很滿足。 

 

 如果有一天，香港資源短缺，物質貧乏，不怕，因

為我們自己懂得珍惜所有，會互助互愛，這就是香港

人獨有的特色。 

 

該作品榮獲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主辦昔日的衣食住行徵文比賽優異獎 

 

老師的話：能首尾呼應，並運用平日所學及母親的描 

          述寫出昔日的生活及所感!注意每方面要    

          加以解釋感受的原因。 

 

             昔日的衣食住行   四年級 楊玲慧

 

今天晚上吃完晚飯後，爸爸對我說：「慧慧你浪費

了那麼多的食物，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想當年，

我們很節儉，衣服不合身，就會把它傳給弟弟、妹妹

或送給鄰居。衣服破了一個洞，就會縫補，一件衣服

穿好幾年。 

 

說到食呢，我們也不會浪費。那時有很多零食和小

吃：叮叮糖、砵仔糕、芝麻糕、肚臍餅等等，應有盡

有，又有連鎖式餐廳。它們的食物既美味，又有風味，

更有特色，卻很便宜，充滿了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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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昔日香港人住的地方卻很簡陋。那時我們住的都

是鐵皮屋、木屋、徙置區和唐樓。我們最不喜歡就是

下雨、颱風和發生山火的時候，會造成很多人命財產

的損失。 

 

那些年，馬路上的交通

工具很少，反而行人路上有

很多人，要數最常用的交通

工具就是自行車了。其實香

港的交通工具也沒有甚麼

大變化，不過其他方面就變

了很多。 

 

 聽完爸爸的話後，我心想：如果有一天，香港變回

昔日的香港，沒有了高樓大廈；沒有了智能手機；沒

有了彩色的電視；你會感到快樂嗎? 我會，因為這樣

香港人才會變得更有人情味，更容易滿足，而且我的

爸爸媽媽也是這樣成長的。接着，我便將我眼前所剩

的半碗飯好好地吃完。 

 

 

該作品榮獲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主辦昔日的衣食住行徵文比賽優異獎 

 

老師的話：藉爸爸的一番話完成全文，效果連貫流暢， 

          結構緊密，但要注意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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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家園   五年級  吳鑑倫

 

我仰望天， 

呼吸到和平的空氣， 

陽光微笑地照耀大地。 

 

我仰望天， 

聽到共融歌聲奏起， 

白雲輕快地隨風而飛。 

 

我仰望天， 

看到鳥兒團結齊飛， 

彩虹慢慢地從地躍起。 

 

我俯視大地， 

呼吸到友愛的香氣， 

花兒牽手盛放優美。          

 

我俯視大地， 

聽到蟲兒齊唱頌歌， 

小草歡欣起舞和應。 

 

我俯視大地， 

看到蜜蜂奮力地飛， 

朝氣勃勃，到處是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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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啊―― 

我們一起仰天望地， 

看那理想家園之美。 

 

此作品榮獲香港品質發展局主辦理想家園徵文比賽入

圍獎 

 

林主任的話：喜歡你的詩歌，欣賞你的創意! 

 

             我有一個百寶袋   五年級  朱穎珊

 

「各位同學早晨！」 

    「老師早晨！」 

「今天中文課我們會教一篇新的文章，請同學把

書和文具拿出來。」 

 

    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今天的課題，同學們都從書包

裡拿出書本和文具。 「咦？為什麼我的筆袋脹鼓鼓

的？一定是弟弟把什麼玩具給塞進去了。」我心裏嘀

咕著，生怕給老師發現，雙手把筆袋放進抽屜內，慢

慢拉開筆袋的拉鍊，想要摸出鉛筆和橡皮，眼睛卻一

直盯住老師，怕老師說我上課不留心。 「為什麼筆袋

裏多了許多奇怪的東西……我的鉛筆呢……橡皮

呢……啊，找到了！」我看看手上的文具，立時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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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竹蜻蜓」和「隨意門」嗎？我忍不住打開 

袋一看，裏面全是一些耳熟能詳的法寶。我知道是什

麼一回事了――我的筆袋變成了「百寶袋」！我想有

趣的事情要發生了…… 

 

    突然，老師要我們背誦課

文，我才想起我還沒有背好課

文，於是我翻啊翻，：「啊！找

到了！是『記憶餅乾』！」我

偷偷地把「記憶餅乾」印一印

書本的內容，然後吃掉「記憶

餅乾」。我心想：我這樣做，全

班背得最好的一定就是我，而且這樣做，我也不會被

老師罵了！結果，老師說：「這次背誦課文最好的同

學，就是……陳小光同學！大家給他一些掌聲！」我

想：太好了！真的是我啊！ 

 

    掌聲過後，老師再說：「好了，你們要……抄筆

記！」班裏馬上傳出「啊！」的聲音。同時，這個時

候我又翻翻「百寶袋」「啊！找到了！」這次是『電子

筆』！它一定可以幫到我！」我只要把要抄寫的內容

加橫線，「電子筆」就會把加了橫線的字抄寫一篇了。

這次我又給老師稱讚了，同學更用羨慕的目光看著我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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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覺得十分疲累想休息一會兒，便想到了

一個好辦法――把時間……停止。我找到了「時間停

止器」，只要按一下，全世界的時間就會停止。我按了

一下，全世界也停了。可是，因為我太疲累了，就睡

著了。 

 

    過了一會兒，「陳小光……陳小光……」「誰在叫

我？」「啊！老師!」原來這只是一場夢，我被老師狠

狠地罵了一頓呢！ 

 
此作品榮獲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和屯門婦聯聯合主

辦第四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老師的話：要是能善用百寶袋裏面的法寶，它才能真 

          真正幫助我們呢！ 

 

             我有一個百寶袋   五年級  周正佑

 

放學後，我急不及待地跑回家，我要從「百寶袋」

找出法寶。 

 

回到家後，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多啦 A 夢

竟然在我的家裏出現。我當時想：多啦 A 夢不是卡通

人物嗎？為甚麼會在我的家裏出現呢？原來他是存在

的！那時我十分驚奇和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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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啦 A夢說他丟了他的「百寶袋」。之後，他看見

我手上的「百寶袋」，他說：「這不是我的『百寶袋』

嗎？為甚麼會在你的手上？」當時我也不知道怎樣回

答他。之後我說可不可以讓我玩一天。他說看我這麼

幸運就讓我玩一天，還說會陪我一起玩。那時我多麼

興奮和高興呢！ 

 

首先，我們每人各拿一個「空氣砲」，然後互相對

射，當時我們玩得可高興呢！之後多啦 A 夢拿出「隨

意門」帶我去到巴黎看巴黎鐵塔，我

們看得十分興奮，當時我才發現巴黎

鐵塔是多麼宏偉啊！接着我們回到家

裏，他拿出「複製機械人」，我用「複

製機械人」複製了自己，陪我們一起

玩。之後，多啦 A 夢拿出「真實豆沙包」讓我看看我

的考試成績。他知道我的考試成績後，不禁笑了起來，

因為我每次考試都不合格! 他和我一起溫習，希望我

的成績有進步。 

 

晚上，爸爸媽媽下班回來，多啦 A 夢立刻收拾法

寶，坐時光機離去。離去前他跟我說：「我有空的時候

會帶大雄來探望你的。」我真希望他快點回來啊！ 
此作品榮獲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和屯門婦聯聯合主

辦第四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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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因為撿到失物而交上一位好朋友，這個故

事的主角太幸運了！ 

 

            我有一個百寶袋   五年級  汪彥婷

 

    回家後，弟弟發現了我這個百寶袋，但是我不太

想別人知道，所以我跟弟弟說：「千萬不是跟別人說，

這個袋子是我們的秘密。」突然，媽媽大叫：「快給我

檢查筆袋。」我忘記了，每逢星期三，媽媽也會檢查

筆袋，看看有沒有一些多餘的東西。我想媽媽一定會

罵我的。但是她竟然沒有，還很開心地說：「有了這百

寶袋，我做家務可方便多了。」 

 

 到了第二天，我看到

我媽媽取用了我的百寶

袋，她在裏面拿了好幾個

好幫手:「自動掃地機」、

「萬能煮飯機」和「自動

洗碗機」，大大減輕了她做

家務的時間。媽媽開心極了，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到了星期六，媽媽說帶我們去迪士尼樂園，我覺得

很奇怪，以前媽媽都會說迪士尼樂園太遠了，但是今

次竟然自己提出帶我們去! 原來她想到用「隨意門」，

怪不得她想去。       164 



 有一天，爸爸跟我們說要搬家了。但是我卻不想轉

學，因為我快要升上六年級，不宜轉校。我在想：「要

坐車上學得花很多時間，既擁擠又花時間，怎麼辦?」

我想到了，我可以用「製造過山車」上學，那不是很

好嗎? 

 
該作品榮獲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和屯門婦聯聯合主

辦第四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老師的話：媽媽也很熟悉百寶袋，並且善用了它來減                

            減輕工作壓力呢！ 

 

            我有一個百寶袋   六年級  楊可楠

 

剛好老師說起有關動物的知識，這是我最感興趣

的。我一邊想著我心愛的動物，一邊想著那個百寶袋，

突然想到一個主意。 

 

首先，我找出「時間停頓

器」，使用後，我便用「隨意門」

到了非洲大草原，找到我最喜歡

的長頸鹿。那些長頸鹿實在太可

愛了！我真想帶牠回家！我先拿

出「桃太郎飯團」給牠吃。吃過

後，長頸鹿馴服得像自己的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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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然後用「縮小電筒」把長頸鹿帶回課室。回到

課室時，我再多按一次「時間停頓器」，繼續上課。 

 

我整天帶著小小的長頸鹿，簡直是歸心似箭。可

是，當我回到家，拿出袋子裏的長頸鹿，我發現牠沒

精打采，像是生病了一樣，令我很擔心。於是我連忙

跑到圖書館找有關長頸鹿的書籍。原來長頸鹿不可以

離開自己的棲息地生活，更不可以當寵物養。 

 

我看到後，雖然很失望，但想到牠在草原開心生

活的樣子，我作岀了打算。我用「隨意門」將牠帶回

非洲大草原，關上門之前，我依依不捨地吻了牠一下

子。 

 

晚上，我書桌的抽屜突然打開，多拉美伸出頭

說：「我哥哥的百寶袋因為岀了故障，所以與你的筆袋

交換了，我將你的筆袋還給你。知道你喜歡長頸鹿，

為了代他道歉，我送你一個機械長頸鹿當寵物吧!」太

好了！我抱著那隻失而復得的長頸鹿，決定要好好愛

護牠！ 

 

此作品榮獲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和屯門婦聯聯合主

辦第四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戴老師的話：從故事中可以看出可楠愛護動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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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百寶袋   六年級  沙佩欣

 

我趁着同學在埋頭抄課題時，從百寶袋裏拿出「縮

小燈」，然後把老師縮小得如

同一隻螞蟻一樣小。同學們

抬起頭，發現老師不見了，

都驚惶失措。我看著大家，

心裏偷偷竊笑，期待看老師

變大以後，她又驚又怒的表情。 

                                                                                                                                                       

     同學們到樓下操場小息，我就留在課室尋找「老

師」。我在地上找了很久，還是沒有看見那隻「螞蟻」，

我焦急得淚盈眼眶。怎麼辦？我連忙翻找百寶袋，拿

出了...... 一隻機械貓？ 

 

「對不起，嚇着你了。我是從未來來的機械貓，我

的百寶袋出了一點兒故障，所以把和你的筆袋連起來

了，你曾經使用裏面的法寶？」機械貓問我。 

 

「我有呀!我把老師變小了，可是不知道她去了哪

裏？我該怎麼辦呢？」我哽咽著問牠。 

 

「你的老師是不是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的中年女

子？」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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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擔心，我來的時候，在四次元空間遇到她，

把她救了回來。她現在被我催眠了，放在我的袋子

呢！」機械貓安慰我說。 

 

「太感謝你了！沒有你，我就會因為貪玩闖出禍

了！」我舒了一口氣。 

 

機械貓幫我消除了同學和老師的記憶以後，帶著已

經修好的百寶袋，匆匆忙忙地消失了。我的筆袋當然

恢復了原狀。雖然老師因為被消除記憶，沒有罵我，

可是，我還是跟老師說了聲：「對不起！」我不能再貪

玩了，免得樂極生悲！ 

 

此作品榮獲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和屯門婦聯聯合主

辦第四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優異獎 

 

戴老師的話：貪玩真的容易闖出禍來，希望同學們希

望同學們做事小心，不要樂極生悲。 

 

                     夏雨景   六年級  沙佩欣

 

    「夏天孩兒面，一天變三遍。」剛剛還是烈日當

空，轉眼，天空就黑沉沉的。天空中，佈滿了團團密

雲，隨著一刀劃破長空的閃電和一聲震撼大地的巨

雷，白色的雨點嘩啦嘩啦砸下來，砸得遍地冒起灰白

色的雨霧。而我正坐在教室一個小角落，看著窗外的

一切……               168 



 

    近處，我發現

行人道上，浮蕩著

一堆堆的圓頂海

洋，而且還五顏六

色，花紋各異。馬

路上，車燈前總瀰

漫著一團氣霧，車

尾燈在地面倒映出一團朦朧的紅光，跟著汽車向前遠

遠駛去。高樓大廈萬千窗口射出的燈光倒映在晶亮濕

潤的地面上，白光與倒影遙遙相對，絢麗極了！ 

 

    從遠處看，那巍然高聳的青山蒙著薄薄漂浮的輕

紗，神秘莫測。雨疏時，綠色鮮明，逗人喜愛；雨密

時，雨色濃暗，引人入勝。 

 

    側耳細聽，窗外已沒有大自然的哭泣聲，只剩下

低低的嗚咽聲。雨點找到了各自的歸宿，聚成了一堆

堆小水窪。夏季的雨來去迅速，不像春雨纏綿，不像

秋雨悠閒。夏雨好像已經過去，但我卻被老師發現整

堂在對著窗戶發呆。所以，另一場暴風雨來臨了…… 

 

此作品榮獲育才精英教育中心主辦中英文寫作比賽高

小組優異獎 

 

戴老師的話：觀察細緻，用字優美，畫面具詩意，實 

               屬佳作。  169 



與大自然接觸的經驗   六年級  沙佩欣

 

大自然啊！你是一幅美麗的畫卷，充滿姿彩。你

更是一位慈祥的母親，呵護着萬物，讓一切生命都能

展示它們的美態。去年冬天，我終於領略到大自然的

奧妙。 

 

    二月四日，我跟

父親經過萬里顛簸，

才來到黑龍江的大海

林原始森林風景區，

去拍攝雪的自然之

趣。 

 

    四周經白雪裝飾的大自然分外美麗。透過漫天的

飄雪，我只看到一個潔白、晶瑩的世界，容不得絲毫

纖塵。千峰萬嶺，盡是白色，閃耀着一地連綿不斷的

銀光。我提起腳，踩上足下厚厚的積雪，發出沙沙的

響聲。我閉上眼，任憑雪花飄落，臉上感覺涼絲絲的。

我伸出手，盈盈的雪片落在我的手中，化去的是雪水，

留下的卻是雪的精華。 

 

    而在冬天，有一種花是特別的。它有小小的花瓣，

細而有勁的枝，淡淡的粉白，纏繞周身的幽香。它在

冬天才會傲然開放，在雪中才顯得更嬌豔，它就是梅

花。 
170 



    大自然的美，除了能給我視覺的衝擊，還給我舒

適放鬆的感覺。大自然讓冬天――這個讓人感覺毫無

生氣的季節，綻放出一種堅韌挺拔的生命。我和父親

把這一切一一拍下，留下一張張讓人如痴如醉，不能

忘卻的照片。 

 

此作品榮獲屯門海鷗社舉辦徵文比賽高小組冠軍 

 

戴老師的話：佩欣筆下的世界唯美乾淨，使人也想沉 

              浸在這樣的雪之王國中。 

 

與大自然接觸的經驗   六年級  郭詠恩

 

長久活在喧鬧的城市，上個周末，我們一家終於可以

返回大自然的懷抱了！一大清早，爸爸、媽媽帶着我

和小狗威威便向着獅子山郊野公園出發，親親大自然。 

 

  一下車，清新的空氣便撲面而來，使我心曠神怡。

微風輕輕地迎面吹拂，帶着舒爽的快意。微風又吹動

了樹上綠油油的葉子，綠色的浪濤隨風飄逸。小狗威

威也興奮地在草地上奔跑，似乎都很享受這裏的一切

呢！我在草地上發現了一些色彩繽紛的小花，白色、

淺藍色、淡黃色、粉紫色……當我正想把這些粉嫩的

小花拍下時，一只色彩斑斕的蝴蝶恰好停在了花上。

為免驚動這份難得的美，我放下照相機，從背包裏拿

出畫紙和顏色筆，把這一切的安寧和靜好塗在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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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我們一家在草地上鋪上野餐布以及各式食

物，在說說笑笑間享受了豐富和溫馨的一頓。接着，

我們躺在草地上看雲，天上的雲形態多變，奔馬、綿

羊、雄獅、躍羚連番上場，簡直成了雲朵王國動物園。

看着看着，爸爸竟然睡着了！我和媽媽一邊偷笑，一

邊把他「銷魂」的睡姿拍下。 

 

  回程時剛好太陽下山，天空被染成一片金橘，美

不勝收。我把握時機，把夕陽拍下。回家後，我把那

幅畫有鮮花蝴蝶的圖畫拿出來，在背景補上我們一家

四口，暗暗期盼着這段美麗的回憶將會永遠留在我心

中。 

 
 

該作品榮獲屯門海鷗社舉辦徵文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戴老師的話：寫出了美好的鄉郊體驗，與家人的互動， 

使這段經歷更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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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Introduction                P2 Kenny, Tse Kam Hei 

 
My name is Kenny. I like eating sweets. They are 

sweet.  

 

I am a good boy. I can help my 

brother at home. I sweep the floor in 

the afternoon. I tidy the bedroom in 

the morning. I am helpful. My father 

loves me.  

I like playing table tennis. I play 

table tennis with my brother. I play table tennis in the 

playground. Playing table tennis is exciting. 

 

 

Plan of A Week                 P2 Kiki Wong 

 
   I am busy this week. On Monday I play volleyball 

and go swimming.  

 

On Tuesday, I play chess and play 

badminton. On Wednesday I go hiking. 

 

   On Thursday I go dancing. On Friday I 

go drawing and painting. On  

 

Saturday I don’t do anything. I’m free! 

On Sunday I go ice-skating and j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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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y at Ocean Park                 P5 Nicole  

 
Last Sunday, Cherry and her parents 

were eating a chocolate ice-cream when 

they arrived Hong Kong Ocean Park’s 

entrance. 

 

After that they went to the panda  

village to see an adorable and chubby panda.  It was 

eating some bamboo.  Cherry wanted to hug the lovely 

panda very much.  However, the panda was in a cage. 

 

Then, they went to a souvenir shop.  Cherry’s mum  

bought a T-shirt for Cherry’s father because his T-shirt 

was stained with ice-cream when they arrived at Ocean 

Park.  Also, they bought a panda doll because it was so 

lovely. 

 

 Eventually they came 

home.  Cherry’s father was 

wearing the T-shirt they had 

bought from the shop.  

However, the T-shirt was too 

small and her father’s belly 

was exposed. They all laughed loudly at him. What a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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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reless Mistake               P5 Andrew Ho 

 
Yesterday, when I was washing dishes in the kitchen, 

the telephone rang suddenly. However, I didn’t want to 

answer the telephone call because I was so busy. 

 

     Then I looked at the clock. ‘It’s time to watch my 

favourite programme, Dragon Ball Z!’ I shouted. I ran in 

front of the TV and turned it on. Then I forgot about 

housework and the running water from the tap. 

 

     At that moment my mum came into the living room. 

She was furious because the water flooded over the sink. 

‘Simon, why can’t you do something correctly!’ Mum 

said angrily. My mum didn’t allow me to watch TV or go 

anywhere if I hadn’t finished my homework and 

housework. 

 

     ‘I am so sorry, Mum. Next time I will be more 

careful while I am washing the dishes,’ I said sadly.  

 

 

Ruth’ s Dream     Mr Simon Shum and 6A Writing Group 

 
The Chung family went camping on Cheung Chau. 

They went to Cheung Po Chai Cave. In the cave they 

found a book. The book started to glow and suddenl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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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rock moved revealing another cave. When the family 

walked into the cave, they discovered a large open 

area.Suddenly a tornado carried them to a strange place.  
 

‘I’m scared, Mummy.’ said Ruth. ‘Where are we?’ 

she asked. 

 

    ‘I’m not sure, my dear, but we’ll find out. Remember 

your father is a policeman. Okay?’ Mrs Chung tried to 

comfort Ruth. 

 

 ‘Exactly’ said her father.  ‘Listen to your mum.  I 

am a good policeman and I will figure out the way back 

to our campsite.’   

 

So Chris and Ruth followed their parents closely. 

Bobby, the pet dog, ran after them. Half an hour later, 

they came to a steep cliff. There was an old broken bridge. 

The children were very frightened. Ruth’s hair stood on 

end.  

 

 ‘ Let me go, first,’ said Mrs Chung. She walked 

slowly and carefully and reached the other side safely.  

When the children saw that their mum was safe, they 

shouted happily. ‘Hurray!’ Next, it was Chris’ turn. He 

succeeded too. Only Ruth and Mr Chung were still lef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liff. 

 

It came to Ruth’s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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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cared,’ cried Ruth.  

 

‘Look upward. Look at the sky!’ shouted Mrs 

Chung. 

 

‘But I’m really scared,’ replied Ruth, in tears. 

 

  ‘Don’t worry. I will go with you,’ said Mr Chung. 

 

Taking one small step at a time, they began to cross 

the bridge together.  As they reached the centre of the 

bridge, a fierce eagle flew near them. It swooped down 

towards Ruth. Ruth was frightened and screamed loudly. 

 

‘Help!’ wailed Ruth. 

 

Although Mr. Chung was nervous, he remained calm.  

He grabbed a stick from his bag and tied it with his socks. 

Then quickly he set his socks alight using his lighter. He 

waved the burning stick and tried to frighten the angry 

bird away. 

 

Meanwhile Mrs Chung came back across the bridge 

quickly and grabbed Ruth’s arm. Together they ran to 

safety. 

 

At that moment, they heard a strange noise coming 

from the bridge. The ropes fixing the bridge to the cliff 

were starting to snap. The bridge was going to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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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quickly, my dear. The bridge is falling down,’ 

yelled Mrs Chung. 

 

  Suddenly, the eagle grabbed hold of the stick.  ‘I 

can’t,’ shouted Mr. Chung. ‘This bird is too dangerous’.  
 

‘Let me help you,’ yelled Chris. 

 

   He quickly took out a frying pan from his bag and 

threw i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eagle’s head. Bingo! The 

frying pan hit the eagle’s head with such force that the 

eagle went spinn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ell done, Chris.  Clever thinking’ cried Mr. 

Chung The family continued walking. They were so tired. 

 

 When they came to another cave, they decided to 

take a rest. Suddenly, Bobby barked loudly at the sky.  

 

‘Stop barking. You silly dog,’ said Chris. 

 

‘ Oh no! The sky is turning dark,’ Ruth said 

nervously. 

  ‘ But it’s not night time,’ cried Chris. 

 

‘ Something terrible is going to happen,’ whispered 

Mrs Chung. 

 

  The whole family were very frightened. Suddenly 

hundreds of big insects came flying towards them so they  
 

179 



all closed their eyes. The insects were giant locusts. The 

locusts ate everything in their path. All of a sudden, lots 

of holes appeared on their clothes and bags.  

 

.    Ruth screamed. The family ran into a cave nearby. Mr 

Chung pushed a big rock to block the entrance of the cave 

and prevent the locusts from entering and attacking them.  

 

‘ Wowww. That was dangerous,’ said Mr Chung. 

 

‘Oh, Daddy! What are they?’ roared Ruth. 

 

 A pair of angry eyes were staring at them. As they 

moved closer, Chris discovered that they belonged to a 

big fierce bear! The bear was hungry and it roared. 

The scary animal grabbed Ruth…. 

 

‘Don’t eat me. Please. Don’t eat me! Help….’ 

 

‘Wake up! Ruth,’ said Mrs Chung in a soft voice. 

 

Ruth rubbed her eyes and opened them slowly. As 

soon as she saw her mother, she gave her a really big hug 

and wouldn’t let her mother go. 

 

 ‘Oh, Mummy. I saw a big bear. I thought I was dead,’ 

cried Ruth. 

 

‘It’s okay. It was just a bad dream. Everything is 

alright. Don’t worry,’ said Mrs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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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Mummy,’ sighed Ruth with relief. 

 

‘But Ruth, you need to hurry up…. Your father and 

your brother are waiting for you,’ said Mrs Chung. 

 

    ‘Why are they waiting for me?’ asked Ruth. 

 

‘Don’t you remember that we will have a day trip on 

Cheung Chau today?’ replied Mrs Chung. 

 

  ‘Cheung Chau…Oh no…I’m not coming!’ 

screamed Ruth. Quickly she went back to her bed and 

buried herself under her blankets.  

 

 

 

The Trial of Mr Wolf     Mr Aoife Kelly, Ms Candy Li 

and Ms Kiki Cheung 

 
Scene 1 - Day 1 in court 

Mr Wolf is on trial for the serious offence of murder, as 

well as kidnapping, attempted murder and damage to 

private property.  Mr. Wolf is accompanied into the 

courtroom with a guard. The courtroom boos and Mr 

Wolf is not impressed. 

Guard  All rise 

Everyone in the courtroom stands up as the Judge 

enters the cour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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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  Be seated 

Judge Mr. Wolf! You stand here today on trial for 

the murder of the gingerbread man, the  

attempted murder of Red Ridding Hood’s 

grandmother and for the damage to the homes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How to you plead? 

Mr Wolf Not guilty, your honour. 

Judge Mr. Au Yeung, you are the prosecutor in the 

case.  I invite you to speak first. 

Prosecutor Thank you, your honour.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Today we find 

ourselves face to face with one of fairytale’s 

most  dangerous characters, the famous Mr 

Wolf. Today, I will prove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errible crimes including 

murder and attempted murder.  I k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that you will find 

him guilty.  Finally, we will see him behind 

bars, where he belongs. 

Mr. Wolf Never!! 

Judge  Mr. Wolf, please stop speaking.  Now, I 

call on the defence, Mr Chan to make their 

opening statement. 

Defence  Your honour,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Mr Wolf stands here before you, accused of 

terrible crimes which he did not commit.  

Today, I will prove his innocence. 

Judge Thank you.  Now I turn to the jury.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you are here today 

to decide if Mr Wolf is innocent or gu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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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 So, let us begin.  I will ask Mr Au Yeung to 

call his first witness. 

Prosecutor Thank you your honour.  I call on Mrs Wong 

to take the stand. 

 

 

The guard accompanies Mrs. Wong to the stand and she 

swears an oath. 

Guard Do you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you God? 

Mr. Wong I do 

Prosecutor Mrs Wong, can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court 

Mrs Wong Well…..my name is Mrs. Wong.  I was the 

first one to know the Gingerbread man 

because I did in fact, bake him in my kitchen. 

Prosecutor Mrs. Wong, can you please tell us what 

happened on March 4th, 2013? 

Mrs. Wong I was at home with my husband and we were 

very hungry.   

( shadow actors: 

Woman I am so hungry. 

Man I am so hungry too.) 

Mrs Wong We had very little food in the house so I 

decided to make a gingerbread man.  

( shadow actors: 

Woman I’m making a gingerbread man now.) 

Mrs Wong  Just before I put him in the oven he jumped 

up and ran out of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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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 actors 

Gingerbread man You can’t catch me. 

Man and woman run after the gingerbread man) 

Prosecutor So you are saying that he ran out of your 

house, just like that? 

Mrs Wong Well…yes, he was chanting some silly songs, 

something about running as fast as I 

could…but yes, he just ran out the door! 

Prosecutor Please tell the court what happened next 

Mrs. Wong Both my husband and I ran after him for 

almost a mile.   

(shadow actors run across the stage, meet neighbour on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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