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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校慶徽章設計比賽

冠軍
6C 魯家盈 (行社) 

亞軍
5C 王薪惠 (信社) 

優異
6B 張彧銘 (行社) 

優異
4A 梁冠顥 (信社)

優異
2C 王凱晴 (信社) 

季軍
6D 葉泳淇 (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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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標語

作育英
才四十

載，

家校共
營創未

來。

川流不
息四十

載，

潤澤心
田育賢

才。

冠軍　1A 黃珮晴

季軍　2B 郭泳彤

以愛為本四十載，有教無類育英才。

亞軍　4A 何釔璇

李一諤邁步四十載，師生攜手創未來。

優異　1B 黃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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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滿
載四十

載，

同心協
力創未

來。

優異　1C 夏逸

憶風雨
同舟，

桃李盡
芳菲；

慶四十
周年，

明朝更
璀璨。

優異　3B 陳宏僖

同步邁向四十載，師生齊心展未來。

優異　2A 林子穎

薪火相傳四十載，前程似錦迎未來。

優異　5A 梁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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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賀卡設計比賽

冠軍　2E 林卓峰

亞軍　6A 冼易

季軍　6A 許芷琳 殿軍　4D 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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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環保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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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設計四社社徽

文社冠軍　6A 梁君

忠社冠軍　1C 莊藝林 信社冠軍　3A 尹悅龍

行社冠軍　6A 謝詠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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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設計四社吉祥物

文社
文行

忠社 信社
11



第十四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13-14)

二等獎

騎自行車　6A 陳伊琳

看着那架有點生銹的自行車，腦海裏不禁浮現出小時候一次難忘的比賽。那是一個星空皎皎的晚上……

我和十幾個自小認識的「死黨」，在村裏的一個球場上騎自行車。「老是這樣慢慢地騎自行車，還不如來個比賽。」一向直
率的阿虹提議道。她的提議引來了不少「小配角」的歡呼聲。

「可也要看老大的臉色吧！」
「是啊，是啊，要是老大不批准也沒辦法啊！」
「老大 ──」大家的目光一致地朝向我，可憐巴巴地說。
「是死黨就不用問我吧！」
「也就是說可以了？」
「嗯！」
「太好了，謝謝老大！」

有幾個還做出了江湖高人比武前的手勢。天呀 ──現在已經不是普通的死黨吧，像一個幫派了吧！正當我心裏暗忖着，「
手下」們都七手八腳地把場地佈置好了！十幾架嶄新的自行車整齊地排列在起點，道路上盡是彩旗……

「這次比賽的路線是沿着彩旗一直回到起點……」小敏嘰嘰喳喳地說了一大堆，才開始比賽。

「砰」的一聲，大家都騎着自行車飛快地奔去，看見他們你追我趕，歡呼雀躍的模樣，我不禁「噗嗤」地笑了起來。將近
終點時，大家都使勁地向前衝，一馬當先的阿彤忽然東歪西倒的，不好了！快要撞上前了！我二話不說飛撲過去，帶阿彤離開
了自行車，滾在一旁。「 ──」一聲，阿彤的自行車撞上了燈杆。

「你沒事吧，阿彤？」
「我沒事，老大你怎麼了？」
「不，沒甚麼。」我嘴是這樣說，但肩膀上有點疼，可能是撞傷了骨頭。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接二連三地指着阿彤的臉笑起來。我也明白了，原來阿彤的臉黏滿了土塵，活像一隻小花
貓，我也不禁笑了。「怎麼了？我的臉上有甚麼？老大告訴我嘛 ──」我指指自行車上的鈴兒，阿彤照了照後，對大家裝了一
個貓臉，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童年，像流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童年有趣的事卻揮之不去，想到這場難忘的比賽及那永久不變的友誼，我心裏樂滋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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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分享的快樂

5C 張永浩

有些人覺得快樂是玩樂，快樂是吃
美食，快樂是收穫……但是，我卻認為
最快樂的是學懂與人分享。

分享可以是與兄弟姊妹一起遊戲、
看圖書、玩玩具，享受箇中樂趣；分享
也可以是跟同學們一同學習、聊天，彼
此共度快樂時光。

有一次，我寫的一個故事被上載在學
校網頁的優秀作品欄中。當時的我十分激
動，心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誰好呢？
嗯！就告訴我的好朋友慶維吧！」我叫慶
維跟我一起去電腦室，他看了我的文
章後，比我還要激動，他高聲地說：
「哇，你真厲害！你的作品……」那
時，我深深體會到只要你願意跟別人分
享，原來快樂是會「傳染」的。

快樂不僅會在校園出現，也可以發
生在家中，在街頭……只要你願意跟別
人分享，快樂自然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這就是我所指的分享的快樂了。

優秀獎

令我最快樂的一件事
5A 黎志鋒

你知道哪件事令我最快樂嗎？那就
是吃到媽媽煮的咖喱雞翅膀了!

你知不知道這道菜為甚麼會令我這
麼快樂？因為這道菜材料豐富，分別有
洋蔥、馬鈴薯和少量辣椒，而這些材料
都是我至愛的配菜。

記得我第一次吃這道菜時，已經是
一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因遺失了我最
心愛的鉛筆，感到非常不開心。媽媽看
見我情緒低落，不但上前關心我和慰問
我，到晚上時，她還特地煮了這道菜給
我吃。當我知道後，我感到非常開心和
驚喜。

媽媽煮的咖喱雞翅膀真令我回味無
窮，我曾經在餐廳吃過這道菜，當時，
我深深地覺得餐廳這道菜的味道遠不及
媽媽煮的美味，我百思不得其解：為甚
麼同一道菜會有這麼大的分別？我想了
很久，終於明白了! 除了那些美味的配
料外，菜肴中還有媽媽那無限的愛心！

媽媽，你做的咖喱雞翅膀的味道，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而你那份綿綿的
愛，更是永遠刻骨銘心！

優秀獎

快樂的一天
6C 李銘天

由於姨母要到外地公幹，表弟暫時
會寄居在我家。我知道這個消息後，開
心得像一個瘋子一樣高聲大嚷，為甚
麼我會大叫？因為我最喜歡看表弟那笨
拙的動作，即使我當時怒不可遏，但只
要看到他那滑稽的舉動，就不禁喜上眉
梢。

表弟搬來的第一天下午，媽媽做了
我最喜歡的菜，表弟一看見，便飛奔到
餐桌旁，吃光了我的「美食」，令我憤
怒極了！但當我看到他那天真可愛的臉
兒，立即轉怒為喜，抱着他親了一下。

到了黃昏，媽媽要買菜，我和表弟
留在家中。他想玩玩具，但玩具放得太
高，他無法拿到，所以他眼巴巴地看
着我，更開始大哭起來。剛巧媽媽回
來了，看見表弟在哭，便以為是我欺負
他。表弟指手劃腳，媽媽才恍然大悟，
馬上拿玩具給他。表弟笑了，我們也笑
了，整個房子都充滿歡樂的笑聲。

多麼快樂的一天！表弟，你真是我
們快樂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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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11-12)
三等獎

舊照片　4C 黎慧敏

明天，爸媽要帶我出國旅行，所以我們都忙着收拾行
李。當我整理衣物時，我從抽屜裏找到一本殘舊的相簿。我
懷着好奇的心打開相簿，只見一張張小時候跳舞的照片，這
些舊照片勾起我許多童年的回憶。

我從小就熱愛跳舞，媽媽得知社區中心舉辦舞蹈班，便
馬上替我報名。我知道這個消息後，高興極了！此後，每逢
星期五、六、日，我都會到社區中心上舞蹈班。

有一次，我跟同學比試舞技時，不小心弄傷了右腳，我
痛得大哭起來，不知如何是好。媽媽馬上帶我去看醫生，醫
生告訴我要休息一個月，暫時不能跳舞。我聽了後，感到非
常傷心。媽媽安慰我說：「傻孩子，只要多休息，你便會痊
癒，到時你又可以繼續跳舞呢！」

過了一個月，我的傷勢終於康復，我比以前更加努力練
習。後來，跳舞老師更推薦我參加舞蹈比賽。幸運地，我在
舞蹈比賽中得到季軍，真教我喜出望外！

可是，不幸的事卻發生了──就在獲獎後的第二個星
期，我的右腳舊患復發，經常隱隱作痛，使我不得不無奈地
放棄跳舞。

現 在 ， 看 着 一 張 張 童 年 的 舊 照 片 ， 不 禁 令 我 感 觸 良
多……

優秀獎

我的妹妹　5D 吳寶珠      

我本來有一個溫暖的家，可是現在我並不快樂，因為自
從妹妹出生後，爸爸媽媽對她百般呵護，我真的既羨慕又妒
忌。我希望爸媽多些關心我，可以多陪伴我，我恨妹妹搶走
爸爸媽媽對我的愛。

一天下午，妹妹突然哭醒了。在廚房的媽媽聽到妹妹的
哭聲，連忙走進睡房去哄她，並小心翼翼地把妹妹抱在懷
裏。在餵哺的時候，媽媽對妹妹更是呵護備至。我看到後，心
裏很難受，決定以後對妹妹不瞅不睬。

晚上，爸爸下班回來。他一進來便放下公事包，抱起妹
妹說：「你真可愛呢！要聽爸爸的話啊！」我心裏恨不得把
妹妹揍幾下，我不明白爸媽為甚麼總把注意力放在妹妹身
上。

第二天，媽媽外出買東西，只剩下我和妹妹在家裏。媽
媽千叮萬囑叫我好好照顧妹妹，可是我一點也不想接近她。
媽媽出門後，妹妹像平時一樣，無緣無故地哭了起來。我不
知道該怎麼辦，只懂站在房間裏看着她。這時候，我突然
想起媽媽平日會用小玩具去哄妹妹。於是，我模仿媽媽的做
法。果然，妹妹不再哭了。這時，我心裏暗自歡喜。我小心
地抱起妹妹，再輕輕地握着她那幼嫩的小手。很久沒有近距
離仔細地看看妹妹的樣子了，她真的很嬌小，好像一株小幼
苗，惹人憐愛，很需要別人悉心的照料……

當媽媽回來後，我一邊抱着妹妹，一邊認真地對媽媽
說：「媽媽，我以後要做個好姐姐，愛護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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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獎　6C 高慧雯

數碼港藝剪生花全港剪紙大賽 (12-13)

冠軍　6B 陳娟瑜

良好獎　6B 麥麗彤

亞軍　6C 蔡錦潔

乒馬俑文物紀念品設計比賽 (12-13)

5B 鄭兆堅 5B 徐詠彤 5C 陳伊林、陳柏謙、李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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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12-13)

第29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11-12)

銀賞 羅翠莉

銅賞 佘雨山 銅賞 林艷

銅賞 羅曉彤

銅賞   6A林小又
優秀賞 6C 陳朝立　6D 林鎮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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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11-12)

余錦紅鍾佑藍 張家紅

第27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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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海洋奇珍全港剪紙大賽 (11-12)

第11屆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10-11)

兒童組優異獎
6A 容茵（剪紙）

兒童組二等獎　林小又
兒童組三等獎　林鎮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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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雕塑 (09-10)

「創出我區-18區id設計比賽」
小學組雕塑冠軍

曾琦涵、許琳琳、曾家碧、
麥麗雯、陳綺雯

第26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09-10)

6A 李建明 6A 周子晴 6B 鄭加建

三張相片像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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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08-09)

第二屆兩岸三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10-11)

銀賞　羅瑞琪

優異獎
光花世界　5A 林曉雪二等獎

葵青好風光　5B 練芷晴

銅賞　楊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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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年度
畢業生作品

08-09年度畢業生作品

歷屆畢業生致送母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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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年度畢業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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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年度
畢業生作品

10-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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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年度畢業生作品

11-12年度畢業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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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年度畢業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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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年度畢業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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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年度畢業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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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度畢業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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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2015-2016年度學生作品：新年吊飾

1A 王文立 1A 張茜 1A 劉星彤 1E 曾泳菌

2A 孫怡愛 2A 蔡港豪 2A 謝友杰 2B 寧靜

2B 李彩華 2B 陳嘉華 2C 李嘉琪 2C 蔡宇誠

1E 錢浩森

1E 陳蓍心

2C 鄭穎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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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曾凱儀

我愛我的家

我的家有姑媽、爸爸、媽媽、表
哥、弟弟和我。

在家裡，我是個好幫手，我會幫媽
媽摺衣服，也會幫爸爸掃地。

在家裡，我喜歡看圖書，也喜歡和
媽媽砌積木。  

我有一個快樂的家，我愛我的家。

＊＊＊　＊＊＊　＊＊＊

► 1C 劉行

上興趣班

星期六，我和同學們在學校裏上興
趣班。

同學們有的在上足球班，有的在上
合唱團，有的在上畫班，十分高興。

我和羅子軒一起上功夫班，十分快
樂。

＊＊＊　＊＊＊　＊＊＊

中文科作品
一年級作品

► 1A 李梓琦

我愛我的家

我的家有奶奶、爺爺、姑母、爸
爸、媽媽、哥哥、姐姐和我。

在家裡，我是個好幫手，我會幫媽
媽摺大毛巾、洗浴室和掃地。

在家裡，我喜歡和媽媽聽音樂，也
喜歡和姐姐畫圖畫。

我有一個快樂的家，我愛我的家。

＊＊＊　＊＊＊　＊＊＊

►1A 蒙宇熙

遊年宵市場

今天，媽媽、哥哥和我一起到葵芳
遊花市。

年宵市場裡有很多人，他們有的叫
賣，有的買氣球，有的看大桃樹，十分
熱鬧。

媽媽、哥哥和我一起買了又大又可
愛的金猴娃娃和紅紅的揮春，我感到十
分高興。

＊＊＊　＊＊＊　＊＊＊

► 1B 劉賦彬

我是甚麼樣？

我的名字叫劉賦彬， 
今年六歲。

我有又短又黑的頭髮、又
大又圓的臉兒、又小又黑的眼
睛、大大的耳朵、又扁又小的
鼻子和又紅又大的嘴巴。

我的外表真可愛。

＊＊＊　＊＊＊　＊＊＊

►1B 黃咏恩

我是甚麼樣？ 

我的名字叫黃咏恩，今年六歲。

我有又長又直的頭髮、
尖尖的臉兒、又小又黑的眼
睛、又大又圓的耳朵、又扁
又大的鼻子和又小又紅的嘴
巴。

我的外表十分美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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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李芷瑤 3B 林聖兒

3B 梁冠顥 3C 何瑞華

3A 張健安

3C 余嘉佳欣

3A 曾梓浩

3C 李嘉雯

3A 李家欣

2D 李卓怡2D 曹逸2D 余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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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  雷景風

我愛我的家

我的家有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和我。

在家裡，我是個好幫手，我會幫媽
媽摺衣服，也會幫爸爸按摩。

在家裡，我喜歡和家人一起看電
視，也喜歡和姐姐玩耍。

我有一個快樂的家，我愛我的家。

＊＊＊　＊＊＊　＊＊＊

► 1C 孫新偉

遊年宵市場

農曆新年前，我和家人到沙田遊年
宵市場。

年宵市場裡有很多人，他們有的買
年花，有的撈金魚，有的吃東西，十分
熱鬧。

我和爸爸買了一盆漂亮的水仙花。
我感到很高興。

＊＊＊　＊＊＊　＊＊＊

► 1C 黃韻秶

郊遊樂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到郊野公園遊
玩。

郊野公園有很多遊人，他們有的
野餐，有的下棋，有的踏單車，十分高
興。

在郊野公園裡，我看見萬紫千紅的
花、七彩蝴蝶和翠綠的樹，景色十分美
麗。

郊野公園很熱鬧，我聽到小朋友哈
哈地大笑，也聽到蜜蜂嗡嗡地叫，真有
趣！

在郊野公園裡，我和爸媽一起愉快
地溜滑梯、盪千秋、騎木馬。

我興奮地說：「爸媽，可以與親戚
再來嗎？這裡實在太好玩了。」

今天，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我可
以看到美麗風景。

＊＊＊　＊＊＊　＊＊＊

► 1C 羅綺淇

遊公園

今天，爸爸帶我到動物園遊玩。

動物園裏有很多遊人，他們有的
拍照，有的散步，有的觀看動物，十
分熱鬧。

在動物園裏，我看見高大的長頸
鹿，也看見頑皮的猴子。動物園真熱
鬧，我聽到青蛙呱呱地叫，也聽到小
羊咩咩地叫。

在動物園裏，爸爸和我一起高興
地拍照和看動物。我愉快地說︰「爸
爸，動物園的動物真可愛。」

今天，我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我
第一次餵動物吃東西。

＊＊＊　＊＊＊　＊＊＊

► 1D 黎銘熹

遊年宵市場

農曆新年前夕，我和家人到葵芳逛
年宵市場。

年宵市場裡有很多人，他們有的在
高聲叫賣，有的在欣賞鮮花，有的買氣
球，十分熱鬧。

我和媽媽在欣賞漂亮的風車轉動，
我們感到很開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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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郭秋盈

4D 高嘉惠

5A 楊杰　孫澤鏘
 冼易　羅曉晴 
 夏莉

5B 龐嘉儀　劉震宇
 湯鎧嘉　張天睿

5D 林維源　徐寶晴
 馮進賢　朱晉鞍

4C 吳嘉銘

4C 周樂童 4C 葉梓朗 4D 吳淮中 4D 李慧怡

4A 孫嘉妍 4A 李澤銘 4B 侯凱晴 4B 陳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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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蔡鎵錡

我是甚麼樣？ 

我的名字叫蔡鎵錡，今年八歲。

我有又短又黑的頭髮、又圓又大的
臉兒、圓圓的眼睛、大大的耳朵、扁扁
的鼻子和又大又紅的嘴巴。

我的外表真英俊。

＊＊＊　＊＊＊　＊＊＊

► 1D 張曼芝

遊年宵市場

農曆新年前夕，我和家人到葵芳逛
年宵市場。

年宵市場裡有很多人，他們有的高
聲叫賣，有的買糖果，有的賣風車，十
分熱鬧。

　　我和哥哥在挑選一盆又大又美
的桔子，我們感到很開心。

＊＊＊　＊＊＊　＊＊＊

► 1D 王映靜

遊年宵市場

農曆新年前夕，我和家人到葵芳
逛年宵市場。

年宵市場裡有很多人，他們有的
在寫揮春，有的在買風車，有的在買
桃樹，十分高興。

　 　 我 和 哥 哥 在 欣 賞 漂 亮 的 氣
球，我們感到很快樂。

＊＊＊　＊＊＊　＊＊＊

► 1E 黃婧僐

愉快的星期天

星期天的早上，我和一家人到菜園
散步，還跟妹妹一起種植蔬菜。

下午，我和妹妹在沙發上休息。休
息了一會，我們在家裏玩遊戲。

晚上，我和妹妹在家裏吃拉麵和看
電視。

這天，我感到很高興。

＊＊＊　＊＊＊　＊＊＊

► 1E  陳薈心

遊動物園

動物園裡有很多遊人，他們有的在
感受大自然的氣息，有的在觀看動物，
有的在散步，十分熱鬧。

在動物園裡，我看到凶猛的獅子和
強壯的大象。

動物園真熱鬧，我聽見小鳥吱吱地
叫，也聽見青蛙呱呱地唱歌。

在動物園裡，我和爸爸一起笑嘻嘻
地拍照和餵長頸鹿。

我快樂地說：「爸爸，我聽到動物
們發出不同的聲音，我覺得真動聽。」

今天，我感到真愉快，因為我認識
了不同的動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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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度各級學生作品

剪紙畫　1B 黃睎榆 剪紙畫　1E 曾泳恩水果店　1E 陳蓍心 水果店　1E 曾泳菌

6B 羅塨玉 6B 羅苑兒 6D 葉泳淇 6D 謝雪虹 6D 麥芷茵

6B 張彧銘6A 李欣融 6A 王洛妍 6A 葉鎧聞5D 陶思茵　程秀鋒
 陳冠銘　楊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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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作品

► 2A 謝友杰

一件令我感到害怕的事情

今天放學後，我和媽媽乘地鐵回

家。當我和媽媽到達月台時，列車快要

開出了，發生「嘟……嘟……嘟……」

的聲音。於是，媽媽像一支飛快的弓箭

一樣，向地鐵車箱沖去。可是，我拿著

袋子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我不管三七二

十一馬上走到車箱外取回袋子。

怎料，列車關門了。看見載著媽媽

列車開走了，我感到很害怕，眼見媽媽

跟著列車快要消失，我馬上大聲呼叫：

「媽媽！不要走！」可是，時間不等

人，在那電光火石般列車離開了。

我走到月台一旁，放聲大哭，不斷

叫著：「媽……媽……」我的眼淚像斷

了線的珠子一樣掉下來，這時，月台上

的乘客和鐵職員馬上走過來安慰我。

經過職員的協助，媽媽飛快趕到

「客戶服務中心」。當我看見媽媽的時

候，我立即跳進她的懷抱裡，哭笑不得

地說：「媽媽，我很掛念您。」這一件

事成了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刻。

＊＊＊　＊＊＊　＊＊＊

► 2A 曾婜葇

我的生日會

九月七日晚上，我邀請朋友在家裡

舉行我的生日會。

家人為我準備了很多

食物，有清甜的三文治，

有清爽可口的雞翅膀，有

油膩的薯條，也有甜甜的

糖果，十分豐富。

生日蛋糕的外形十分美麗，我看見

圓圓的，佈滿忌簾的蛋糕，上面插着彩

色的蠟燭，旁邊更有持着彩旗的熊仔，

十分可愛。

生日會開始了！首先，我和朋友

開心地唱生日歌，十分熱鬧。然後，我

誠心地切蛋糕和許願。這時，媽媽送我

一個布娃娃，我十分開心。對媽媽說：

「謝謝你！」最後，我和朋友一起吃蛋

糕。

今年的生日，我感到很開心，我想

明年的生日會是和今年一樣有快樂的「

生日會」。

＊＊＊　＊＊＊　＊＊＊

► 2A 陳皓軒

我的生日會

九月十二日是我的生日，我和家人

在家裏舉行生日會。

家人為我準備了很多食物，有清

甜的果汁，有脆卜卜的薄餅，有香噴噴

的雞翅膀，也有美味的三明治，十分豐

富。

生日蛋糕的外形十分美麗，我看見

一個圓圓的，佈滿巧克力醬、草莓和奶

油的蛋糕，蛋糕上面還插着印有卡通圖

案的蠟燭，旁邊更有持着彩旗的小熊，

十分美麗。

生日會開始了！首先，我和同學

圍在一起高聲地唱生日歌，十分熱鬧。

然後，我閉上雙眼誠心地許願。這時，

媽媽送給我一隻玩具布娃娃，我興奮地

說：「謝謝媽媽！」最後，我切蛋糕給

同學一起分享。

今年的生日我感到很興奮。我想：

「明年爸媽也為我準備一個生日會就好

了。」

＊＊＊　＊＊＊　＊＊＊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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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羅眼中的我　2B 張瑋 米羅眼中的我　2C 陳彬 未來城市　2C 郭宇晴 未來城市　2C 陳心儀

復活蛋
1E 李梓祺

復活蛋
1D 江諾榆

我在游泳
1D 蔡鎵錡

剪紙畫
1B 黃睎榆

剪紙畫　1E 曾泳恩我在游泳　1C 陳紫婷米開朗基羅眼中的我
1B 藍志勤

米開朗基羅眼中的我
1B Singh Angel Diva 

Charm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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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陳希怡

童心童話—家

清涼的大海，是海星的家。

綠油油的大樹，是小樹葉的家。

奇幻的銀河系，是星座的家。

我們要愛護可愛的家。

＊＊＊　＊＊＊　＊＊＊

► 2D 李卓怡

跑步比賽

今天，李一諤紀念學校舉行一年一
度的運動會。

運動場上有很多運動員，他們有的
在做熱身運動，有的在進行賽跑比賽，
有的在準備進行跳遠比賽。

過了一會兒，跑步比賽開始了！起
初，我飛快地跑，但是同學們跑得比我
還要快。我感到很失望，因為我怕同學
們會取笑我。

這時，我聽見啦啦隊高聲地叫著：
「加油！努力！」於是，我馬上拼命地
向前跑著，心想：「我一定要勝出！」

結果，我得到了冠軍，我開心得
跳了起來叫道：「爸媽一定會很高興
的！」今天，我感到很快樂，因為可以
得到冠軍呢！

＊＊＊　＊＊＊　＊＊＊

► 2A 黃梓康

我的生日會

三月二十九日是我的生日，我跟爸
爸和奶奶在家裡舉行生日會。

家人為我準備了很多食物，有香脆
的薯條，有肥美的雞翅膀，有新鮮的三
文治，也有甜甜的糖果，十分豐富。

生日蛋糕的外形十分美麗，我看見
圓圓的，佈滿巧克力醬的蛋糕，上面插
著紅紅的蠟燭，旁邊更有十分可愛的熊
貓。

生日會開始了！首先，我們一起
唱英文生日歌，十分熱鬧。然後我閉上
雙眼認真地許願。這時，媽媽拿出了一
個布偶送給我，我對媽媽說：「謝謝媽
媽。」最後，我切蛋糕分給同學吃。

今年的生日，我感到很開心。我想
下次爸爸媽媽可以幫我舉行一個更熱鬧
的生日會。

＊＊＊　＊＊＊　＊＊＊

► 2A 李文傑

童心童話—家

漆黑的太空，是星星的家。

粗壯的大樹，是葉兒的家。

美輪美奐的高樓大廈，是我的家。

我們要珍惜可愛的家。

＊＊＊　＊＊＊　＊＊＊

► 2B 吳承熹

我最喜歡的天氣是晴天   

在晴天，太陽佰佰展開了燦爛的笑
容。在天空中也可看到一群群的小鳥飛
來飛去，好像忙著上班似的。

在晴天，我最喜歡在球場裡踢足球
和到公園裡打乒乓球。

我覺得在這清爽的天氣裡做運動十
分舒服，因為有陣陣的秋風吹來。所以
我最喜愛晴朗的晴天。

＊＊＊　＊＊＊　＊＊＊

► 2B 張瑋

童心童話—家

藍藍的大海，是海星的家。

針形的柏樹，是樹葉的家。

小小的貝殼，是蟹寶寶的家。

我們要保護可愛的家。

＊＊＊　＊＊＊　＊＊＊

39



太陽神
3D 陳百霖

爬蟲界的偶像
3C 李嘉雯

我的奇想　3D 江志德

太陽神
3D 錢樂妍

春節揮春
2D 陳璧而

春節揮春
2D 葉紫妍

春節揮春
2D 吳子熹

毛蟲寶寶的新衣　2B 李鍾富 毛蟲寶寶的新衣　2D 李卓怡 手掌魚　2D 陳沅翹手掌魚　2C 蘇展朗

航天一號
2D 徐朗慇

航天一號
2D 余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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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利美恩

小事件見真性情

志明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有一天，小美、志明和我一起到公

園玩耍。

當我們正玩得高興時，志明看見一

位老伯伯掉了一部手提電話，於是，他

馬上拾起它，想還給老伯伯。我和小美對

志明說：「不要告訴老伯伯。」但是，志

明沒有聽我們的說話，他就把漂亮的手提

電話還給了老伯伯。

志明十分高興，因為他幫助了老伯

伯。

＊＊＊　＊＊＊　＊＊＊
 

三年級作品

► 3A 梁衞東

小松鼠迷路了

一天早上，三隻小松鼠一起到森林遊玩。他們在森林走着走着，他們發現自己
在森林走了幾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們迷路了。他們很害怕，松鼠哥哥一邊着急
地哭，一邊想︰「我們怎樣才可以回家呢？」

就在這時候，小兔子來到這裏，牠看見松鼠們傷心地哭着，松鼠們告訴小兔子
牠們迷路了，小兔子說︰「我知道你們家在哪兒，我可以指引你們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牠們便來到河邊，小兔子說︰「只要你們走過這道木橋，你們就可
以回家。」但松鼠們見到木橋左搖右擺牠們都不敢過橋。

剛巧，熊先生走到橋邊，便問三隻小松鼠︰「你們在做甚麼？三隻小松鼠說︰
「我們想回家，不過我們不敢過橋。」然後，熊先生說︰「我抱着你們過橋吧﹗」
三隻小松鼠異口同聲說︰「好啊！」於是，熊先生抱着牠們過橋了。

最後，三隻小松鼠終於回家了，牠們立即跑到媽媽身邊，牠們緊緊擁抱着媽
媽，媽媽說︰「我以為們迷路了。」三隻小松鼠說︰「我們真的迷了路，不過，小
兔子和熊先生幫助我們，我們才可以安全回來。」松鼠一家可以快樂地生活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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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樂器
3B 方智軒

消失的太陽城
3A 伍慧欣

環保樂器
3C 余佳欣

消失的太陽城
3A 李家欣

葫蘆兄妹　3B 馮潔渝梵高房間　3B 馮潔渝小組 葫蘆兄妹　3B 黎仲恆梵高房間　3C 曹悅小組

花瓶換新裝　3A 曾梓浩 花瓶換新裝　3C 李嘉雯爬蟲界的偶像　3D 郭正暉我的奇想　3D 陳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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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李振滔

大埔海濱公園

星期日早上，我們在客廳看電視。爸爸走過來高聲地宣

佈︰「今天，我們一家到大埔海濱公園遊玩。」我們一邊拍

手，一邊興奮地說︰「好啊！」

我們乘巴士到達公園，那兒已有很多遊人在活動，他們有

的在賞花，有的在花園寫生，有的在拍照，十分熱鬧。

首先，我們到露天花園。那裏是一片廣闊的花田，好像一

片色彩繽紛的花海，十分美麗。我們在那裏拍照留念。

然後，我們慢慢地走到香港回歸紀念塔。遠看它那螺旋的

外型，好像一棵參天大樹，甚有氣勢。我們登上塔頂，遠眺整

個海濱公園的風景。這是，我們看到很多人在草地放風箏，我

便提議去看看。

走着走着，我們來到風箏放飛區。原來爸爸早已為我準備

了一隻青蛙風箏，它的顏色綠綠的，大大的眼睛。我準備放風

箏，我手握線軸，使勁地跑，爸爸負責拋高風箏。但這時天上

無風，四周十分平靜，所以風箏不能飛高，跌在地上，我失望

地垂頭喪氣。這時候，爸爸鼓勵我說︰「你要有信心，就一定

會令風箏起飛。」聽到爸爸的話，我重現笑容。這時風來了，

我再次拿起線軸飛快地向前跑，風箏終於起飛，它飛到半空

中，我抬頭望上天，風箏就像一架架飛機在空中飛翔。我興奮

地說︰「成功了﹗成功了﹗我終於把風箏放上天了﹗」

今天，我感到十分快樂，因為我成功把風箏飛上天，這是

我第一次風箏，令我十分難忘。

＊＊＊　＊＊＊　＊＊＊

► 3A 莊芷茵

描寫一位有趣的親人

我的弟弟是個很有趣的人。他瘦削的，但臉兒圓圓的，眼
睛小小的。

他平日愛在家中跳來跳去，像一隻猴子。他喜歡吃雪糕，
也喜歡吃蛋糕。

有一次，我拿了很多小蛋糕，並放到桌子上，然後去拿牛
奶，但當我一走出來，就發現桌上的蛋糕不見了，原來是給弟
弟吃光了。他真貪吃呢！

我跟弟弟相處得很開心，我很愛我的弟弟。

＊＊＊　＊＊＊　＊＊＊

► 3A 顏小鈞

描寫大自然的景色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郊野公園野餐。

郊野公園的景色十分美麗，我看見草地上開滿了彩色繽紛
的花兒，四處都是翠綠的樹木。天空上的小鳥高聲地唱歌，聲
音清脆動聽。

欣賞過郊野公園優美的景色後，我們便開始野餐了。一打
開餐盒，食物的香氣立即散發出來，看到那美味的三明治，可
口的香腸，真想馬上把它們吃光。在這和暖的天氣下，坐在軟
綿綿的草地上，拿着冰涼的果汁，十分舒服﹗我喝了一口甜甜
的果汁，便開始吃東西，因為媽媽準備的食物太好吃，我們不
消一會兒就把食物吃光。

今天，我們一家人在郊野公園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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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梁衞東

小松鼠迷路了

一天早上，三隻小松鼠一起到森林遊玩。他們在森林走
着走着，他們發現自己在森林走了幾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們迷路了。他們很害怕，松鼠哥哥一邊着急地哭，一邊
想︰「我們怎樣才可以回家呢？」

就在這時候，小兔子來到這裏，牠看見松鼠們傷心地哭
着，松鼠們告訴小兔子牠們迷路了，小兔子說︰「我知道你
們家在哪兒，我可以指引你們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牠們便來到河邊，小兔子說︰「只要你們走
過這道木橋，你們就可以回家。」但松鼠們見到木橋左搖右
擺牠們都不敢過橋。

剛巧，熊先生走到橋邊，便問三隻小松鼠︰「你們在做
甚麼？三隻小松鼠說︰「我們想回家，不過我們不敢過橋。
」然後，熊先生說︰「我抱着你們過橋吧﹗」三隻小松鼠異
口同聲說︰「好啊！」於是，熊先生抱着牠們過橋了。

最後，三隻小松鼠終於回家了，牠們立即跑到媽媽身
邊，牠們緊緊擁抱着媽媽，媽媽說︰「我以為們迷路了。」
三隻小松鼠說︰「我們真的迷了路，不過，小兔子和熊先生
幫助我們，我們才可以安全回來。」松鼠一家可以快樂地生
活了。

＊＊＊　＊＊＊　＊＊＊

► 3B 林聖兒

記一次跟同學吵架而
流淚的經過和感受

今天發生了一件令我難過的事情，我跟小柔同學吵架
了，讓我憤怒得流下淚來。

事情是這樣的，小柔向我借了一本圖書，我跟小柔說：
「小柔，你記住明天一定要還給我啊！」這是我爸爸買給我
的！不要弄污它！」小柔細聲地說：「嗯！」

到了明天，我和小柔說：「小柔，那本書可以還給我
嗎？」小柔卻結結巴巴地對我說：「嗯……那本書……其
實……」我緊張地說：「小柔，小柔，那本書可以還給我
嗎？」小柔仍然結結巴巴地說：「嗯……」我用手握着她的
肩膀緊張地說：「小柔，小柔，你快點說吧！」小柔說：
「其實我不小心弄污了圖書！」我聽了感到很憤怒，我瞪大
眼睛，臉都通紅了。我說：「小柔，我以後跟你絕交！」我
坐在桌子上，忽然感到很難過，我忍不住終於哭出聲來，淚
水像堤壩開閘湧了出來。

突然，老師在我的背後，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說：
「剛才發生了甚麼事？」我對老師說：「因為昨日小柔向我
借了一本圖書，但是弄污了圖書，所以我跟她吵架，甚至絕
交。我現在感到很後悔呢！」老師叫小柔過來，說：「大家
不要生氣了，不如握手言和，原諒對方吧！」我和小柔異口
同聲地說：「好啊！」從此我們做回好朋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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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王婷儀

記一次跟同學吵架而
流淚的經過和感受

今天發生一件讓我不開心的事情，我跟樂兒同學吵架了，
讓我生氣得我流下淚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陳老師抱了一疊試卷走進課室。當陳
老師把試卷給我時，我十分難過，因為我只有四十二分。
小息時，樂兒來到我的座位上，見到我試卷上刺眼的「四
十二分」，她哈哈大笑，對我說：「你真笨蛋，才得四十二
分。我都有八十九分呢！哈哈哈哈！」她還當著很多人的面前
說。我生氣了，大叫：「樂兒，你沒品德，你侵犯我的私隱！
」她說：「我又沒錯！我只不過看下你的試卷分數！有必要大
驚小怪嗎？」我握緊拳頭，臉變得紅紅的，我回她：「樂兒，
你這樣缺德，連豬都不如！」她聽後也生氣了，她一手叉腰一
手指著我，說：「你，你，你，你怎可以這樣罵我。」我想：
「要不要把你的頭髮一根一根的撥下來阿？」我狠狠地拋下一
句：「那我們絕交！」她也拋下一句：「絕交就絕交啊！」她
離開時，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流出了。

事後，等我冷靜下來時，我感到十分後悔，雖然我很想
向她道歉，但我也要面子的，俗話說得好，死要面子活受罪。
終於，我鼓起勇氣，在小息時，走到她的座位旁，向她道歉，
說：「對不起，是我當時太激動了。」她也說：「沒事，我都
要說一聲對不起我都有錯的。」我們握手言和，一起開心地笑
了。

自此以後，我們的友情更加堅固。

＊＊＊　＊＊＊　＊＊＊

► 3B 李泳茵

記一次跟同學吵架而
流淚的經過和感受

今天在課室發生了一件今我難過的事情，我跟小美同學吵
架，使我生氣得流下眼淚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小美同學問我借橡皮擦，後來，我問
她還我橡皮擦，我看見我的橡皮擦被小美同學弄污了，然後，
我怒視小美同學，大聲地說：「你賠我橡皮擦！你賠！」小美
同學不甘視弱，握緊拳頭跟我說：「我不會賠你橡皮擦！為甚
麼要我賠你橡皮擦？」我跟小美同學說：「因為你弄污了我最
喜愛的橡皮擦！」然後，小美同學對我說：「那為甚麼你要把
你最喜愛的橡皮擦借給我？」然後，我流着淚對小美同學說：
「因為我把你視作我的最好朋友，所以我相信你不會弄污我最
喜愛的橡皮擦，但是，想不到你竟然會把它弄污。」小美同學
對我說：「很多謝你當我是最好朋友！」但是，你最喜歡的橡
皮擦已經被我弄污了！那怎麼辦？然後，我跟小美同學說：「
對不起！我保證我以後問你借甚麼文具都會好好利用你借給我
的文具！對不起！請你原諒我！」過了一會兒，我跟小美同學
說：「好，我原諒你！不過你以後真的不可以弄污我借給你的
文具，如果你下次再次弄污我的文具，我會跟你絕交！」當我
們冷靜過來，小美同學對我說：「多謝你原諒我。」

後來，我冷靜下來，我跟小美同學說：「對不起呀！我早
前太激動了，反應過大。」小美同學對我說：「不要緊，我原諒
你，從此之後，我們還是好朋友！」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我們冰釋前嫌，做回好朋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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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馮潔渝

記一次跟同學吵架而
流淚的經過和感受

今天，發生了一件令我流淚的事情，我跟小美同學吵架
了，我傷心得哭起來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我放學的時候，小美走到我身邊對我
說：「給我看！」我說：「給你看甚麼？」她說：「上課的時
候，你桌上那把紫色的新直尺，給我看啊！」我由書包裏拿出
那把新直尺，上面有一顆漂亮的水晶，小美拿着我的直尺說：
「哇！」她不小心把直尺跌在地上，我當時瞪大眼睛，臉也通
紅了，生氣得像正在咆哮的獅子。我憤怒得大聲地說：「你賠
我直尺！你賠！你賠！」她說：「我沒錯！錯的是你我不賠！」
我說：「那我們就絕交吧！」她說：「絕交就絕交！」我感到
難過，忍不住流下眼淚來，自那天開始，我們就開始冷戰。

就在這時候，我冷靜下來，我覺得我當時太過火，反應過
敏了。我覺得我也有錯，感到後悔，我當時應該控制情緒，我
要跟她道歉。我心想：「我們以前的好朋友，但今時今日，我
們竟然成為了陌生人。」想着想着，我又忍不住哭了出來。就
地這時候，小美走過來跟我說：「對不起！」我說：「我也有
錯。」最後我們握手言和，做回好朋友。

我感到十分愉快，因為我們變回好朋友。

＊＊＊　＊＊＊　＊＊＊

►  3D 潘寧怡

到郊野公園遊玩

今天，我正睡得甜美的時候，父母吵醒了我，他們興高采
烈地呼喊：「起床了！我們現要成為小小探險家，目的地是香
港郊野公園，你們準備好了嗎？」我不但沒有生氣，還懷著期
待的心情大嚷：「準備好了，立即出發吧！」

一下車，我們就看見很多人了，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寫生，
有的人在大草地上玩耍……埸面熱鬧極了！

首先，我們來到玩樂區。嘩! 那兒的草地綠油油的，像一張
毛毯似的，我們像置第於「草地王國」一樣，十分神奇呀！

然後，我們來到風箏放飛區，我看見許多小朋友在放風
箏，我也急不及待地拿出我的花兒風箏玩，風箏很快飛起了。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燒烤區了。我們拿出燒烤的食物和
用品，媽媽笑瞇瞇地問：「開始了嗎？」我們很開心地舉起
沒問題的手勢說：「準備好了！」我們吃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香腸、有烤牛肉、蜜汁豬排、烤蕃薯……我們都吃得津津有
味。正當我們吃得高興的時候，雲兒妹妹突然哭了起來，弄得
下起大雨來，她的姊妹都來安慰她，但是她還是哭個不停，這
時候我們並沒有到涼亭避雨，而是拿雨衣蓋著火和食物，令火
不會熄滅和食物不會弄濕。我皺著眉頭說：「我要做一個不放
棄的小人兒。」雲妹妹終於不哭了，雨也停了，雖然我們都便
成了濕漉漉的「落湯雞」，但是同甘共苦是最好的，然後我們
繼續燒烤。

乘坐公車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地睡著了，走進了甜美的夢
中。在夢中，我聽了雲妹妹的正在說話，她教導我：「永不放
棄，就是成功之路」，還看見我可憐的樣子，她就送我一個鎖
匙扣。到站了，我看見我的手上真是有個匙扣，我的嘴角不禁
向上翹，手舞足蹈，馬上跳起來，還舉起雙手，高聲大嚷：「
太好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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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伍安

橡皮的自述

大家好！我是一塊平平無奇的小橡
皮。

我長得又長又胖，我的頭是圓滾
滾的，就像天上圓圓的月亮。我身體上
有一隻兔子在海上飄流着，牠精神奕奕
的，像在鼓勵我們：即使遇上大風大浪
也要堅持下去。我的底部像個漢堡包，
它好像在提醒我們要注意飲食呢！所以很
多人也稱呼我做「漢堡筆」，真有趣呢！

我的職責是幫助主人糾正鉛筆兄弟
的錯誤，所以每位鉛筆兄弟都尊稱我做「
師父」，我是不是很威風呢！雖然我平日
忙得  得不可開交，可是能為主人和鉛筆
兄弟服務，是我一輩子的榮幸，也是我
一生一世最難忘的回憶。

＊＊＊　＊＊＊　＊＊＊

► 3D 方詩琪

到郊野公園遊玩

今天早上，爸媽興致勃勃地向我們高聲宣佈：「現在我們將會前往郊野公園遊
玩，你們預備好了嗎？」我、弟弟和姐姐懷著期待的心情喊道：「準備好了，我們現
在出發吧！」

郊野公園的設施十分齊全，有令人一看就垂涎欲滴的燒烤場，有廣闊的大草地，
還有大人小朋友也喜愛的風爭放飛區呢！

首先，我們到了第一站，它就是綠油油的大草地。那兒的景色真是美不勝收，一
望無際的草地就像毛毯，我彷如進入了「綠色世界」，我感到很舒適。我們在這裡玩
遊戲，還結識了不少朋友呢！當我玩得十分疲累時，我坐在椅子上休息，突然，我們
聽見「嚕嚕」的聲音，嚇得弟弟哇哇大哭，媽媽溫柔地說：「不要怕！這是肚餓的聲
音，我帶你們去吃東西吧！」

接著，爸媽便帶我到我最喜愛的燒烤場，我們烤了很多食物，有香噴噴的雞翅
膀，有美味的香腸，甜絲絲的棉花糖……我餓得馬上把所有食物都吃清光，爸爸笑呵
呵地說：「小孩子，你吃得像豬一樣！」我疑惑地問：「為什麼？」爸爸回答：「因
為你的嘴巴十分骯髒。」我們為這個特別的嘴巴拍了一張有趣的照片。

最後，我們來到了風箏放飛區了。我們看見各式各樣的風箏，它們像在天空中玩
遊戲。風箏的款式包羅萬有，有飛機風箏、金魚風箏…我們好像進入了風箏世界啊！

看見漫天飛舞的風箏，我們一家四口也急不及待地拿出自己我風箏，爸爸的風
箏是帆船風箏，媽媽的風箏是甲蟲風箏，弟弟的風箏是小黃人風箏，姐姐的的風箏是
蝴蝶風箏，我的風箏多啦a夢風箏，然後，弟弟高聲地呼喊：「我要做第一個放風箏
的人！」接著，弟弟拼命地跑，風箏也是飛不起來。他撓撓腦袋，疑惑地問爸爸：「
為何我的風箏總是飛不起來呢？」爸爸和顏悅色地說：「你耐心地等一會兒，再試試
吧！」於是弟弟又重新振作，沒多久，風哥哥來了，太好了！弟弟的風箏飛起來了，
不過，弟弟也被風吹走了。我連忙把弟弟捉住，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可愛的弟弟天真
地說：「請你成為第一隻飛上太空的風箏吧！」我們一家四口在這裡玩了一整天，我
們在這裡留下了一段美好回憶。

黃昏時份，爸媽送我一個風箏造型的鎖匙扣，鎖匙扣上刻了一句金句：「堅持就
是勝利」。我把它放在手掌心，然後不知不覺地走進了甜蜜的夢鄉。在夢中，我看見
很多小朋友不懂放風箏，但他們沒有放棄。在不斷的嘗試下，他們終於成功了。想到
這裡，我嘴角不禁向上翹。

(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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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林聖兒3D 陳壁而 4A 李嘉雯

3D 石臻煒 3D 利美恩3B 余淑怡

3B 黃穎欣2E 黃佑康 3B 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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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黃沛兒

到超級市場買食物

今天下午，我和媽媽到超級市場買食
物。

超級市場裏人山人海，有的人在格
價，有的人在選購食物，有的人在排隊
付款，場面十分熱鬧。

首先，我們到麵包糕點部逛逛。那
兒有多不勝數的美食，令人眼花撩亂。
看！有彎彎的牛角包，有熱騰騰的蛋
撻，有像呼拉圈的甜甜圈。小蛋糕穿上
色彩繽紛的衣裳，好像要和我們打招呼
似的……看着這些精緻的食品，真是令
人食指大動。

然後，我們走到熟食部逛逛，那
兒的食物包羅萬有。看！壽司像一輛輛
排列整齊的小巴似的，炸雞腿像個鎚
子，有趣極了！我立即建議媽媽買「鎚
子」回家吃，因「鎚子」香噴噴，太美
味了。媽媽撓撓腦袋，感到有點疑惑，
她心想：傻孩子，鎚子是不能吃的。我
向媽媽解釋了一番後，媽媽才知道「鎚
子」就是炸雞腿呢！媽媽也不禁笑得合
不攏嘴呢！

今天，我和媽媽都感到十分滿足，
因為我們在超級市場裏買了好吃的食
物。

＊＊＊　＊＊＊　＊＊＊

► 3D 趙家俊

書信寫作

親愛的嘉怡表姐：

你最近好嗎？英國的天氣開始轉

涼，你要多穿衣服，小心著涼。

讓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好事：外

公外婆在快樂福利會舉辦的「懷舊金曲

歌唱比賽」中獲得了「最佳台風獎」，

是不是很威風呢！我特地為外公外婆慶

祝，所以開了一個大派對。他們邀請了

他們的知己良朋─陳伯伯、林伯伯、張

伯伯、王婆婆和楊婆婆。那些老人家都

聊得沒完沒了。大都說他們寶刀未老。

但他們很謙虛地說：「只是我們努力。

」還有食物有馬拉糕、拉麵、饅頭……

大家都很高興！

祝
生活愉快！

表弟　　
家俊上

四月十三日

＊＊＊　＊＊＊　＊＊＊

► 3D 阮洋_

遊大自然教育中心

昨天早上十時，黃老師帶領我們到
大自然教育中心參觀。

我們一下車，就看見一個園圃。那
兒有的人在為植物澆水施肥，有的人在
種植不同品種的蔬菜，我覺得這裡充滿
了田園氣息。

首先，老師和我們到昆蟲館逛逛。
那兒有活潑的小甲蟲、勤勞但含劇毒的
蜜蜂、色彩鮮艷的蝴蝶。當然少不了我
最喜愛的螞蟻呢！因為牠能捧起比自己
體重重一倍的東西，牠稱得上是昆蟲界
的大力士呢！

然後，我們再到鳥湖參觀。那裏有
像天使般高貴的天鵝姐姐、在湖中暢泳
的水鴨、高傲孤獨的紅鸛……

突然我們聽見都老師的呼喚：「快
來集合！」哦，原來我們不能再在這兒
逗留了。我便失望地歎道：「快樂的時
間，為何總是過得特別快呢？」黃老師
拍拍我的頭，安慰我說：「你可以和爸
媽再來遊玩呢！」我只好無奈地點了點
頭。接着便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跟大隊
回去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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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曹悅 4B 孫詩惠 4B 劉宗炫 

4B 羅智林

5D 郭秋盈

5C 王喜盈 5C 陳遇安

5C 蒙宇鋒 5D 吳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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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張善

記一次幫助同學而
獲得讚賞的經過和感受

我的名字叫張善，我的成績雖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
我卻擁有一個靈活的偵探頭腦。

有一天，小息的時候，我和我的知己良朋在課室裏玩耍，
玩累了便打算一起分享食物。怎料，當我們打開食物盒時，赫
然發現盒裏的食物全都不見了。當時我們都感到很奇怪，七嘴
八舌地議論着，究竟是誰偷了我們的食物。小俊撓撓腦袋說：
「一定是平日最貪吃的小志了。」小東一本正經地說：「我
認為是志成，因為他常沒有吃早餐。」

正當大家在胡亂猜想的時候，我勇敢地站出來，自信滿滿
地說：「我有辦法找出『兇手』，首先我們要仔細冷靜找
出這宗『案件』的線索。」

突然，小 幹 大喊道：「看！那張八達通上 有 我 的 糖 果
紙。」然後，小態又叫道：「看！走廊上有些餅乾碎呢。」

我們循着這些線索，終於找出了「真兇」了，原來擅自吃
了我們食物的人，是平日最貪吃的小明。小明低着頭，紅着
臉，我主動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說：「你為甚麼要不問自取
呢？要是你想吃零食，我們一定會跟你分享。」

老師知道這件事之後，誇我懂得寬恕別人，而且處事冷
靜，將來必定是位出色的神探。聽到老師的讚賞後，我的心裏
樂滋滋的。

＊＊＊　＊＊＊　＊＊＊

 ► 3D 黎志滔

遊公園

大清早，姐姐興致勃勃地各我們宣佈：「我們一起去公
園，好嗎？」我高聲地回答：「好，我們現在出發吧！」

公園裡的設施十分齊全，有最受小朋友歡迎的玩樂區，
有萬紫千紅的觀花區，還有老人家最喜歡的太極區。

首先，我來到玩樂區，那裡有很多小朋友在玩得哈哈大
笑，我自大地說：「我是公園之王，誰也比不過我！」爸爸
被我逗得捧腹大笑。

接著，我來到太極區，一位位老人家看來都很健康。我
過去問候他們，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過得很好，謝謝
你的關心！」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觀花區了，我蹲在地上正想摘一朶
花回家細心觀賞，姐姐見狀後，立即大聲地提醒我：「不可
以採摘花朶，這裡寫下『不可以採摘花朶』!」這時，我才恍
然大悟。我對姐姐認真地說：「我一定遵守規則，以後不會
犯錯！」姐姐微笑著點點頭。

經過這次後，我吸取了一個教訓，一家要遵守規則，如果
不遵守規則的話，一天採一朶、一天採一朶，總有一天會採完
的。要學會遵守規則愛護大自然。地球先生才不會生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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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鄒瑞軒 6D 江澤滔 6D 陳詩婷

5D 劉宗霖 6A 李明軒 6A 冼易

6A 戚詩晴 6B 朱晉鞍 6B 湯鎧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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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作品

► 4A 湯尚衡

交通工具

計程車又名「的士」，是香港人最
常用乘搭的陸上交通工具。

計程車分了三種：第一種是在市區
工作的紅色市區計程車，好像一隻紅色
的甲蟲；第二種是在新界工作的綠色新
界計程車，好像一隻深綠色的烏龜；第
三種是淺藍色的大嶼山計程車，像一個
藍色的雙層蛋糕。這些種類的計程車都
是在香港服務市民的交通工具。

計程車車程需要的時間較短，乘客
乘坐計程車既可以直接到達目的地，又
不用按班次輪候乘搭。此外，計程車的
環境舒適，車廂內不僅有軟綿綿的皮座
椅，而且安裝了涼爽的空調。可是，計
程車車費昂貴，乘客每次乘車不但有定
額起錶收費，而且車費還是按車程長短
收費，小童和長者沒有半價優惠，乘客
攜帶行李和寵物更要另加收費。

雖然的士車費昂貴，不過，車程需
要時間較短和車廂設備環境舒適，是香
港市民選乘的士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 4A 李澤銘

我的大嘴巴續寫

下課的時候，我拿著一份禮物去找
文偉，可是，一看到他，我頓時漲紅了
臉，臉兒紅得像一個熟透的蘋果，心裡
好像有種不知怎樣開口的感覺。於是，
我鼓起勇氣，走到文偉的面前，把手中
的禮物送給他，支支吾吾低聲地說：「
對……對不起！我誤會了你！請你收下
它，原諒我，好嗎?」文偉聽到後，收
下了我的禮物，笑瞇瞇地又拍拍我的肩
膀，輕快地笑著說：「沒關係!我們是
好朋友嘛！謝謝你的禮物！」得到了文
偉的原諒，我放下了心頭大石。我們的
友誼最終不但沒有破裂，還變得更深厚
呢！

＊＊＊　＊＊＊　＊＊＊

► 4A  吳淙匯

洗衣機

星期六，我和家人一起去開心百貨
公司買了一台既可愛又實用的洗衣機。

這台洗衣機很有趣，它的外形是一
個很強壯的巨人，設計特別。洗衣機的
門是巨人的肚子，它的肚子又圓又大，
還可以放很多衣服呢! 洗衣機的功能按鈕
台是巨人的嘴巴，旁邊有一個長方形的
格子，它專用來放洗衣粉和洗衣液。

這台洗衣機不但外表美觀，而且
能方便快捷地為我們把衣服洗乾淨。首
先，把一堆骯髒的衣服放在洗衣機內。
然後，按一按左邊的按鈕啟動洗衣機。
接著，洗衣機便會自動進行去油、沖
洗、扭乾等步驟。三十九分鐘後，我們
的衣服就變的光潔如新。

自從有了這台既美麗又實用的洗衣
機後，我們的衣服一穿上身就顯得閃閃
發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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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各級學生作品 

視藝迷宮
4A 方詩琪

視藝迷宮
4B 黃翊栩

視藝迷宮
4A 黎仲恆

視藝迷宮
4A 李嘉雯

視藝迷宮
4B 霍芊穎

視藝迷宮
4B 馮詠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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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吳凱琦

理想的家園

理想的家園，是蔚藍的天空中，
有一群群小鳥飛過，蝴蝶在花間飛舞。

啊！每一口的空氣，
都是那樣清新、舒暢、芳香。

理想的家園，
是遼闊的大海中，魚兒在水中暢游，

啊！我只不過希望，
冰川不要再融化，讓北極熊能夠愉快地嬉戲。

理想的家園，
是社會上的紛爭，能夠得以平息，

大家同心協力，攜手創建更美好的家園，
創造香港更美好的將來。

理想的家園，是世界上再沒有戰爭，
各種族的小朋友，都不用再活在恐懼下，

我們一起玩耍、一起成長，
彼此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啊！我理想的家園，
是用大家的願望揉合而成。

這裏是孩子的樂園，
每一絲快樂，
每一縷陽光，
每一個希望，

都代表着對地球的祝福。

＊＊＊　＊＊＊　＊＊＊

► 4A 陳穎姿

親子聖誕自助晚宴

今天是平安夜，我和同學們一起到酒店出席學校舉行的「
親子聖誕自助晚宴」。當我在品嚐美食時，同時也看到同學們
用餐時的眾生相。

小明太不守秩序了，他看見很多人在排隊拿食物，腦海裡
隱隱約約地閃過了一個壞念頭：「插隊。」然後，他大搖大擺
地走往隊前，正想擠進隊伍中，卻被霍老師叫住了。霍老師一
邊用手指著他，一邊斥責他：「小明！你知不知道這樣很討人
厭嗎？我在學校到底有沒有教你要守秩序呢？」小明這才嘟著
嘴巴，到隊後去。

接著，我看著看著，又看到沒有公德心的大光，他看著自
己弄掉了食物便說：「這裡有服務員，讓他們來處理吧！」
堅持不去處理，一臉若無其事的。結果，令到身後的徐蕾因
踏到食物而滑倒，徐蕾急速地說：「啊！救命呀！」隨著徐
蕾的目光看去，你會看到星暉和星暉的媽媽。

「嘖嘖嘖……」我不禁搖頭嘆氣。星暉實在太浪費食物
了！他還沒吃完桌子上的食物，就去拿鬆脆的炸雞腿吃。而且
他的媽媽邊用手告示邊鎖眉頭，說：「別添食物了！桌上已很
多食物，不用了！」突然，我看到了我身旁的桑廸。他不但離
開了座位，還在玩弄蛋糕上的奶油和草莓，笑著說「哈哈……
真好玩呢！」我心想：「嘩！滿地都是飛濺出來的奶油呀！又
要麻煩服務員清潔了！」

我一邊吃著豐富的自助晚餐，一邊想：「同學們的表現實
在太失禮了，希望他們在公眾場所能夠檢點自己的行為，學會自
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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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花
6A 許芷琳

扇面—花
6B 湯鎧嘉

扇面—花
6A 黃芷悠

扇面—花
6B 馮進賢

扇面—花
6A 粱穎詩

扇面—花
6B 鄒瑞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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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陸沛茵

即棄膠袋和環保袋

環保袋和即棄膠袋都是盛載物品的
用品，但為什麼現在人們卻較多用環保
袋而少用膠袋盛載物品呢？

從實用的角度來看，環保袋比即
棄膠袋更加耐用。膠袋是由塑膠料製成
的，因為質料較薄，故盛載重的東西比
較容易破爛，所以不能繼續使用。然
而，製造環保袋的多是麻布、纖維等耐
用物料，不會因為拿載重的物件而破
爛，因而比較耐用。因此，環保袋可以
為我們服務更長的時間。

從符合環保的角度來看，環保袋比
即棄膠袋更能保護環境。膠袋用後要棄
掉，而且，它的塑料不能分解，所以對
環境造成污染。相反，環保袋可以循環
再用，因為用後，不會棄掉，可以繼續
使用，故能減少製造廢物，令環境更加
美麗。

由此可知，人們因為實用和符合環保
的原因，較多用環保袋而少用即棄膠袋來
盛載物品。

＊＊＊　＊＊＊　＊＊＊

► 4B 柯曉霖

輔幣和八達通的特色

八達通和輔幣都是個人付款工具，

但為甚麼現在人們卻較多用八達通而少

用輔幣來付款呢？

從攜帶方便的角度來說，用八達通

付款比輔幣更加方便快捷。人們若以零

錢繳付或購物，便需要攜帶大量硬幣，

不太方便。相比起來，只要帶上一張又

薄又輕的八達通，再用它輕輕一拍收費

器，便能快捷付款。

從使用功能的角度來看，八達通的

用途比輔幣更加廣泛。輔幣除了用作現

金交易來進行買賣，便沒有特別用途。

相對來說，只要手持八達通，不但能用

餘額付費，在校內更能作點名、借書等

用途，還能在不同的商戶下取得購物優

惠。

可見，人們因為攜帶方便和使用功

能廣泛的原因，較多用八達通而少用輔

幣來付款。

＊＊＊　＊＊＊　＊＊＊

► 4B 陳晞怡

輔幣和八達通的特色

輔幣和八達通是我們日常交易的工
具。但為何現在大部分的人都用八達通而
少用輔幣呢？

從攜帶方便的角度來說，用八達通
付款比輔幣更為快捷。人們如果以零錢
繳費或購物，便需要攜帶大量硬幣並不
方便。相對來說，八達通就方便多了。
只要帶上一張又薄又輕的八達通再輕輕
一拍，收費器便能快捷付款。

從使用功能的角度來看，八達通比
輔幣有更多的功能。輔幣除了用作現令
交易來進行買賣，便沒有特別功能。相
對而言，八達通要方便得多。只要手持
八達通，不但能用餘額付費，在校內更
能作點名、借書等用途，而且能在不同
商戶下取得購物優惠。

總的來說，人們從攜帶方面和使用
功能廣泛的原因，所以多用八達通而少
用輔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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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作品

生日快樂　1A 朱晨熙 生日快樂　1A 麥家晉

生日快樂　1A 黃子建 生日快樂　1A 麥家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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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萬梓朗

一次忘記帶東西的經過和感受

今天早上，我在三十四車站等候巴士，準備上學去。

正當我準備付巴士車費時，我在書包卻怎樣找也找不到八

達通。這時候的我，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呢！

於是，我立即用手提電話打給家人。但是媽媽說她也出

門趕去上班，我馬上呆住了．然後緊皺着眉，喃喃自語地說：

「怎麼辦呢？」我轉念一想：我身上又沒有錢，又剛巧沒帶鑰

匙，還可以用甚麼方法啊？

後來，我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辦法：三十四巴士站和學

校相距不遠，不如索性跑回校。雖然，這不是個好方法，但我

真的想不到其他辦法了！於是，我馬上如箭一般跑向學校，希

望能準時回到學校不會遲到。

終於，我氣喘如牛地回到學校，幸好沒有遲到，才讓我

放下心頭大石，能鬆一口氣，輕快地哼着歌走到學校門口。這

時，我滿臉笑容地說：「太好了！」心想：幸好沒坐巴士也可

以順利回到學校。

經過這件事，我不會再忘記帶八達通，因為背着厚重的書

包跑回學校真勞累呢！

＊＊＊　＊＊＊　＊＊＊

► 4D 郭秋盈

一次錯怪同學的經歷和感受

今天，我在數學課時發現我心愛的原子筆不見了。

當老師叫我們用原子筆改正的時候，我發現原子筆不見
了，我覺得很傍惶。我東找西尋也沒有，我更起了疑心，我懷
疑了小菲拿了我名貴的原子筆，因為在英文課的時候，她用貪
婪的目光看著我的原子筆。

於是，我上前問她，她竟然不承認，我感到很生氣，我一
邊叉著腰，一邊咬牙切齒，後來更憤怒地責罵，我高聲叫到：
「你真不誠實，一會兒才告訴給老師。」

後來，我拿書出來的時候，發現我的原子筆夾在書本裡。
這時，我才知道誤會了小菲拿走了我的原子筆，我感到很後
悔。我愁眉苦臉，低著頭和誠懇地向小菲說：「對不起！我剛
才誤會了你，請你原諒我吧！」我心想：「我剛才應該找清
楚，不應衝動責罵她。」沒想到，小菲原諒了我，最後我們和
好如初了。

經過這次教訓之後，我做任何事前一定考慮清楚才決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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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1B 曾凱儀

生日快樂
1B 陳心怡

生日快樂
1B 陳心怡

生日快樂
1B 黃咏恩

生日快樂　1C 黃靖琪 生日快樂　1C 余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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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周樂童

我的大嘴巴續寫

下課的時候，我的心情還是忐忑
不安。於是，我決定去找文偉道歉。可
是，每次話要說出口時，他都已經走開
了。一天後，我去洗手間時發現文偉在
洗手間的門口等我，文偉滿腦疑惑地
說：「你怎麼了？好像怪怪的，有事要
說喔！」我搖搖頭連忙回答：「啊！
沒事呀！」我垂下頭悶悶不樂地想：「
我怎麼沒有說出來?」放學後，我又遇
見了文偉，我鼓起勇氣給他一條小紙條
和一些小小的包裝禮物，然後紅著臉跑
回家。過了一會兒，我仍然十分過意不
去，所以還是去了文偉家找他道歉。他
露出不在意的笑容說：「大家很擔心你
的，明天一起玩吧！」我開心得眼泛淚
光地說：「好，文偉再見！」

＊＊＊　＊＊＊　＊＊＊

► 4C 王俊源

我的大嘴巴續寫

下課的時候，我仍在為剛剛上課
的事感到忐忑不安。接著，我決定去找
文偉道歉。之後，我去洗手間看看文偉
在不在，當我進入洗手間時，有一位同
學說：「你想找誰了？」我說：「文偉
啊！」同學說：「他剛剛在洗手間出來
了，他去了圖書館了。」於是我上八樓
圖書館找，看見文偉後，便鼓起勇氣走
到文偉跟前。我一邊緊抓著衣角，一邊
結結巴巴地說：「對不起，我之前誤會
你，令你嚇得惶恐不安，下次我不會向
你們亂發脾氣了。」他拍拍我的肩膀，
搖搖頭露出不在意的笑容，爽朗回道：
「沒關係，原來你誤會我，我原諒你
了，但下次你不要這麼衝動了。」這
時，我才呼了一口氣，心裡感到心頭一
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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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形：全盒
1A 黃善徭 立體圖形：全盒

1A 梁衞東
立體圖形：全盒

1C 聶曉言

立體圖形：全盒
1A 莊芷茵

立體圖形玩具
2C 李明軒

立體圖形玩具
2C 楊建斌

立體圖形玩具
2B 吳承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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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作品

► 5A 江嘉瑤

一片楓葉 

我撿起一片楓葉，心想：「這一定是個急著去探險的
小可愛吧！」我抬頭一看，看見一片正在飄落的楓葉，左
顧右盼的，好像在尋找她的孩子一樣。她有緣落在我的手
上，我忽發奇想，笑瞇瞇地說：「你原來想找回這個頑皮
的小可愛。」然後，我便把她們一起放在河上，讓她們好
好團聚吧！」我依依不捨地向她們告別，讓她們展開冒險
的旅程。

＊＊＊　＊＊＊　＊＊＊

► 5A 林萱琪

一片葉子的遐想

我撿起一片又長又尖的針狀葉子，心想：「它真像已過世
的姐姐替我縫補衣服的針呢！它會是姐姐從天上特地送給我留
念的神針嗎？但它怎麼會變成葉子呢？」想着想着，眼前竟浮
現姐姐在燈下吃力地替我縫補破舊衣裳的畫面。我不禁淚流滿
面，傷心地歎道：「姐姐待我真好，只可惜她命薄如花，來到
世上才二十載，便……唉！真是紅顏薄命。」

只是區區一片葉子，就能勾起我對親人的無限思憶。大自
然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覷。

＊＊＊　＊＊＊　＊＊＊

► 5A 伍一言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每當我看這面精緻奪目的水晶鏡子，就會想起我的慈母和
那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我從小就喜歡打扮，因此媽媽找了一位水晶收藏家打造了
一面「美如天物」的水晶鏡子給我，還認真地說：「這面鏡子
可貴了，要小心使用！」我感到樂不可支。從此之後，每當有
人到家裡作客，我和妹妹都會自豪地展示它。當我們看到他們
的眼裡閃閃發光，就知道他們被這鏡子迷得神魂顛倒了。

可是，好景不長久，因為爸爸要到內地教書，因此媽媽
也要跟隨他到內地。在離開前，媽媽一邊低聲抽泣，一邊顫抖
地說：「你一看到那面鏡子，就代表我和爸爸的潛意識在你身
邊！此外，你也要好好照顧妹妹啊！」那時，我心如刀割，泣
不成聲，心想：「這面鏡子象徵著我們一家人的連繫，我一定
要好好珍惜它！」

誰知，當我要使用鏡子時，卻發現鏡子不翼而飛！我立即
覺得心亂如麻，就像倒翻了心中的五味架。我立刻展開地氈式
搜索行動。可是，找了大半天也毫無收穫。我感到生不如死，
就在這時，奇蹟出現了，原來妹妹拿了我的鏡啊！

我的臉一時青，一時白，我抱著鏡子，好像如獲至寶似
的。

鏡子啊鏡子，我一定會好好珍惜你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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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形玩具
2A 蔡汶樺

立體圖形玩具
2A 霍芊穎

立體圖形玩具
2A 丁晟峻

立體圖形玩具
2A 黃善徭

立體圖形玩具
2A 李家欣

立體圖形玩具
2A 李振滔 立體圖形玩具

2A 梁衛東
立體圖形玩具

2A 何釔璇
立體圖形玩具

2A 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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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冼易

一次激怒家人的經過

上星期，我因為一時任性，而令一家人未能共聚天倫，至
今我仍感到萬分後悔。

那天是爸爸難得的假期，我們一家四口開開心心地到茶餐
廳享用午膳。我們一邊吃，一邊有說有笑，好不快樂。

怎料，弟弟突然語帶嘲諷地對我說：「哥哥，聽說你們在
籃球比賽中慘敗，哈！哈！我認為一定是你技不如人，才會連
累球隊大敗收場呢！」我一直對這次挫敗耿耿於懷，當我看見
弟弟輕佻的笑容，和聽見那番刺中我「死穴」的說話，我頓時
火冒三丈，於是便二話不說在大庭廣眾之下，連摑了弟弟三巴
掌，接着便滿臉通紅地指着他的頭說：「你有甚麼證據，證明
我拖累了我的球隊？」

弟弟回過神之後，便馬上怒氣沖沖，故意提高聲線地說：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你出手傷人，真是野蠻！」我和弟弟你
一言我一語，誰也不肯退讓。

其他食客看見我們兩兄弟爭論不休，也被嚇得目瞪口呆。
爸爸終於按捺不住了，他義正辭嚴地教訓我們：「哥哥，『君
子動口不動手』，你怎可以貿然動手打人；弟弟，你也不應該
落井下石。你們兩個好好反省吧！」然後，他便和媽媽悻然離
去。

我們看着爸媽的背影，慚愧得說不出話來，心想：我們為
甚麼要如此任性莽撞呢？在公眾場合也不懂收歛一下。我們真
是太不懂事了。

＊＊＊　＊＊＊　＊＊＊

► 5A 劉穎

樂極生悲

看著左手手臂上那道又長又紅的疤痕，我便會想起上星期
天上游泳班的經歷，令我感到後悔莫及。

上星期天的下午，我如常到葵盛游泳池上游泳班。張教練
和何教練吩咐我們先做好熱身運動，然後才下水練習。做熱身
運動的時候，我一時貪玩，捉弄站在我身旁的陳明。我一邊暗
笑，一邊用手不停地拍打陳明的身體。陳明被我作弄，馬上向
我還手。就這樣，我和陳明互相推撞起來。張教練看見了，立
刻指著我們厲聲地喝道：「志輝、陳明，你們立刻停手！」何
教練馬上上前制止我和陳明，並安排我們站不同的位置，繼續
做熱身運動。

完成熱身運動後，何教練便吩咐我們下水練習。可是，我
並沒有跳進游泳池。我蠢蠢欲動，又想把陳明戲弄一番。我鬼
鬼祟祟地走到他的身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拿走了陳明的泳鏡。
當陳明發現後，我正在他面前得意地揚了揚，我以挑逗的語氣
說：「想拿嗎？想要就來追我啊！」說畢，我便興奮地圍著泳
池跑，陳明被我氣得直跺腳，他連忙跟我說：「志輝！你快把
我的泳鏡拿來！」他越是著急，我便更加得意忘形。整個泳池
都充滿我得意洋洋的笑聲。

怎料，正玩得忘形時，沒發現地上的一堆積水。一滑，我
整個人如冬瓜一般，笨拙地撞到了一旁我欄杆，陳明看到這狀
況，趕緊通知老師及救生員。我痛得直冒冷汗，淚水再也忍不
住了，眼淚如瀑布般湧出來。當救生員幫我包紮的時候，我一
聲不響地坐著，心中懊悔著：「為何自己要如此調皮？要是自
己當初乖乖的，就不會落得如斯田地了。現在，又能怪誰呢？
唉！」

每當看到左手手臂上那道又長又紅的疤痕，我便會想起那
次樂極生悲的經歷。這道疤痕提醒我以後都不可再任性貪玩，
隨意戲弄別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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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板
2B 陳子彤

三隻小豬的新屋　3C 何瑞華三隻小豬的新屋　3A 霍芊穎

七巧板
2B 陳子彤

三隻小豬的新屋　3A 曾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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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羅曉晴

記一次你和家人失散後，
再重逄的經過和感受

每當看見這篇殘舊發黃的日記本時，我就會憶起那次與家人
失散的經歷，至今我仍感到萬分懊悔。

還記得那次我跟媽媽結伴在韓國逛街的時候，我突然被我
偶像的海報深深吸引住了。正當我看得入迷的時候，赫然發現
在我四周的全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當時的我頓時愣了一愣，馬上冷靜下來後，便立即四處尋
覓媽媽的蹤影，可是找了很久，仍是無功而回。我愈想愈慌，
我猶如墮進了黑暗世界似的，我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我本想
向路人求助，但是不懂韓語的我，根本無法與當地人溝通。我
喃喃地自言自語：「為甚麼我總是漠視媽媽的叮囑呢？現在落
得如斯田地，又能怪誰呢！」

當時我感到草木皆兵，認定身邊所有人也是沒安好心的。
我害怕地瑟縮一角，默默地想：「原來沒有家人的陪伴，是那
麼無助，是那麼沒有安全感的！」我終於忍不住了，我的淚水
奪眶而出，淚水讓我的視線模糊了。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前面
有一個熟悉的身影急忙地向我跑過來，然後一把抱住了我。
哦！原來是媽媽啊！我緊抱着媽媽，流下了興奮的淚水。我嗚
咽地說：「媽媽，我錯了！」

媽媽顫抖的雙手，令我萬分慚愧，我發誓以後不會再令
媽媽擔驚受怕，於是我決定把這件令人羞愧的事記錄在日記本
上，讓自己牢記這個教訓。每次當我凝視着這篇日記時，我都

會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

＊＊＊　＊＊＊　＊＊＊

► 5A 陳晧天

記一次你和家人失散後，
再重逄的經過和感受

每當看見這枚漂亮的郵票，我就會不禁回想起那次和家人失
散的經歷，至今我仍感到萬分懊悔。

記得那次我隨家人往巴黎旅遊，我們在郵局準備寄名信片
時，我被一枚精緻的郵票深深地吸引住，就連家人呼喚我的聲
音也聽不見。沒多久，我才發現周遭全是陌生人的身影。

當時，我害怕得躲在一角，感到不知所措，不知不覺間
淚水已在眼眶內打轉。我情不自禁地冒冷汗，全身發抖，自怨
自艾道：「李羽樂，誰叫你不好好牢記父母的叮囑？你真是該
死！該死！」

我曾嘗試鼓起勇氣去尋找父母，可是卻突然感到四周的人
都好像不懷好意似的，我終於按捺不住了，竟不顧面子，在大
庭廣眾下嚎啕大哭起來。

就在這時候，「救星」來了，我立刻投進家人的懷抱裏，
高興得失聲痛哭。我感受到媽媽急促的心跳聲，心想：我真是
不中用了，快是中學生了，還要媽媽為我操心。媽媽撫摸着我
的臉龐，問道：「孩子，你沒受驚吧？」我沒有回答，只是更
用力地擁抱着媽媽，不斷飲泣。

爸爸知道我是因為那枚郵票才走失的時候，便二話不說把
郵票買給我，那天天氣十分寒冷，可是我卻感到暖在心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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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小豬的新屋　3D 潘寧怡三隻小豬的新屋　3D 阮洋_

三隻小豬的新屋　3C 余佳欣 面積(遊玩天地)　5A Re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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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鄒瑞軒

一件樂極生悲的事

每當我望見抽屜裡的小木偶時，我的心中便湧起一份傷感
的情緒，令我回憶起一個月前剛發生的一件事。

上個月的某一天，我和同學一起上手工班。我手上拿著我
花了幾個星期的心血結晶─小木偶在同學面前炫耀。

這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小木偶上。我望著他們
羨慕的目光，我的臉上頓時展出一張心滿意足的表情。我拿著
小木偶，興奮我手舞足蹈。驕傲地說：「這是我花了數星期製
作的『心血』，現在借你們玩玩吧！」他們一邊玩著小木偶，
一邊及出讚嘆聲。我聽到同學的讚嘆，感到十分自豪。我心
想：就算是老師也未必做得出這麼精美的作品，我真是天才。

正當我和小明在玩弄小木偶時，突然，啪的一聲，小木
偶從小明的手上掉在地上，摔壞了。我一看，急了，我看見散
在地上的小木偶，頓時面如土色。我破口大罵，怒吼地說：「
你要賠我一個一模一樣的。」小明小心翼翼地說：「我……我
不是……故意……的！」我聽完小明的一番說話之後更加怒火
沖天了。我走上前向他怒目而視，臉色慢慢變得通紅，雙手緊
握著，用力推了他一下。同學們看見我這麼生氣，有的連忙逃
走，有的去請老師，有的卻不停勸止我們的爭吵。小明看到我
這麼生氣，他的心也充滿了怒火。他嫌棄地說：「不就是一個
木偶，有甚麼大不了的。」他一把抓起書包，頭也不回地走
了。我看著那破碎的小木偶，我扁著嘴，垂著眼睛，嗚咽了一
下，號啕大哭起來。我心想：就算沒有小明，我也可以玩得很
開心。在這次爭吵之後，我們就好像兩個陌生人一樣，一直都
沒聯繫過。

看見殘破不堪的小木偶，我明白到「樂極生悲」這個詞
語的道理：要是過度興奮，未能控制，就必招致惡果。從此以
後，我會更加留意自己的行為了。

＊＊＊　＊＊＊　＊＊＊

► 5C 王薪惠

吸煙的害處

有很多人以為吸煙可以有助提神和幫助思考，其實，吸煙
不但浪費金錢，影響個人儀容和健康，還會損害家庭及社會。

首先，我們的儀容和健康會受到吸煙的惡習所影響受到損
害。香煙含有焦油，它會令指甲和牙齒變黃，加速儀容衰老。
此外，除了焦油外，香煙還含有一氧化碳和尼古丁兩種有毒物
質，長期吸煙，便會患上多種疾病，危害健康，例如：肺癌、
心臟病及口腔疾病等。因此，長期吸煙者就會受到病魔折磨，
嚴重的更會送上自己寶貴的生命。

其次，吸煙會為家人帶來不少禍害，引起許多家庭問題。
吸煙者在家中經常吸煙，會呼出二手煙。二手煙所含有的有毒
物質比主流煙更甚，間接危害了家人的健康，增加了患上癌症
的機會。再者，如行為而染上煙癮，帶來新一批吸煙者。

除了照顧患癌症的吸煙者之外，政府要改善環境的質素，
便要投放更多的資源。

總括而言，吸煙是一種不良的習慣，任何人都不應嘗試，
否則，一旦染上長期煙癮，就會累人累己，造成很多傷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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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遊玩天地)　5A 鄧曉樺

面積(遊玩天地)　5C 彭莉茹 面積(遊玩天地)　5C 周駿軒

面積(遊玩天地)　5A Re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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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陳燕皇

怎樣才是
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我們如何可以成為一個精明的消
費者呢？當我們選購物品時，可以考慮
個人需要、商品價格和商品的質數等因
素。

首先，如果想當一個精明的消費
者，在購物前我們就要辨別甚麼物品是
需要的，不要盲目追產品的價錢。事實
上，相同品牌的物品在不同的超級市場
和便利店的價錢也有差異。例如：我發
現在七十一便利店賣的蝦條是四元五
角，而百佳超級市場才賣二元五角，比
較之下，後者較便宜。總括而言，我們
要緊貼最新消費資訊，購物時還要精打
細算，這樣才是明智之舉。

最後，是不是購買最便宜的東西就
是上乘的商品呢？當然不是，我們在購
物時還要注意產品的質素。一般而言，
這樣就可以買得安心又不會白花金錢，
是實至名歸的精明消費者。

＊＊＊　＊＊＊　＊＊＊

► 5C  蔡卓鍵

成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我們怎樣可以成為一個精明的消費
者呢？當我們購物的時候，應考慮個人
需要、商品價格和商品質素等因素。

首先，如果想當一名精名的消費
者，我們就要在購物前三思，想想是否
真的需要此產品，還是的價錢。事實
上，同一品牌的商品在大型超級市場和
便利店的售價會是有差別的。例如: 荔枝
玉露在學校小食部售七元，而七十一便
利店只售五元，後者比較便宜。此外，
有此商鋪會用優惠來吸引顧客，因此我
們要緊貼最新消費資訊，經常保持頭腦
清醒，否則就會被誤導。要避免多付金
錢，我們應小心計算貨品價格，懂得貨
比三家，學做個精打細算的消費者。

是不是最便宜的貨品就是品質上乘
的呢?

(少了一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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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遊玩天地)　5C 周駿軒 面積(遊玩天地)　5C 彭莉茹

創意泳池
4A 梁嘉敏

創意泳池
4A 符瑞雨

創意泳池
4D 蘇汶曦

有趣的圖形世界
4A 溫芷恩

有趣的圖形世界
4B 表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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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作品

► 6A  尤嘉雯

一次自作自受而反省的經歷  

    我看著自己的腿，不禁嘆了一口氣。這時，出面「哇啦
哇啦」地落下滂沱大雨。我仰望著天上的烏雲，想起了那一次
樂極生悲的事情。

    半年前的那天，也下著大雨。我在課室裡望著窗外，我
悶極無聊地聽著大眼睛的司徒老師講課，希望快點小息。一小
時過後，我快速地跟老師道別後，便衝出課室尋找「樂趣」。
那一瞬間，我有一個鬼主意從我腦中跳出。

    我匆匆地跑去我班一名膽小的同學─陳果後面。我悄悄
地打算在仔耳邊吼叫著，讓他嚇得聞聲喪膽固!我偷偷地捂著嘴
巴偷笑了起來。接著，我準備好我的「動作」，然後大聲地尖
叫著:「哇哦─」

    陳果果然嚇得跳了起來，但是，他突然往後一撞，撞倒
了我。緊接著，他的腳大力地按著我的右腳，我聽了有一道趕
音「卡」了一聲，我痛苦地大叫了一聲，便暈倒了!醒來時，我
才發現─原來我的右腳骨折了!我驚慌地瞪大著眼睛，眼裡流出
了一串串的淚來。

    這件事令我明白不能捉弄別人，不然真是自作自受啊!

    我拿起紅色的書包和黃色的銀包，打開大大的傘子，慢
步地「走出」我家，朝學校「行走」過去，「的的的」聲的雨
水打在我的傘子，坐在輪子上的我又開始想起那件悲痛的事。

＊＊＊　＊＊＊　＊＊＊

► 6A 李曉莉

理想的家園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家園，而我的理想家園就有兩個
主要的特質——環境保護和和諧共處。

在環境保護方面，我們應該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瀕危物種
可能會在下一秒消失，甚至有些物種已經絕跡了，而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人類一手造成的。我們隨意排放工廠污水和廢氣，不
知道有多少水資源受到污染，同時也令空氣變得混濁，造成了
全球暖化的問題……單單一個破壞環境的源頭，就引出了一連
串的問題。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保護
它，保護環境。若我們能做到，我心中的理想家園很快就能呈
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和諧共處方面，我希望世界沒有戰爭。在中東地區，
常常會發生戰爭。但戰爭過後，雙方都死傷慘重。我不禁這樣
想：「為甚麼不能和平解決呢？為甚麼必須要用武力呢？」其
實大家和諧共處，世界肯定會十分美好。若我們能達成共識，
放棄戰爭，我心中的理想家園就不是幻想了。

環境保護和諧共處都是關鍵的問題，若我們能解決它們，
我心中的理想家園就會變為現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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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圖形世界
4B 龐嘉儀

有趣的圖形世界
4A 吳幸堯

有趣的圖形世界
4D 宋嘉倩

有趣的圖形世界
4A 黃芷悠

有趣的圖形世界
4E 黃_楹

有趣的圖形世界
4A 李倩雯

有趣的圖形世界
4E 佘雨山 感恩的圖畫

4A 孫嘉妍
感恩的圖畫
4A 譚穎茹

感恩的圖畫
4D 單慧遙

感恩的圖畫
4D 曾馨媛

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溫芷恩

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鄧凱琳

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李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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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 馮琸軒

一次不愉快的經歷和感受

每當我看見弟弟手上那長長的疤痕，便會想起上星期的
「悲劇」。

那是一個美好的早上，由於媽媽要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
所以便吩咐我和弟弟在家裏看電視，直到她回來。

半小時後，我和弟弟都感到百無聊賴。突然，我看見電
視內介紹的軍事飛機，腦裏便閃過一個念頭，心想：「如其坐
在這無所事事，不如玩一會兒玩具吧！」於是我雀躍萬分地對
弟弟說：「弟弟，不如我們玩遙控直升機來解一解悶吧！」弟
弟馬上像小雞啄米一樣不住地點頭表示贊成，興奮地說：「好
啊！好極了！」於是，我們便拿起直升機，開始了「史無前
例」的飛機大戰。開始的時候，我和弟弟展示出一些特別的花
式，弟弟也拍掌說好，我們彼此也玩得好不愉快呢！但快樂的
同時，「悲劇」也隨着發生。

突然，飛機不知是受了什麼刺激機身不受控制，左搖右
擺，然後飛機的螺旋漿停止轉動。在電光火石的那一刻，便掉
了下來，接着我便聽到弟弟的哭聲。一看！原來弟弟的手被掉
下來的飛機螺旋漿弄傷了，傷口血流如注，他的眼淚淚如泉
湧，痛不欲生地一邊號啕大哭，一邊痛苦地呻吟：「好痛啊！
好痛啊！我的手痛極了！」那一刻，我的心不知如何是好，心
煩意亂。這時，門外響起了開門聲，原來是媽媽回來了。她看
見受傷的弟弟，連忙把他送到醫院去。經過醫生的一番診斷
後，弟弟只是受了點皮外傷。聽到這個消息後，我和媽媽也鬆
了一口氣。接着媽媽怒氣沖沖地對我咆哮：「究竟發生了甚麼
事？」我戰戰兢兢地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媽媽，媽媽見我坦
白承認錯誤，便原諒了我。通過這次事件，讓我深深體會到甚
麼是樂極生悲。

雖然弟弟的傷口已經痊癒，但每次看見他的傷口，我都會
深感內疚，無地自容。

＊＊＊　＊＊＊　＊＊＊

► 6B 孫迪麟

周記—內疚的事

九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六日

這星期發生的事情，使我深感愧疚。現在回想起來，仍叫
我心裏感到忐忑不安。

星期二的下午，媽媽要到菜市場買菜，她叮囑我要好好
照顧年幼的小弟弟。媽媽出門後，我看着牙牙學語的小弟弟在
地上砌積木，悶極無聊。於是，我便從書房裏拿來一個足球，
在客廳裏踢起球來。正當我踢得興致勃勃時，突然聽到一聲巨
響，「砰」！原來我不小心踢破了媽媽最心愛的花瓶，我蹲在
地上，緊皺眉頭，心想：「天啊！那可是媽媽視如寶物般疼愛
的花瓶！糟糕了！我該如何是好啊……」

這時，媽媽回來了！媽媽看到散落一地的碎片和足球，
便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了。媽媽瞪着我，並指着我，惱怒地
說：「哥哥！你太不懂事了！自己收拾這番爛攤子！」

我馬上清潔了地上的「殘骸」後，立即低着頭走到媽媽跟
前，喃喃地說：「對不起，媽媽。」媽媽聲線低沉，忍着怒火
地說：「這次我原諒你，但如有下次，絕不姑息！」

星期四中午，媽媽要到超市買日常用，叮囑我要照顧弟
弟。剛開始時，我滿臉笑容地跟弟弟玩玩具，但一會兒後，我
就悶極難耐了，所以我便把弟弟丟在一旁，獨自悠閒地收看我
最愛的卡通片。正當我看得起勁之際，弟弟拿着玩具，熱情地
說：「哥哥，跟我一起玩吧……」我將弟弟隨手一推，他也隨
之也跌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但我也沒有理會他，彷彿已把
媽媽的話拋諸腦段。一會兒後，媽媽回來後，馬上安撫弟弟，
並質問我發生何事。我在媽媽的追問下，最終還是和盤托出。
媽媽知道實情後，盛怒之下，嚴厲地怒罵了我一頓：「你這個
不肖子！難道你經過上次事件後，還沒汲取教訓嗎？」之後，
雖然媽媽沒有懲罰我，但憶起媽媽責罵我時的模樣，仍叫我心
裏隱隱作痛。

「經一事，長一智」，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了做事應該
顧後果，「三思而後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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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謝雪婷

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王洛妍

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陳嘉瑩

環保回收機械人
5B 李曉莉

環保回收機械人
5B 表廷恩

環保垃圾回收車
5B 馮浩鈞

來自立體星球的你
5A 羅政良

環保立體城
5B 何景瑋

夢想的家
5A 邱嘉儀

夢想的家
5A 李明軒

夢想的家
5A 戚詩晴

夢想的家
5A 戚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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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 羅塨玉

周記—小狗寄養

八月一日至八月七日

這星期與小狗的相處，令我體會照
顧寵物的辛苦！

星期一，正當我們準備吃午飯時，
突然響起了一聲「叮噹！」。我打開門
一看，原來是叔叔一家人。由於叔叔一
家人要到日本旅遊，所以叔叔把他們的
狗寄養在我家。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高
興得手舞足蹈。

星期二，當我正在睡午覺時，小狗
突然向我「汪」了一聲，於是我被牠弄
醒了。原來已經到時間餵牠食物，我顯
出一副不耐類的樣子去餵牠，心想「麻
煩死了！人家只想睡覺。」

星期四下午，因為小狗一直煩着
我，所以我便憤怒地打了牠一拳，媽媽
看見我怒氣沖沖地打小狗，便跑來制上
我，說：「你怎麼可以打小狗！」我便
說：「因為牠很煩呀！媽媽，你為甚麼
制止我……」媽媽便說：「是你自己要
養小狗，當天是你說要幫叔叔照顧小狗
的，而且照顧小狗是要有耐心的。」聽
了媽媽這番話，我覺得自己似乎真的太
過火了。因此，在期後的幾天，我都很
有耐性地照顧小狗。

這星期所發生的事，令我知道飼養
小狗是需要有耐心，我也體會到照顧寵
物的辛苦。

► 6B 劉胤源

增加一小時

如果每天可以增加一小時讓我自
行安排的話，我會用半小時來睡覺和用
半小時溫習課本。因為我們平日的功課
量十分多，所以，我們差不多每天做功
課做到夜深。加上，平日的睡眠時間不
足，會令到我們變得遲鈍，記憶力衰退
和判斷力變差，這樣會令到家人十分擔
心，所以，睡眠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我還會運用半小時來習課
本，因為平日的溫習時間根本完全不
夠，我們一天大概用半日讀書，之後做
完功課後，已經很夜了，所以差不多是
完全沒有溫習的時間，加上我們溫習的
內容較多，所以我會用半小時來溫習。
由此可見，一小時對我們來說是十分有
用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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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曲線　6A 李玉_ 繡曲線　6A 林艷

繡曲線　6A 魏展楠夢想的家　5D 楊煌彬

夢想的家　5D 溫芷彤 夢想的家　5D 葉智軒夢想的家　5D 陶思茵

夢想的家
5D 李采怡

繡曲線
6A 何思穎

繡曲線
6A 麥慧心

夢想的家
5D 程秀鋒

夢想的家
5A 戚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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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作品
★ 1B Jessica Fong

My Classmate
This is Martin Deng.
He is a boy.
He is my classmate.
He is six years old.
He has a blue and white car.
We are in Class 1B.

＊＊＊　＊＊＊　＊＊＊

★ 1B Venus Tam

My Classmate
This is Mimi.
She is a girl.
She is my classmate.
She is six years old.
She has a blue and pink doll.
We are in Class 1B.

＊＊＊　＊＊＊　＊＊＊

★ 2B Zeng Hoi Yee

My Fun School
They is my fun school.  The music room 

is on the ground floor.  We mustn’t spit.  The 
art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We mustn’t litter.  
The classroom is on the second floor.  We must 
sit still.  The school hall is on the third floor.   
We mustn’t run.  The library is on the fourth floor.  
We read books there.  We must keep quiet.  The 
garden is on the fifth floor.  We water the plants 
there.  We mustn’t pick the flowers.

  I love my schoo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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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曲線　6B 王敏宣 繡曲線　6B 孫佳慧繡曲線　6A 黃_楹

繡曲線　6C 譚映珊 繡曲線　6E 張芷瑤繡曲線　6C 周君華

繡曲線
6C 鍾依琳

繡曲線
6B 莫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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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Cheng Wing Ki

My Best Classmate
My best classmate is Debbie.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has long hair, a small mouth and small 
eyes.  She comes to school on foot.

Debbie is polite.  S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She is honest too.  She does 
not tell lies.  She is tidy too.  She tidies her 
room every day.

I like my best classmate very much.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 forever.

＊＊＊　＊＊＊　＊＊＊

★ 2C Cheng Wing Ki

My Favourite Character of 
the Story

My favourite character is Henry 
Hamster.  He is short and very small.  He 
is wearing a purple T-shirt and green 
shorts.  He likes running at four o’clock on 
Thursday afternoons.  He feels terrific and 
excited.  I like him because he is beautiful 
and cute.

★ 2D Li Cheuk Yi

Helping People At Home
I help my sister at home.  I usually help 

her in the morning because she is busy.

I make the bed in the bedroom on 
Fridays.  I sweep the floor in the living 
room every Saturday.

I feel happy and great because I am a 
helpful girl.  I love my family.

＊＊＊　＊＊＊　＊＊＊

★ 2D Tsoi Yuk Ying

At the Beach

Dad, Mum, Mandy and Rex are at the 
beach in the afternoon.

Rex is digging in the sand.  Mandy is 
playing with a ball.  She is swimming in 
the water.

She is going home.  She is happy and 
tired.

★ 2E  Chan Wui Sum

Me and My Family
My name is Tammy Cha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a small flat in Kwai 
Chung.  There is a taxi stand near our 
building.

I go to Lee Yat Ngok Memorial School 
in Kwai Chung.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every morning.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I am 
an only child in my family.  My father is 
a driver.  He drives a lorry.  He sometimes 
works in an office.  He is strong.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She cooks yummy food for us.  She 
is kind and considerate.

At weekends, my parents and I usually 
do exercise together in the park because it 
is fun and exciting.

I love my my family very muc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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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作品 (2014年學生作品)

護耳套
1B 李家騏

護耳套
1C 蘇展朗

神奇動力車
2C 甘焯暉

神奇動力車
2C 何瑞華

護耳套
1B 林值賢

護耳套
1B 潘茵喬

護耳套
1C 李卓謙

護耳套
1C 馬韻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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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 Tsang Wing Yan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On the fifth 
floor, I see a mirror.  
I touch the mirror.  A 
rabbit jumps out.

I am excited.  I touch the mirror again.  
The Science Museum is fun!

On the first floor, 
I play on the computer.  
A cat walks out.

I go to 
Science Museum 
in the morning 
by ferry.

On the second 
floor, I eat noodles 
and ice cream.

On the third 
floor, I see some 
dinosaurs.  They 
dance with me.

On the fourth 
floor, I see some 
funny mirrors.  I 
look in them.  I see 
a flying dolphin.

★ 3A Jessica Zhuang

E-mail to Ida
To   : ida@coolcat.com.hk
From   : coco@hotmail.com.hk
Subject  : Re: Let’s meet

Hi Ida,

Are you good?  I want to play.  I want 
to swing from the ligh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jump up and down on the cushion in 
the living room.

See you tonight.

From,
Coco

＊＊＊　＊＊＊　＊＊＊

★ 3A Jessica Zhuang

Jan the Lovely Dragon
Her eyes are like small sweets.

Her nose is like a big shell.
Her hair is like long noodles.

And she is very cute.

She eats like a cute bird.
She roars like an angry cat.

She dances like a beautiful butterfly.
But she is my good fried.

＊＊＊　＊＊＊　＊＊＊

★ 3A Jessica Zhuang

Jan the Lovely Dragon

Her eyes are like small sweets.
Her nose is like a big shell.

Her hair is like long noodles.
And she is very cute.

She eats like a cute bird.
She roars like an angry cat.

She dances like a beautiful butterfly.
But she is my good fri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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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動力車
2C 陳凌宇

神奇動力車
2C 黃穌兒

神奇動力車
2D 徐嘉兒

神奇動力車
2D 郭正暉

神奇動力車
2D 黃沛兒

神奇動力車
2C 戚曉_

神奇動力車
2C 曹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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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Jessica Zhuang

Reply E-mail
To   : tim@gmail.com
From   : sam@yahoo.com.hk
Subject  : Nice to meet you!

Hi Tim,

How are you?  Thanks for your e-mail.

I am nine years old.  I am good at 
sports.  I can play badminton and table-
tennis.  I am not good at music.  I can’t 
play the piano or the violin.

At school, I want to play badminton 
in the playground because it is exciting.  I 
want to read books in the library because 
it is enjoyable.  I want to play computer 
games in the computer room because it is 
interesting.

Write soon.

From,
Sam

＊＊＊　＊＊＊　＊＊＊

★ 3A Jessica Zhuang

Green Earth Project
Last Wednesday, my classmates and I 

started a green earth project in the English 
Room.

First, Ms. Elizabeth gave us some coloured 
paper.
Next, we drew the eyes, ears and the nose
After that, we coloured the body and the 
hair.
Then, we cut out the legs and the ears.
Next, we glued them onto the boxes.
Finally, we took photos and played with 
our robots.

I felt happy because we made a 
beautiful robot.

＊＊＊　＊＊＊　＊＊＊ 

★ 3A Jessica Zhuang

Animal Fashion Contest

Kitty is a pink, green and orange cat.  
She is wearing an orange scarf, a blue hat 
and black sunglasses.  She has a long tail, 
big ears and big eyes.  She is nice, shy and 
beautiful.

Dolly is a red, purple and blue dog.  
She is wearing a brown cap, a green skirt 
and orange mittens.  She has small ears, 
long legs and big eyes.  She is brave, clever 
and kind.

Raymond is a blue, yellow and green 
rabbit.  He is wearing an orange T-shirt, 
a red hat and pink shoes.  He has a small 
tail, small eyes and long ears.  He is smart, 
cunning and l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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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動力車
3B 張嘉恩

環保動力車
3B 李澤銘

環保動力車
3B 趙梓庭

旅遊勝地
3D 杜汦澄

旅遊勝地
3D 黃柏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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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Li Chak Ming

Lost and Found Notice

Benjamin Penguin was lost at the 
Aeon Department Store at 10:00a.m. on 
15th May, 2016 (Wednesday).

Benjamin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smart and strong.  He is white and yellow.  
His eyes are as bright as diamonds.  He has 
a beauty spot near his mouth.  He has two 
dimples on his face.  His hair is brown.  He 
has a wedge-shaped tail, webbed feet and 
flipped-like wings.  He is wearing a pair 
of blue glasses.  He is wearing an orange 
jacket.

He likes playing on the swing in Ocean 
Park in the afternoon alone.  His family are 
worried about Benjamin. If found, please 
call Amy Penguin on 93611280 or send 
an email to amyli@lynms.com.hk.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smartphone as a reward.

＊＊＊　＊＊＊　＊＊＊

★ 4A Li Chak Ming

Lost and Found Notice
Benjamin Penguin was lost at the 

Aeon Department Store at 10:00a.m. on 
15th May, 2016(Wednesday).

Benjamin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smart and strong.  He is white and yellow.  
His eyes are as bright as diamonds.  He has 
a beauty spot near his mouth.  He has two 
dimples on his face.  His hair is brown.  He 
has a wedge-shaped tail, webbed feet and 
flipped-like wings.  He is wearing a pair 
of blue glasses.  He is wearing an orange 
jacket.

He likes playing on the swing in 
Ocean Park in the afternoon alone.

His family are worried about 
Benjamin.  If found, please call Amy 
Penguin on 93611280 or send an email to 
amyli@lynms.com.hk.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smartphone as a reward.

＊＊＊　＊＊＊　＊＊＊

★ 4A Li Chak Ming

Lucy in the Restaurant
Last Saturday, I went to the restaurant 

to have lunch because I felt very hungry.

I felt very hungry so I wanted to order 
some food.  I read the menu fast.  The 
waiter asked, ‘What food do you like to 
eat?’ I said, ‘I like eating spaghetti with 
meat sauce.  I like eating fried rice too.  
Erm…um…Ok!  I want to order spaghetti 
with meat sauce.’

After lunch, the waiter said, ‘The 
spaghetti with meat sauce is thirty-two 
dollars fifty cents.’  Then, I found my 
wallet.  However, I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I said softly, ‘Oh no! I only have 
twenty dollars.”

Suddenly, I came up with an idea.  
I called my mum to help me.  My mum 
went to restaurant.  Then, mum gave the 
money to the waiter.  I felt embarrassed so 
I said,’Sorr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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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器設計
4A 許芷琳

過濾器設計
4A 黃寶潁

過濾器設計
4A 黃芷悠

過濾器設計
4A 胡森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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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Li Chak Ming

Night Noises
Lily was old and lonely.  She lived 

only with her dog, Aggie.  One day, she 
fell asleep and had many dreams.  She 
dreamed about her family.  Although it 
was noisy outside, she kept dreaming.  No 
one could wake her up.

Butch Aggie woke her up because 
she barked loudly.  Lily’s family and friends 
came to celebrate.  She was surprised.

Lily felt surprised and warm because 
her family and friends remembered and 
loved her deeply.  She was glad that she 
had love and friendship from her family 
and friends.

＊＊＊　＊＊＊　＊＊＊

★ 4A Li Chak Ming

Mother’ Day
Last Sunday was Mother’ Day.  Polly 

wanted to make sandwiches for her 
mother.

First, Polly went to the kitchen to get 
a packet of ham, a tin of sausages and 
a loaf of bread.  She put some ham and 
sausages on the bread.  Then she put the 
bread into the oven for twenty minutes.  
Polly said, ‘Yeah! I can make sandwiches 
for Mum.’

Suddenly, some smoke came out 
from the oven.  Polly quickly turned off 
the oven, she shouted, ‘Oh no! Mum’s 
sandwiches are burnt!’ Mum heard what 
Polly said and sh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said, ‘What happened?’ Polly said,” 
Your sandwiches are burnt.” They felt 
disappointed.

In the end, Mum said, ‘I teach you how 
to make sandwiches.’ Polly was happy and 
said,’ Good idea! I am hungry, let’s make 
some big and delicious sandwiches.’ Mum 
laughed,’Okay!’

＊＊＊　＊＊＊　＊＊＊

★ 5A Chik Sze Ching

Go Green
Conserve Water

Mandy Chik

I think we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  
I would like to save more water in Hong 
Kong.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we can do to 
save more water.  First, we can take short 
showers instead of baths because it can 
help to use less 100 to 240 litres of water 
than baths.  Then, we will help to save 
more clean water.

Next, we can use a full load of clothes 
in our washing machine so we can save 
more water for future use.  In addition it 
can save energy too.

Finally, if we reuse the vegetable 
cleaning water to water the plants or flush 
the toilet, it will help to save more water.

Remember, we should save our 
precious water.  If we have a better 
environment, we will have a better lif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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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城均

王晨

孫雨欣

李西濠

袁婧婧

李宇

李欣

杜鰲

劉城均

子云小學作品 (藝術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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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Chik Sze Ching

What an Accident
One day afternoon, a naughty boy---Matthew, he was 

playing with his toy car in his bedroom alone.

Matthew played the toy car out of the window excitedly.  
Then, he threw his toy car intentionally and screamed, ‘ The car 
is flying!’  At that time, the street was full of people.

Suddenly, there was a horrendous noise coming from the 
street.  The toy car hit on an old woman and she was seriously 
injured.  ‘Are you ok?  Do you feel dizzy?’ said the passers-by.  
‘Help me….call the ambulance…’ she cried out in pain.  The old 
woman’s forehead was bleeding when she fainted and sat on the 
pavement.  Therefore, the passers-by dialed 999 and reported 
the incident.  Soon, the ambulance arrived.  The ambulance man 
carried the old woman on the stretcher and bandaged her head 
carefully.  Then, they sent her to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room quickly.  After that, the police arrived.  They asked the 
witnesses for some information.  One of the witnesses ga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accident.  ‘I saw a toy car fell from 
this building and it hit on the old woman.’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s reporters were taking photos and writing down some 
information.  ‘I will have an investigation of this incident,’ said 
the police.  

Therefore, the police went to the building of Matthew’s 
home.  Soon, they arrived Matthew’s home and asked, ’Is this 
toy car yours?’  ’Yes, it’s my son’s,’ Matthew ‘s mother replied.  
The police told her the incident and gave them a warning.  
‘Throwing objects from heights is illegal!’  He felt so guilty so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apologized to the old woman.  Also, 
Matthew needed to pay for the medical fees.  In the end, the old 
woman forgave him and he learnt a lesson.

＊＊＊　＊＊＊　＊＊＊

★ 5A Sahota Haylie

A Lost Briefcase
Last night, Rex went to KFC with his sister Anna to have 

their meal.

The shop was crowded.  After they bought their food, two 
men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and left the shop.

When they saw the seats, they rushed to them immediately.  
Then, they found a briefcase on a chair and it was full of coins 
and notes.

Suddenly, a fairy and a devil came out from their mind, the 
fairy said, ’Call 999 now or donate it to the charity.’  However, 
the devil opposed, ‘No, you can take it home!  It belongs to you 
!’  Then, they kept on quarrelling.  Finally, the fairy won.

In the end, Rex donated the money to a charity.  His sister 
said, ‘You are clever, kind and honest.’ Rex was satisfied because 
he could help more people.

＊＊＊　＊＊＊　＊＊＊

95



王韋娜

劉城均 李欣怡

王璐 戴興鈺

劉城均

潘泳長趙陌宇趙陌宇趙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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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Haylie Ha

No Queen Today
FT 3717, 37/F TAK YAM HSE,
ON YAM EST, PH2
KWAI CHUNG, N.T.

26th January, 2016  

Dear Queen Alexandra,

I am Haylie, a primary 5 student from Lee Yat Ngok Memorial 
School in Hong Kong.  I want to suggest you some good ideas 
for your day off when you travelling to Hong Kong.

 I am going to introduce three places for your day off.  In the 
morning, you can enjoy your breakfast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You can try dim sum which is the snack sized portions of steamed 
food served in bamboo steamers.  There are a lot of signature 
dim sum, for example, sui mai, steamed shrimp dumplings, milky 
buns, steamed pork dumplings, steamed rice rolls and steamed 
pork dumplings.  If I were you, I would like to try Chinese tea-
--Puerh Tea.  Then, you can go to the Peak because you can 
breathe some fresh air and look at Hong Kong’s wonderful 
morning view.  It is amazing!

After having your meal, I suggest you to go to Ocean 
Park.  There is a huge aquarium with more than 100 sharks 
and stingrays.  You can discover their beauty from 360 degrees.  
Besides, there are many rides for instance, Free Fall Tower, Roller 
Coaster, Pirate Ship, River Ride and so on!  In addition, you can 
visit the giant pandas and red pandas!  If you feel hungry, you 
can go to Neptune’s Restaurant.  You can have an aquarium 
dining experience there!  I think you must enjoy it!

 At night, you can go to Aberdeen ----Jumbo restaurant.  
There are many delicious Chinese dishes, such as , mantis shrimp, 
deep fried squid, steamed fish, Peking duck, chili crab and so on.  

After that you can have some sweet soup, for example, red bean 
dessert, mung bean dessert and so on.  I hope you will enjoy it.  

 I hope my suggestions will make you more happy and I 
wish you could have a wonderful day off in Hong Kong.

Your faithfully 
Haylie Ha

＊＊＊　＊＊＊　＊＊＊

★ 5A Tong Sheung Hang

Mother’s Birthday
Last Sunday was my mother’s birthday and we wanted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er.

On Saturday, my brother, Sam and I wrote a ‘to-do list’ and 
we started to prepare for the party.  In the afternoon, I talked to 
Sam on the phone.  ‘Have you bought snacks and drinks yet? ‘I 
asked.  Sam said, ‘Yes, I have just bought the snacks and drinks.  
Have you tidied the living room and written a birthday card yet?’  
I answered, ‘I have already tidied the living room but I haven’t 
written the birthday card yet.  I will finish it soon, bye!’

On Sunday, Mum’s birthday started.  Dad looked at the 
food and asked, ‘Where is the birthday cake?’ I asked Sam, ‘Did 
you take the cake?’ Sam said, ‘Oh no, I forgot!’  Mum said,’ 
Don’t worry, we can make a cake.’ Dad, Sam and I said together, 
‘Yes!’  Then we made a cake with mu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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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

劉秀萍

趙揚

蔣晨

鄭清清

袁寧鴻

陳佳淇

趙中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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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Fu Wong Yu

An Injured Dog
Last spring, I met a lovely injured dog in Kwai Fong. It was 

so cute that I wanted to take it home.

When I went home from school, I saw a miserable little dog 
in a market in Kwai Fong.  It looked hungry and one of its legs 
was badly hurt.  I felt pity for it.  Since I needed to go home to 
help my mother with the housework, I kept on walking.

 After ten minutes, I felt like someone was following me.  
So I turned around and was surprised to see the dog following 
me slowly.  It looked at me with its watery eyes.  I asked curiously, 
‘Why are you following me?  Where is your master?’  I hoped to 
help it find its master but there was not a single person around 
me.  I felt so sorry for the dog that I decided to adopt it.  I took 
it in my arms carefully.  I saw there was a store selling dog food 
nearby so I bought some dog food to feed the puppy.  Then 
I intended to take it to the vet in the next street to treat its 
wound.

  Within a minute, I saw a little boy in front of me.  He looked 
anxiously and asked me, ‘Have you seen an injured little dog 
around this area?’  I said, ‘Do you mean this little dog?’  I showed 
him the puppy in my arms.  ‘Oh yes!  Thank you so much!’ he 
said excitedly.  But I felt a bit angry and said ‘You should take 
good care of your pet!’  The little boy felt embarrassed and he 
said softly, ‘Oh! Sorry, I promise I will protect my dog in the 
future and be a responsible master.’  I was so reluctant to leave 
the puppy with him.  But I saw the dog look excited to see him 
so I thought I should not separate it from its master.

  Finally, I returned the puppy to the boy and went home 
downheartedly.

＊＊＊　＊＊＊　＊＊＊

★ 5D Kwok Chau Ying

A Bag of Money
Yesterday afternoon, Rex and Anna went to a fast food 

restaurant in Mei Foo for a yummy lunch.  They were thirsty and 
hungry.

After Rex and Anna bought some fast food, they looked for 
a table.  It took ten minutes for them to find a seat because the 
restaurant was crowded.  After a while, two men finished their 
meal and they left the restaurant.

When Rex and Anna were walking past a table, they saw a 
big and black briefcase on a chair.  Rex felt puzzled.  He asked, 
‘Who left the briefcase here?’ Anna replied, ‘I don’t know!’  Rex 
said, ‘Let’s open it now!’ Anna asked, ‘Ok!’

After that Rex and Anna put the trays down on the table 
and were ready to open the briefcase.  When they opened the 
briefcase, they saw a huge stack of thousand dollar notes.  They 
were astonished.  Rex said, ‘ Oh! A lot of notes!’

Then, Rex picked up the briefcase and he suggested taking 
the briefcase to the police station.  Suddenly, two men rushed 
into the restaurant.  A man in a suit said nervously, ‘Where’s my 
briefcase?’  Rex and Anna gave the briefcase to the two men at 
once.  The two men praised Rex and Anna that they were good 
and helpful.

In the end, Rex and Anna went home happily because they 
did something goo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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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

羅格

趙中梵

王雙怡

陳佳

劉星玥

陳佳
王榭宇

范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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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Chan Wing Sze

Interview Day in Tsim Sha Tsui
A few months ago, I went to interview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he teachers in Tsim Sha Tsui.  Having an interview with 
western people was an awful experience!

In that day, my groupmates, Elaine and I got on the bus 
together.  I asked Elaine, ‘Elaine, you feel scared?’ Elaine replied, 
‘Yes, I am.‘  We travelled by huge shuttle bus for one hour.  
Then we arrived there.  In there, I smelt salty scent from the 
sea.  The teacher said seriously, ‘Please return to this pier after 
the interview.  Then I started to interview the first interviewee 
quickly because we needed to interview at least ten foreigners 
in a short time!  When we saw the foreigner, we rushed to him 
and asked him some questions.  He said that he came from Italy.  
We asked softly, ’Why do you come to Hong Kong?’  He replied 
patiently, I went to Hong Kong for work.’

Though I had interview a few of foreigners, I still felt 
little bit scared.  However, I hid my emotion carefully and 
smiled to the interviewee warmly.  Thus, an interviewee gave 
me a good comment such as ‘Nice!’  When we interviewed 
the other foreigner, some of them rejected us since they were 
busy.  Although it was, we still tried our best.  Hence, I had an 
idea.  If they said that they were not free now, we would say 
‘Just a short time!’  At last, the teacher gathered us and said 
with a loud voice, ‘It’s time to go’ At that moment, I was so 
disappointed with myself because I just interviewed a few of 
them.  On the gigantic shuttle bus, I thought,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day which was a horrible day!’

After this interview, I have learnt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nd I thought having an interview with foreigner 
was a terrible experience.

＊＊＊　＊＊＊　＊＊＊

★ 6A Alice Wong Tsz Yau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year, I had an unforgettabl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my family.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15. my family, Karen and 
I went to my aunt's house which is in Yuen Long.  We bought 
some fruit, lanterns, glow sticks and food for our barbecue at 
night.

First, we made some handmade lanterns with colourful 
paper.  We drew some pictures on them and I really liked how 
they turned out! In the evening, we started the barbecue.  We 
ate a lot of tasty food such as chicken, pork chop, turkey and 
sausages.  Next, Karen and I played with the handmade lanterns 
that we made by ourselves.  We lighted up the brightly coloured 
lanterns and carried them around the back garden.  We also 
wore a glowy bracelet which was made of glow sticks.  We took 
some funny photos in a different special angle which seemed 
that we were swallowing the moon.  It was amusing and we 
could not stop laughing!

Finally, my family and I took out the ice-cream moon cakes 
and traditional moon cakes.  We were enjoying the moon cakes 
while we were appreciating the full moon.  Unfortunately, we 
got to go very soon because it started to rain.

I had so much fun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ne next yea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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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Haylie Ha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year, I had an unforgettabl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my family.  It was great.

On that day,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my uncle's home 
which is in Tai Wo Hau.  Before we get there, we went to a 
supermarket and bought many things like glow sticks, lanterns 
and two packs of candles.  Then we went to Haagen-Dazs to 
buy some ice-cream moon cakes.

During dinner time, we had a tasty barbecue.  I had tons 
of yummy food for example beef, steak, sausages and chicken 
wings.  All of them are my favourites!  After having our delicious 
meal, we went to the park.  We played with candles and 
appreciated the full moon.

When we were playing a ball game, there was an incident.  
I was shouting out a number while I was tossing the ball hard up 
into the air.  However,  I threw the ball into a tree accidentally.  
I was so frustrated.  When I was thinking about what to do, 
my uncle climbed on the tree fast and got the ball easily.  At 
that moment,  I thought he was really cool and awesome like a 
superhero!

I had an enjoyable night.  I felt exhausted but joyful.  I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Mid-Autumn Festival.

＊＊＊　＊＊＊　＊＊＊

★ 6A Jeffrey Kam Chun Yu

Mid-Autumn Festival
I had a very unforgettable Mid-Autumn Festival on 15th 

September.

In the afternoon, my family and I went shopping in Tsim 
Sha Tsui.  We bought many things in a fruit shop such as 
starfruits, pears and pomelos.  After that, we went to a toy shop 
to buy some lanterns and glow sticks.  Finally, we bought some 
traditional and snowy moon cakes in a supermarket.  All the 
things were well-prepared for the night!

At night, my family, relatives and I went to a five-star hotel 
to have a delicious dinner. It was a big feast!  At dinner time, my 
parents sat together and talked about their work,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uture plans.  They all enjoyed themselves very much!

After dinner, we went to Victoria Harbour to watch the 
fireworks.  It was very beautiful and colourful.  After watching 
the firework displays, we carried the lanterns to the park and 
played with glow sticks.  My dad and mum were appreciating 
the full moon while they were having moon cakes.

I was so happy on that day so I had a dream which was very 
sweet and nice.  I felt joyful and satisfi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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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Joshua Kwok Fong Nam

Mid-Autumn Festival
I celebrat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my family on 

15th September.

On that day, my family and I first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We bought a lot of fruit like starfruits, persimmons, pomelos 
and pears.  Moreover, we bought some glow sticks and some 
colourful, beautiful traditional lanterns.  In addition, we bought 
lots of snowy and ice-cream moon cakes because my sister and 
I love eating them.

At night, we join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Carnivals 
2016.  We appreciated the delicate lanterns and they were 
amazing.  Next, I solved the riddles with my sister.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but my sister could answer most of them easi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After that, we watched the Fire Dragon 
Dance in Tai Hang.  The performers used the joss sticks to 
make a fire dragon.  It really looked like a real fierce dragon.  
Everyone clapped their hands and cheered loudly because the 
performance was marvellous.  In the end, we went home and 
enjoyed the moon cakes.

I was exhausted but excited!.  I'll never forget this fantastic 
night!

＊＊＊　＊＊＊　＊＊＊

★ 6D  Ip Wing Ki

Students Should Have 
Tutorial Class On Saturdays

I think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tutorial classes on 
Saturdays.

First, I agree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tutorial classes on 
Saturdays because some students are too lazy.  Having tutorial 
lessons is an appropriate way to help them learn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Although we cannot take part in interest classes, 
we can learn more vocabulary and new things.  Therfore, I agree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tutorial class on Saturdays.  

Next, I believe that having tutorial classes is beneficial to us 
because we can have more time to ask teachers questions and 
clarify something.  Also, we can do different kinds of exercise.  
In addition, school teachers are more professional, so they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our weaknesses and get better results.  
Therefore, I believe that having tutorial classes is necessary.

Finally, if we have tutorial classes, we will save money 
and we don’t need to pay tuition fees.  Although we cannot 
play with our family or friends, we can learn new things and 
sentences to improve our writing skills.  Al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though group discussion.  On the contrary, if we 
do not have tutorial classes, we will go shopping with parents 
instead of learning.

We should tell our school to continue having tutorial classes 
on Saturdays becase they are good for us.  As a whole.  I strongly 
agree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tutorial classes on Saturday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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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Lee Tsz Ching

Introducing Myself
Hello!  My name is Lee Tsz Ching.  I am el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Kwai Chung with my mum, dad and sister happily.  I think 
I am a good girl because I do my homework carefully.  I enjoy 
drawing in my spare time.  I can draw pictures beautifully.  Also, 
I like playing card games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because it 
is fun and enjoyable.

I study at Lee Yat Ngok Memorial School.  I am in Class 6D.  
My class teacher and favourite teacher is Miss Pang who is smart 
and patient.  She teaches me English and Music.  Sometimes, 
she teaches me how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so I like her 
very much.  My favourite subject is Music.  I join the djembe 
team on Fridays after school.  Last year, I took part in a computer 
competition and got a certificate.  At school, Amy is my good 
friend.  We often chat with each other at recess.  We get on well 
with each other.  I love her so much.

I want to be an animato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like 
cartoons.  If I become an animator, I will create funny cartoons.  I 
want to go to Kwai Kiangsu-Chekiang College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Also, I want 
to donate blood for the Hong Kong Red Cross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want to help people.

＊＊＊　＊＊＊　＊＊＊

★ 6D Lee Tsz Ching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year, I had an unforgettabl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my family.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15. my family, Karen and 
I went to my aunt's house which is in Yuen Long.  We bought 
some fruit, lanterns, glow sticks and food for our barbecue at 
night.

First, we made some handmade lanterns with colourful 
paper.  We drew some pictures on them and I really liked how 
they turned out! In the evening, we started the barbecue.  We 
ate a lot of tasty food such as chicken, pork chop, turkey and 
sausages.  Next, Karen and I played with the handmade lanterns 
that we made by ourselves.  We lighted up the brightly coloured 
lanterns and carried them around the back garden.  We also 
wore a glowy bracelet which was made of glow sticks.  We took 
some funny photos in a different special angle which seemed 
that we were swallowing the moon.  It was amusing and we 
could not stop laughing!

Finally, my family and I took out the ice-cream moon cakes 
and traditional moon cakes.  We were enjoying the moon cakes 
while we were appreciating the full moon.  Unfortunately, we 
got to go very soon because it started to rain.

I had so much fun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ne next yea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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