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簡燕玲校長
好文章能帶給讀者無窮樂趣，帶領讀者闖向自由天際，遨
遊無邊思海。

《新綠文集》結集了許多好文章，是協和同學的集體結晶。
不同的文章滲滿了同學的喜與憂，一字一句點滴匯聚成百樣童
趣，多姿多彩，讓我們把閱讀變成一份享受，再不只是為了交
報告那樣刻板沉悶。

多謝許多位用心寫作的同學，你們用筆道出心中情懷，創作
出可閱性甚高的文章；多謝許多位認真批閱的老師，你們審慎
地挑選最優秀的作品，編刊成2019-2020年度《新綠文集》。甚
願協和人細閱這份集體創作，飽嘗閱讀的無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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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令 姐 姐 生 氣了 》
作者：二年級I班 陳婉楠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一天放學回家，我要完成一份常識工作紙，老師吩咐我們搜集一些
動物圖片並貼在工作紙上。
突然我想起姐姐有一本《動物小百科》，那裏應該有我想要的圖
片，所以拿來翻一翻。翻了一會，我看見有我最喜歡的熊貓圖片，那隻
熊貓還非常可愛。我沒來得及想要得到姐姐的批准，就拿起剪刀，把那
張圖片剪出來並貼在我的工作紙上。我看見那張圖片，滿意極了。
到了星期天，我正在翻看老師批改下來的常識工作紙。忽然，姐姐
看見了那張工作紙上的圖片，問道：「這圖片好像很熟悉似的，你在哪
裏找來的？」我不好意思回答，便低下了頭。
這時姐姐摸了摸頭想了想，就去翻看她的《動物小百科》書，翻了
翻，她看見其中一頁被剪了一個洞。她立刻像一隻兇惡的獅子一樣不斷
地咆哮，還一把拿起我的工作紙並想把它碎屍萬段。這時，我害怕極
了。幸好，媽媽及時阻止姐姐，我的工作紙才得以保存，但姐姐就激動
得哇哇大哭起來。我立刻向姐姐道歉，請求她原諒我。
這次，姐姐真的生氣極了，我也明白自己犯錯了，我以後做任何事
情之前都要多考慮後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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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爸爸生氣了》
作者：二年級I班 盧俊熹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有一天，我和妹妹在家裏興奮地追追逐逐，我不小心把風扇撞跌在
地上，我馬上把它拾起來，但是風扇已經壞了，不能再動。
過了一會，爸爸下班回來了。他想啟動風扇時，發現風扇的外殼不
但損毀了，而且扇頁絲毫不動。爸爸非常生氣，他的臉漲紅了，而且像
一隻兇惡的獅子般向我咆哮：「誰把風扇弄壞了？」。
雖然我十分擔心會受到爸爸的責罵，但是我仍然勇敢地說出事情的
真相，並請求爸爸原諒。
接着爸爸聽到我真誠的道歉後，他不但沒有生氣，並原諒我的過
失。爸爸還提出我們一起把風扇送去維修。
最後，風扇不但修理好了，而且爸爸還很欣賞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呢！我答應爸爸以後都要做一個勇於認錯和有責任心的人。

《我 令 媽 媽 感 動 了 》
作者：二年級I班 黃子浩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今年，自農曆新年假期後，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和弟弟每
天都要留在家中。因為爸爸每天都要上班，沒有太多時間陪伴我們，只
有媽媽和我們一起。我們除了上網和做功課外，就百無聊賴、無所事事
了，所以我倆把家中弄得一團糟。每次媽媽看見了都會大發雷霆、七竅
生煙，爸爸知道這情況後，便想辦法教導我們。
一天晚上，爸爸陪伴我們睡覺時，跟我們說：「第二天，你們玩完
玩具後，把所有玩具收拾好，看看媽媽有甚麼反應，好嗎？」我和弟弟
都異口同聲說「好」。第二天，我們照着爸爸的話去做，媽媽做飯後出
來一看，她立時很感動的抱着我們說：「你們能把玩具收拾好，真的長
大了。」爸爸也偷偷給我們一個大姆指呢！
以後，我也要好好收拾自己的東西，不但能令爸媽閞心，也能成為
弟弟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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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 媽 媽 感 動 得哭 了 》
作者：二年級I班 何建樂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母親節快到了，我想做一件令媽媽感動的事，究竟做甚麼好呢？
一天，放學後回家途中，我看見一間花店，裏面插滿各式各樣的鮮
花，有紅豔豔的玫瑰，有白皚皚的滿天星，有黃澄澄的康乃馨……真是
花多眼亂。
回到家後，我從錢箱裏取出二十塊錢，然後馬上跑到花店去。
到達花店後，我千挑萬選，好不容易才選擇了一枝玫瑰花。當我付
款的時候，店主知道那枝玫瑰花是我送給媽媽的母親節禮物，所以他還
多送給我一枝康乃馨呢！
我高高興興地拿着兩枝鮮花回家去。一推開門，我便把兩枝鮮花送
給媽媽，並對她說：「媽媽，母親節快樂。」媽媽看着這份禮物，感動
得哭起來了。我也感到很高興，因為媽媽很喜愛我為她預備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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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爸爸生氣了》
作者：二年級G班 蔡智焱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這次數學測驗，我得了A，心裏多高興啊！
一進家門，我就把考卷拿給爸爸看。他仔細一看，不但沒有表揚
我，而且把臉沉下來，嚴肅地對我說：「怎麼把6寫成0了？」我無所
謂地說：「我只是抄錯，被扣了兩分而
已。」
聽了我的話，爸爸更生氣了。他嚴厲
地說：「抄錯？現在不認真，以後就會鑄
成大錯！」
爸爸生氣的樣子，就像一隻兇猛的獅
子。我趕快低下頭，向爸爸承認錯誤，爸
爸才原諒了我。
這次的經驗，讓我學會了「做事應一
絲不苟」的道理。

《我令 媽 媽 感 動 得哭 了 》
作者：二年級G班 吳善桐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今天，媽媽很忙，她坐在電腦前不停地工作。後
來，她累得伏在書桌上睡着了。
我不想弄醒媽媽，便悄悄地拿出功課，自動自覺
把功課完成了。
接着，我走到露台，把乾了的衣服收下來，再小
心地把衣服搬到房間摺好。
媽媽醒來，看見我自動自覺做功課和做家務，感
動得把我抱在懷裏，流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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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 媽 媽 感 動 得哭 了 》
作者：二年級G班 許美茵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媽媽的生日快到了，我要送一些禮物給她。
我在房間找到一大盒珠子。珠子五顏六色，十分好看。
我躲在房間，用心地把那亮晶晶的珠子一粒一粒地串成了一條頸
鏈、一對手鏈和一對耳環。
那天晚上，吃完蛋糕後，我們關了燈，然後請媽媽閉上眼睛，我把
全部飾物都給她戴上。
燈亮了，媽媽睜開眼睛，看見這情景，感動得掉下眼淚。這時我們
一家人擁了上去抱緊她，整個房子都充滿了歡笑聲。

《我令 家 裏 充 滿 了歡 樂 》
作者：二年W班 劉子龍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有一天，爸爸拿着一瓶酒回到家裏。我看見了便興奮地跑到爸爸旁
邊問:「爸爸我能喝嗎？」爸爸說小朋友不能喝。
於是我心裏想： 一定是什麼好東西吧！我非喝不可。
過了一會兒，爸爸要走了，他把酒放在冰箱上面，爸爸剛走出家
門，我就拿起凳子，放到冰箱下面，用腳踩在凳子上面，然後一手把酒
抓住，拿了下來。
我打開蓋子就飲了一大口，真不好喝，我機靈一動來了廚房，把白
糖往酒裏面倒，然後我在喝第二口，感覺味道不一樣了，非常甜，我大
口大口地喝，把酒喝完了。
過了一會兒，我覺得自己非常燙，一看，臉變得通紅。
我糊里糊塗的走來走去。
爸爸媽媽回來了，以為我在學打醉拳。
最後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爸爸媽媽，爸爸媽媽聽了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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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 媽 媽 感 動 得哭 了 》
作者：二年級W班 黎昱穎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昨天，我在練習跑步比賽時因為跌倒而受傷，媽媽擔心我的傷勢，
所以阻止我參加比賽，我很不高興。
由於我花了很多時間練習，很希望可以有機會證明自己的能力，所
以我仍然堅持參加比賽，沒有理會媽媽的話。
到了比賽那天，槍聲一響，我便飛快地跑了出去。跑着跑着，我突
然跌倒了，再次受了傷。我忍着痛，跑到了終點，最後得到了第二名。
我走到領獎台上領獎，這時，我看到坐在台下的媽媽，我看着她
說：「我明白，你很關心我的傷勢。但是，我不想因此而放棄，也不想
浪費你之前陪我練習的時間，所以我堅持完成了比賽。」，然後，我把
獎牌獻給了媽媽。
媽媽一邊拿獎牌，一邊摸着我的頭說：「我的孩子長大了。」我看
到媽媽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我令保 安 叔 叔 感 動得 哭 了 》
作者：二年級W班 楊紫琳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最近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我做了一件令一位叔叔很感動的事。
上星期二，我跟媽媽一起外出，在大堂遇見保安叔叔。我心想：保
安叔叔每天辛勤地工作，他有時間排隊買口罩嗎？
回家後，我問媽媽：「我可否送一盒口罩給保安叔叔？我擔心他沒
有時間買口罩呢！」媽媽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我連忙拿着口罩跑
到大堂。
到了大堂，我興奮地大叫：「江叔叔，這是送給你的。辛苦你
了！」保安叔叔接過口罩，感動得快要哭了，他說了無數次「謝謝」。
我終於明白甚麼是「助人為快樂之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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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 自 己 充 滿 信心 了 》
作者：二年T班 羅晞瑜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今天，老師選了我上台演講，我既開心又擔心。
我一回到家，便興高采烈地告訴媽媽。媽媽對我說：「下星期便要
演講了，你要在這個星期好好地練習。」我立刻答應媽媽。
起初，我的聲線運用的不太好，音量也較低。媽媽不斷鼓勵我，又
上網找一些小朋友演講的片段給我參考，終於我成功調整好聲線和語
氣。媽媽建議我加入一些動作，令演講更豐富。經過反覆練習後，我演
講的技巧越來越好。
到了演講那天，媽媽一早起牀為我準備了豐富的早餐和香噴噴的蜜
糖水，爸爸也一早起床為我打氣，令我充滿信心。最後，我順利完成演
講。
經過這次的經驗，令我明白到只要有信心，就能有成功的機會。

《我 令 爸 爸 生 氣了 》
作者：二年級T班 劉政倫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今天是學校的假期，媽媽在家照顧我和妹妹。
這天，我和妹妹很快便把假期功課完成，我們在客廳玩皮球，當我
們玩得興高采烈時，我不小心把皮球大力踢到電視櫃上的玻璃獎盃，那
個獎盃轉了一圈，「嘭」的一聲掉在地上，爸爸心愛的獎盃打破了。我
們慌慌張張把地上的碎片收拾好，也把地面擦得乾乾淨淨，我把餘下沒
有破碎的放回電視櫃上。
傍晚，爸爸下班回家，我們沒有主動把這件事告訴他。突然，爸爸
生氣地問：「誰把獎盃打破了?」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這是妹妹打破
的。」爸爸立刻看穿我在說謊，他憤怒地說：「你打破了獎盃已經不
對，你竟然還說謊！」我誠懇地說：「對不起爸爸！」爸爸生氣得像一
座爆發的火山狠狠地教訓我一頓。爸爸還懲罰我一個月內不可以玩遊戲
機，我十分難過，十分傷心。
這事令我十分後悔，我承諾以後再也不會說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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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 媽 媽 感 動 得哭 了 》
作者：二年級T班 郭梓翹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最近，媽媽總是悶悶不樂，偶爾還鎖着眉頭，令我十分擔心。
我想：是否我令媽媽生氣了？最後，我發現媽媽生病了，她頭內有
一個小氣球，它令她常常頭痛。醫生說要把小氣球拿走，媽媽就不會頭
痛。我決定要做個小幫手，好好照顧自己，不讓媽媽擔心，好讓她有充
足的時間休息，準備接受手術。
媽媽在醫院時，我每天都畫一張圖畫給她，替她打氣，令她不用擔
心，我會靜心等待她回來。
媽媽終於回家了，她一回來便抱着我哭了。我和媽媽說：「小氣球
離開了，請你不要再回來。」希望媽媽身體健康，一直陪伴我成長。

《我令 壞 了 的 玩 具復 原 》
作者：二年級T班 麥倬僖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聖誕節的時候，爸爸買了一個我喜愛已久的陀螺給我，我非常珍
惜。
有一次，我和朋友玩耍時不小心把陀螺弄壞了，十分傷心。由於我
捨不得棄掉它，於是嘗試尋找不同維修的方法。
起初，我在爸爸的指導下透過互聯網去搜尋相關資料，又翻查說明
書，但都不太順利，幸好，得到玩具店店長的協助，終於把陀螺完全修
復了。
在這次維修陀螺的過程中，我不但學會了很多有關陀螺的知識，而
且我和爸爸的感情也增進了不少，我發現平時嚴肅的爸爸，原來也有童
真的一面呢！
這次的經歷令我明白到要完成目標，需要付出很多汗水和時間，也
讓我學懂更加珍惜家中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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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爸爸 變 成 一 隻 「 兇惡 的 獅 子 」 》
作者：二年級T班 馬浚燊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我的爸爸是個脾氣很好的人，很少責罵我們。平時當我和哥哥搗蛋
的時候，他也是笑瞇瞇地看著我們。
在停課的期間，爸爸媽媽輪流放假或者在家工作照顧我。因為疫情
關係，我們不能去公園玩耍，每天除了完成學校的功課，其餘時間都是
看電子產品和電視，爸爸常常勸我讓眼睛休息，多玩一些益智的遊戲或
者看書，但我們都不太理會他。
直至有一天早上，媽媽上班了，爸爸催促我儘快吃完早餐就要做功
課，但我仍不理會他，一邊懶洋洋地吃早餐，一邊拿著電子產品看我喜
歡的卡通片。突然，爸爸回來大喝一聲，嚇得我整個人跳了起來，我面
前的爸爸，生氣得滿面通紅，像一隻兇惡的獅子。
自此以後，我會立刻聽從爸爸的指示，生怕這隻「獅子」把我吃掉
呢！

《我 令 媽 媽 感 動了 》
作者：二年級S班 陳雨薰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在疫情期間，媽媽不但每天要上班，回到家後還要打掃、做飯、照
顧我……媽媽真的很辛苦啊！
今天，我決定跟爸爸學做雞蛋炒飯，待媽媽下班回家後，給她驚
喜。首先，爸爸教我將蛋白和蛋黃分開，再教我把它們分別拌勻，原來
這個步驟也不容易呢！接着，他教我炒雞蛋的技巧。然後，他教我把炒
好的雞蛋和白飯一起炒的方法。最後，他教我放入適當的調味料。經過
我一番努力學習後，雞蛋炒飯終於上桌了。當媽媽回到家，我便興高采
烈地捧着那盆香噴噴的雞蛋炒飯，告訴她是我親手為她做的，並請她坐
下來享用。她感動極了，對我說：「你真是媽媽的好孩子啊！」
經過這件事後，令我明白到幫媽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但令自
己開心，媽媽更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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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媽媽笑了》
作者：二年級S班 王家睿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今天是母親節，想起媽媽為了照顧我們，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為了
讓媽媽開心，我和姐姐準備親手製作一張母親節賀卡送給她。
我先把白紙對摺，姐姐用另一張紙剪出一朵朵漂亮的花，讓我幫忙
塗上不同的顏色，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塗好顏色的花朵貼在白紙上，漂亮
極了！我還在賀卡的四周畫上小愛心，寫上一些祝福語。
到了晚上，媽媽回來了，我和姐姐高興地把賀卡送給她，並祝她母
親節快樂。媽媽微笑着接過賀卡，打開一看，說：「很漂亮啊！謝謝你
們，乖孩子！」我和姐姐也開心得笑了。
媽媽是偉大的，她並不在意我們為她做多少，只要我們有孝心，她
就心滿意足了。

《我令 媽 媽 感 動 得哭 了 》
作者：二年級S班 林凱昕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母親節那天，我和爸爸一大早便悄悄地起床，準備給媽媽一個驚
喜。
首先，我們用自發粉煎了香噴噴的熱香餅；然後，我們用藍莓在餅
上砌了可愛的笑臉；接着，爸爸做了香蕉奶昔；最後，我們把食物放在
桌子上。
八點正，媽媽便起床了。她一走到飯廳，我和爸爸便大聲說：「祝
媽媽母親節快樂！請你享用我們親手做的愛心早餐。」媽媽感動得流下
眼淚，抱着我說：「寶貝女兒，你真的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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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令 媽 媽 感 動了 》
作者：二年級S班 馮梓安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媽媽的生日快到了，我和哥哥想了好幾個晚上，才構思到送甚麼禮
物給媽媽。我們決定製作一張生日卡給媽媽，在卡上畫兩隻頑皮的小
貓。
媽媽生日那天，我和哥哥既興奮又緊張地把生日卡送給媽媽，並對
她說：「祝媽媽生日快樂！」
媽媽收到禮物後，感到又意外又開心。她微笑着說：「謝謝你們，
你們都是我的好寶寶！」

《我 令 媽 媽 感 動了 》
作者：二年級L班 周浩哲

指導老師：司徒廣琪老師

奶奶生日那天，我想給她一個驚喜，我決定帶奶奶到太平山頂遊
覽。
自從爺爺離開了我們，已有兩年時間了，但是奶奶還懷念着爺爺。
我記得爺爺曾告訴我，他以前很喜歡帶奶奶到山頂看風景，所以我想帶
奶奶重遊舊地。
我們在中環乘搭纜車到太平山頂。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乘搭纜車，心
情有點緊張，奶奶就捉着我的小手給我安慰。
很快便到達山頂凌霄閣，我急不及待帶奶奶到摩天台觀看風景，維
港兩岸的景色十分壯觀，奶奶也大讚景色優美如舊。
之後我替奶奶拍照留念，奶奶還告訴我很多她和爺爺的往事，我令
奶奶開心極了。
爺爺，請你放心吧！我會替你好好照顧奶奶，開心過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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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媽媽高興了》
作者：二年級L班 顏曉暘

指導老師：司徒廣琪老師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媽媽特別辛勞，因為她要要在家工作，又要
照顧我們起居飲食，還要督促及跟進姐姐和我的學業，所以決定在母親
節給她一個驚喜！
母親節那天，在媽媽還沒起床起床的時侯，我便摺好衣服。跟着我
便到廚房洗米和灌溉植物。當天媽媽十時才起床，看到衣物已整齊摺
好，放在床上。我還告訴她，我已經為午飯洗好了米，並灌溉了植物，
媽媽頓時非常感動，我馬上叫她坐下來，替她按摩，她滿心高興地說：
「你真是一個乖寶寶。」
午飯後，我和姐姐一起洗碗，洗碗後我還獨自抹桌子，媽媽說：
「看到你們做家務『有板有眼』，真讓我放心多了。」抹枱後，我還自
動自覺去做功課。媽媽撫着我的頭說：「你真的長大了。」
在晚上，媽媽正打算掃地和抹地，我和姐姐卻搶着替她完成這些家
務。媽媽坐在沙發上，欣喜地看着我們打掃，還不時點頭並豎起拇指，
讚賞我們做得好。雖然我們做得滿頭是汗，但今天過得充實和滿足。

《我令媽媽高興了》
作者：二年級L班 楊望

指導老師：司徒廣琪老師

星期六是媽媽的生日，我和爸爸想給她一個驚喜，令她有一個最難
忘的生日。
星期三，媽媽還在公司的時侯，我和爸爸一起做生日卡。我們選了
一些相片，貼在生日卡上，再畫些笑臉。我突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就是
創作一個家庭小話劇。這個小話劇是說與人相處之道。
到了星期六，媽媽還在床上，我偷偷在客廳佈置，讓她有一個驚
喜。她起床的時候看到客廳的氣球和彩帶覺得很漂亮，更感動得哭了。
然後，我演了小話劇給媽媽看，媽媽看後破涕為笑。最後，我們拿出預
備的生日蛋糕給媽媽，一家都覺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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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個 能 幹 的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I班 郭浩軒

指導老師：許佩儀老師

我擁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她有一雙靈活的巧手和一雙會說話的眼
睛。
媽媽會變身，在每个崗位都做得很稱職。媽媽是一個家庭主婦，每
天悉心地照顧我們；媽媽是一位廚師，每天會用她既粗糙又靈活的手做
出美味的食物給我吃；媽媽是一位消防員，每當我和哥哥「開戰」，她
就會來滅火；媽媽是一位導師，每天耐性地教我功課和明辨是非‥‥‥
每當我不專心做功課，沒有端坐吃飯，沒有準時睡覺‥‥‥只要媽媽用
她會說話的眼睛瞟我一下，我就馬上變乖了。
媽媽每天默默地為我們付出，從來沒有要求回報，母愛是多麼偉大
呀！我一定要好好孝順媽媽。我因有這麼一位能幹的媽媽而感到自豪。

《我擁有 一 個 關 心 我的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I班 溫子希

指導老師：許佩儀老師

我是一個生活在普通家庭的小學生，但是我非常幸運，擁有一個無
比幸福的家庭和一位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的媽媽。
記得有一天早上，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訊號。我穿上雨衣準備
上學去，媽媽因為擔心我被雨淋濕而堅持撐着雨傘送我回校。在途中，
雨勢愈來愈大，媽媽連忙把我的書包拿下，背在自己的肩膀上。她一邊
提醒我要小心，一邊把雨傘靠向我。最後，我安全地回到學校，但媽媽
卻全身濕透了。
在寒冷的冬天，媽媽擔心我會在夜裏踢被子而著涼，堅持每晚半夜
爬起牀幫我蓋被子，可她有幾次卻因而感冒了。
媽媽這麼關心我，我一定要聽媽媽的話，承諾做一個又聽話又懂事
的好孩子。「媽媽，我愛您！」這是我最想對媽媽說的一句話。我因有
這麼一位關心我的媽媽而感到無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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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本 厚 厚 的 字 典 》
作者：三年級G班 梁立光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我的生日快到了，爸爸帶我到書局購買我喜歡的禮物。
我滿心歡喜地在書局中走來走去，揀選我最喜愛的禮物。突然，我
看見書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書，我從沒見過這麼厚的書，我感到十分好
奇。爸爸說：「這本書是字典，當我們有不明白的字時，只要翻一翻字
典，就能找到答案。」因為我想變得聰明，所以我就決定買字典作我的
生日禮物。
回家後，我迫不及待打開這本厚厚的字典，字典內有很多文字。爸
爸細心地教我用這本字典的方法，我發現字典內除了文字解釋外，還有
很多成語故事，例如：對牛彈琴、十全十美、七手八腳等等，全都十分
有趣，令我不願放下這本價值連城的字典。
這本厚厚的字典，帶給我知識，帶給我歡樂，我真喜歡它。

《我擁有 一 個 關 愛 我的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G班 張昊聞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當我一想到媽媽，我就有甜絲絲的感覺。你想知道原因嗎？她的外
貌非常吸引，她有水汪汪的眼睛，圓圓的臉蛋，亮麗的秀髮。
媽媽的性格很溫柔，說話總是面帶笑容，每當我遇到困難時，她都
會循循善誘地教導我，令我感到有被愛的感覺。
雖然媽媽工作很繁忙，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她會抽空和我說故
事和玩玩具，更會關心學校的情況。
有一次我肚子痛，媽媽回家後馬上為我預備暖水袋和白花油。在媽
媽細心的照顧下，翌日我就康復了。
我很感恩有一個無微不至和關愛我的媽媽。我要學習不要發脾氣，
令她傷心；反而要努力學習照顧自己，將來好好報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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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個 幸 福 的 童 年 》
作者：三年級G班 譚逸熹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甚麼是幸福？有人認為幸福是要有千千萬萬的金錢，有人認為幸福
是需要有很多新奇有趣的玩具，也有人認為幸福是不用上學，但我認為
幸福是有別人的關心。
在家中，外祖母很關心我，她在每天吃午飯時都會問我想吃甚麼，
然後做我想吃的菜給我吃。媽媽也很關心我，當我遇到困難時，她會幫
助我一起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在學校，楊姑娘常常教導我一些與人相處的方法。我記起我剛剛進
入小學階段的時候，我不懂與人相處，楊姑娘便協助我，她邀請我和一
些同學一起吃午飯，以幫助我交朋友，同時教導我一些與人相處的方
法。到了現在，我已認識了許多朋友，他們都非常關心我，即使我們分
班後，仍然很掛念和關心大家。
我不僅向過老師大發雷霆，連家人我也責罵過，可是他們不但沒有
責怪我，還包容和接受我。我要珍惜現在擁有這個幸福的生活，更要把
幸福帶給別人，使大家感到開心和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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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個 幸 福 的 童 年 》
作者：三年級W班 張雲瀚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我的童年像一個五彩繽紛的盒子，裏面裝着很多幸福的回憶。
三歲的我是無憂無慮的。三歲那年，我進入幼稚園，認識新的朋友
和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老師的帶領下，我每天都可以玩遊戲。那時
每天只上半天學，覺得時間非常短暫，還沒玩盡興便要放學回家了。
六歲的我是輕鬆快樂的。這一年我與家人第一次去泰國旅行。我曾
聽說那裡風景如畫。一到海邊，我便赤着腳奔跑在綿軟軟的沙灘上，看
見碧藍的大海和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飛翔的鳥兒，便覺得心曠神怡。這次
的旅行使我記憶猶新。
現在的我是成長中的。進入三年級後，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參加了
游泳比賽，並有幸進入校隊。雖然游泳訓練很辛苦，我依然選擇堅持。
因為游泳不但可以鍛鍊身體，還可以磨練拼搏精神和堅持不懈的鬥志。
同時，我在學業與興趣之間找到了平衡，學會了合理分配與運用時間。
我的童年是快樂幸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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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個 聰 明 的 腦 袋 》
作者：三年級W班 何柏希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我擁有一個聰明的腦袋，它帶給我很多好處。
我的腦袋有很強的記憶力，好像一個電腦，能記住各樣有用的知
識。當我考試的時候，我可以順利地作答題目，考得好成績。
我的腦袋思考精細，好像一個深思熟慮的參謀師。在我預備考試，
它能計劃我的學習時間表，使我無往不利。
我的腦袋有很好的解難能力，好像一個機器工程師。當家人或朋友
遇到困難的時候，它能夠馬上找出解決方法，為他們分憂。
我擁有一個聰明的腦袋，它可以幫助我，也可以幫助別人，我要好
好善用它。

《我 擁 有 一 個 美 麗 的 筆 袋 》
作者：三年級W班 梁瑋簥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星期天，我和媽媽去逛街，經過精品店門口，我的眼睛被它的櫥窗
吸引了。我看見櫥窗裏擺放了一個漂亮的筆袋，它是由珠片拼砌縫合
的，它的顏色十分鮮豔，有藍色，有黃色，有紅色。在太陽的照射下，
它閃閃發光，好像金魚的魚鱗，十分吸引。我嚷着叫媽媽買給我，但媽
媽說我已有筆袋，不用再買。最後我依依不捨地離開。
我生日的那天，媽媽帶我外出吃飯慶祝。在餐廳裏，媽媽突然拿了
一份禮物給我，我十分興奮地拆開它。我十分驚訝！原來媽媽送給我的
生日禮物正是我喜歡的筆袋。我沒想過媽媽會送這個筆袋給我，連忙開
心地抱着媽媽道謝。
回到家後，我馬上把舊筆袋的文具小心翼翼的地放進新筆袋裏。我
會好好珍惜使用它，不會粗心大意，把它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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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個 可 愛 的 妹 妹 》
作者：三年級T班 李恩樂

指導老師：馮雁屏老師

我擁有一個可愛的妹妹，她經常向着我笑，我覺得能有這個妹妹，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我的妹妹有一個小小的鼻子、一雙圓圓的大眼睛，她的臉紅撲撲
的，就像一個紅蘋果，樣子十分可愛。
她玩耍的時侯，那有趣的坐姿就像一隻可愛的小熊。無論在甚麼情
況下，她總會展出甜甜的笑容。每當她向着我笑的時候，都帶給我溫暖
的感覺。
我的妹妹很喜歡聽我講故事，每次我講故事的時候，她的眼睛都會
滴溜地轉，並且耐心地聆聽，還經常問我一些有趣的問題，我真的覺得
她可愛極了！
我擁有一個可愛的妹妹，我愛她的笑容、鼻子、眼睛……我愛她的
一切！她帶給我很多歡樂，我非常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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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隻 狡 猾 的 柴 犬 》
作者：三年級T班 胡曉晴

指導老師：馮雁屏老師

我有一隻小寵物—柴犬，牠的名字叫米路，今年一歲，牠是男孩。
有一天，我和媽媽經過愛護動物協會，我在門縫裏看見一隻可憐的
柴犬在籠裏嗚嗚地叫，我嚷着媽媽帶我進去。第一次看見米路，就覺得
牠很嬌小可愛，十分惹人喜愛。我問媽媽：「可以領養牠嗎？」媽媽考
慮了一會兒便答應了。
牠剛到我家時，很害怕我們。經過我悉心照顧後，牠現在已適應
了，與我們親密多了。牠很喜歡跑來跑去，但把牠關在籠裏，牠會裝作
可憐低泣咽叫。本着同情之心，我把籠子打開，牠立即開心地跳上我的
身上，真會裝模作樣！
我帶牠到公園玩耍時，我把小球踢出去，有時牠會拾回來，有時會
躺在地上，假扮沒有力氣的樣子。當我從口袋裏拿出牠喜愛的零食時，
牠便飛奔地拾回小球給我，牠的妙計成功了。
雖然米路十分狡猾，可是這也是牠可愛之處。自從領養了米路，我
需要用很多時間和耐性去照顧牠，並陪伴牠玩耍，我希望能和牠永遠一
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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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 有 關 愛 我 的 爸 爸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T班 梁俊晞

指導老師：馮雁屏老師

在這個世界上，最關愛我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和媽媽。
從我出生的時候，我便有飲食困難，每次喝奶也要花上很長的時
間，而且還常常吐奶，所以爸爸媽媽要很細心和很有耐性地照料我。
在我兩歲時，由於氣管受病菌感染，令我氣喘和呼吸困難，因此需
入醫院治療。當時爸爸和媽媽要早晚輪流到醫院看顧我，那次我在醫院
住了八天呢，爸爸和媽媽真辛苦啊！
還有一件事令爸爸媽媽頭痛的，就是我常常挑吃揀喝。他們為了使
我有強健的身體，所以想了很多方法去改善我的問題，例如把我不喜歡
的食物切碎釀進肉裏給我吃，讓我吸收不同的營養。
現在我有強健的體魄，是因為我擁有那麼關愛我的父母，因此我要
好好孝順他們，報答他們的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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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有 一 個 關 愛 我的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S班 王珈齊

指導老師：李晶老師

「世上只有媽媽好」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馬上想起這首歌，因
為在現實生活裏我擁有一個很愛我的媽媽，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小時候，媽媽每天都在我身邊默默地照顧我，當我肚子餓的時候，
她會煮飯給我吃；當我生病的時候，她會帶我去看病；當我無聊的時
候，她還會陪伴著我，跟我一起玩耍，一起學習。
現在我長大了，也有小弟弟了，媽媽要照顧我們倆變得更吃力，所
以我會幫助媽媽做些家務，好像掃地、疊衣服和教弟弟做功課，做一些
我能做的事情，希望媽媽能多點休息的時間。
將來我會照顧媽媽，因為媽媽在我成長的時候為了照顧我、教導
我、陪伴我，付出了很多精神和時間，所以我要報答媽媽。
媽媽，你對我的關愛讓我感到很幸福，所以我要像媽媽一樣，將來
也要做一個好媽媽，照顧好我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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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 有 一 個 疼 愛 我 的 姐 姐 》
作者：三年級S班 張睿齊

指導老師：李晶老師

小柔是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兩歲，是一位小五的學生。姐姐的身材
嬌小，有一把烏黑的長髮和一雙明亮的眼睛。
小柔姐姐的性格文靜，喜歡閱讀，每逢買了新書，我們倆都想搶先
看，但最後她往往也會讓我先看。
小柔姐姐不但是我的家人，也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老師。 疫症停
課期間，我們足不出戶，但是我一點也不寂寞，因為她會陪我談天、玩
耍，就像是我的好朋友。在這段停課不停學的日子，學校上載了不少網
上功課，若我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她會耐心地教導我，就像是我的好老
師。
有時候，當我看見自己的抽屜裏有很多雜物，就會跟她說：「姐
姐，幫我收拾一下抽屜。」對於我無理的要求，她也會向媽媽投訴：
「弟弟自己的事自己不做，真的很不負責任！」但是，最終她也會默默
地幫我收拾抽屜。
姐姐很疼愛我，她不但會跟我分享，也會照顧我和包容我。我感恩
有一位這麼疼愛我的姐姐，希望我們的感情一直不變，永遠相親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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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有 關 愛 我 的 爸爸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S班 梁家鴻

指導老師：李晶老師

從我出生到現在，我的身邊出現了很多關心我的人，有爸爸、媽
媽、哥哥、老師、同學……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而當中最關愛我的就是
媽媽。
我的媽媽有的時候很溫柔，有一次我發燒感冒了，媽媽整晚不眠不
休地照顧我。她不但定時餵我吃藥，而且不斷地為我量體溫，甚至在手
機上設定每三十分鐘響一次，時刻提醒自己不要睡着。在我生病期間，
媽媽不辭勞苦地照顧我，直到我康復了。媽媽對我的關心，令我心裏非
常感動和溫暖。
我的媽媽有時候很兇，像一隻噴火龍。 有一次，晚上十一點的時
候，我還在看電視節目，於是媽媽便關掉我的電視，並命令我立刻去睡
覺。她不停地說：「快去刷牙，快去洗臉，快去上床睡覺……」她不停
地催促，就好像機關槍在不斷掃射着我!不過回想起來，媽媽只是擔心我
第二天沒有足夠的精神上課。
雖然媽媽對我有時候很溫柔，有時候很兇，但是唯一不變的，就是
她對我的愛，我擁有一個關愛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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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有一 本 百 讀 不 厭 的 故 事 書 》
作者：三年級L班 王芷茵

指導老師：蔡慰坤老師

我有一本故事書，我對它愛不釋手，書上的內容栩栩如生，時時浮
現在我的腦海裏！
這本故事書是媽媽去年買給我的聖誕禮物，書名叫《勇救睡公
主》。這本故事書是屬於《童話夢工場》系列的，出版社是創造館，而
作者是耿啟文。故事書的封面既美麗又迷人，內容精彩而幽默！
現在讓我介紹一下這本故事書的內容吧！一位活潑可愛的公主受到
邪惡仙子的咀咒，在十六歲的時候遇到意外而沉睡不醒，唯有勇敢王子
的真誠一吻，才有望救醒公主。可是各國王子一一敗陣，最後在愛麗絲
的協助下，最膽小的王子竟然救醒了公主。哈哈……真是意想不到啊！
這本故事書告訴我不要小看膽小的人，當遇到危急的事情時，原來
膽小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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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個 勇 敢 的 媽 媽 》
作者：三年級L班 莊穎軒

指導老師：蔡慰坤老師

我的媽媽個子不高，身材略胖，眼睛烏溜溜的，經常臉帶笑容。
我的媽媽是一位護士，她在公立醫院內科病房工作，負責照顧長期
病患及患上傳染病的病人。她每天也需要輪班工作，而且經常超時工
作，十分辛勞。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在內地肆虐，不久之後，香港人受到傳
染，而且患上此病的人也越來越多。然而，一向敬業的媽媽並沒有害怕
受到感染，相反，她樂意接受這個艱巨而偉大的使命。媽媽的勇氣就像
一個勇敢的士兵奮力地攻打敵人，實在令我佩服。
媽媽在醫院的工作其實是很危險的，每分每秒也面對殺人於無形的
病毒。但是媽媽沒有畏懼，她穿上保護衣服，全套裝備去照顧病人、安
慰病人，盡心盡力，十分勇敢。
雖然我不能每天都見到媽媽，我常常很掛念她，可是一想到她正在
勇敢地與病毒搏鬥，我為她感到驕傲。我擁有一個勇敢的媽媽，實在很
自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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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擁 有 一 隻 可 愛 的 小 貓 》
作者：三年級L班 杜栩浠

指導老師：蔡慰坤老師

我擁有一隻可愛的小貓，牠的名字叫咪咪。咪咪今年十歲半了，胖
嘟嘟的身軀和雪白蓬鬆的毛結合起來，樣子十分可愛。
咪咪特別喜歡貼人，每當我和爸爸媽媽回到家時，牠都會開心地走
上前來迎接我們，然後把臉蛋湊近我們的腳撒嬌。每次我和小貓玩耍
時，只要我說：「手手！」牠就會乖乖地遞手給我；我說：「坐下！」
牠就會立刻坐下。真是一隻又可愛又聰明的小貓啊！我最愛跟咪咪玩耍
了！
可是，我最近發現咪咪不吃東西而消瘦了，我十分擔心。於是，我
和爸爸一起帶咪咪去看獸醫。經過獸醫的細心檢查，原來牠蛀牙了，難
怪牠不吃東西呢。結果咪咪要被全身麻醉，蛀牙被脫掉後，還需要留院
觀察兩天。我和家人實在不太習慣沒有咪咪的生活呢！
現在咪咪已完全康復了，他又再精神奕奕地圍繞著我們撒嬌。看到
咪咪健康活潑的樣子，我和家人都感到很欣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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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是 一 個 勤 奮 好 學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I班 林浚峰

指導老師：唐家賢老師

我有一個姐姐，她比我大五年，現在讀中二了。她的個子不高，有
點兒胖，頭髮長長的，有一雙大眼睛。
姐姐每天除了認真完成學校的功課外，還參加了一些課外活動，她
特別喜歡音樂，她學習的樂器有：木笛、小提琴和敲擊。
每當有空餘時間，姐姐就會不停地練習拉小提琴，為了拉好一首
歌，她會不怕辛苦，連續重覆拉一個小時多，她還在網上自學了很多首
樂曲，我真佩服她這股幹勁啊！
姐姐還喜愛繪畫，她常常上網學習繪畫的技巧，然後反覆練習，直
到自己滿意為止。家中牆上的畫作都是她勤奮好學的成果。有一次，我
好奇地問：「姐姐，你平日學習已經很忙了，還參加這麼多課餘活動，
不累嗎？」姐姐笑笑着說：「當然會累，但這些都是我喜歡的事情，所
以不管多累，我也會努力學習。」
姐姐就是一個勤奮好學的人，她不怕辛苦，積極學習，用心做好每
一件事情，我應該向她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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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一 件 令 我 歡 喜 的 事 》
作者：四年級I班 朱梓瑤

指導老師：唐家賢老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養過寵物呢？爸爸經過朋友介紹，為家中領養了
一隻流浪貓。
我們覺得那些流浪貓很可憐，於是才決定領養一隻回家養。在接貓
兒回家前，我們預備了一大堆貓兒需要的食物和用品。
在爸爸準備接牠回家時，我的心情很興奮。當牠來到我家的時候，
我叫媽媽和我一起歡迎牠。起初我以為牠會喜歡我們為牠準備的家，誰
知道牠一看見大家就嚇得躲到床底下。那時，我想了解牠多些，於是我
拿了一條肉泥條引牠走到我身旁，牠真的一下子向我飛奔過來。我得知
牠是雌性之後，我的腦海裏浮現出糖糖這個名字，因為這代表着甜蜜的
意思。大家都對這個名字讚不絕口。
糖糖和我漸漸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每當我放學回家，牠總會跑向
我，想我與牠玩耍。饞嘴的牠也經常嚷着我，要我給牠零食，我們相處
得很愉快。
我和牠漸漸成為了「好朋友」，在我不開心時，我會跟牠聊天，我
們還是對方的玩伴，我們彼此帶給對方歡樂，我真的很喜歡糖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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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 是 一 個 開 朗的 人 》
作者：四年級G班 古旭亮

指導老師：林旨行老師

我有一個性格很開朗的弟弟，他叫古旭溢，今年七歲，和我在同一
間學校裏唸一年級。他喜歡藍色和吃三文魚飯。
弟弟從小都十分喜歡說話。他和我在每一個晚上都談天說地，說一
下第二天我們要做的事情，例如我們會不會去逛街或去外面玩、還是會
留在家裡看電視和睡覺。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話題，常常談到很晚才
睡覺。
除了談話，他和我有時會一起玩玩具，例如 : 玩玩具車、玩玩具火車
和拼路軌、玩樂高、玩公仔等。偶然我和他會爭玩具，但弟弟是一個不容
易發脾氣的小孩子，還會面帶笑容地讓我先玩，令我覺得他很開朗。
還有，弟弟在嬰兒的時候已經患有濕疹，常常感到皮膚很痕癢。儘
管他因為這個病而身體十分不舒服，但他都會像沒事一樣開心地生活，
樂觀地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弟弟這種開朗的性格，加上常常都笑面迎人，令他很受別人歡
迎。我喜歡這個開朗的弟弟，也希望他的濕疹能夠早日康復，讓他更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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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感恩的妹妹》
作者：四年級G班 李晞嵐

指導老師：林旨行老師

妹妹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她會為一切大小事情而感恩。
有一天，妹妹在超級市場忘了帶錢包。當她慌張得不知所措時，遇
上了一個陌生的叔叔。他看到妹妹驚慌失措的樣子，就送她一顆糖果。
妹妹十分感激他，再三向他道謝，並十分珍惜那顆糖果。
某天，妹妹在學校上數學課時，發現忘了帶尺子。幸好，鄰座的同
學小芳剛用完尺子，願意把尺子借給他。妹妹十分感動，向小芳道謝：
「真的十分感謝你！」小芳答她：「不用客氣，我們是朋友和同學。」
妹妹說：「你樂於助人的精神，真令我佩服啊！我也要向你學習，多多
幫助別人呢！」
前天，妹妹興高采烈地拼拼圖。當她滿懷希望地準備拼上最後一塊
拼圖時，發現最後一塊拼圖不見了。妹妹匆匆忙忙地東翻西找，但也找
不到它。可是，當她冷靜下來時便發現它原來在桌子的縫隙裏。她很感
恩可以找回那片拼圖，得以拼完這幅美麗的圖畫，大功告成！
由於妹妹懂得感恩，對所有人和事都心存感謝，所以生活得很滿足
快樂，笑口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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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黃 金 海 岸 是 一 個 有 趣 的 地 方 》
作者：四年級G班 曾麗嫦

指導老師：林旨行老師

去年暑假時，我和家人到澳洲黃金海岸旅行。黃金海岸是澳洲著名
的度假天堂，那裏有沙灘、海濱夜市、主題樂園、野生動物園等等，景
色十分迷人。
到達之後的首天，我們到沙灘遊玩。那是我到過的最大的沙灘，白
色的沙非常細軟，海水湛藍。很多泳客在衝浪，而我就在玩沙。沙灘上
亦有很多海鷗飛來飛去。當我拿出食物準備吃的時候，突然有數十隻海
鷗飛來圍着我，把我嚇了一大跳，我立刻把食物放回袋內，海鷗這樣才
飛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可倫賓野生動物保護區觀賞澳洲的野生動物。
我終於可以親身接觸可愛的袋鼠和親手餵飼牠們。令我最興奮的是看到
小袋鼠藏在袋鼠媽媽的袋子裏，牠把頭伸出來的樣子很有趣。接着我們
到樹熊區抱着樹熊一起拍照。樹熊的身體非常柔軟，拍完照片後我都捨
不得把牠放下。
最後，我們一家人在餘下的旅程到不同的景點遊玩，又到夜市參觀
和吃東西。到了旅程最後一天，我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黃金海
岸。
這次的旅程令我加深了對澳洲的認識，我希望能再到澳洲遊玩，參
觀更多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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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是 一 個 勇 於 認錯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W班 羅渝茜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俗語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人難免會犯錯，但我們要勇於
認錯。
我的妹妹今年四歲，她十分活潑可愛，她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和櫻
桃小嘴。她喜歡穿紅色的裙子。
有一次，我出去吃飯，妹妹拿我的畫袋來玩。可是她不小心把畫袋
掉在地上，裏面的蠟筆都拆斷了。她害怕我會發現。所以就若無其事地
把蠟筆放回畫袋，還自言自語說：「我不是故意的……」
當我吃完飯回來，我就發現妹妹有些緊張，我十分疑惑，我就問她
發生甚麼事，妹妹戰戰兢兢地說：「姐姐，對……對不起。」我一直追
問她，她哭了起來，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完完整整地告訴了我，還說：
「我不是故意的，對……對不起。」我看到她的眼睛閃爍着淚光，有些
可憐她，就說 :「沒有關係，你不是故意的，下次要小心點。」 妹妹似
懂非懂地點頭回答：「 我明白了。」
看著勇於認錯的妹妹，我真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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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婆 是 我 值 得 敬 重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W班 龐亦軒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婆婆是我值得敬重的人，她有一頭烏潤的秀髮、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慈祥的目光，臉上有兩個酒窩，笑起來的樣子很可愛。
她每天很早起床，她很喜歡拖着我的小手左看看，右看看，看見新
奇有趣的玩具便會買給我。她會陪伴我一起玩，一起笑，好好享受歡樂
時光。
她有一雙巧手，熱愛下廚。她拿着鏟子，另外一隻手不停地忙着。
只聽見炒菜「滋滋咋咋」的聲音，好像在唱歌一樣。看見滿桌子香噴噴
的菜色，我不禁把美食吃光光，她便眉開眼笑。
有一次，我因為把表妹心愛的玩具—鬼口水倒進垃圾袋，表妹哇哇
大哭。婆婆氣得火冒三丈，嚴厲地教訓我，我低下頭說：「對不起！」
婆婆耐心地教導我人生道理。
婆婆，感謝妳，感謝妳悉心照料，把歡樂帶給我，祝妳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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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進 是 一 個 積 極 樂 觀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W班 余玨樑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我和加進不但是同班同學，還是好朋友。我很欣賞他，因為他是一
個積極樂觀的人。
有一次，加進在足球比賽前受傷了，不能參賽，但他沒有沮喪，反
而在比賽時鼓勵隊友，為隊友打氣。
星期天，加進和家人打算去海洋公園遊玩，怎料當天下了場大雨。
他不但沒有埋怨，反而和家人留在家中聚天倫之樂。
又有一次，我們班在學校的清潔比賽中落敗了，同學們都悶悶不
樂，突然加進站起來鼓勵大家說：「大家不要灰心，贏輸並不重要，比
賽的目的是提高我們的衛生意識。你們看，現在我們的課室不就像新的
一樣嗎?」同學們聽後，都感到很有道理。
加進是一個積極樂觀的人，我要好好地向他學習。即使遇到甚麼挫
折，我都應積極樂觀地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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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藍斯 是 一 個 永 不 放棄 的 足 球 員 》
作者：四年級W班 蘇樂兒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艾朗藍斯是一個永不放棄的足球員。他是當代數一數二的頂級足球
巨星。
艾朗藍斯是一個厲害的足球員。他盤球的速度就如一陣風一樣快，
當對手回頭看時，他卻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的射門力量更加像炮彈
一樣，球速飛快，連球網也射破！
當艾朗藍斯正值職業的高峰期，他卻不幸地遇上了一場車禍！他的
雙腿嚴重受傷，當他休養的時候，他想過要放棄足球。
那時，他的偶像—傑斯知道艾朗藍斯想放棄足球時，就到醫院探望
他，鼓勵他不要輕易放棄。最後，他從傑斯的口中得到啟發，決定繼續
當足球員。
最終，意甲冠祖雲達斯足球隊被艾朗藍斯的熱情打動，決定簽下
他。他到了祖雲達斯足球隊，憑着努力，得到正選資格。最後，他成為
了一位出色足球員。他的堅毅不屈令我深深感動。我真要向他好好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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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是 一 個 值 得 學習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W班 梁穎希

指導老師：胡安煒老師

我的媽媽是一個值得學習的人，她有很多優點令我敬重。
媽媽是一個樂觀的人。雖然弟弟很頑皮，學習又不專注，成績不理
想，但是媽媽仍然對弟弟很有信心，相信弟弟會有進步。媽媽的樂觀，
使弟弟的自信心增加，最後，他的成績略有進步。
媽媽是一個守時的人，她常常提醒我守時的重要。她說守時是對別
人的尊重，而且時間是很寶貴，所以我要學習安排時間，不要浪費時
間。
媽媽是一個有愛心的人，她常常參加義工活動，有時到老人院探
訪，有時到醫院做義工，有時到孤兒院與小朋友玩耍。她常說助人為快
樂之本，有機會便帶我們一起做義工。
媽媽還有很多的優點，例如：有禮貌、做事認真、誠實……所以我
要向媽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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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一 件 珍 貴 的 禮 物 》
作者：四年級T班 嚴皓昇

指導老師：麥淑儀主任

這隻手錶看似平平無奇，對我而言，它卻是無價之寶。因為它是我
的摯友小敏移民到美國前，送給我的禮物。每次使用它，我都會想起這
位遠方的摯友。
我為這隻手錶改了一個名字，它叫「小時」。每當我忘記了時間，
它會提醒我現在的時間，所以我為它起了這個名字。「小時」穿着一件
黑色的衣裳，衣裳上印有品牌的名字。
「小時」擁有很多功能。每天早上，它會「唱歌」，把我從睡夢中
喚醒。每當我忘記了時間，「小時」也會提醒我，還有，當我踢足球
時，「小時」會幫我計時。
記得我就讀小二時一次英文科考試，我緊張得手心冒汗，全身發
抖，無法專心應試。忽然，我瞥見手上的「小時」，彷彿聽到「小時」
對我說：「加油！我會陪你一起渡過難關的！」得到「小時」的鼓勵，
我抖擻精神，並克服恐懼，努力回答試卷的問題，最終還取得優異的成
績。
「小時」對我來說就是小敏的替身，每次看到它，我就會想起已經
移民的小敏，所以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它。「小時」啊！我想對你說：
「你是無價之寶，你是我最喜歡的手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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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 母 是 我 最 尊 敬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T班 賴紀峰

指導老師：麥淑儀主任

我最尊敬的長輩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一位堅強、仁慈的人。最重要
的是她十分疼惜我。
自我出世後，爸爸媽媽每天外出工作，我便由外祖母照料。當我入
讀幼稚園的時候，媽媽負責送我上校車，而外祖母則負責接我放學。每
天放學，當我回到外祖母家，她總會悉心地為我準備中午飯，我十分感
激她，她每天無私地照顧我的起居飲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現在我已升上小學。一如以往，媽媽送我上
學，而外祖母接我放學。外祖母每天辛勞地照料我，我會好好報答她。
外祖母為人幽默，她愛說笑話，常常逗我笑。她常常「教導」外祖
父，卻弄出不少笑話來，她有時會模仿外祖父步行的姿態和說話的語
調，令我哭笑不得，有時還真是笑破肚皮！
最後，我希望外祖母身體健康，我們一家人能愉快地生活。外祖母
真是一個我最尊敬的人。

《表姐 是 一 個 值 得 我 敬 重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T班 鄺芷淇

指導老師：麥淑儀主任

表姐是一名護士。她有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秀髮，臉上還常常掛着
甜美的笑容。表姐穿起她的工作服，就像一個白衣天使。
表姐的工作很忙碌，每天都要照顧很多病人。她有時候給病人量度
溫度，有時候給病人吃藥，有時候給病人打針……這些事看似鎖碎，卻
不能掉以輕心，所以做事的人一定要有很強的責任心，表姐正是這樣的
人。
這次新型冠狀病毒來襲，表姐既勇敢又辛勞，她堅守崗位，時刻保
護市民的健康，站在最前線，令我很敬重她。
護士的工作十分偉大，表姐不怕困難，努力地去幫助別人，令人感
到驕傲，真是我學習的好榜樣。
我希望長大後能像表姐一樣，成為一名護士，並會努力地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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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是 一 個 不 可 或 缺 的 伙 伴 》
作者：四年級S班 黃映悅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口罩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伙伴。一般來說，它都是扁平而長方形的，
但也有立體而圓圓的。大多數人喜愛白色或淺藍色的口罩；有些人偏愛
淺綠色；有些人卻鍾情可愛的卡通圖案。
最常見的是外科口罩，它可分為三部分。第一層是防水層，它築起
防止飛沫沾染的效用；第二層是過濾層，用途是過濾空氣中的細菌；第
三層是吸水層，負責吸收佩戴者釋出的濕氣和水分。
口罩一直是所有醫護人員工作上的必須品，但隨着最近新冠肺炎傳
入本港，甚至在全球多國蔓延，口罩在瞬間成為了市民日常必備的用
品。不論佩戴的人是否患有肺炎，口罩也提供了阻隔和保護的功用。
有人會囤積；有人要渴求；有人卻分享。你呢？
最後，我期望疫情能早日離去，「不可或缺的伙伴」終將成為「曾
共患難的老朋友」。

《外公 是 一 個 很 喜 歡 金 魚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S班 何曉嵐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外公是一個很喜歡金魚的人，他一有空的時候，就會馬上乘車到金
魚街欣賞金魚。一看到漂亮的金魚，外公就會買回家，放在他家中心愛
的魚缸裏。
每一個周末，外公都會幫魚缸清潔。這樣，金魚們就可以有舒適的
環境生活了。
每次我和外公到沙灘玩耍時，他都努力地撿拾閃亮的貝殼、別緻的
珊瑚和奇怪的石頭回家裝飾魚缸。外公一會兒走到東，一會兒走到西，
滿頭大汗。有一次，因為外公走太遠了，令媽媽和外婆十分擔心，不過
我和弟弟卻覺得他十分有趣。
我和弟弟非常喜歡欣賞外公的魚缸，當我看到金魚游向左，游向右
的時候，我會感受到外公對金魚的愛心，十分欣賞他。
外公是一個很喜歡金魚和很有愛心的人，我很想學習他這種愛護動
物的精神。我十分感恩有一個有趣、有愛心和愛護小動物的好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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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是 一 個 值 得 我 學習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S班 鄭嘉耀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媽媽是一位值得我學習的人。
我的媽媽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她有紅紅的臉蛋和烏黑的頭髮。
我要學習媽媽的中文知識。媽媽的中文基礎十分好，你問她甚麼成
語，她都能回答，因為她說她小時候常常玩「成語接龍」遊戲，所以才
這麼厲害。
我要學習媽媽助人為樂的精神。媽媽小時候在家裏幫助外公外婆分
擔家務，長大後幫助鄰居。
我要學習媽媽的廚藝。媽媽的廚藝十分好，她會做紅燒肉，可好吃
了！這也是我最想學的菜式。
這就是我的媽媽，也是一位值得我學習的媽媽。

《爺 爺 是 一 個 有 學 問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S班 馬子諾

指導老師：羅諾詩老師

我的爺爺白髮蒼蒼，外表像一個普通的老人，不過他經常面帶笑
容、體力十足，還十分有學問，退休前更是個銀行經理啊！
爺爺十分熟悉中國歷史，他已經記住了中國歷代數以萬位不同的歷
史人物，例如曹操、劉備……爺爺經常說笑道：「我是諸葛亮的朋友
啊！」姐姐升上中學後，當學習中史科遇到困難時，她也會打電話問爺
爺，爺爺也能一一解答，實在令我萬分佩服啊！
爺爺的棋藝精湛，我小時候爺爺已經教我玩中國象棋，還教我不同
的策略，讓我跟同學玩的時候取得勝利。
爺爺從小十分好學，很喜歡看課外書，退休後每有空閒就去圖書館
看書。當我在學習上遇到任何困難，他都能幫我解決，所以我覺得爺爺
像一本百科全書。
由於爺爺是個有學問的人，因此我問甚麼問題他都能解答，所以我
十分尊敬他，我也很慶幸爺爺能成為我的知心好友，我會努力地向他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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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是 一 個 值 得 我 學 習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S班 關睿

指導老師：羅諾思老師

我的爸爸外型高大健碩，他有黝黑的膚色和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爸爸的性格自信開朗，樂於助人，待人友善有禮，又十分風趣幽
默，所以大家都十分願意親近他。
爸爸是一名醫生，他的工作態度十分嚴謹，他總是仔細地翻閱病人
的X光片和病歷報告，確保沒有錯漏。爸爸用他專業的醫學知識醫治和
幫助病人；同時，爸爸會以友善幽默的方式跟病人溝通，令他們放鬆心
情，重展笑顏。
爸爸十分熱愛他的工作。有時候他會日以繼夜、廢寢忘餐地投入工
作中。記得有一次，爸爸發現了一種病毒，醫院需要他做一份詳盡的報
告說明，爸爸廢寢忘餐地專心鑽研，直到深夜仍不肯休息，只想盡快把
報告完成。
爸爸做事認真嚴謹，但待人又十分友善幽默，我覺得爸爸這種「嚴
以律己、寬以待人」的處事作風，使我十分欣賞和敬佩，十分值得我模
仿和學習！
我衷心敬佩我的爸爸，我要努力學習爸爸所有的優點，將來和爸爸
一樣，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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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難忘的經歷》
作者：四年級L班 鄧浚堯

指導老師：林滌珈老師

今天，我們一家人一起到沙田歷奇單車公園踏單車。
這是我第一次踏單車，我緊張極了！爸爸扶着我，溫柔地說︰「你
要努力嘗試，我會在你身邊扶着你。」我還是感到忐忑不安，慌忙地對
着爸爸說︰「爸爸，請你千萬不要放手。」我的眉頭不禁緊皺起來，最
後還是鼓起勇氣，踏出了第一步。
我繞了四個圈後，爸爸要放手了，要我自己踏單車。我本來已經有
些信心了，突然卻變得戰戰兢兢。忽然，單車左搖右晃，我大吃一驚，
不禁大叫起來。
爸爸和媽媽一陣煙似的飛快跑到我身邊，媽媽安慰我，爸爸仔細地
替我檢查傷勢。我沒精打采地對他們說︰「我不想再踏單車了。」爸爸
媽媽耐心地鼓勵我繼續努力嘗試，告訴我凡事不是一次就成功，要從失
敗中吸收經驗，要不斷嘗試，才會成功。
最終，我學會了踏單車。踏單車要有堅定的意志，不可以輕易放
棄，才會成功。

《婆婆 是 一 個 慈 祥的 人 》
作者：四年級L班 梁靄琳

指導老師：林滌珈老師

人人都說媽媽是家中最好的人，可是，在我心中，婆婆才是最慈愛
的一位。
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我發燒了，婆婆知道了很擔心。她為了幫我
退燒，深夜不眠不休地煎藥，希望我能快點痊癒。最後，雖然我痊癒
了，但婆婆卻病倒了，這讓我深深感受到她對我的呵護。
婆婆在家裡常常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天天為我們一家造可口的飯
菜，又風雨不改地送我們上學。每天，她都關心我們是否吃得飽、穿得
暖。
婆婆的人生態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她善良的性格令我對爸爸
和媽媽的態度都比以前好了很多。現在，我時常關心爸爸媽媽下班回家
後會不會很辛苦，又主動幫忙檢查弟妹的功課，希望能減輕爸爸媽媽的
負擔。
我很開心，我有這樣慈祥的婆婆。等我將來長大了，我一定會好好
服侍婆婆，報答她今日對我們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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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令人感動的事》
作者：四年級L班 許澄

指導老師：林滌珈老師

新冠病毒持續擴散，情況嚴重。市民時時刻刻都需要注意個人衞
生，每天都要帶口罩和勤洗手，平日也要盡量留在家中，減少外出。
疫情爆發期間，卻發生了一件令我特別難忘、特別感動的事情。記
得有一次，我、弟弟和媽媽一起出外吃午餐，在路上遇到一位做清潔工
人的婆婆。
婆婆在清理垃圾筒，把垃圾倒入手推車上的塑膠袋內，她滿頭大
汗，而更令人擔心的是，她配戴的口罩，看上去又舊又濕，應該用了很
多天。
媽媽見到這位婆婆很可憐。想到清潔工收入不多，倒垃圾更是又厭
惡又危險的工作，所以更需要口罩。可是，現在口罩價格很貴，她可能
買不起，所以媽媽從袋中拿出一個給她。婆婆說︰「謝謝妳，妳真是一
個好人。」
媽媽的行為令我覺得很感動，我敬佩媽媽是一個有愛心的人，我要
學習她樂於助人，關愛弱小。

《弟弟是 一 個 懂 得 感恩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L班 尤天予

指導老師：林滌珈老師

今天，是弟弟的七歲生日，他舉行了一個生日會。在生日會中，弟
弟說了一件在他一歲時的經歷，我和朋友們都洗耳恭聽。
「在我一歲的時候，當時我不喜歡吃東西。有一晚，媽媽照常給我
餵奶。當時，我的脖子一鼓一鼓的，媽媽以為我吞了奶，繼續倒給我，
突然，我的臉色變了紫色，媽媽見狀十分驚惶，眼淚奪眶而出，她立刻
禱告求天父︰「主啊，求你救救他。」禱告未完，我已將所有奶噴了出
來了。」弟弟把事情一一說出來。
我們都聽得非常入神，目不轉睛，知道弟弟最後沒有事，都和他一
起感謝天父。
我們要學習弟弟常常懷有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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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是 一 種 面 對 瀕 臨 絕 種 的 動 物 》
作者：四年級L班 黃翊昕

指導老師：林滌珈老師

熊貓是我最喜歡的動物。牠們十分可愛、十分靈巧。牠們身體的顏
色有黑也有白，身型胖胖的，最愛吃竹葉。
但同時，我又覺得熊貓十分可憐，因為牠們正面對瀕臨絕種的危
機。為甚麼他們會瀕臨絕種呢﹖正正是因為我們人類在熊貓的棲息地興
建樓宇，因此令牠們生存的空間愈來愈小。
熊貓的樣子可愛，動作有趣，我們怎會不喜歡它呢？怎能不好好保
護它呢？只要我們好好愛護大自然，在其他地方興建樓宇，令熊貓有棲
身之所，那麼就能保護熊貓了。
經我的介紹，相信你對熊貓的認識又加深了。希望大家懂得愛惜和
保護熊貓！

《爸爸 是 一 位 值 得 我 學 習 的 人 》
作者：四年級L班 陸霈桐

指導老師：林滌珈老師

爸爸是一位工程師，個子高高，頭髮灰白，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鏡，
狀甚嚴肅。但其實他待人真誠有禮，熱心助人和愛護家庭，他自我要求
甚高，對任何事都不輕言放棄。
還記得爸爸曾經一邊工作，一邊攻讀碩士課程，還要照顧家庭，真
的忙得不可開交呢！有時候甚至連休息的時間都沒剩下多少，不過他沒
有埋怨和放棄，最後都順利畢業。
儘管他工作忙碌，但他也會抽空做義工。我也曾經跟他一起去賣旗
和探訪老人院。從他身上我體會了如果自己有能力幫助別人，是一件幸
福的事。
爸爸常常教導我們「百行以孝為先」，所以他以身作則，對祖父母
十分孝順。他也很重視親子時間，常跟我們玩耍。我們一家還會經常出
外旅遊呢！
爸爸真的有很多優點，我會以他為榜樣，努力鞭策自己，做一個值
得他人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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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去 旅 行 ， 我 就 興 奮 起 來 了 》
作者：五年級I班 陳曉霖

指導老師：馮雁屏老師

停課的某一天，我觀看了一輯旅遊節目，裏面介紹了首爾的餐廳、
街頭表演及旅遊景點。不禁令我想馬上去旅行的念頭，而且愈想愈興
奮。同時，也想起去年和家人一起去首爾旅行的情形。
記得旅行的第一天，我們一家到酒店旁邊的街道吃地道小吃。其中
老伯伯做的炒魷魚最令我回味無窮，那香噴噴的魷魚在十里外也可以聞
到。我們排隊排了三十分鐘才買到，我便迫不及待地大咬一口，味道真
是非常可口，所以我們在第二天再來光顧。
第三天，我來到最愛的主題樂園。那裏有我想玩的過山車，因為它
是全世界最高和最長的木製過山車。我們等了九十分鐘才可以坐上過山
車。那輛過山車像火箭一樣飛快，非常刺激。因為我在坐過山車的過程
中不斷地大聲叫喊，所以我下車後，覺得喉嚨痛得像被火燒一樣，想起
來也很好笑。
我們打算在疫情結束後，再去首爾旅行。我現在已經計劃好要去的
新景點，想起來也很興奮，希望這一天快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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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 件 事 ， 我 就慚 愧 了 》
作者：五年級I班 曹杰鑅

指導老師：馮雁屏老師

想起去年暑假裏發生了一件事，讓我至今仍覺得慚愧。
暑假的一天，表弟來我家玩耍，我便和他到公園遊玩。我們都玩得
很高興，但火辣辣的太陽卻把我們的臉烤得紅通通的。我便建議回家休
息，但表弟意猶未盡地說：「不如玩多一會兒吧！」
我實在忍受不住這炎熱的天氣了，便帶表弟去便利店買了雪糕和冰
凍的飲品。我迫不及待地打開包裝，隨意把它扔在地上，開心地吃雪
糕。
當我沉醉於雪糕的涼意時，突然聽到一把聲音：「小朋友，請你把
扔在地上的包裝紙撿起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清潔工人。心
想：表弟對我的印像一直都很好，我怎能當着他的面撿起我剛才扔在地
上的包裝紙呢？豈不是太丟臉了！我便假裝聽不見。然後他來到我面
前，再三提醒我說：「小朋友，垃圾筒在那兒，不要隨地拋垃圾啊！環
境衞生要從個人做起。」
我只好撿起包裝紙，向垃圾筒走去。這一刻，好像所有人都在注視
我，議論我，令我無比的尷尬，同時也深感慚愧。這件事深深刻在我心
中，讓我懂得要做一個有文明的市民，才能令環境變得更美好。此外，
我也明白了不能只顧面子，而做出錯誤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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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那 次 福 音 營 ， 令 我 回 味 無 窮 》
作者：五年級I班 許亦晞

指導老師：馮雁屏老師

每當想起上學期學校為我們舉辦的三天兩夜的福音營時，都不禁令
我雀躍起來，愈想愈是令我回味無窮。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我的「五星級的家」，體驗團體生活的滋味。媽
媽在我離開前的一晚，還不斷囑咐我切記留心老師的指示，不要獨行獨
斷。我內心其實非常緊張，畢竟這是我首次離開媽媽。
在入營的第一天，老師先給我們講解營地規則及介紹各位活動導
師，之後我們進入被分派房間。我們稍稍整理一下房間後，便開始活
動。下午，導師為我們準備了很多精彩的集體活動，這些活動都非常有
趣及有意義。在晚上燒烤時，營地預備了各種食物給我們享用。當大家
都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我第一顆大牙竟在這時候脫落了，弄得我滿口
鮮血，並尷尬得滿臉通紅。
第二天午睡時，我被導師邀請一起分享聖經故事，使我得到很多啟
發。晚上，我終於有空打電話給媽媽報平安，聽到媽媽的聲音，思念之
情不禁湧上心頭。
在離開營地前，我們跟導師舉行了一個道別儀式。期間，我看見很
多同學都感動流淚，我心裏也依依不捨。
回到家裏，我才發現家人為我付出了很多，而我並沒有感恩所得到
的一切。透過這次團體生活，我學懂了合作的重要和如何正確面對困
難。我熱切期待六年級的畢業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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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野 花 我 就 想 回老 家 了 》
作者：五年級G班 梁詩妤

指導老師：司徒廣琪老師

今天早上，我到公園散步的時候，被一個小東西吸引住了—一朵黃
色的，可愛的小黃花。我採下了這朵黃花，把它帶了回家。
回到家，我座在床上把這花看了看，看了又看……總是覺得很熟
悉。「可以吃飯了！」媽媽喊道。姐姐和我異口同聲地說：「喔！好
的—」說罷便一起跑出去。「媽，這花……」我一邊吃飯一邊問媽媽，
還沒問完，媽媽已經知道我要說甚麼了：「這花是妳外婆在老家花園裏
種的呀！你想回老家了嗎？」噢！原來是老家的花！
吃完飯，我坐在床上想呀想，想著跟表姐一起在花園裏採花的時
刻，想著跟大姨一起餵雞的時候，想著和外婆一起做菜的時光……不知
不覺我睡著了……
夢裏，我看到我的家人、我的親友、我的長輩……啊！還有我敬愛
的外婆。
第二天，我到公園散步的時候，我又看到了一朵小黃花，它也是黃
黃的、嬌柔的。我突然想起那個夢中的故鄉，還有我的外婆和迎著我的
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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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 那 美 好 的 時 刻 , 我就 笑 了 》
作者：五年級G班 邱芷澄

指導老師：司徒廣琪老師

我曾有過一段十分美好的時光，可以的真想回到這個時刻呢！
這一天是我的生日，爸媽說有驚喜，我便懷著好奇的心情跟著爸媽
來到一個「神秘」的房子，房子十分漂亮，我心想：這是我們的新家
嗎？然後，媽媽說：「以後這就是我們的家了！」爸爸說：「你可以自
己擁有一個房間呢！」我說：「太好了！」爸爸還說：「明天我們一起
去海洋公園玩吧！」
第二天一早，爸爸在九時就叫醒我還說：「芷澄，今天要去海洋公
園！」我一聽到「今天要去海洋公園！」便立刻整理儀容，換完衣服
後，我們一家就出發了。
我們坐了很久巴士才到達海洋公園，我便叫爸媽陪我去坐「海洋火
車」到山頂玩機動遊戲。到了山頂必須要先玩過山車，因為過山車太過
癮了，然後我們還玩了「漂漂河」、「VR」過出車等，五時左右我們一
家便回家了。現在，我很想回到這段美好的時光，回到快樂的家，回到
有父母陪伴的快樂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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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 那 次 經 歷 ， 我 就 害 怕 了 》
作者：五年級G班 李耀熙

指導老師：司徒廣琪老師

我有一個恐怖的回憶，一旦想起那次經歷，我晚上就睡不著，因為
我怕作噩夢。
我一有空就待在家裏上網看影片，因為我習慣了在那個網站瀏覽。
看了一會兒，網站就推介了一條包含恐怖信息的對話影片，我一時好
奇，便按了進去……
一開始，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到了中段，我卻越看越奇怪─事情開
始向詭異的地方發展。影片充滿著鬼怪和罪犯的內容。而且開放式的結
局更使我筋骨發麻，我忍不住想一想，影片中的受害者是否真的已經受
害，真是細思極恐。
看了一半，我不想再看了！太恐怖了！受不了！
從此以後，我的警戒性大大上升，洗澡、睡覺、吃飯都會四顧，怕
有甚麼把我突然捉走。
我祈求網站管理好影片過濾，再也不推介這些影片給我瀏覽。每當
我想起這件事，我就頭皮發麻了。我以後再也不因為好奇心而去看那些
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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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 那 次 經 歷 ， 我 就 害 怕 了 》
作者：五年級W班 林柏希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經過那一次的經歷，我以後也不會再上露營了。
在我六歲時的暑假，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當時，正是夏天，那
紅紅的火球掛在天上，把街上的人都曬溶了，所以我才不會貿然上街
去。我一直都希望嘗試露營的感覺，誰知翌日，爸媽對我說：「昨天，
表姐一家打電話來邀請我們一起去露營。」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我不禁
興奮得跳起來。
終於來到露營那一天，我們到達營地後，興致勃勃的我在等着那帳
篷搭成。等待期間，我和表姐一起玩樂。不知不覺已到黃昏了，我和表
姐玩得精疲力竭，而成年人就靜靜地坐在遠方，悠閒地休息和談天說
地。
晚上，正當我打算洗澡時，原來營地的廁所是簡陋不堪，沒有自來
水供應，於是我們決定先到表姐家洗澡，然後再回營地。晚飯時間到
了，我們一起燒烤，突然地上和爐邊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怪物」，包括
蜈蚣、蚯蚓、蟑螂……恐怖的事情發生了，一條噁心的蚯蚓爬到我的腳
上，我嚇得目瞪口呆，驚惶失措，幸好表姐來拯救我，把蚯蚓趕走。深
夜時，當我睡在帳蓬，我仍然感到忐忑不安。深怕小昆蟲再來突襲我
呢！
翌日早上，當我醒來時，我忽然又看到一條條白色的小東西在帳蓬
外擺動，我不禁揉一揉眼睛再看清楚，那是一條條白色的毛毛蟲，我嚇
得大叫，所有人都被我吵醒了。我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牠們趕
走了。原定的旅程是三日兩夜，因為昆蟲不斷偷襲我們，所以我們決定
立即回家去。
經過這一次難忘的經歷，原本興奮及期待的心情被那些小昆蟲弄得
興致大減，就像被人潑了冷水一樣蕩然無存。從此以後我也不會去露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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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愛 我 的 媽 媽 ， 我就 慚 愧 了 》
作者：五年級W班 余顯頌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你老是這麼慢！」我生氣地說。媽媽氣喘着回答：「好的，快來
到了！快來到了！」我遙望還在街尾的媽媽，感到不耐煩，頭也不回地
走了。
當我走到街角，不料碰上一位老婆婆，她的手錶掉到地上。我拾起
手錶，正想向老婆婆道歉，但她竟不知所踪。我看看那枚手錶，發現手
錶的秒針竟然是倒着行的！我心想：「這真奇怪！」
我把手錶放進口袋中，正想回頭看看遠處的媽媽，此時卻傳來一把
聲音。「顯頌，來，加油，慢慢走。」我沿着聲音的方向望去，竟發
現一位容貌和聲線都與媽媽相似的年輕女人。我記起父母的結婚照，
她……她豈不是年輕時的媽媽？而那位嬰兒難道是我？我半信半疑地走
上前，拍了拍我媽媽的肩膀，卻發現，我的手竟然直接穿過了。這時，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從時光隧道走進十年前的空間呀！我看着兒時的
生活點滴，爸媽陪着我走成長的道路，正當我看得入神時，「叮」，忽
然，口袋中的手錶響了起來，又把我帶回現實世界了。
當我回過神來，我看見遠處的媽媽已跟上我的腳步，看着媽媽氣喘
吁吁的樣子，我就十分慚愧。媽媽含辛茹苦地養育我，我還嫌棄她走得
慢，我立即對她說：「媽媽對不起！媽媽對不起！」我和媽媽緊緊地抱
在一起，一切盡在不言中，我長大後一定會好好報答媽媽的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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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愛我 的 爸 爸 ， 我就 慚 愧 了 》
作者：五年級W班 謝柏濠

指導老師：何綺薇老師

在世上，媽媽對孩子關懷備至，是不用置疑的。然而，有誰會深刻
體會到爸爸對我們無私的奉獻呢？
白天，爸爸為家庭奔波勞碌，為口奔馳。他常常對我說：「柏濠，
人生要先苦後甜，才會活得更精彩。而且，做人要有責任感，還要敢於
擔當。」我只是漫不經意地回答：「爸爸，您說得對。」不過，事實歸
事實，每當我遇到挫折、吃到苦頭時，不是放棄便是抱怨，完全沒有承
擔。因此，每當想起愛我的爸爸，我就慚愧了……
晚上，爸爸又變成了我的啟蒙老師，每晚鍥而不捨地督促我學習，
在他循循善誘之下，我的成績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欠缺自律和懶惰的
我，考試前竟沉迷電玩，疏於練習，令考試成績一落千丈，我的心情好
像大石頭從懸崖跌到谷底般慘烈。爸爸的心血又一次付諸東流了。每當
想起愛我的爸爸，我就慚愧了……
我自小對足球深感興趣，而且踢得有板有眼。有一天，我領軍的球
隊在賽事中以一球之差飲恨，我接受不了這個賽果。有見及此，爸爸在
旁安慰我說：「勝不驕、敗不餒，勝敗乃兵家常事。」憤怒的我回答：
「你現在說甚麼也沒有用了！」然後拂手而去，這種行為既失風度，又
沒禮貌。事實上，爸爸的球技了得，年青時曾贏得不少獎項。自此，在
他的鼓勵和琢磨下，沒想到，短短半年間，不僅在心態、體能及技術上
有了明顯的提升，還受到校隊足球教練的青睞，能夠成為校隊一員為校
爭光，我感到無比的光榮。如果沒有爸爸的指導，我相信也沒有這次機
會。每當想起愛我的爸爸，我就慚愧了……
從這幾件事中，我明白到一個道理：不論父愛或母愛都是最偉大
的，我們要好好珍惜。同時，我們要有一顆感恩的心，孝順父母，報答
父母養育之恩。

62

《想起 那 次 經 歷 ， 我 就 害 怕 了 》
作者：五年級T班 朱曉琳

指導老師：蔡妙瑜老師

上年暑假的旅行是我最難忘的一次旅行。我和家人到韓國旅行。
還記得的那一天，天朗氣清，陽光燦爛，我們參加了當地一天旅行
團。我們去了草泥馬樂團。首先我們乘坐小火車觀光，然後停在某處餵
飼草泥馬。牠們十分可愛，最後我們到紀念品處購買手工的草泥馬。
當我們從山坡回旅遊車時，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當時我感到左邊
膝蓋疼痛，後來發現已經擦損了，我看了一看，立刻嚎哭起來，而且我
十分害怕，家人也感到惶恐，擔心我會否受到病菌感染，決定到醫院檢
查和治療。
我們到達醫院時，醫護人員跟我們語言上很難溝通，只有依賴手機
的翻譯軟件和身體語言來溝通。首先他們為我檢查傷口，然後給我消毒
和包紮傷口，之後到Ｘ光室照Ｘ光，醫生看了這份報告說：「沒有骨
折。」最後護士姐姐給我打了兩支針，當時我感到十分麻痹和痛楚。
這天的經歷真令我難以忘懷，至今仍記憶猶新。每次走路時一定要
十分小心，不可以再受傷，吸取當日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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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爺爺 的 話 ， 我 更有 信 心 了 》
作者：五年級T班 陳美鑫

指導老師：蔡妙瑜老師

一想到那年爺爺說的話，我就覺得充滿幹勁。
小時候，我跟爺爺和奶奶一起住。因為我的父母工作非常忙碌，每
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沒有時間照顧我。所以父母只好拜託爺爺和奶奶
照顧我。因為不能常常看到父母，起初我十萬個不願意的，但最後被一
杯冰淇淋而收買了。
和爺爺奶奶一起住，也沒有甚麼不好的。放學的時候，奶奶都會來
接我放學，而且奶奶心軟，所以每當我求她買冰淇淋，她都會答應。而
爺爺知道我對音樂有興趣，所以他送我了一個笛子，還幫我報了笛子
班。我也答應了爺爺我會努力學笛子，將來吹一首曲子給他聽。
但是剛學沒多久，我想要放棄，因為有一個曲子我怎樣也吹不好。
爺爺知道後，說：「你還記得之前答應過我會努力學笛子嗎？」我聽到
後慚愧得低下頭。
第二天，爺爺突然生病進醫院了。我十分緊張和擔心。為了讓他開
心，所以我努力地練笛子，想吹一首曲子鼓勵他。有一天，我終於練好
了，我開心極了！所以立刻叫奶奶帶我到醫院。到了醫院之後，我馬
上吹給了爺爺聽。爺爺聽完後，說：「只要努力，沒有什麼是做不到
的！」
過幾天後，爺爺終於可以出院了！而我每天也努力地學笛子。我很
感謝爺爺那天說的話，「只要你肯努力，沒什麼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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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 那 天 放 學 時 的 場 景 ，
我就覺 得 ， 雨 ， 是 多 麼 的 美 ！ 》
作者：五年級T班 王楚瑜

指導老師：蔡妙瑜老師

「叮鈴鈴」放學了。我剛走出校門，天空便下起了雨。掐指一算，
哦對呀！今天是二十四節氣中的「雨水」，怪不得會下起這朦朦細雨。
輕細的雨花，像漂浮的霧，白茫茫的，輕吻著我的臉，微微覺得
癢；雨傘彷彿是風帆，在雨色蒙蒙中載浮載沉。「嘩啦啦」，雨越下越
大，一串兒一串兒地落在屋檐上，濺起了一朵又一朵晶瑩的水花。
雨悄然的灑著，輕輕地給大地蓋上了一層透明的薄紗。這時，只要
你閉上眼睛仔細聆聽，就會聽到細細的「沙沙」聲，那是「春姑娘」踩
過樹葉向我們走來時，所發出的聲音，而雨點兒，就是她送給大地的禮
物。遠處，房屋朦朦朧朧，近處，植物卻在細雨的沖洗下，顯得格外青
翠欲滴。
雨後，一陣泥土的清香迎面撲來，空氣格外清新。經過雨水的洗
禮，每朵野花，每棵小草的色彩都更加晶瑩亮麗。只要風一吹，樹葉上
的水珠便會像蝴蝶一樣，翩翩起舞。
雨，是那麼的美，發自內心的美。它既帶給了我們無窮的生機，又
在我們傷心、難過時，給了我們一絲希望。雨，你是多麼的美！你是多
麼的美！

65

《想起那次朗 誦 比 賽 ， 我 就感 到 可 惜 了 ！ 》
作者：五年級S班 朱彥雯

指導老師：香雅儀老師

想起那次朗誦比賽，我就感到可惜了！
記得那一次的朗誦比賽，我和媽媽花了很多時間，用心地預備。我
最初經常忘記誦詞，但是我努力地練習，朗讀聲一遍又一遍地在家中迴
響，感情漸漸融入在文字中，最後我終於能夠把整篇誦文熟練而又充滿
感情地表達出來。
比賽終於到了！我和媽媽信心滿滿地步入比賽會場。在報到處裏，
我正要把需要的文件交出來時，心裏卻感到一絲不妙。咦！我的手冊
呢？我忽然發現自己竟然忘記帶手冊。要知道，參賽者沒能出示學生手
冊，是無法參加比賽的啊！我頓時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完全無法思
考，只懂得像個傻子一樣，不斷重覆翻查書包，但是都一無所獲，而媽
媽就一直慌亂地想辦法。很多在場的熱心家長也在幫忙想方法補救，但
也無濟於事。
我們只好跟比賽的負責人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希望能得到大會的
通融，可以給我繼續參與比賽，但換來的只有負責人鐵面無私的一句
話：「不行！不行！這是大會的規定，不得作任何改動！」眼見已沒有
辦法，媽媽只好打電話到朗誦協會，看看能否作出改動，不過也是同一
個答案—不行！為了這次朗誦比賽，我預備了很長時間，卻因一個過失
而錯失了機會，我十分悔恨，不停自責。
這時，比賽負責人冷冷地說：「你也可以參加比賽，不過評判不會
給你分數，也不會給你評語。」我聽過後，覺得這樣的比賽根本沒有意
義，便萌生放棄的念頭，卻又想起自己努力地練習了那麼久，又何不上
台發揮一下呢？於是，我便平定心情，在台上投入地演繹。
如今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我仍然感到十分可惜。幸好我沒有放棄
了，否則連表演的經驗也失去。雖然我帶着小小的遺憾，但是我仍期待
參加下一次比賽，在舞台上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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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次入 院 的 經 歷 ， 我 就 懂 得 感 恩 了 ！ 》
作者：五年級S班 簡焯峰

指導老師：香雅儀老師

真沒想到，那次我因病住院，一住便是五天了，最難忘的是出院後
隔一天便是考試的日子，當時我就像熱鍋裏的螞蟻在乾着急，可是我的
心中卻充滿感恩。
記得去年五月下旬某一天，我如常上學，但突然發高燒，老師馬上
通知媽媽帶我去看醫生。我吃過藥，休息了兩天，不但沒有退燒，病情
反而更嚴重，家人十分憂心，趕忙帶我到醫院檢查。經過醫生的診斷，
原來我患上了甲型流感，更認為我的肺部的狀況很不對勁，怪不得我咳
嗽得快要窒息似的，我感到十分痛苦。
當晚醫生便決定我需要立即入院接受治療，這是我第一次留院，心
情既緊張又害怕。緊張的是擔憂自己的身體不知何時可以康復，可否參
加一星期後的考試；害怕的是住在醫院陌生的環境，令我感到渾身不自
在，但我很快便從複雜的情緒中釋放出來了。
五天住院的日子裏，我得到醫生和護士細心的治理和照料，病情迅
速轉好，並逐漸康復。爸爸不忘給我帶來我喜歡的圖書看，媽媽更是每
天都在醫院裏陪伴着我，我的心感到越來越安穩。
經歷這次患病，讓我更體會到健康的重要，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
夠學習和參加活動。雖然我在患病時感到無奈，但是我學懂了感恩，在
家人、老師、醫護人員的關懷和愛護中，讓我深深明白原來自己是這麼
幸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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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 媽 媽 ， 我 就 哭 了 ！ 》
作者：五年級S班 洪迎昕

指導老師：香雅儀老師

親愛的媽媽：
您在天國生活得好嗎？
從前每當我想起您的時候，都會大哭一場。那時，爸爸總是邊輕撫
着我的頭髮邊安慰我。但自從上星期開始，他不能再陪伴我，因為他去
世了。
我接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後，第一個來找我的是怒氣沖沖的明貞
校長。她說爸爸欠了她幾千英鎊，因為我現在用的所有東西，都是她先
墊付的。她本來相信我富有的爸爸一定會還錢給他，可是爸爸原來已經
破產，並逝世了。
於是，明貞校長把我趕出佈置華麗的套房，還把聘請回來照顧我的
法國女傭馬特勒辭退了。我被迫搬到閣樓住去，每天要動手工作才能有
飯吃。住在我隔壁的，是個比我大三年的小女工，她名叫蓓琪，她父母
很早就過世了，所以她八歲便當上女工。我和她常常結伴工作，漸漸成
了好朋友。我也重新振作起來了！
媽媽，我會緊記你的教訓：要堅強地面對每一件事，難關便能迎刃
而解。我要去幹活了，下次再談吧！
你的女兒
莎拉敬上
後記：本文敍述的事乃是改編自《莎拉公主》一書。故事的主人
翁—莎拉是個積極樂觀的女孩，即使因為家裏破產，淪落成為學校的
女工，也常常笑面迎人。後來，一位印度商人告訴莎拉自己是他已逝世
的父親的朋友，並且願意負擔她的生活費，於是莎拉又變回「小公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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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我 曾 是 港 孩 ， 我 就 慚 愧 了 ！ 》
作者：五年級S班 鍾旻諾

指導老師：香雅儀老師

記得上個月，我闖了一場大禍。那天晚上過得特別漫長，我呆呆地
躺在床上至深夜也無法入睡。我輾轉反側，不停地反思過往自己的懶
惰。
從前的我是一名「港孩」，每天都過着富裕家庭中「大少爺」般的
生活，從來不執拾房間，不整理衣服，不收拾玩具。每當爸爸在黃昏時
下班回家後，看見客廳都是凌亂得像被賊人入屋爆竊過般，他總會溫柔
地提醒我要收收拾房間。可是，我從不採取行動，總是敷衍答道：「下
次吧，下次吧！」直至有一天悲劇發生了。
那天正是妹妹的四歲生辰，公公、婆婆和我們在家中舉行小型派對
慶祝一番。可是我不但沒有幫忙準備派對，還只顧自己玩耍，把「樂
高」玩具撒滿整個客廳的地上。婆婆不慎踏在玩具上而滑倒在地上，她
痛得不能動彈。派對因此取消了，婆婆痛極了，而我傷心極了。幸好，
醫生診斷婆婆並無大礙，只需回家休養一段時間就能康復，我才放下心
頭大石。
回家後，爸媽給我的「大懲罰」開始了，他們嚴厲地教訓了我一
頓，還列出我十項懶惰「罪行」，那時突然在我腦海裏浮現出一幕又一
幕自己過往做得不是的片段，我心裏萬分慚愧，連忙向家人許下承諾—
不再「做港孩」。
自此以後，我改掉了不願收拾房間的惡習。我每天除了把自己的東
西整理得井井有條外，還幫忙做家務。年紀小小的妹妹也受了我感染，
一起整理家居，成為了一個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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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砵仔糕， 我 就 記 起 那 位自 力 更 生 的 婆 婆 》
作者：五年級L班 何卓謙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當我還是幼稚園學生的時候，每天放學回家的途中，都會看見一位
九十多歲的婆婆在賣砵仔糕，我總嚷着媽媽買兩個給我吃。
聽街坊說，婆婆跟丈夫一生也在賣糕點。自從她的丈夫離世後，她
便堅持一個人在賣砵仔糕，風雨不改，已經賣了十多年了。試過有一
次，因為下雨，媽媽便向婆婆買了剩餘的砵仔糕，好讓婆婆快點回家。
那一天，我和姐姐的午餐、茶點也是砵仔糕。
自從升讀小學後，我便沒有機會遇見婆婆了。上星期，我跟媽媽去
市場買菜，剛好看見有人在賣砵仔糕，我便立刻買了兩個回家吃。
回到家裏，看着兩個冷冰冰的砵仔糕，我咬了一口，沒有暖烘烘的
感覺，沒有甜絲絲的焦糖味……我忽然想起婆婆勤懇的身影、溫暖的笑
容……無論其他人做得再好吃，都比不上婆婆做的砵仔糕。
不知道婆婆現在還有沒有再做砵仔糕呢？婆婆，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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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這件 事 ， 我 就 下 定 決 心 克 服 困 難 》
作者：五年級L班 洪浚禧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在我上幼稚園中班的時候，老師要求所有小朋友都要學會跳繩。可
是我練來練去也練不好。一個月過去了，全班同學學會了跳繩，可我還
是不會跳。因為我的個子是全班最高的，卻不會跳繩，所以全班同學都
譏笑我，連老師看到我跳繩的時候，也連連嘆氣。
因為受到別人嘲笑，所以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學會跳繩。我一邊跳
一邊想：我不但要學會跳繩，而且還要跳得比我們班的跳繩高手還要
好。於是我每天放學回家就拿出繩子，讓媽媽手把手的教我。儘管我每
天跳上一個小時，可是繩子總是不聽我的使喚，當我跳起時，由於手腳
協調得不好，總被它絆倒。繩子有時把我的腳趾打得疼痛，甚至打得發
紫。雖然過程艱辛，但我仍然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練習，終於學會了
跳繩。
有一天，老師鄭重地宣佈：「明天要舉行一次跳繩測試。」當同學
知道我也要參加，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諷刺我。
結果測試那天，我以一百圈的好成績，成功通過測試。因此，小伙
伴們和老師都對我刮目相看。
通過這次測試，我明白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每次想
起這件事，我就會下定決心克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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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天 ， 我 學 會 了 凡事 冷 靜 面 對 》
作者：五年級L班 劉子矅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記得不久前的一天，發生了一件令我畢生難忘的事，現在我想起來
還猶有餘悸……
那天，我和媽媽準備到超級市場買菜。我們進了升降機後，一關
門，「嗖」的一聲，升降機急速地往下墜了十幾層。我被嚇得驚慌失
措，抱着媽媽一邊哭，一邊發抖。
突然，升降機在中途停了下來，原來升降機被卡在第十和十一層中
間。我非常害怕，媽媽卻冷靜地想辦法，並且安慰我，叫我不用擔心。
媽媽鎮定地按黃色的警鐘後，保安員立刻問我們發生了甚麼事，媽媽說
清了來龍去脈後，保安員立即通知消防員。
幾分鐘之後，消防員來了，他們問我們有沒有不舒服，並叫我們耐
心等候，很快就能出來了。然後他們用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門撬開，我們
終於得救了！
我很感謝消防員叔叔的幫忙，他們把我們從困境中救出來，令我重
見光明！這件事亦令我明白到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慌張，要冷靜地尋找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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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醫護人 員 的 貢 獻 ， 我 充 滿 敬 佩 之 情 》
作者：五年級L班 梁祐迅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新型冠狀肺炎從一月起在香港蔓延，二月初湧現大量群組確診個
案，當中包括「打邊爐家族」及北角佛堂病人，世界衛生組織在三月中
把疫情定性為「全球大流行」，令全港陷入癱瘓狀態。
雖然很多「打工仔」不用上班，但一班專業的醫護人員卻每天不眠
不休地跟病毒「打仗」。他們一方面要擔心口罩和保護衣物的供應不
足，一方面要快速應對床位緊張而入院人數上升的問題。因為病毒容易
傳播，真是每分每秒都不能有半分錯漏。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講述龍醫生每天的工作。他每天清晨六
時便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八時才可以回家，與家人見面吃晚餐。但因
為怕自己受感染而傳染家人，他不敢除下口罩跟女兒擁抱，在家中留了
短短兩小時，便返回醫院工作，令我非常感動。
醫護人員不但照顧病人，還十分關心他們。例如有護士用平板電腦
讓一對確診的老夫婦在屏幕上見面和對話，令他們不用為對方擔憂。醫
生也會安慰患者的家屬，減輕他們的憂慮。醫護人員用心醫治的不只是
病人的身體，還有他們的心靈。
每次想起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我就充滿敬佩之情。我會像醫院人
員一樣，盡力克服所有的困難，不會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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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頓 晚 餐 ， 我 就心 有 餘 悸 》
作者：五年級L班 梁家燁

指導老師：霍家美老師

你們在吃飯時候遇到最糟糕的事是甚麼？不小心把醬油弄在衣服
上？吃飯時要打噴嚏？還是別人打噴嚏時把所有菜都弄髒？以上的事似
乎已經很糟糕，但以下這件事對我來說才是最糟糕的。
那天，我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突然我感到喉嚨刺痛，痛得臉色發
紫。媽媽看見後，便焦急地問：「是不是被噎住或有食物卡住喉嚨了？
能呼吸嗎？」
我捂着喉嚨，斷斷續續地說：「我好像……被叉燒燒焦的邊塊……
卡住了。」媽媽叫我吞白飯，企圖用白飯的黏性及重量帶走它，可是這
不單行不通，還雪上加霜，因為每吞一下，帶來的痛楚更強。媽媽看見
我痛苦的樣子後，便決定帶我去醫院。
到達醫院後，醫生幫我檢查，發現原來那不是叉燒被燒焦的邊塊，
而是一條魚骨。之後，醫生便嘗試把魚骨弄出來。他首先叫我躺在床
上，然後拿起工具，嘗試把骨拔出來。那工具在我口中攪動，令我不禁
作嘔。經過一番擺弄後，不但徒勞無功，還弄得我滿口血絲，醫生說：
「因為我不能把骨弄出來，所以可能要用內窺鏡。由於這裏沒有兒童用
的，所以我會把你轉去別的醫院。」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的心臟嚇得
快要跳出來了！因為我從未做過手術。盡管這只是微創手術，我都嚇得
不斷顫抖。
翌日，我被一輛白色的救護車送去別的醫院。在決定做手術前，醫
生再嘗試用簡單的工具把骨拔出來。這時，「奇蹟」發生了，醫生把骨
弄出來了！
最後，我住了一天醫院，便平安地回家了。每當想起那頓晚餐，我
都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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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手 》
作者：六年級I班 唐卓庭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上帝啊！上帝，我希望你可以多給我一雙手—一雙有用的手。如果
我的願望成真的話，那就可以令我在工作效率上大大提升，也可以令我
生活得更加方便，在日常生活中的粗重工作也難不到我了，我的工作也
變得易如反掌了。
因為可以多一雙手幫助，我可以快速地整理房間，把文具、書本、
玩具等，在一刻間便擺放好，騰出更多時間來休息和玩耍。我可以用我
的兩雙手來做很多助人的事，例如：我可以在同一時間內搬運更多物
品，這讓我更有效率地幫助師長和同學，為他們分擔工作。我還可以迅
速地完成所有功課，節省更多時間用來學習有趣的課外知識，使自己增
加更多知識，對世界也有更多認識……
多一雙手的好處簡直是數之不盡。但是上帝並沒有多給我一雙手，
這是因為上帝想我明白一個道理—做事不可以因有困難就半途而廢，要
腳踏實地，要善用祂所給我的一切，像寫作文章一樣，不要見到題目就
叫困難，相反要盡全力去構思內容，把文章寫好。
我要善用上帝給我的恩賜，使我的人生更精彩。上帝啊！上帝，我
感謝你只給了我一雙手—一雙有用的手，一雙令我做事不怕困難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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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眼 睛 》
作者：六年級I班 李泳儀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我是一個四肢健全，五官不缺的女孩子。但是，我仍然希望上帝多
給我一雙眼睛，這樣我便有一雙眼睛長在前面，一雙眼睛長在後面，我
的視野是三百六十度的，多廣闊啊！
首先，在馬路上行走時，我經常擔心在我不注意的情況下，會有意
外發生在我身上。我常常感到四周都是危機重重的，所以如果多擁有一
雙眼睛，我便可以三百六十度地去觀察周圍的環境，若察覺將會有危險
發生，我便可以及早防備，並避過危險，使我在路上行走時不用再擔心
了。
其次，我的英語能力較遜色，假如我有四隻眼睛，我便可以同時看
兩本英文書。這不但可以提高我的閱讀速度和增加閱讀的數量，還可以
節省閱讀的時間，騰出更多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有，我是一位糾察隊長，需要常常協助老師看管同學，如果我可
以多擁有一雙眼睛，就可以盡快察覺犯規的同學，及時糾正他的錯誤，
使他不再犯錯。
假如上帝真的多給我一雙眼睛，我會好好地運用它去幫助自己和幫
助別人。如果上帝真的這麼恩待我，我真是太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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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大 腦 》
作者：六年級I班 陸之然

指導老師：陳綺韶老師

呈分試快到了，我努力地準備着，所以，每天花四小時坐在桌子前
溫習。儘管我多麼努力，還是不能牢記書本的內容。我呆呆地盯着一行
行文字之際，腦海裏浮現出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上帝多給我一個大腦
便好了。
倘若我有兩個大腦，我的記憶力便會大大增強，就像智能電話插入
了多一張記憶卡，可以儲存多一倍的資料。有了更強的記憶力，我不但
能夠背誦更多書上的內容，而且能牢牢地記着它們。
另外，有兩個大腦代表着我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其中
一個大腦很感性，另一個很理性。或者一個大腦充滿藝術細胞，另一個
善於數理邏輯。這樣，我除了可以同時擁有以上的特質，兩個大腦互相
辯論的時候，還會生出新想法，讓我學習更多知識。
還有，有了兩個大腦，使我做事更爽快，也更有能力解決問題，像
兩個同學同心協力做專題一樣，總比一個人完成得快和完美。
總括而言，如果我多了一個大腦，便能夠有更強的記憶力，有更全
面的思維模式和做事更快。如果上帝可以多給我一個大腦，我一定會善
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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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G班 周正樂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個腦袋。
作為人類，我們不得不讚歎上帝造人的偉大和奧妙。人體的每個結
構和器官，都讓我們在思考和活動等各方面都得心應手、恰到好處。不
過，要是上帝能夠多給我一個腦袋，那我就如虎添翼了。
神秘的腦袋功能強大，掌管語言、記憶、推理、控制身體和整合感
覺信息等範疇。隨著社會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們要應付的工作和處
理的資訊越來越多，如果我能夠有兩個腦袋，辦事效率必定會事半功
倍。
再者，腦部工作量龐大，如果有兩個腦袋，它們便能夠交替運作和
休息。這樣既可以延長每天工作的時間，也能維持高水平的精神狀態。
長此下去，相信我不僅學業成績會有所進步，還能妥善地兼顧練習鋼
琴、進行足球訓練等需要。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有機會運用兩個腦袋，就能變成一個強大的
人，替家人和朋友分憂，協助他們解決疑難。
上帝啊！不論你能否給我一個腦袋，我也會善用自己現時擁有的一
切，努力學習，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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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G班 湯芷晞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上帝啊！我希望祢能多給我一個腦袋，祢能實現我的願望嗎？
如果我有多一個腦袋，我會把它放在心臟的旁邊，那樣又不影響外
表，又不會被人發現，還有不少好處。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增加一個腦袋
有甚麼好處吧！
如果有多一個腦袋，在學校生活中，我可以讓自己在考試時更快、
更準確地想到答案，因為當兩個大腦合作，效率是很快的。還有，在上
課的時候，當老師提出一些很難深的問題時，別人不會答，我卻會答，
讓同學和老師對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在我存放物品時清楚記得存放物品的地方，
沒有那麼容易忘記。此外，在家裏溫習時，我只需用比以前一半的時間
就可以把全部內容學會，不要用太多時間，事半功倍。
在發生意外時，如果其中一個腦袋受傷而不能使用和思考時，便可
用另一個腦袋思考和維持生命，繼續存活下去。
我希望我真的能擁有多一個腦袋啊！如果能多擁有一個腦袋，將會
對我的生活帶來無窮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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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G班 胡曉曈

指導老師：張麗玉老師

這天在我放學回家途中，我遇見了上帝，上帝問我：「孩子，我要
多賜你一個身體器官，你如何選擇呢？」我馬上告訴上帝我想要多一個
腦袋。上帝答應了，祂臨走前叫我多運用腦袋幫助別人。
我根本不相信我比別人多了一個腦袋，但奇怪的是，面對以往一竅
不通的數學，現在我居然一看就懂了；面對以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
背下的中文課文，現在我居然不費吹灰之力就背了出來；面對令我束無
策的英語單詞，我居然一看就懂了。我開始慢慢接受上帝真的賜給我第
二個腦袋，並得着它為我帶來滿滿的驚喜。
我的聰明被學校的師長發現了，他們推薦我參加校外比賽，最終我
也不負眾望，獲得了很多獎項，為學校爭光。
我突然想起上帝叮囑我：多一個腦袋而要運用得來的智慧去幫助別
人，所以我協助警方調查一些奇案。漸漸地，我在香港也薄有名氣了，
一切都是托多一個腦袋的福！如果沒有它們，我一定沒有今天的成就。
我開始陶醉在別人的掌聲和尊敬的目光中。
突然，姐姐那如同天籟之音的聲音傳到我耳朵中，提醒我快準備上
學，我頓時醒來，明白自己在發夢。這時，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那甜美
的夢。雖然那只是一個夢境，但我相信只要我多努力，我也能像得到多
一個腦袋一樣，在學習的進程上能夠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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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大 腦 》
作者：六年級W班 余玨輝

指導老師：尹淑芬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個大腦，因為大腦是人體中最重要的部位。大
腦是一個能幫助思考和記憶的器官，如果上帝多給我一個大腦，我便會
是最聰明的人了。
如果我有兩個大腦的話，就會得到雙倍的智慧，這個世界上的種種
難題，我都能輕而易舉地解決。當別人向我提問時，我也能快速地回答
他們。我會使用我的智慧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我有兩個大腦的話，
就有兩倍的記憶力，可以記下更多事情，就像一部電腦有兩個硬碟機一
樣。我在學習時便能事半功倍、如虎添翼，對學習過的知識過目不忘，
成為一個學富五車的人。
如果我有兩個大腦的話，就能不斷地工作，減少休息的時間。因為
所有人的大腦在晚上都需要有足夠的休息，而我卻可以比他們有更長的
工作時間。另外，我會變得更擅長與別人溝通，有更高的應變能力，使
對話變得更加有趣。」
我希望上帝可以多給我一個大腦，令我成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能
夠為世界作出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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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手 》
作者：六年級W班 李承軒

指導老師：尹淑芬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雙手，因為一雙手只可以做一件事，如果有多
一雙手就可以做更多事情，做事又可以節省時間。多一雙手可以同時做
多項功課，多一雙手可以同時做多項家務，多一雙手可以同時吃多類型
的食物。
多一雙手可以同時做多項功課，例如：同時做中文和數學功課，這
樣就可以節省更多時間，讓我們有時間可以溫習和玩遊戲。
多一雙手可以同時做多項家務，例如：同時熨直衣服和收拾衣服，
這樣就可以讓父母放工回家輕鬆些，讓他們回家可以多休息。
多一雙手還可以同時吃多類型的食物，例如：同時用刀叉吃西餐和
用筷子吃中餐，這樣我就可以吃多種類型的食物。
多一雙手還可以讓我同時玩不同的電子遊戲，例如：同時玩手機和
電腦，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玩得更盡興。
我很希望上帝能多給我一雙手，這樣我便能多做幾件事，能幫助其
他人，這樣既能節省時間，又節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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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條 尾 巴 》
作者：六年級W班 李思齊

指導老師：尹淑芬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條尾巴，因為多了一條尾巴，便可以使我的生
活變得更方便和更有樂趣。
我每天要背着沉重的書包走上五樓的課室上課，真的讓我喘不過氣
來，但如果我有了一條尾巴，便可以像敏捷的猴子一樣，把尾巴一捲，
便輕輕鬆鬆地到達課室了。還有，我也可以像聰明的小狗一樣，搖動尾
巴來代替說話，這樣在上課時就不會被老師發現我跟同學談話了。當我
拍攝照片時，亦可以像優雅的花貓一樣，擺出不同的有趣動作，使照片
拍起來更生動和好看。
但我最希望我的尾巴能夠幫助別人，再加上常常看到老人推着或提
着沉甸甸的東西，這時我便可以像強壯的鱷魚尾巴一樣，幫助老人把東
西送到目的地。另外，我可以利用我的尾巴像導盲犬一樣，協助失明人
士安全地橫過馬路。但當遇到壞人的時候，我的尾巴又會變成李小龍的
雙節棍，把壞人擊退。
在家時，我能利用我的尾巴快速地掃地，減輕媽媽做家務的壓力。
在炎熱的天氣下，我的尾巴會變成美麗的孔雀屏，撥動而使屋內變得清
涼，減少使用開冷氣，有助環保。
你看看我的尾巴是否很聰明和很有用呢？相信多了一條尾巴真的能
改善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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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點 專 注 力 》
作者：六年級W班 莊恩樂

指導老師：尹淑芬老師

今天，我在凌亂不堪的書桌找到這份功課的草稿，才想起自己早應
在兩星期前要完成這篇文章。當我正準備寫作前，我被電視聲吸引住
了，隨即把寫作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
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點專注力。
從小到大，我因為專注力不足，浪費了很多時間。做功課時，不論
是街上的嘈吵聲、樹上的鳥鳴聲、房間內的對話聲，都能輕易把我「打
敗」。我會放下手上的作業，分心做其他無關痛癢的事。結果本來一小
時內可以完成的功課，最後到晚上八時才能完成。
有時候，我做事很容易半途而廢。以上星期為例，我正在砌模型，
一心打算把它砌好。誰知道，我卻因為太睏而停下來了。睡醒後，我早
已把砌模型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結果這副「殘缺不堪」的模型就一直
擱在房間的角落。
如果我有更多的專注力，我做事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更能一氣
呵成地完成大大小小的事情。過程中，我可以節省更多寶貴的時間，做
自己喜歡的事。
如果我有更多的專注力，我的理解能力也會大大提升。上課時，我
能夠集中精神，專心聽老師講課。那麼，我對上課的內容便不會一知半
解。
正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如果上帝能多給我
一點專注力，相信我往後的生活從此便會截然不同。

84

《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些 時 間 》
作者：六年級W班 莊詠蓉

指導老師：尹淑芬老師

一天裏只有二十四小時，假如我可以比其他人多擁有二十四小時，
生活豈不是更加輕鬆自如嗎？
對我而言，我希望上帝可以多給我一些時間。現在，我每天要上
學，每天要做功課，每天要溫習。我猶如勤奮的蜜蜂，但休息和玩耍的
時間卻不足夠。
有的時候，我會在晚上通宵做功課，沒有充足的時間睡覺，導致我
第二天沒有精神上課。我的父母每天都很早上班，深夜才能回家，休息
的時間也可能只有短短幾小時，他們根本沒有時間陪伴我。
假如我真的可以擁有更多的時間，我會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我的家
人和朋友，會有更多的時間來休息和睡覺，會有更多的時間來慢慢地學
習和開心地玩耍。這樣，我的生活就不用那麼緊迫，會變得更輕鬆自
在，生活多姿多彩和快樂。
最後，如果上帝真的可以多給我一些時間，我一定會好好運用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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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個 機 會 》
作者：六年級W班 葉卓男

指導老師：尹淑芬老師

上帝啊！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去見我已過身三年的爺爺。他
在生的時候很愛我，常跟我一起玩，我也很愛他。現在，我仍然非常掛
念他。
以前，我認為記憶是短暫，會隨時間的流逝令記憶變得模糊，漸漸
忘記所有事情。直至爺爺過身那天，我才明白到，原來不是所有記憶都
會消失，最痛的回憶永遠刻在我的心裏。
如果上帝真的可以讓我跟死去的爺爺相見的話，我希望上帝可以在
我重遇爺爺的一刻，把時間停止下來，令我可以跟爺爺相處更久，跟他
一起完成他生前未完成的事。例如：我們可以一起玩過山車，一起去日
本看鯨魚，去澳洲吃生蠔，去美國看自由女神像，去非洲好望角參觀，
去悉尼歌劇院聽歌劇……
但「機不可失， 失不再來」，可見機會一旦失去了，就永遠無法挽
回來了。希望我將來死後，可以跟他一起在天堂再相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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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眼 睛 》
作者：六年級T班 麥麗瑩

指導老師：卓嘉欣老師

如果我能夠多擁有身體上一個器官，我會選擇多一隻眼睛。因為眼
睛不但是我們的「靈魂之窗」有一天，還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你知道
他帶給我們什麼好處嗎？讓我告訴你們吧！
在個人方面，我喜歡放學回家後立刻洗澡，然後才全神貫注地做功
課。可是我又不能夠一邊溫習，一邊做功課，因為這樣做會容易讓我分
心。但是如果有多一隻眼睛，我便能一邊溫習一邊做功課，真是既方便
又快捷。
在學習方面，如果多擁有一隻眼睛，我便能夠同時看兩本書，這不
但能在短時間內學到更多知識，更能提高學習效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
果。
在日常生活方面，當處生在陌生的環境中，我便能眼看四方，不用
左顧右盼。當有小偷想偷我的東西時，我便可以立刻發現，保護自己。
這不但可以防止被偷東西，更可以幫助身邊的人。假如遇到危險時，我
還可以保護到自己和其他人呢。
這些優點是不是多得如天上的繁星，數也數不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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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眼 睛 》
作者：六年級T班 盧姵縈

指導老師：卓嘉欣老師

如果上帝多給你一個器官，你會選擇甚麼呢？如果上帝多給我一個
器官，我定會選擇一雙眼睛。因為眼睛既是我們的「靈魂之窗」，又是
人類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之一。
如果能多擁有一雙眼睛，我們就可以防止小偷盜竊的情況。平日，
我們在大街上走路時，眼睛多向前看，很容易疏忽了背後的情況，導致
小偷有機可乘，街上盜竊屢見不鮮。因此假如我們多擁有一雙眼睛，就
能避免以上的事情發生。
如果能多擁有一雙眼睛，我們就可以同時閱讀多本課外書，在短時
間內多學點課外知識。因為一雙眼睛只能看一本課外書實在太費事了，
如果我們用兩雙眼睛同時閱讀兩本課外書，不但可以提高看書的速度，
而且可以提升學習效能，這難道不是一舉兩得嗎？
如果能多擁有一雙眼睛，我們便可觀看更廣闊的事物。因為一雙眼
睛大致上可以看到一百八十度的景象，觀看的事物只能局限在一個範
圍。而且限制很大，很容易顧此失彼。如果我們多擁有一雙眼睛，就不
用那麼辛苦了。
因此，如果我能多擁有一雙眼睛，無論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我衷心的希望上帝可以多給我一雙眼睛，讓我更
仔細地欣賞祢為我們創造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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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點 正 能 量 》
作者：六年級T班 郭天朗

指導老師：卓嘉欣老師

人們為甚麼總喜歡和上帝討價還價？是因為人們無窮的慾望? 還是希
望從上帝身上多討一點好處呢 ? 可是，人們往往卻忘了上帝早已賜予我
們許多恩典，只是我們未有發現吧！現在，如果上帝賜你一個願望，你
們希望得到甚麼呢？如果是我，我最希望的，就是上帝能多給我一點正
能量。
因為從小到大，我的思想都比較消極，所以往往會不期然地把事情
以負面的角度來看。就算別人的說話多正面，我也會自動把它扭曲成負
面的意思。這情況一直維持到我看到一本人物傳記，海倫．凱勒後便有
所改變。
上帝看似給了海倫．凱勒能讓人心疼的不幸，讓她給看不見，也聽
不到聲音，更無法透過聲音來表達自己。但是海倫．凱勒的堅強卻是讓
人震驚。她並沒有抱怨上帝，也沒有抱怨養育他的父母，更沒有活在自
怨自艾的生活中；她反而懷着一顆感恩的心，感謝賜予他生命的父母。
最後，她克服了重重困難，順利完成大學課程，成為了一名著名的作家
和教育家。
看了這傳記後，埋藏在我內心深處的負面思想，徹徹底底地改變
了。現在的我，思想轉為正面，積極地面對每一天的挑戰。就算聽到別
人說我的壞話，我也可以輕易地轉為正面，心情也頓時變得豁然開朗。
我祈求上帝多給我點正能量，讓我能積極面對人生的種種困難，享
受生命，把愛傳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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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眼 睛 》
作者：六年級S班 茅嘉寶

指導老師：蔡偉傑主任

如果上帝給你一個機會，可以多給你一個身體部位，你會選哪一
樣？如果可以，我希望上帝可以多給我一雙眼睛。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雙眼睛，因為多一雙眼睛不但可以增加工作效
率，還可以便利生活，更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呢！好處多不勝數。以下就
讓我來列舉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吧！
在增加效率方面，多一雙眼睛可以幫助我們做事。例如在找失物的
時候可以同時用兩雙眼睛來找，令我們更快找到，加快效率；在便利生
活方面，多一雙眼睛可以讓我們更「安全」，因為多一雙眼睛可以令我
們更清楚路面的情況，減少跌倒的機會。
此外，在學習方面，多一雙眼睛的好處也是不勝枚舉。在看書的時
候，多一雙眼睛可以加快速度，同時做到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效果；
在溫習或做功課的時候則可以更仔細。
如果上帝給我一個機會，我當然會選擇多一雙眼睛。不過，我還是
更喜歡現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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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姐 姐 》
作者：六年級S班 黃映姍

指導老師：蔡偉傑主任

人總會想像自己未曾擁有的東西。年幼無知，對生活充滿好奇。而
我曾希望有一個姐姐。
如果我有一個姐姐，我的生活也許不再枯燥乏味。她能陪伴我遊
玩，能陪伴我學習，能陪伴我經歷不少風浪，風雨同行。此外，姐姐的
人生經歷比我豐富。她就像海上的燈塔，可以指引迷惘的船隻，指引我
成長，預防結交酒肉朋友。
但是，姐姐可能會欺負妹妹，認為自己年紀更大，可以橫行無忌。
電視也經常報導姐姐打傷弟妹的惡行。父母可能會偏心，造成不公平對
待，將好的東西留給她。
雖然擁有一個姐姐不是一切都很完美，但有人陪伴能讓我提高社交
能力。姐姐就如一把傘，在風雨時為我擋雨。
父母漸漸年老，所以不計劃生育。我和姐姐也許只能在夢中相見吧！

91

《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
作者：六年級S班 黃詩雅

指導老師：蔡偉傑主任

如果上帝能多給你一個身體器官，你會選擇要甚麼？我會希望要多
一個腦，有多一個腦能令我的生活更方便。
有多一個腦，可以令我的思想更靈活多變，令我的身體動作更協
調，令我的活動機能更敏捷。
如此一來，我在學習上便會少很多煩惱了。例如：上課時能記下更
多重點、溫習時能更有效率、上體育課要跳舞時會跳得更優美、作文時
組織能力會更好。這都是全靠腦的幫助啊。而且，有多一個腦的話，對
我生活上也有更多的幫助；當我幫助做家務時會更小心，不會做錯；遇
上危險時，能更好地想辦法自救，脫離險境。
有利就當然有弊了。其實有多個腦也不一定是好的，因為頭中放多
一個腦，可能會造成「爆頭」的情況；也可能更容易頭痛。
雖然有多一個腦有很多好處，但也會同時帶來更多壞處。上帝給我
們這副完整的身軀，你又認為有多一個腦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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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 上 帝 能 多 給 我 一 雙 眼 睛 》
作者：六年級S班 黃臻善

指導老師：蔡偉傑主任

如果我有機會多有一個身體部位，我希望上帝能多給我一雙眼睛。
為甚麼呢？以下告訴大家。
多一雙眼睛能夠更快地看東西，這是一個很實在的原因。我可以一目
十行地閱讀，這也有助於考試時能夠更快完成試卷。另外，有些博物館的
遊覽時間有限，所以只能走馬看花，多雙眼睛就能避免這種情況了。
此外，多雙眼睛能夠看到更多方向的景物，有危險時能夠立刻發
現，並立即逃跑。
如果我那雙眼睛是「千里眼」的話，那就可以有更多用途了。例如
有一個小偷準備偷東西時，我看到他，便立刻報警。警察便可以在小偷
準備逃跑時捉拿他了。
但是，有利必有弊。如果有近視的話，就會很不方便了。另外，平
時我很難集中精神學習，多了一雙眼睛就更難集中。此外，四隻眼睛在
臉上很不倫不類，像外星人似的，隨時可能給科學家捉到實驗室研究，
可怕極了！
上帝是照著祂的形象造人，人類只有一雙眼睛也有祂的原因。我還
是喜歡原來的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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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S班 蘇慧欣

指導老師：蔡偉傑主任

試想想，如果上帝多給你一個器官，你會想多擁有哪個器官？我希
望上帝多給我一個腦袋。
我這個決定是從三方面考慮的。第一，從學校生活的方面而言，多
一個腦可以在上課時記得更多老師說的話，也能更快回答老師的問題，
因為兩個腦的反應比一個腦更快。還有，在溫習時可更快地吸收和記住
老師教過的知識，在考試時更得心應手。
第二，從家庭生活而言，多一個腦可儲存更多家中的美好回憶，如
果有些已被我忘記了的事，多一個腦便可把它們都儲存起來了。此外，
我也能記住家人的教導和叮囑，避免犯同一樣的錯誤。
第三，我長大後外出工作，多一個腦可同時接收上司給我的多個指
令，並可更有效率和準確地完成任務。而且，我可記住更多上司給的任
務和工作時要做的事，這樣便可避免做漏重要的事情了。
總括來說，如果上帝多給我一個腦袋，便有利於學校生活、家庭生
活，以及長大後的工作，讓我畢生受用。我真希望上帝多給我一個腦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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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S班 黃烯雯

指導老師：蔡偉傑主任

若你能讓上帝多給你一樣東西，你會選擇甚麼呢？我毫不猶豫地選
擇了腦袋。因為腦袋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負責接收信息和發出
指令，令我們能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多一個腦袋的好處有很多，先從學業方面說。如果我們有兩個腦
袋，我們就能記住更多的知識。這樣我們能在考試中發揮得更好，也能
取得更好的成績。
第二方面，就是社交。只有一個腦袋的普通人在跟別人溝通的時
候，都會忽略了對方的感受，而令兩人的關係變得疏遠。所以如果人有
兩個腦袋，就能同時顧及對方的感受，還有自己想說的話了。這樣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就更親近了。
最後，就是創作方面了。一個普通人，只有一個腦袋，想到的東西
有限，所以如果有兩個腦袋就能多想很多東西了。例如在我們畫畫時，
能有更多有創意的想法、在我們寫作時，有更吸引人的題目……
當然，除了以上寫的三大好處以外，多有一個腦袋的好處還有很
多。畢竟，我們做每一件事前，都必須經過腦袋去想才去做的，所以多
有一個腦袋的好處的確是多不勝數。真希望上帝多給我一個腦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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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些 智 慧 》
作者：六年級L班 方樂瑤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近日香港新冠肺炎爆發，導致有很多不同的事物和情況影響着市
民。例如：個人防疫物品不足、確診人數急速上升、學生面對停課，各
行各業面對經營困難……所以我非常希望上帝可以多給我一些智慧。
假如上帝多給我一些智慧，我會在停課期間努力完成學校的功課
後，主動教導我的同學如何做功課，減少他們的學習壓力。
假如上帝多給我一些智慧，我便能想出辦法在疫情期間振興香港的
經濟，然後寫信給政府，給他們一些建議，以解決各人面對的就業問
題。
假如上帝多給我一些智慧，我會研發一款可以清洗重用的口罩，它
的造價便宜，更可以防細菌，防飛沬，防花粉。如果我能成功研發出這
款口罩，普羅大眾難道不會受惠嗎？
這次的疫情令到全港市民都活在水深火熱中。所以我十分希望上帝
可以多給我一些智慧，讓我可以利用我的智慧協助所有的香港人一起渡
過這一次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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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L班 黎曉瑩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假設上帝多給我一個器官，我會選擇一個腦袋，因為腦袋就像一個
儲物房，如果多一個腦袋，我就可以多一個房間來儲存東西，例如：珍
貴的回憶、豐富的知識……
我平常的記憶力較差，很容易丟三落四；我做事都比較緩慢，經常
被別人責罵；我的吸收能力也不是太高，要花更多時間去溫習。
多一個腦袋的好處是兩個腦袋同時思考，可以縮短解決難題的時
間，而且可以加強記憶力，牢固地記下重要的事情。
此外，兩個腦袋可以怎樣應用在生活上呢？上課時，我可以更快地
理解教學內容，那麼我就不用花時間去溫習；考試時，我可以迅速地完
成試卷，還剩餘很多時間去複卷。
不過，多一個腦袋都有壞處，那就是若兩個腦袋的想法不一致，我
會頭昏腦脹，不知道要聽取哪個腦袋的意見，另外，我們的頭顱只能容
納一個腦，那另一個腦袋放在哪裏呢？
相信上帝給我們一個腦袋是有衪的用意的，雖然有兩個腦袋有很多
好處，但我們要懂得知足和珍惜。好好運用上帝給予的唯一一個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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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上帝 多 給 我 一 項 能 力— 時 光 倒 流 》
作者：六年級L班 劉熙妍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項能力—時光倒流。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
能讓時光倒流，便能幫助人們去彌補那些現在已經挽救不了的錯誤。例
如：抄襲作業、填錯試卷答案、考試成績欠佳、進了一間自己不喜歡的
學校讀書……我們都曾經做出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選擇，所以我想給那
些知錯能改的人一個機會去改正。
如果是因不懂得怎麼做當天的作業而抄襲其他學生作業的人，我會
帶他回到他抄襲作業的時侯，再讓他看看同一時間，跟他一樣不會做作
業，但選擇找老師幫忙的人，使他明白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不應
以抄襲解決問題。
如果是考試成績欠佳的人，我會讓他快速地看看他在考試前的準備
工夫，以檢討他成績欠佳的原因。如果他在考試前努力溫習的話，我會
安慰他；否則他需要花時間好好反省。
如果要幫助的人是考進了一間不喜歡的學校的人，我會讓他回顧一
下自己以往在學習上所付出的努力和時間，讓他明白到這並不是人生的
終點。
如果我有這個能力，人們便可修正錯誤，更可令人生路更平坦，相
信人們的生活將會更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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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個 腦 袋 》
作者：六年級L班 劉天翺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個腦袋，因為腦袋是人體器官中最重要的一
員，它可以令我們思考，它可以掌管我們的記憶，它可以指揮我們的身
體活動。所以我認為如果我能夠多一個腦袋，就可以增加控制情緒的能
力，可以提高學習的能力和令我的身體動作更加靈活和敏捷。
多一個腦袋可以令我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緒，你可能不明白這有甚
麼好處，但其實好處好多。最主要的好處是可以令我不會因為衝動去做
一些令自己後悔的事情。俗語有話：衝動是魔鬼！
多一個腦袋還可以令我學習的能力增強，這樣我可以更有效地處理
問題，從而令我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工作效率
提高後，我的休息時間會相對地增加，真是相得益彰呢！
此外，多一個腦袋可以令我的身體更加靈活敏捷，這樣我就可以做
一些高難度的運動挑戰自己； 還有當我身邊的人有危險時，我就能夠拯
救他們，阻止悲劇發生。
最後，可以肯定的是多一個腦袋對我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不過我明
白在現實世界中有兩個腦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還是多提醒自己遇事冷
靜一點，學習努力一點，運動做多一點吧！只要夠努力，我相信效果和
擁有兩個腦袋的分別也不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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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 上 帝 多 給 我 一 雙 眼 睛 》
作者：六年級L班 梁溥雯

指導老師：凌靜儀老師

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雙眼睛呢！
我希望有多一雙眼睛。為甚麼？因為可以看更多美麗的風景。我們
去旅行時，很多時候，也會欣賞當地美麗的風景，如果有多一雙眼睛，
就可以在同一地點看到更廣闊和更加多的風景。
現在，我每次可以看一本書，實在太慢了。如果我有多一雙眼睛，
我便可以同一時間閱讀兩本書了。此外，如果我有多一雙眼睛，在閱讀
一份資料時就可以一目十行了。無論是同時閱讀兩本書，或是加快速度
閱讀一本書，也能大大增加我的閱讀量。閱讀一本書，像交了一個益
友，何況是數百本書呢？
最後我想要多一雙眼睛，因為我可以有多一個機會捐贈我的眼角膜
給有需要的人。雖然手術過程會很辛苦，但對活在黑暗的人來說是一個
他們夢寐以求重見光明的機會，能幫助他們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以上所有原因，所以我希望上帝多給我一雙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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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Zoo
Yau Yik Kwan Anson (1I)
This is Anson‛s Zoo. There are so
many animals. There is one crocodile.
The crocodile is in a pond. It is
green. There are five birds in the
sky. They are red, yellow and black.
The elephant is big. There are four
monkeys in a tree and two giraffes
under a tree. I like the birds. They
are cute.

My Zoo
Yip Sheung Oi Athena (1I)
This is Athena‛s Zoo. There is
a penguin. It is blue and white. It
comes from Antarctica. There is a
lion. It is orange and yellow. It is
on the grass. There is a cat. It is
purple and orange. It is in a cage.
There is a rabbit. It is white. It
is in a cag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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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loved One
Yim Wai Chong Carson (1G)
Frankie is my father.
He has big feet and long legs.
He has big hands and long arms.
He has short hair.
He has small eyes.
He has a big nose and a small mouth.
He is handsome.

My Classmate
Kwong Hei Yee Heiley (1G)
Yoyo is my classmate.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small eyes.
She ha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She has big feet and long legs.
She has big hands and long arms
She is my best friend.
She is nice.

My Classmate
Chan Wing Shun, Wesley (1W)
Liann is my classmate.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a big mouth.
She has big eyes and big ears.
She has small hands and short ﬁngers.
She is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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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lassmate
Wong Yee Ching, Angela (1W)
Thomas is my classmate.
He has short hair.
He has big eyes.
He ha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He has small feet and short legs.
He has small hands and long arms.
He is strong.

My classmate
Hui Chi Yuet Jayvie (1T)
John Yu is my classmate.
He has small eyes
He has short hair.
He has a big mouth.
He has a small nose.
He has big eyes.
He has a long neck.
He is tall and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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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randma‛s handbag
Chan Kin Lam Cataleya (1T)

This is my grandma‛s handbag.
She has one pen.
She has one purse.
She has one mobile phone.
She has one make-up box.
She likes her handbag.

My best friend
Li Yu Fei Soﬁa (1S)

Sophia is my friend.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big eyes.
She ha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She has small feet and short legs.
She has small hands and long arms.
She is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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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st friend
Tsang Wing Hei Holiday (1S)
Ashley is my friend.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big eyes.
She has a big nose and a small
mouth.
She has small feet and long legs.
She has small hands and short
arms.
She is beautiful.

Me
Ho Chun Yui, Torres (1L)

My name is Torres Ho.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in Class 1L.
I like rice.
I love Miss Lui.
I like rainbows.
I love m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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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riend
Ma Yin Chun, John (1L)

Hayden is my classmate.
He has big eyes and a big mouth.
He has long hands and long legs.
He has a small nose and small
ears.
He has short hair.
He is careful.

Me and My Family
Kwok Hei Man, Hailey (2I)
I am Hailey Kwok.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I am the only child in my family.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Kowloon
Tong. There is a train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go to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n Prince Edward.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My father is a doctor. He treats sick people. He works in Kwun
Tong. He is hard-working. He works from Monday to Friday.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Dad and me. She does a
lot of housework. She is kind.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us so
much.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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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Hanson Law (2I)
I am Hanson Law.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one sister. She is
in Primary Six.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Tai Kok Tsui. There is a minibus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go to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My school is in Prince
Edward.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My father is a businessman. He does business with different people.
He works in Kowloon Bay. He goes to work by car. He is hard-working.
He works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She does a
lot of housework everyday. She is caring.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us so much.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Me and my family
Lee Chi Hang Annette (2G)
I am Annette Lee.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two brothers and
two sisters.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Mong Kok. We live in a big ﬂat with
nine rooms. There is a big supermarket and a playground near my home.
I go to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 go to school on foot.
My father is a dentist. He helps those people who have teeth
problems. He goes to work by car. He is hardworking.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She does a
lot of housework.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us so much. She is
nice.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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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School
Leung Yuen Sum Soﬁe (2G)
1. The playground is on the ground ﬂoor.
I play games there.
2. The class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I
read there.
3. The music room is on the second ﬂoor.
I sing there.
4. The library is on the third ﬂoor. I read
there.
5. The computer room is on the fourth
ﬂoor. I play computer games there.

Me and My Family
Yuen Keng Hoi Alfred (2W)
I am Alfred Yue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I am the only son in my family.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a big ﬂat
in Mong Kok. There is a train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go to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n Mong Kok. I go to school on foot.
My father is a manager. He meets the clients. He works in Tsim Sha
Tsui. He goes to work by MTR. He is hard-working.
My mother is an assistant. She grades the homework and does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us so much. She
is kind.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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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Leung Yu Ying Sicily (2W)
I am Sicily Leung.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one brother. I am
the eldest sister in my family.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a building in Prince
Edward. There is a train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go to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n Prince Edward. I go to school on
foot every day.
My father is an architect. He builds houses. He works in Sham Shui
Po. He goes to work by MTR. He is hard-working. He works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takes good care of us and she cooks
for us every day.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us so much. She is
nice.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Me and My Family
Chau Pak Kiu (2T)
I am Kayden Chau. My nickname is QQ.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I am the only child in my family.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a small ﬂat in Mong Kok. There is a train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study in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n Mong Kok. I go to school on foot.
My father is a manager. He works with different departments.
He works in Kowloon Bay. He goes to work by MTR. My mother is an
accountant. She works with bankers. She works in Tsim Sha Tsui. She
goes to work by MTR too.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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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appy Family
Chan Ling Hin Ayden (2T)
I am Ayden Cha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Kowloon Tong. It is
near Festival Walk. I study in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My father is a teacher. He drives to school. He teaches PE. My
mother is a social worker. She helps people to solve problems. She goes
to work by MTR.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 is ﬁve years old. Ida is my
domestic helper. She takes care of us very well.
My family is warm and full of love.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My favourite festival
Yip Kan Yuet (2S)
My favourite festival is Mid-Autumn Festival. It is in autumn. It is
cool and there is a wonderful full moon in the sky at that night.
I like eating moon cakes and fruit. Also I love playing with lanterns
and watching the beautiful moon with my family. It is fun.
I really enjoy this festival.

My favourite festival
Hui Leong Wang Nixon (2S)
My favourite festival is Chinese New Year. It is in spring. It is cold
and wet. I usually wear a coat, a scarf and a pair of gloves.
I love going with my family to the Flower Market. I also like visiting
relatives, eating turnip cakes and getting red packets very much.
I really enjoy this festival because it has so much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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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Fung Sum Yu (2L)
I am Efﬁe Fung.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one brother.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Tsuen Wan. There is a shopping mall and an MTR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go to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n Prince Edward. I go to
school by MTR. I go to school at seven twenty.
My father is a trainer. He works in Mong Kok. He goes to work by
MTR. He is busy. He works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My mother is a teacher. She teaches children.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me so much. She is kind.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My Family
Wong Tsz Ho (2L)
I am Zero Wong.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two brothers. My
family and I live in a big ﬂat in Kai Tak. There is a bus station near our
home.
I go to CCC Heep Woh Primary School in Prince Edward. I go to
school by car. I go to school at eight o‛clock.
My father is an architect. He designs some buildings. He works in Kai
Tak. He is hard-working. He works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He is busy.
My mother is a Chinese teacher. She teaches pupils how to read and
write.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loves us so much. She is kind.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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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ry Entry
Greta Ko (3I)
21st May, 2020

Rainy

It was a busy day today. I woke up at 8:30. In the morning, I had a
piece of bread and some milk for breakfast. After that, I watched TV.
It was my favourite cartoon.
In the afternoon, I had some noodles and sausages for lunch. Then I
read a storybook and did my homework. Then I felt hungry. I ate a piece
of cake. It was yummy.
In the evening, I played TV games and toys with my brother. Then we
had dinner with m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I was tired because I did many things today. It was a fruitful day.

Last Sunday in the Park
Yiu See Hon Nathan (3I)
Last Sunday, Dave and his father took their dog, Honey to a country
park for a walk.
They saw a badminton court and began to play badminton. Suddenly
they found their dog, Honey missing. They were worried. They packed
their things into their backpack and went to ﬁnd Honey.
They found a tail poked out of the bushes. They called, ‘Honey!‛ A dog
looked like Honey jumped out and did some tricks. They weren‛t Honey‛s
tricks. So Dave said, ‘Stand, sit, run …!‛ It looked puzzled and ran away.
Just then they heard Honey barking. Honey was in the river
swimming. Dave and his father was happy. They found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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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riend
James Leung Lap Kwong (3G)
Kelvin is my best friend in the class. He is tall and thin. He has small
eyes and short hair.
He sits on my left. His favourite subject is Chinese. He is good at
reciting poems.
We usually play Chinese chess and do homework together. Sometimes
we like to go to the park and play together.
Kelvin is a nice boy. He is tidy and hard-working. I like him very
much.

My Diary
Lai Hei Ting Horace (3G)
26th May,2020

Sunny

The sun was shining brightly today. 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Gold
Coast with my family by bus. I was very delighted.
In the afternoon, I played beach ball with my dad. After that, we
built a sandcastle and we ate milky ice cream. That was ﬁnger-licking.
In the evening, we went to Pizza Hut to eat my favourite pizza for
dinner. Finally, we went home by train.
I was over the moon because I could play together with my family.
Today was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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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nday in the Park
Yiu See Chai Gabriel (3W)
Last Sunday, Dave and his father took their dog Speedy to a country
park.
They saw a badminton court and started to play badminton.
Suddenly, they found Speedy out of sight. They were worried. They
stopped playing badminton and tried to find Speedy. They shouted,
‘Speedy! Speedy! Where are you?‛
Suddenly, they saw Speedy‛s tail behind some bushes. They rushed
to those bushes. At last, they found Speedy! It was munching a bone.
It leaped to Dave‛s chest. They all felt happy.

My Friend
Wong Hei Shun (3W)
Emily is my friend in the class.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has big eyes
and long hair.
She sits on my left. Her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She is good at
playing basketball.
We usually play Chinese chess and do homework together. Sometimes
we like going to the library and skipping in the school hall.
Emily is a nice girl. She is honest and hardworking. She is a good
rol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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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Free-time Activity
Chan Cheuk Kit, Jason (3T)
My favourite free-time activity is swimming because it is exciting
and fun. It is the best activity in hot summer.
I usually go swimming twice a week. My mum always takes me to the
public swimming pool to have swimming lessons. My brother always go
swimming with me. I feel very happy.
I like swimming so much because I can become stronger and
healthier.

Sam at a Shopping Centre
Wu Hiu Ching, Eunice (3T)
Sam is at Tai Tai Shopping Centre. He wants to go to the bookshop
because he wants to buy a new book.
At Wise Bookshop, Sam sees many new books. He feels happy. Then,
he meets his friend, Tom. He wants to buy ‘The Shark‛ but he cannot ﬁnd
it. He feels so sad.
In the end, Sam and Tom buy the book with the help of the
shopkeeper. Finally, they have afternoon tea at the café. They feel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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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ry Entry
Wu Angelina Natasha (3S)
Monday 25th May 2020

Wet

It was wet today. I got up at eight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was
bored so I listened to the music and played chess with my dad.
In the afternoon I chatted with my friend Macy and watched TV
shows. I was very happy.
In the evening I played computer games. It was fun! I also drew a lot
of pictures so I gave one to my dad.
I was happy because today I could play with my dad and my best
friend.

A Riddle
Chan Lok Sum (3S)
It is yellow and oval.
It is hard and useful.
When I hold it in my hand, it is as smooth as silk.
I wish I can carry it to school.
When my friend uses it, it can hold many books.
When my friend carries it to the swimming pool, it is waterproof.
Receiving this present was like a dream come true.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Do you need a clue?
The best gift for my friend is a back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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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at a Shopping Centre
Chong Wing Hin, Jason (3L)
Sam is in Tai Tai Shopping Centre. He wants to go to the book shop
because he wants to buy a comic.
Sam goes to Wise Bookshop. He ﬁnds his favourite comic. He said,
‘Great! I will get it.‛ He meets his friend, Tom. Tom wants to buy ‘The
Shark‛ but he does not have enough money.
Sam gives some money to Tom so he can buy the book. They go to
have afternoon tea together. They feel happy.

My Favourite Free-time Activity
Hung Hiu Nam, Grace (3L)
Going swimming is my favourite activity. It is interesting.
I usually go swimming every Sunday. I swim in the swimming pool. My
mother takes me there. I want to go swimming with my friends and my
family. We can play there. I feel so happy.
I like going swimming because I am good at it and it can make me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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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rateful for Mum
Wong Tsz Ying,Charlene (4I)
I couldn‛t carry my schoolbag when I was five. One night, Mum
suddenly said, ‘You need to carry your schoolbag by yourself now.‛ But I
thought the schoolbag was too heavy for me. The next morning my mum
helped me and I practiced how to carry the schoolbag properly.
One month later I could carry my schoolbag by myself. Mum said
it proudly, ‘Well done! You did it.‛ I am grateful for Mum because she
helped me and taught me how to carry my schoolbag.
I couldn‛t tie up my hair when I was seven. Mum noticed it so she
taught me how to do it, but I could not do it. Mum said, ‘Don‛t worry, at
least you tried.‛ Then Mum helped me and she showed me how to do it. I
practised for a very long time. Now I can tie up my hair by myself now.
I am grateful for my mum again because she helped me a lot.

A photo story
Wong Jadienne Ianna (4I)
This is a photo of my mum, brother
and dad. My mum is tall and thin but
she is not the tallest and thinnest.
My brother is the thinnest. He loves
running around. He is thinner than me.
I am fat and short in the family but I
am not the fattest.
Dad is the fattest. He loves eating a lot and sleeping. He doesn‛t
like doing exercise, so I encouraged him to do a few burpees every night.
Mum‛s hair is longer than Dad‛s and my brother‛s but Mum‛s hair is
not the longest. My hair is the longest. I don‛t like having a haircut and
I don‛t like having short hair. My brother‛s hair is the shor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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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rateful for Mum
Ku Yuk Leong Boaz (4G)
When I was little, Mum helped me wash my body and with something
I couldn‛t do by myself. I felt Mum was tired from work so I tried to
wash my body by myself. When Mum saw my body with a lot of bubbles,
she helped me wash it again.
Mum helped me a lot. She stood next to me and started to wash my
body. There were a lot of bubbles over my body. Then water washed
away all the bubbles. Finally she dried me up with a towel and I felt
clean.
I can wash my body by myself now. I feel happy and grateful for
Mum. Every day I also help my Mum do the housework because it makes
Mum happy and less tired.

A Photo Story
Chan Nok San Corey (4G)
This is a photo of Hayden and me.
I am nine years old. Hayden is eleven years old. He is older than me.
We both live in Mong Kok. We live close to our school.
I am 37kg. He is 57kg. I am thinner than him. I am 145cm tall. He is
158cm tall. He is taller than me. His eyes are bigger than mine. I have
shorter hair than his.
I am the nicest in Class 4G. I always share my things with others.
I never shout at my friends. Hayden is the nicest in Class 6G too. He
always forgives his classmates. He sometimes takes care of younger
children.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I always play basketball on Sundays. Hayden
likes doing sports too. We always play basketball together on Fridays.
Hayden is my best friend. I like him because he is very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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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rateful for My Teacher
Luo Yu Chien Laura (4W)
When I was ﬁve years old, I could not dance, but my older sister
could. Every time, I tried to dance very hard but I just fell on the
ground. I hurt my legs and I cried because I felt painful.
One day, my kindergarten teacher came to my home. She was a
dancing teacher. I asked her to teach me how to dance. Therefore, she
taught me one step every day and I learnt hard every day although I still
fell sometimes.
Four years later, I knew how to dance. My friends even asked me to
teach them some steps because I could dance well. I am grateful for my
teacher who teaches me patiently. She makes me very happy! Now, I
can dance with my friends. We love dancing very much.

A Photo Story
Rene Lam (4W)
This is a photo of my family and
me.
Last summer,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Taiwan for celebrating my birthday.
It was the happiest trip in my life.
It was the first time my brother
travelled with us.
My elder sister, my brother and I are unique. My elder sister has
the shortest hair among three of us. She wears glasses. She likes
sports, she often plays baseball. My hobbies are different. I like
drawing and painting. I never do exercise. I am more courageous than
my sister. It is because she is afraid of any kind of animals.
As my sister is sporty, she always asks me to jump up high when Mum
is taking a picture. She jumps higher than me, I am jealous.
At last, I enjoyed the trip very much. I want to travel again and I
am happy with being a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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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oto Story
Chan Tsun Hei, Alvin (4T)
This is a photo of me and my brother, Haven. He is ﬁve years old. He
is three years older than me. He is heavier than me and he is taller than
me. He has big eyes and a big mouth. Haven has a small nose. His hair is
shorter than mine. He has light skin colour.
I enjoy playing phone games and he likes them, too. He enjoys playing
computer games but I do not like them,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Haven
always plays basketball with me.
His favourite book is ‘Harry Potter‛ but I don‛t like it. My favourite
book is ‘Pokemon‛. It‛s very interesting. Haven‛s favourite cartoon is
‘Marvel Comics‛. I like this cartoon, too! We both like ‘Iron Man‛ very
much.
Haven and I liv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 always hang out
together. Haven is naughty. He is the laziest person I know, but, he is
the best brother ever.

Diary: A Special Thing Today
Chun Ho Chun, Audrey (4T)
Today I went home with my friend, Johnny. We took the MTR. When
we were talking, a woman was talking on the phone and a suspicious man
leaning on a handrail, standing next to her.
After a while, the woman felt dizzy and she put her phone back to
her bag. The man standing next to her stared the phone immediately.
Then, he reached his hand towards the woman‛s bag, we were shocked!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so we just used a simple word “THIEF!”
Other people heard it, then they all ran to the thief and tried to catch
him. The thief shouted, ‘Argh! What‛s the matter? Get off me!‛
Outside the train, the police heard the noise. He ran towards the
man and shouted, ‘Put up your hands and stay back!‛ So the thief put
back the phone, and he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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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oto Story
Chan Hong Ching Evelyn (4S)
This is a photo of Alex and Yana. They are nine years old. They are
the same age. They are my friends in my class.
Alex is 119cm. Yana is 126cm. Yana is taller than Alex. Alex is 20kg.
Yana is 18kg. Yana is thinner than Alex. Alex‛s hair is short and Yana‛s
hair is long.
Alex is nice, he always plays with me and talks with me. Yana is polite,
she always says ‘Hello‛ and ‘Thank you‛ to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ey are my good friends.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 forever.

A Friendly Letter
Tse Sheung Chun Cheryl (4S)
Dear Jason,
How are you?
I went home by bus after school yesterday. When I was riding on
the bus, I looked through the window because there were some birds
near the window. There were two women chatting in front of me. A girl
was reading next to me.
A man was walking from behind. He was playing a phone game happily.
Suddenly, the bus stopped and the man and his phone fell in the air. The
girl and I were scared.
The girl got hurt by the phone. She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her Dad
and Mum were sad because their daughter was hurt.
I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n‛t play with a phone in the bus. It is
very dangerous.
Love,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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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oto Story
Lee Hau (4L)
This is a photo of Tio and me. We are both ten years old. I am tall
and I am taller than him. He has thick hair that makes him look like a
mushroom. Not only funny appearance, he also has a brilliant sense of
humour. His favourite subject is Maths because he is good at it. He
sometimes helps me with my Maths homework.
I think that we are very lucky because we have sat in the same row
and in the same class for three years. Apart from me, Tio also has two
other friends. They are Issac and Matthew. Issac has an even better
sense of humour. He makes up games for us to play. Matthew has many
interesting ideas, he likes chatting with Issac, Tio and me. We like
sharing his thoughts. Same as Tio, he has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too!
Tio is a helpful boy with a fabulous sense of humour. I am overjoyed
to have him as my friend.

I am grateful for my family
Wong Wing Yan (4L)
I am grateful for my family. They take good care of me. They always
teach m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They are always there to
support me.
I am grateful for my mum.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I was not
independent at all. My mum pulled me out of bed every school day, she
made me go to school in time. After one year, my mum bought me an
alarm clock and taught me to be self-disciplined. Now, I can wake up by
myself in time for school.
I am also grateful for my grandma. It is because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and I could not do my homework either. My grandma saw
that I did not know how to do difﬁcult homework so she taught me how
to cope with it. But now, I can ﬁnish my homework by myself easily.
We should be grateful for all the things in our daily lives, even they
are not special and obvious. With my family‛s great care and support, I
live happ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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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ehaviours on the MTR / MTR Platform
Wong Wing Nam (5I)
Firstly, we should not smoke on the train because smoking pollutes
the air. We should keep the train clean. Otherwise we will be penalized.
Secondly, we should not speak loudly on the train. We should not
disturb others. Otherwise people may think we are rude and impolite.
We should speak softly and politely.
We shouldn‛t play music so loudly on the train. We should play music
quietly. Otherwise we will disturb people.
We shouldn‛t dash onto the train when the train doors are about to
close. It is dangerous. We should wait for the next train.
We shouldn‛t eat or drink on the train. We should keep the train
clean and tidy. Otherwise, the train will be very messy and dirty.
We should behave ourselves in public area.

Public Behaviours on the MTR / MTR Platform
Hui Yik Hei (5I)
Firstly, we should not smoke on the train because smoking pollutes
the air. We should keep the train clean. Otherwise we will be penalized.
Secondly, we should not speak loudly on the train. We should not
disturb others. Otherwise people may think we are rude and impolite.
We should speak softly and politely.
We shouldn‛t eat or drink on the train. We should keep the train
clean and tidy. Otherwise, the train will be very messy and dirty.
We shouldn‛t dash onto the train when the train doors are about to
close. It is dangerous. We should wait for the next train.
We should offer our seats to people in need. We should offer seats
to elderly, pregnant women and the disabled.
We should be considerate!

125

A Reply Letter
Wong Yui Sum (5G)
Dear Aunt Mar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am very excited to hear that you will
come to Hong Kong again.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you a two-day-itinerary
on Lantau Island.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trip.
On the first day, we will go to Ngong Ping on Lantau Island. It is
famous for the Big Buddha, Po Lin Monastery and Ngong Ping Village. We
will get there by bus and cable car. Near the cable car station, there is
a market. When we walk through the market, we can see the Big Buddha.
We can ride the cable car to watch the nearby scenery. It is very
beautiful.
On the second day, we will visit Hong Kong Disneyland. We will get
there by MTR. It is famous for its cartoon characters, such as Mickey
Mouse, Minnie Mouse, Donald Duck and Daisy Duck. It is like a paradise.
In Disneyland, we can also see many adventure games. Besides, we can
play and take photos with them. I think we can make a lot of memories
there together.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Love,
Yui

Public Behaviours on the MTR
Ip Tsz Ying Vivian (5G)
MTR trains are public spaces, we cannot do whatever we like on the
train.
We shouldn‛t run on the MTR train. If we run on the MTR train, we
will crash on others. It is dangerous to run on the MTR train.
We should not eat on the MTR train. If we eat on the MTR train, we
may get a ﬁne. We should not eat when we are on the train.
We shouldn‛t play music loudly on the MTR train. If we play
music loudly, we will annoy other passengers and may not hear the
announcement.
We shouldn‛t smoke on the MTR train because smoking pollutes the
air. We should keep the train clean.
We should behave well and show respect to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MTR train.

126

A Trip to Lantau Island
Ng Chun Hin (5W)
Dear Aunt Mar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am so glad that you had fun in Hong
Kong. I had fun of taking you around Hong Kong too. W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I am so delighted to know that you are planning to visit us again
next year. It is a great idea to visit Lantau next time because Lantau
is the largest outlying island, and it is also famous for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o I have this idea. For the ﬁrst day, I plan to
visit the Giant Buddha Statue with you. We can take a ride on Ngong Ping
360 cable car to get there. There is also the famous Po Lin Monastery
nearby. After viewing the second largest, outdoor bronze Buddha, we can
eat and shop in Ngong Ping Village and enjoy other attractions nearby.
On the second day, we can take a bus from Mui Wo Bus Terminal to
Tung Chung Fort. This is a historic fort built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this was once the main defensive base for Hong Kong wate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e can also see the giant palm and banana trees with
immense buildings in the background. All these are pretty unique views
of Lantau Islan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lan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y good?
Please let me know.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Please reply soon.
Love ,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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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lan for Holiday
Ko Chun Lung (5W)
Dear Aunt Mar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t‛s nice to know you are going to come to
Hong Kong next year.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you to visit the two
spots on Lantau Island.
On the ﬁrst day, I am going to take you to Disneyland which is like
a beautiful castle with a lot of attractions. We can get there by train
because this is the fastest way. At the main entrance, we will see some
famous cartoon characters such as Mickey Mouse, Donald Duck, Buzz
Light Year, etc. We can take some photos with them too. After that, we
will go to different attractions such as Adventureland, Tomorrowland,
Fantasyland, etc. Among all the games, I like to go to Tarzan‛s Treehouse
best because I can ﬁnd a lot of models of animals there. After playing
games, we can buy some gifts at souvenir shops.
On the second day, the Big Buddha is a must-see. We can get there
by cable car. The Buddha is the second biggest bronze statue in the
world. It looks like a giant sitting near the Po Lin Monastery. There
are three floors beneath the statue so we can visit the halls and see
the Buddhist art there. After visiting the monastery, we can go to the
market. There are a lot of nostalgic 3-D ﬁlms and a funny drama. I am
sure you will ﬁnd the ﬁlms interesting.
Do you think these tours are exciting?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Please reply soon.
Love,
A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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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ehaviours on the MTR
Chu Hiu Lam Janice (5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have well in the public area. Here‛s some
advice about how to behave well on the MTR.
Firstly, we should not eat or drink on the train because it will make
the cabins dirty. We should keep the cabins clean and tidy. Otherwise
we will make the train smelly.
Secondly, we should not run on the train because we will hurt
ourselves and others. We will also bump into other passengers so we
should walk slowly and quietly.
Thirdly, we should not bring floaty balloons into the MTR station
because it will affect the train safety. We should behave ourselves.
Otherwise we will be invited to leave the train.
Finally, we should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and line up patiently on
the platform. Otherwise it is very dangerous to cross the yellow line. We
may fall down to the rail and get seriously hurt.
We should be considerate and be a good passenger. Also, we should
keep the place tidy and clean on the MTR.

A Reply Letter to Aunt May
Chan Hoi Ching Ella (5T)
Dear Aunt Ma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had fun to travel around Hong Kong with
you the year before. I am very delighted to hear you will come to Hong
Kong again next year.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you a two-day-itinerary on
Lantau.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is holiday.
On the ﬁrst day, we can go to Big Buddha. We can go there by bus.
It is famous for the Buddha and the temples. It looks like a giant human.
We can see the golden Buddha and visit the traditional temples, such
as the Po Lin Monastery. If we are bored, we can ride on the cable car
and go shopping in the Lantau market. If you are hungry, we can eat
vegetarian food and tofu pudding.
On the second day, we can go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We can get
there by train. It is the most popular theme park in Hong Kong. It looks
like a cartoon castle. We can see many famous cartoon characters, such
as Mickey Mouse, Donald Duck and Princess Elsa. We can take photos
with them. We can also play some exciting and amazing games, such as
slinky Dog Spin, roller coasters and parachuting.
I hope you can enjoy yourself when you visit these place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visit.
Lo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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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ehaviours on the MTR
Teng Hei Yin, Cady (5S)
It is important to behave ourselves on the MTR and when we are in
public places.
Firstly, we should not eat or drink on the train because it will make
the train dirty. We should keep the train clean. Otherwise, the train will
be unhygienic.
Secondly, we should not run on the train because we may bump into
other passengers. We should stand properly on the train. Otherwise, we
may cause troubles to others.
Finally, we should not stand in front of the train door because we
will block the way. We should stand in the train cabin. Otherwise, other
passengers cannot get on or off the train easily.
To conclude, we should be a good passenger on the train and follow all
the rules in order to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Writing a reply letter
Hung Ying Yan, Amethyst (5S)
Dear Aunt Ma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had a great holiday with you. I have
some more ideas for your next visit to Lantau Island.
On the ﬁrst day, you should see the Big Buddha on Lantau Island. It
is the biggest bronze sitting Buddha in the world! We can get there by
MTR. You may also ride on the cable car there. The view from the cable
car is really beautiful. We can take photos with the Buddha and try the
delicious vegetarian dishes for lunch. In the afternoon, we can also buy
some souvenirs in Ngong Ping Market.
On the second day, we can explore Hong Kong Disneyland. We can
see all the lovely cartoon characters such as Mickey Mouse and Minnie
Mouse. There are many rides and attractions for us to have fun. I am
sure you will have a wonderful day there. For lunch, we can eat out in one
of the restaurants in Disneyland. We can have some steak with fries and
an ice- cream.
In the afternoon, we must see the parade in the Main Street U.S.A.
and take photos with your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Donald Duck.
I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 I hope you will have so much fun in Hong
Kong. My dad said we would visit you soon. See you in America.
Please write soon.
Love,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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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ly Letter
Tsoi Hiu Ying (5L)
Dear Aunt Mary,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letter. I had a great time in Hong Kong too.
On Lantau, there are a lot of famous places. Let me introduce some of
them to you.
Lantau is the largest outlying island in Hong Kong. I think Sunny Bay
is a fantastic place on Lantau. We can go there by MTR or by bus. We
can row a boat in the beautiful lake. Also, there are a big and green lawn.
We can ride a bike and have wonderful lunch. In the evening, we can
take a bus and go to Tai O to visit there. We can eat yummy homemade
seafood.
On the second day, we can go to Disneyland. It is an amazing place.
Sleeping Princess castle is the most famous place in Disneyland. We can
ri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I think it is very interesting. We can take
photos with the cartoon characters too. I like Disneyland best because
it is like a fairy tales‛ world.
This is my planning on Lantau. Hope you like it and enjoy it next year.
See you soon.
Love,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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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ly Letter
Leung Yau Shun (5L)
Dear Aunt Mary,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letter. I know you will visit Hong Kong again
next year and want to spend two days on Lantau. Lantau is the largest
outlying island and it is very beautiful.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visit.
On the ﬁrst day, we can go to Disneyland by bus. I have been there
twice. The rides and games are so exciting and fun! It is Hong Kong‛s
biggest theme park and its shape is like a castle. We can enjoy the
games and buy some lovely souvenirs. We can also watch an amazing
parade along. At night time, we will go to Asia-Expo in Chap Lap Kok by
MTR. We will watch a great concert there. We will also watch some local
exhibitions if we have time.
On the second day, we can go to visit Big Buddha by cable car. It is
a large statue of the Buddha. We can climb up the stairs and take some
beautiful photos. We can visit Po Lin Monastery which is near the statue.
We can try some tasty vegetarian food there.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in
Hong Ko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Hope you like my suggestions for the
trip. Please reply soon.
Love,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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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nessing a Crime
Leung Yi Kelly (6I)
Frank and I waited at the bus stop to go home after school. When
we were queuing up at the bus stop, a man showed a cunning face. He
looked at a woman who was watching her mobile phone in front of us.
He opened the woman‛s bag slowly. We felt he was suspicious, so
we watched carefully. We saw the man stealing her wallet! We were
shocked. He knew we saw that, so he changed his mind.
He left the wallet onto the pavement. He pointed at the wallet and
said to the woman, ‘Miss! You dropped your wallet.‛ The woman said,
‛Thank you!‛
I think we should keep an eye on our personal belongings.

My dream job
Kwong Cho Laam Zita (6I)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teacher. My parents are teachers
too. I want to be a teacher because I like teaching. My parents always
share the things they need to do and about their work with me. I think
it is very interesting.
If I become a teacher, I will teach students interesting knowledge
and useful skills. At home, I always see my mum and dad marking their
students‛ homework and preparing tests and exam papers.
Teachers need to be calm. If the teacher encounters a student
who is not feeling well, the teacher will take the student to the school
medical room. Teachers also need to be patient and outgoing because
some students do not concentrate in class. They need to try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 want my dream to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I
can get good grades in the public exams. I am calm, patient and outgoing.
I think I have the qualities of a teacher.
I hope I can become a teacher when I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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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Chung Lap Yin, Ryan (6I)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n athlete. I want to be an athlete
because I love sports very much. I am sporty and I always play sports.
I always want to ﬁnd out more about sports. I enjoy the time when I am
doing sports. I can play table tennis very well now.
If I become an athlete, I will join a lot of competitions. I will
practise hard all day. I will do different exercise at gym so that I will
become strong and ﬁt.
Athletes need to be strong so they will not get hurt easily and will
be able to win in competitions. They cannot be timid because they need
to compete with other competitors. It is also good for athletes to face
challenges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even stronger and tougher.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practise more every day. I am going to join more competitions and
learn from others. As a result, I will become stronger days by days.
I hope I can be an athlete when I grow up. Maybe you will see me on
TV at the Olympics Games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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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Chan Ching Lui Sabrina (6G)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singer. It is a meaningful job. I want
to be a singer because I am conﬁdent. I like to talk in front of people.
Also, I am hard-working and always practise to improve my singing skills.
I am diligent too because I study all the time.
If I become a singer, I will practice singing every day. I will write
my own songs and try different singing styles. I will learn how to read a
musical score. I will join different singing clubs and choirs.
Singers need to have tremendous remembrance so that they can
remember the lyrics of the song. They need to be courageous so that
they do not feel scared when the audience look at them. Singers also
need to be patient so that they can accept difﬁcult situations.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learn different languages so that I can sing the song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 am going to learn more musical instruments. I am going to
join the choir too.
I hope I can be a singer in the future. Maybe you will see me in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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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Chau Ching Lok Jayden (6G)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ﬁre ﬁghter. It is a challenging and
meaningful job. I want to be a fire fighter because I am courageous.
Also, I am caring and I believe that rescuing the sick and injured animals
i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ty.
If I become a ﬁre ﬁghter, I will face dangerous events every day and
try hard to ﬁx them.
Fire ﬁghters need to be ﬁt so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the emergency.
Moreover, they need to be professional and clever so that they can ﬁnd
the cause of accidents quickly.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train my body so that I can be capable to do this physically
demanding job. I am going to learn more science knowledge so that I can
do investigation easily.
I hope I can be a ﬁre ﬁght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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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Heep Woh
Chong Yan Lok, Samuel (6W)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I joined a STEM competition with my
schoolmates in Primary 5. Joining the competition was a fruitful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Last year, I became the school science ambassador. My schoolmates
and I were told to prepare for a STEM competition. Our aim was to use
our own-designed robot to push as many table tennis balls as the robot
could. Therefore, we designed a lot of robots and we tested them again
and again.
As the competition was around the corner, the teacher chose me
to be the team leader. I was so surprised and extremely nervous
about it because I did not have any experiences of joining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Luckily, my friends had participated in a similar competition
before and they told me what I had to do patiently. As a result, I was
full of excitement.
That day ﬁnally came. I arrived the Hong Kong Science Park on time.
After we had settled down, the competition started. I had butterﬂies
in my stomach as I saw that our competitors‛ robots were very powerful!
At that time, what we only knew was we needed to do our best. We all
had our duties so every one of us focused on ours! Finally, the result
came out. We did better than other teams and we got a place to the
ﬁnal competition! We were all cheerful!
After this competition, I have learnt how to work with others and to
keep calm even the situation goes worse too! I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very much. I hope I can take part in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someda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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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Heep Woh
Tsoi Zing Yan Teresa (6W)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I went camping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Going camping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t happened at a campsite in Fanling when we were in Primary 5. I
remembered when I arrived there, I felt awful as I had carsick. After a
while, I felt better and began to play with my friends. In the afternoon,
after we had our lunch, my group needed to wash the dishes together. I
felt disgusting at ﬁrst but at last I got used to it.
At night, we went to bed and slept. However, all of us were so
excited that we could not sleep.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chat with
one another overnight. When the teachers came to check our room, we
pretended to sleep. That was exciting!
I felt satisﬁed and delighted during the camping. I have learnt how
to work with my teammates and the truth from the bible. I hope I can
go camping again in future.

138

My Dream Job
Tong Yu Tin, Harvey (6T)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n entomologist. It is a great job. I
want to be an entomologist because I am curious. I always want to ﬁnd
lots of knowledge about animals. Also, I am detail-minded and I can
always spot a lot of camouflaged animals, for example, frogs, moths,
lizards, owls and eagles.
If I become an entomologist, I will ﬁnd new types of insects to cure
the diseases. I will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o ﬁnd and study insects like
centipedes, scorpions and spiders.
Entomologists need to be brave so that they can look, touch and
catch the insects. They also need to see a lot of ugly things because
most of the insects are ugly. So, they must be brave.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learn another new language such as French and Spanish because most
of the countries in South America speak Spanish. I am going to read
more books about insects.
I hope I can be an entomologist in the future.

My Dream Job
Zhang Chak Fung, Jimmy (6T)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football player. It is a fun job. I
want to be a football player because I am sporty. I want to be a football
player because I love staying outdoors. Also, I am playful and enjoy
working with other people.
If I become a football player, I will play in a lot of football matches.
I will go to many countries to compete with others and learn more
football skills.
Football players need to be ﬁt and healthy so that they can run for a
long time. They cannot cheat because they need to have sportsmanship.
Football players need to have team spirit so that they can cooperate
well.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do exercise every day and run 5km every week. I need to work hard
so that I can keep fit. I am going to eat vegetables so that I can be
healthy.
I hope I can be a football player in the future.

139

An awful experience
Wong Vera Sze Nga (6S)
Last Sunday, my parents asked me to cook dinner for myself as they
needed to attend a farewell party. I felt very excited about my first
cooking.
I like eating soup noodles very much so I decided to cook it with
ﬁsh balls and broccoli. They are all my favourite. I thought it must be
perfect match. While I was boiling the soup, I was also watching my
favourite cartoon in the sitting room. I couldn‛t stop laughing for the
funny scenes.
Suddenly I heard a loud noise from the kitchen and I rushed inside.
‘Oh, no!‛ I shouted. I saw lots of smoke coming out and the soup was
spilling out from the boiler. It looked terrible. I screamed loudly and was
as scared as a mouse. I couldn‛t touch the gas stove as it was too hot. I
didn‛t want to get burnt. I almost fainted and burst out crying.
Luckily, Dad and Mum came home at that time and saw it. They were
shocked too. However my super dad turned off the gas stove hurriedly
and calmly. Mum hugged and comforted me. At last, we were safe.
‘You should be careful, my dear. It was really dangerous. We don‛t
want to lose you and hurt our neighbours,‛ Mum said.
‘Sorry, Daddy and Mummy. I shouldn‛t leave the kitchen while I was
cooking,‛ I said regretfully and wanted to cry again.
Dad and Mum didn‛t blame me for my fault. They are so good to me.
At last, we cleaned up the kitchen and Mum cooked me noodles again. It
was so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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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Gospel Camp
Wong Hei Man Jade (6S)
In December 2018, we had a wonderful camping trip which was held
in Suen Douh Campsite. I was so excited that I even couldn‛t sleep the
night before since it was the ﬁrst time I went camping with schoolmates.
We travelled there by school bus. On the way, we were all chatting
happily and laughing loudly.
Our teachers gathered us in the basketball court after we arrived.
After brieﬁng, we got the keys and went to our dormitory. I was really
excited because I could sleep with my best friend in the same room even
though it was quite small.
It was a nice place because there was a big grassland, barbecue pits,
a basketball court, a mini golf course and some rope nets and ladders.
The environment was so cozy too as we could see many trees and ﬂowers
around us. We could even hear birds singing beautiful songs in the
morning. It was great.
I couldn‛t forget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that happened after
our ﬁrst meal. Our tutor led our group to the kitchen to do the washing.
While we were washing the dirty bowls, plates and chopsticks, one of us
screamed crazily all of a sudden. I was curious and looked around. I was
shocked to see a creature moving very fast.
‘Oh, my God!‛ It was a big cockroach. I felt scared and horrible. It
looked so ugly and dirty. Some of us even cried at once. Then the tutor
helped to catch it and it ‘escaped‛ luckily.
Our tutor was so kind. She comforted us and encouraged us to ﬁnish
our job. All of us quickly ﬁnished it and left the kitchen happily. We ran
as fast as cheetahs. Our faces were red like apples too because we were
still nervous.
Although I seldom do housework, I treasured every moment with my
friends. It was fun.
I told my parents about it after home. They couldn‛t stop laughing. It
was such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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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Ho Cheuk Wing, Pheby (6L)
I believe many of you have a dream job. For me, I want to be a
doctor when I grow up. Guess why? My grandmother was a doctor! And
she has told me many things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also the hard work.
I want to be a doctor not just because of my grandmother, but
because I like helping people. I enjoy helping people solve problems since
I was little. Also, I am hardworking and do not care to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Therefore, I think a doctor is the most suitable job for me.
If I become a doctor, I will cure and save people's lives from
illnesses. I will try my best to give them the most suitable medicine so
that they can return to good health as soon as possible.
Doctors need to be good at writing because they need to write
referral letters to other doctors. They also need to learn a lot of
English words because many names of medicine are in Engl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y need to be responsible. If they cannot treat the
patient, they cannot just tell them to go away. They need to try their
best to cure them.
However,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doctor so I am going to learn
more about human anatomy and study hard.
I hope I can be a doctor when I grow up. Maybe you will come and see
me in the hospital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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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ry Entry
Ho Shing Yui, Colin (6L)
22ndMarch, 2020

Sunny

It was a sunny morning. When I woke up, my parents decided to go
hiking at Tai Tam Reservoir. They wondered whether I went or not. I
accepted their offer with alacrity. I was extremely excited because it
was the ﬁrst time that I‛d been hiking.
After we had our luscious brunch, we started to prepare the things
that we might need, such as spare clothes, sunglasses, sun hat, and
enough water. We bought some masks too because we needed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COVID-19. Then, we set off for the trip. When we
arrived at Tai Tam Reservoir, it was already a quarter past eleven. We
put on our sunglasses and began our unforgettable journey.
On the way to the finish point, we saw a lot of attractive, eyecatching, beautiful views and we took lots of photos of them. The air of
the forest smelt very good.
When I was enjoying the view of the dams, I heard my mother
screaming all of a sudden. I looked at her and saw that her phone was on
the ground. Luckily, it had not fallen in the dam. After that, we held our
phones tightly when we took photos.
In this memorable weekend, I have learnt that hiking is an awesome
leisurely activity because we can relax ourselves outdoors in the fresh
air.
What an amazing but uneasy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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