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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喜悅童心】校長的話

  【喜悅童心】是一本跨學科的學生作品集，匯集了學生的學習成果。

  學校每逢週五都安排學生上閱讀課，藉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改

善語文能力。每年更有主題式教學，並透過跨學科全方位活動及課後多

元活動，讓學生可以發揮天賦潛能，使每位同學都能充滿自信，積極發

揮其創作天份。

  今期的【喜悅童心】，同學們都踴躍參與，他們正期待與大家分享

校園生活的點滴及記趣，見證他們在學校的愉悅學習。

  同時，【喜悅童心】也像是一本成長紀錄冊，很多熟悉的名字和臉

孔，不經不覺地已從低小升至高小，有些甚至快將畢業。因此，這本學

生作品集，相信更是家長和師生們的珍藏品啊 ！

岑韻蘭校長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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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跌倒了  
2B 黃勺斿（18-19）

  今天是校運會，全校的同學都齊集在運動場。小冰參加了女子丙組六十米跑步

比賽，她很開心。

  比賽開始了，小冰跑得像一陣風那麼快。不一會兒，小冰不小心被石頭絆倒，

重重地跌在地上，她又失望又傷心。其他的參賽者只是看了看小冰，便向着終點

跑。觀眾們立刻大叫：「小冰，加油！努力！」小冰聽了，立刻努力地站起來。

  最後，小冰努力地向着終點跑，而在觀眾台的觀眾們立刻努力地叫：「加油！

努力！」小冰現在充滿活力，就馬上跑到終點，她還拿到了第二名，她的爸爸媽媽

抱着她說：「小冰，你竟然拿到第二名，太棒了！」

我最喜愛的玩具   
2D 梁振軒 （18-19）

  我最喜愛的玩具是電子遊戲機，它是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這件玩具是金屬造的。遊戲機的外形像一塊正方形的厚木板，它的屏幕是金閃

閃的，有長方形的開關。

  它的玩法是這樣的：首先選擇喜歡的跑車，然後選擇遊戲場地，那麼你就可以

開始玩遊戲了！玩的時候可以利用按鈕控制跑車的速度、改變方向或剎車。

  我很喜歡這件玩具，因為透過玩電子遊戲，可以訓練我的反應力，而且遊戲的

玩法又有趣又刺激。

  我很珍惜我的遊戲機，玩完它後，我會把它放在玩具箱內；當遊戲機沒有電的

時候，我會幫它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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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大王
2A 謝昊謙（19-20）

  獅子大王要退休了。他對大家說：「從現在開始，你們每個星期輪流當大王。

誰做得最好，誰就是森林裏的新大王。」

  第一個上任的是貓頭鷹。他神氣地說：「從現在開始，你們都要跟我一樣，白

天休息，夜裏做事！」

  第二個星期，輪到袋鼠上任了。他激動地說：「從現在開始，你們都要跳着走

路！」

  第三個星期，輪到小豬當大王。他興奮地說：「從現在開始，你們只可以吃東

西和睡覺，還要在泥地上滾來滾去！」

  第四個星期，輪到糞金龜當大王。他慢吞吞地說：「從現在開始，你們只可以

吃糞便，還要住在糞便中！」

  第五個星期，輪到老虎當大王。他認真地說：「從現在開始，你們只可以兇惡

地咆哮！」

  第六個星期，輪到猴子當大王。猴子笑瞇瞇地說：「從現在開始，每種動物都

按照自己習慣的方式過日子！」

雯雯的故事
2E 蘇悅雯（19-20）

  晚上，媽媽給我講故事﹕

  「一歲的雯雯，常常牙牙學語。走路時跌跌撞撞，摔倒了就哇哇大哭，逗得爸

爸媽媽哈哈大笑。」

  「四歲的雯雯，愛唱兒歌，愛做手工，也愛跑來跑去。她不但學會寫字，還學

會自己穿衣服。」

  「現在的雯雯，開始有自己的想法，性格活潑又開朗。她喜歡認識新朋友，也

喜歡逗人開心。」

  真奇怪，媽媽說的每一個故事，怎麼都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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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小熊維尼的一封信    
3E 何思鋇 （18-19）

親愛的小熊維尼：

  你好嗎？近來你的生活過得好不好？你和朋友過得開心嗎？你還經常在森林裏

野餐嗎？

  維尼，其實我覺得你的樣子很可愛，而且待人很友善。我記得你最愛吃蜜糖，

不過你不要常常躲在家裏吃蜜糖了，因為蜜糖太甜，糖分很高。如果你經常吃蜜

糖，就很容易會蛀牙。你每天也要做適量的運動，才有健康的體魄。

  此外，我非常欣賞你，你和朋友們和睦相處，好像從不吵架，真羨慕！

  維尼，我有一個小請求。如果你可以來我家，我希望可以擁抱你，更想與你一

起合照。

  祝

身體健康！

                                                                          支持者

                                                                                    何思鋇上

                                                                                    五月二十七日

遊維多利亞港        
3C 麥展晴（18-19）

  回程的路上，我累得睡着了，我夢見了今天我們在維多利亞港遊玩的經過，我

很想再到那裏遊玩。

　　一大清早，我和家人一起乘車前往維多利亞港海旁。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看見

前方有魔術表演，便立刻大步跑上前觀看表演，魔術師徒手把一朵花變成了一隻小

鳥，真神奇啊！

　　接着，我們登上洋紫荊維港遊船吃午餐，這裏的食物非常豐富，有牛排、拉麪
等美味的食物，我們一邊吃午餐，一邊看着維港美麗的風景。

　　最後，我們下船後去坐摩天輪，摩天輪轉到高處時，我們看見了整個維多利亞港，

隔岸的每座大廈都發出五顏六色的光芒，真美麗啊！我們還一起拍了很多照片呢！

  今天，我很開心，我希望下次可以再來這裏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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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一天    
3C 李子瑤（19-20）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個愉快的日子，因為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哥哥為我慶祝八歲生日。

  早上，我和家人乘搭港鐵的港島線到海洋公園去。到了海洋公園站，我們看見

長長的「人龍」，大家都有秩序地排隊購買門票，然後進入海洋公園。 

  不一會兒，我們乘纜車上山，沿途欣賞港島區的美麗風景。接着，我們在山上

玩了各式各樣的機動遊戲，還看了海豹和海豚的精彩表演，大家都玩得十分開心。

  最後，我們到商店購買紀念品，媽媽買了我最喜歡的威威司令洋娃娃作為我的

生日禮物。

  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

我的志願  
3A 黃靖欣（19-20）

  我的志願是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因為我可以設計一些又可愛又漂亮的衣服給

自己，還可以把舊的衣服重新設計成新的一樣。

  有一次，我去朋友的生日會，到了朋友家後才發現我的衣服破了一個洞，我覺

得很不開心，媽媽便立刻帶我去附近的服裝店，店員拿出一塊有美人魚圖案的布料

來修補我衣服上的破洞。修補後，我終於可以返回朋友的生日派對。那天，我覺得

很開心，更立志要成為時裝設計師。

  如果我真的可以成為時裝設計師，我便可以設計一些既漂亮又便宜，甚至很舒

適的衣服去幫助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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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討厭攀石
4C 鍾尚霖（18-19）

  我很不喜歡攀石，因為覺得攀石很危險，而且又消耗體力，十分辛苦。

  以前，媽媽很喜歡帶我到室內遊樂場玩耍，但我不喜歡玩攀石牆，因為我不太

會抓住那些「怪石頭」，所以一不小心很快便掉下來。

  在去年暑假，媽媽替我報名參加攀石班，起初我既擔心又緊張，很想拒絕，但

後來還是鼓起勇氣嘗試。到了上攀石班的第一天，我認認真真地跟着教練的指示，

一步一步地爬上石牆，我終於爬上了最高點。這次經歷讓我體驗到攀石時不一定會

掉下來，而且進行活動時要繫上安全帶，所以我不再害怕攀石了。

  經過這次攀石活動後，我覺得攀石並不是十分艱辛，而是一種很刺激和富挑戰

性的活動，所以我以後會繼續參加攀石活動，希望可以攀得更快、更高。

我的媽媽
4A 鄧芮熙（18-19）

  我喜歡媽媽，她有一頭烏黑的長髮，眼睛大大的，高挺的鼻子下是一張紅潤的

嘴巴，笑起來露出雪白的牙齒，樣子非常美麗。

  媽媽處事十分謹慎。有一次，媽媽和我一起去稚幼園接妹妹放學。在路途上，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走過來，他對媽媽說：「我幫你們祈福，好嗎？只耽誤你們兩分

鐘。」媽媽點了點頭，他接着說：「不過我要收取一百元的祈福費。」媽媽上下打

量他一眼，淡淡地回答：「還是不要了，我們有急事，趕時間呢！」說完，媽媽就

拉着我的手走了。直到看不到那個男人，她嚴肅地對我說：「要記住，不是每個人

的話都可信的，你要提高警惕，以免上當受騙。」我使勁地點了點頭，然後我們繼

續去接妹妹。

  媽媽還是一個很細心的人。記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書包，媽媽說：「你

記得要認真檢查一次啊！」可是，我沒有聽進耳朵裏，心想：不用檢查，我一定不

會忘記帶東西。第二天，上英語課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沒有帶課本，這時候，我十

分後悔昨天沒有聽媽媽的話。回到家中，我慚愧地低下頭說：「媽媽，我今天欠帶

課本。」媽媽說：「你做事不可以馬馬虎虎，上學前一定要真認檢查一遍，看看有

沒有遺漏甚麼東西。」我應道：「嗯！媽媽，對不起！」

  這就是我的媽媽，她做人處事的態度深深地影響着我。媽媽，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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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做錯了的事
4E 林佳儒（19-20）

  星期一放學回家後，我在客廳做功課。做完後，我感到肚子餓，便拿了一包薯

片，坐在沙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可是，我吃完後還是覺得有點餓，於是我從冰箱

拿出一包巧克力。媽媽看見了，便對我説﹕「你現在吃那麼多零食，晚餐還吃得下

嗎？」然而，我沒有理會她的話，就坐在沙發上吃巧克力。

  晚飯的時候，我沒有胃口，只好皺着眉頭對媽媽説﹕「我吃不下，不吃了。」

媽媽一聽，生氣地説﹕「我辛辛苦苦做飯給你吃，你竟然不吃，實在是太過分

了！」我和媽媽為此大吵一架，我走到房間放聲大哭。

  我安靜下來後，反省自己確實有不對的地方。於是，我走到媽媽面前向她道

歉，她原諒了我。最後，我們一起把所有飯菜吃光了。

我最喜歡的動物
4A 李鎧傑（19-20）

  貓的品種十分多，我家飼養了兩隻英國短毛貓，牠們的樣子十分可愛。

  我家養的貓一隻叫貓咪，另一隻叫小虎。貓咪很貪玩，牠最喜歡的人就是我的

媽媽。媽媽一呼喚牠的名字，牠就會以最快的速度朝媽媽的方向跑過去。媽媽常常

這樣玩弄牠：媽媽跑來跑去，貓咪會跟着她左跑右跳，好像快要被她弄瘋似的，暈

頭轉向。我覺得貓咪十分温柔，牠常常對我咪咪叫。可是，牠有時卻很暴躁，當我

輕輕撫摸牠那又漂亮又柔軟的毛時，牠就像一隻兇惡的老虎似的，使出牠的必殺

技――「貓貓雙爪」，朝我撲來。

  我家飼養的另一隻貓叫小虎。牠身上灰黑色的毛不太漂亮，可是我比較喜歡牠，

因為牠比貓咪温柔多了，牠也很喜歡我。小虎很貪吃，每當我搬開椅子，準備把零食

拿出來時，牠那雙敏鋭的耳朵一聽見聲音，便立即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在呼喚我分

給牠一點點食物；當我餵牠時，牠便會狼吞虎嚥地吃，好像不怕噎到似的。

  貓咪和小虎在我家已經生活了十多年，我們不知不覺地建立了友誼，牠們成了

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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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了學校的登山活動       
 5A 蔣穎（18-19）

  我參加了學校舉行的登山活動，感到很興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跟爸爸媽媽和同學一起

參加登山活動，老師告訴我們今晚有機會看到流星雨，所以我特別期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達登山入口。我看到楓葉鋪成火紅火紅的小徑，伸

向遠方，踩在厚厚的落葉上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路旁還有金黃色的野菊花。走到山腰時，

我往下俯視，風景秀麗，好像童話中的仙境一樣！登上山頂，我眺望遠處，景色盡收眼底，

禁不住讚歎道：「多麼美麗的景色啊！真是人間仙景啊！」

  到了晚上，我和同學們一起看流星雨，我們各自坐在自己的帳篷裏等待流星雨的來臨。

突然間，一顆巨大的流星劃破夜空，像是一把巨大的刷子在天空中狠狠地刷了一把，擦出了

無比奇異的光芒。這道光芒不像以前看過的那樣劃過長空，瞬間即逝，而是在夜空中停留了

好一會兒，然後慢慢地消失，像是極不情願地退出漆黑的舞台。接着，越來越多的流星出現

在深藍色的夜空中，這美景讓人屏住呼吸，捨不得將眼睛移開閃爍的流星雨。

  看着一顆一顆的流星雨，我覺得夜空和我都不再孤獨，彷彿每顆流星在向我訴說自己的

故事，每一顆流星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那一夜，我許下一個又一個美好的願望和祝福，直

到我在流星的陪伴下慢慢地入睡。

我害怕考試
5D 謝淼麗（18-19）

  我害怕的事情是考試，因為某次考試的不如意經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陰影。

       考試有甚麼可怕？每次考試一到，媽媽就對我更加嚴格，例如：安排我進行更長時間的
補習，又監督我要不眠不休地温習。

        記得有一次，我在考試前兩個星期，因為太擔心，所以感到焦慮不安，把所有温習過的
內容都忘記了。在補習社做預試題目時，心慌意亂，腦海中一片空白，結果因為成績不好，
所以被媽媽責罵。

        到了考試那天，我很慌張。老師分發試卷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試卷上的題目，頓時把之
前温習過的內容都忘記了，令我驚惶失措。那時，媽媽那副怒氣沖沖的表情又在我的腦海浮現
了……回家後，媽媽斜視看着我，想知道我今天的考試情況，我只好裝傻扮懵，隻字不提……

  到了派發試卷那天，我膽戰心驚，老師一叫我的名字，我就馬上取回試卷。看到分數的
時候，我很沮喪。回家後，媽媽在我的書包發現了老師今天派發的試卷，她看了看我的分數
後，感到很憤怒，便狠狠地罵了我一頓。

  我希望下次考試的時候，我的心情不要太緊張，那麼就能取得理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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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為保護環境出力       
 5B 蘇永健（19-20）

  地球現正面對重重困難，地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有科學家預計，馬爾代夫將在三十

年內被淹沒，如果我們不立刻作出行動，就再也看不到壯美的海岸。此外，地球的自然資源

日益減少，如石油、煤炭、樹木等，如果我們在生活上不作出改變，就可能再也享用不到這

些天然資源。現在，讓我為大家分享一些拯救地球的方法吧！

  在廢物利用方面，我們可以利用廢紙作算草紙。其次，還可以利用廢紙製作收納盒和一

些小玩意。再者，我們可以把空酒瓶當作花瓶使用。一些簡單的方法，就能減少地球上的垃

圾，你願意實踐嗎？

  在節約能源方面，我們在白天可以不用開燈。其次，如果房間裏沒有人，就應關掉冷氣

機，因為冷氣機開啟時，會排放温室氣體，導致全球氣温不斷上升。此外，我們不看電視

時，應關掉電視機的總掣，因為若不把電器的總掣關掉，電器會進入待機模式，這樣是會耗

電的。只要我們犧牲一點點享受，就能換來清新的空氣，你願意實行嗎？

  在節約用水方面，我們可以用洗菜後的水來澆花或沖馬桶。其次，我們洗澡時應使用花

灑淋浴代替在浴缸浸浴，因為使用淋浴能減少用水。水是珍貴的資源，需要大家好好珍惜，

為了節約用水，你願意實踐這些方法嗎？

  總括而言，保護環境很簡單，只要我們願意多出一分力，地球重獲健康就指日可待。

這件事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
5A 楊慧妍（19-20）

  晚上，表姐打開我的房門，柔聲地問：「你的腳還痛嗎？」她離開後，我便回想起今天

下午發生的事……

  今天早上，我和表姐像往常一樣在樓下玩耍。可是沒多久，忽然下起了雨，所以我們馬

上跑回家。回家後，我們一起看電視，看着看着，我開始覺得很無聊，便向表姐提議玩「鬼

捉人」，表姐馬上答應了。

  我們玩得正開心的時候，媽媽嚴厲地說：「你們倆不要在家裏玩『鬼捉人』！家裏空間

太小，你們跑來跑去，容易跌倒受傷啊！」媽媽的話，令我和表姐頓時感到十分掃興。

  下午，媽媽說她要去買菜，我和表姐都不約而同偷偷地暗笑，因為媽媽不在家，我們就

可以繼續盡情地玩「鬼捉人」了！媽媽一出門，我們就馬上玩「鬼捉人」。可是，不一會

兒，我跑着跑着就跌倒了，還扭傷了腳，我痛得哭起來。突然，我們聽到開門聲，原來是媽

媽忘了帶錢包要取回。她看到我扭傷了腳，便幫我塗跌打酒和包紮，她一邊包紮，一邊狠狠

地教訓我們。

  這件事讓我明白到一定要聽從別人的勸告，玩耍時要注意安全，以免樂極生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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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
5D 黃子朗（19-20）

  今天，我如往常一樣上茶樓吃午飯。吃完午飯離開茶樓時，我沒有忘記帶玩具回家。

  上星期六下午，我和家人一起到茶樓吃午飯。到達後，我一坐上椅子，就迫不及待地拿玩

具出來玩，爸爸媽媽就在點美味的點心。

  不久，我們吃完午飯，我便拿起袋子離開茶樓。回家後，我想從袋子裏拿玩具出來，卻找

不到它，我既焦急又失落。這時，我回想剛才離開茶樓座位時的情景，想起自己當時忘記把玩

具放回袋子裏。

  於是，我着急地對爸爸說：「我剛才離開茶樓時忘記把玩具放回袋子裏，我可不可以去茶

樓取回玩具？」我話音剛落，爸爸生氣地說：「不可以！我絕不會帶你去茶樓取回玩具！就當

作是一次教訓吧！讓你記住以後離開座位時，一定要檢查是否把所有物品帶走。」

  結果，爸爸真的不帶我去茶樓取回我最喜歡的玩具。我失去了自己喜歡的物品，感到很

難過，也十分自責。這件事讓我明白到每當我離開某個地方前，一定要檢查是否已把所有物

品帶走。

奇妙的下雨天
6C 周嘉鋒（18-19）

  我一向很討厭下雨天，但在今天回家的路上，當我用心去感受它時，卻教人讚歎不已。

  我在公車站等待公車，天上的烏雲突然下起雨來，欄柵、地磚還有遮雨板都成了各具風

格的樂器。雨打在遮雨板上，叮咚咚叮咚，打出一首優美悅耳的樂曲；雨滴在地磚上，叮咚

咚叮咚，奏出了一首活潑輕快的樂曲；雨敲在欄柵上，叮咚咚叮咚，敲出一首節奏明快的樂

曲，合成一場奇妙無比的大合奏。

  公車來了，我迅速上車。由於下層車廂內的人太多，所以我好不容易才登上上層車廂。

我坐在座位，從車窗往外望，映入眼簾的更是另一個層次的風景：雨珠灑在車窗上，掛上了

一幅生動的油畫，油畫上畫了翠綠的小山和灰濛濛的大廈。公車駛到中途，我在油畫上看到

一堆五顏六色的雨傘，有白色、有紅色、有紫色‥‥‥我宛如置身於一個種滿了豔麗花朵的

巨型花園，盛開的花朵雖然雜亂無序，卻令人看得心情愉悅。

  公車終於駛到終點站，當我意識到的時候，便看了看車窗。然而，我現在所看到的，已

經不是剛才看到的一切。最後，我意猶未盡地下了車，仍回味着剛才所看到的、聽到的和感

受到的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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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中的下雨天
6E 林賦天（18-19）

  山林的清晨又一次被濃霧籠罩着，下起了如絲細雨，縱橫交織成了一層清涼的薄紗。

  雨絲漸漸變成了淅瀝小雨，雨水打濕了空氣，增加了霧氣的深沉，更突出了濃霧籠罩林子

的詩意。滴答……滴答……雨水打在樹上，打在葉子上，打在花瓣上……散發出一股令人沉醉

的清香，使我徹底陷在裏面，無法自拔。風爺爺也來湊熱鬧，颼颼颼……陣陣山花清香分享給

林間萬物。我終於感受到古人詩中所寫的那種雨中的浪漫。

  正午的山林裏，抬頭望向天空，看見的是一望無際的灰黑色的，猶如墨水的雲朵。豆大

的水珠打在林中，頓時，林中彷彿吹來了一陣「節奏風」，雨水、風和雷聲同時演奏，嘩嘩

嘩……呼呼呼……轟轟轟……整個樹林都歡騰起來……快樂的雨珠弟弟打在那些植物哥哥姐

姐的身上，使他們得到了來自大自然賜下的甘雨，讓他們得到了滋潤，長得更好看。暴怒的

閃電和雷聲突然又吵起來了，雷聲在雲霄之外轟隆作響。

  下午的山林，這場雨水的音樂聖典已經接近尾聲，準備要緩緩落幕。我撐着一把油紙

傘，用手輕撫着依然往下落的雨水，當我放下紙傘，感受着來自大自然賜予的山雨淨化， 噼
啪……噼啪……水珠打在我的身上，此時的我，就像山中的林草花葉般，接受着山雨的滋潤。

        美麗的雨景，充滿了詩意和無限的愜意，令人深深陶醉，無法脫身，也讓大地充滿生

機，希望雨季不要這麼快結束。

再見，我的小學生活    
6A 梁雅文（18-19）

  一想到我即將離開這熟悉的校園，這六年的回憶便一幕一幕地在我腦海中浮現。學校的

一磚一瓦、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我的回憶。

  還記得早上回到學校的時候，我總會找慈祥的小食部阿姨聊天，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小食

部，但我仍記得她無微不至地關心我們，天氣冷了，她會叫我們注意保暖；天氣熱了，她會

叫我們多喝水。小食部阿姨就像我們另一個媽媽！阿姨，多謝您！

  我最想多謝的是我的老師，老師們用温柔的語氣，教導我們人生道理，我會永遠記在心

中。我的老師，謝謝您！

  在小學生活中，陪伴我最多的當然是我的同學。考試前，我們一起奮鬥；小息時，我們

一起玩耍，我們堅固的友誼便因此建立起來。感謝你，我的同學！與你們度過的每分每秒，

都是我最寶貴、最重要的回憶，我絕不會忘記！

  雖即將畢業，但我們在校園留下的每一步腳印，在球場灑過的汗水，在走廊被老師責罵

而流下的淚水，在課室琅琅的讀書聲，都仍舊在校園。謝謝您，我的母校！您將六年前年幼

無知的我栽培成今天知書達禮的我！

  再見了！我敬愛的老師！您給我飛翔的翅膀，給我前進的動力。再見了！我情同手足的

同學！我們的友情宛如一棵大樹，經年累月，今天已經綠樹成蔭了。再見了！我温暖的母

校！我承諾我會努力學習，回報母校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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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珍惜的物品         
6D 何適言（19-20）

  我有一個音樂盒，它是我最愛惜的物品，這個音樂盒至今還是放在我的玻璃櫃最顯眼的

地方。

  這個音樂盒宛如一張小型的舊式書桌，書桌上有幾本用來裝飾的小圖書，旁邊有一個做

工精巧的地球儀，只要轉一轉地球儀下面的按鈕，地球儀便會一邊轉動，一邊播放美妙而動

聽的音樂。

  這個音樂盒對我來說有很大的意義。當我就讀五年級時，利老師和我一同定下了一個目

標，就是我各科成績都要有進步。於是我在整個學年，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努力。利老師常

常鼓勵我，當我失敗時，她會安慰我；當我成功時，她會稱讚我……就是這樣，我快樂地度

過整個學年的每一天。到了學期末，我終於達成目標，利老師就送給我這份禮物作鼓勵。

  這個音樂盒是我最愛惜的物品，因為這個音樂盒是利老師千山萬水從台灣買回來的，也

是我全年努力的成果。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這個音樂盒，我會很傷心，因為它是用來紀念我

和利老師一同走過的某段歲月。

一件樂極生悲的事　　
6C 黃日晴（19-20）

  在我小時候，能嘗到一口冰涼且美味的雪糕，感覺是相當幸福，但我卻因為吃雪糕而發

生了一件樂極生悲的事，這件事至今仍使我難以忘懷。

　　在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後，我的父母帶我去乘車回家，我懇求媽媽給我買冰涼的

雪糕，媽媽帶着親切的笑容向我點頭，於是我牽着媽媽的手慢慢走往雪糕店。當我遠遠看到

那間看似會發光的雪糕店時，我終於按捺不住，甩開了媽媽的手，迫不及待地跑去雪糕店，

父母多番叫我不要亂跑，但我沒有聽從，還越跑越快。當我跑到雪糕店門前，滿心歡喜地回

頭問：「媽媽，我可以吃芒果口味嗎？」這時候，我才發現父母並不在我的身後，我在人海

中看不到他們的蹤影，我很懼怕，便放聲大哭。

　　在我矇矓的視野中，隱約看到一位衣著整整齊齊的雪糕店員工，那位姐姐温柔地對我

說：「你是不是和父母失散了？」我微微點頭，她一邊安慰我，一邊帶我去找父母。經過姐

姐的安慰，我的心情終於平伏下來。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找到了父母，我立刻跑到他們的

懷中，最後我還不忘感謝那位姐姐。

　　經過這件樂極生悲的事，我學會了要聽從長輩的話，因為「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

前」， 要是我當初聽從父母的勸告，凡事三思而後行，就不會「吃虧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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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Ma Tsz Kiu, Heidi (18-19)

This is Kelly. 
Her skirt is colourful.
Her blouse is pink and blue.
Her crown is blue and yellow.
Her shoes are pink.
Her wand is gold.
Her eyes are big.
Her mouth is big.

1B Wong Leong Yu, Harold (18-19)

This is Peter.
His T-shirt is blue.
His shorts are yellow.
His shoes are orange.
His hat is yellow and orange.
His eyes are big.
His nose is small.

1C Chan Lok Chi, Charlotte (18-19)   

This is Lovely.
Her scarf is pink.
Her swimming suit is purple.
Her bracelets are yellow.
Her mermaid dress is green.
Her hair is red.
Her eyes are small 
and her mouth is big.

1D Leung Chun Long, Aron (18-19)

I have a red cap and a yellow T-shirt.
I have a pair of sunglasses and blue 
trousers. 
I have orange gloves and blue socks.
I have green shoes.

1E Lau Fuk Yu, Sabrina (18-19)

This is Sally. 
Her dress is purple.
Her shoes are blue.
Her crown is yellow.
Her bag is pink and purple.
Her jacket is blue and pink.
Her skirt is pink.

My 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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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Christy Li (19-20)

My name is Christy. 
I am six years old.
I have a dinosaur gun. 
It is colourful.
It is big.
I like my dinosaur gun.

1B Yiu Hei Ching, Hailey (19-20)    

Hi. My name is Hailey.
I am six years old.
I have a car
It  is blue and 
yellow. 
It is small.
I l ike my blue 
and yellow car.

1C Lau Pak Sun, Sun (19-20)

Hi. My name is Su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a toy dinosaur.
It is green.
It is big. 
I like my dinosaur.

1D Tsang Jada (19-20)

My name is Jada.
I am six years old.
This is my toy teddy bear.
It is brown.
I like it very much! 

1E Chung Yan Yuet, Natalie (1920)

Hi. My name is Natalie.
I am six years old.
I have a doll. 
It is pink and brown.
It is big.
I like my doll. 

My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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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Tse Ching Nam, Athena (18-19) 

  My name is Athena. I live in Ma On Sha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and my sister goes to school on foot.
  I like to eat cakes and chocolate. My mum likes eating fish and pork. My sister likes 
eating bananas, chicken and tomatoes. We 
always like drinking soup. We like running.
  I like my family. I have one aunt. My dad is 
an engineer. He controls a system operation. 
My mum is a clerk. She works in an office. My 
grandma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my 
family. I am happy.

2B Wong Wai Ching, Kayla (18-19)

  My name is Kayla.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Ma On Shan.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have a cat and two fish.
  I have a brother. My father is a system 
analyst. He designs a computer system. My 
mother is a manager. She manages a team of 
people. Every Sunday is our family day.
  I love my family. They are my happiness.

Me and My Family
2A Wong Ching Tin, Kingsley (18-19)

  My name is Kingsley.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ve in Wu Kai Sha. My school 
is Christian Alliance Toi Shan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My 
father is a general manager. He manages 
the company. He is strong and fat. He likes 
playing kung fu and swimming.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She is helpful and beautiful. She likes cooking and 
shopping. I have one sister. She is hard-working and tidy. She sweeps the floor. She likes 
reading. 
  I love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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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
2A Wong Yuet Ying, Karis (19-20)

  I am Karis Wong. I go to Christian Alliance Toi Shan H.C. Chan Primary School.
  My school is big. There is a playground on the ground floor. My class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I like my classroom and the music room. I learn lots of things in the classroom. I play 
in the playground. I like my school.

Playground Rules
2E So Yuet Man, Amanda (19-20)

You must keep off the grass.
You mustn't litter.
You must wait for your turn.
You must be nice to others.
You mustn't pick the flowers.
You mustn't climb the trees.

Music Room Rules
2D Nam Wai Kiu, Vanna(19-20)

1.You mustn't run.
2.You mustn't litter.
3.You must return the equipment to the original position after 

using.
4.You mustn't eat or drink.
5.You must keep the room clean.
6.You mustn't touch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unless approved 

by the teacher.

Classroom Rules
2B Li Tsz Long, Eason (19-20) 

1. You must keep quiet in the classroom. 
2. You must listen to the teachers. 
3. You mustn't run. 
4. You must sit still. 
5. You mustn't draw on the tables. 
6. You mustn't s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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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Chan Bui Kay, Michael (19-20)

  Jason is at the fast food shop on Sunday. He is buying some food and drinks.  He 
wants to buy a hamburger, an apple pie and a can of cola.  It is thirty dollars altogether. 
  Jason only has twenty dollars. He does not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 food.  
He is sad.  Then Jason does not buy the food and he goes home to make some noodles.  
He likes noodles.
  In the end, Jason can eat the noodles.  He is happy. 

Jason at the Fast Food Shop
3B Fok Tsz Ching, Hannah (18-19)

  One day, Jason is at the Fast Food Shop. He says, "May I have a hamburger, an 
apple pie and a can of coca cola, please? How much is it?" "It's thirty dollars," says the 
cashier.
  Then he opens his wallet, but he just has twenty dollars. He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 food. "But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the food," says Jason. 
So he says to the cashier, "Now may I just have a hamburger, please?" "No. You are polite 
so you can just pay twenty dollars to buy a hamburger, an apple pie and a can of coca 
cola," says the cashier. Jason is very happy.
  He says, "Thank you! I will give you tips and give more money to your fast food shop 
when I come next time." Then the cashier and Jason are very happy. 

My Free Time Activities
3B Hiew Scarlett Wai Ching (19-20)

  I am Scarlett. I am good at music. I can play the piano. I love 
caring people who need help. I like singing with my friends. In that 
time, I am wearing a pink dress with a green badge. I am bad at 
sports. I can't play the hula hoop but I am still very happy to learn. 

A Car Accident
3A Lai Hoi Lam, Jessie (18-19)

  This afternoon, I have a car accident. Mum and I cross the road. Suddenly, a car 
knocks me down. My arm and legs are hurt. I feel painful. I can't move. I can just sit down. 
Mum screams, "Oh no! Please help!" Mum is very worried.
  After a while, the ambulance arrives. It takes me to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helps me 
to check my wound. After checking up, the doctor tells me that I need to stay at the hospital 
for a few days because one of my legs is broken. I am shocked and I cried. The doctor 
says, "Don't worry! You will recover soon." Then I stop crying and say 'thank you' to him.
  A few days later, I am good to leave the hospital. I am glad that I recover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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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4A Cheung Vincent Pok Sum (19-20)

  I am a boy.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ve in Heng On. My birthday is late in the year. It's 
on 22nd October.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I am short. My height is 132 cm. I'm shorter than Isaac. He is much taller than me. My 
hair is short. My hair is shorter than Jody's. I'm heavy. My weight is 34 kg. I'm heavier than 
Benson. My eyes are small. They are smaller than Ella's. They look like corn kernels. 
  I love running. I sometimes go running in the morning. I run very fast. I also love 
going cycling. I seldom go cycling in the afternoon. I also love playing basketball. I always 
play basketball at night. I feel very happy when I do sports.

Going Shopping
3E Wong Cheuk Po, Aiden (18-19)

  It's Saturday. Sally and Ken want to buy a present for David because today is David's 
birthday. They go to Fun Toy Shop and choose a toy for David.
  "Let's go inside and take a look," says Ken. They want to buy a toy car. "How much is 
the toy car?" asks Sally. "It's fifty-five dollars," answers the shopkeeper. Ken takes out his 
wallet, but he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They feel worried.
  Luckily, Sally has five dollars. "Ah! I have five dollars in my pocket. We can buy this 
car!" says Sally. In the end, they go to David's birthday party with the toy car and all of 
them are joyful.

My Free Time Activities
3B Liu Tin Ho, Carson (19-20)

  I am Carson. I am good at sports. I can play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I like running with my family. I 
am bad at music. I can't play the piano or the guitar. 

3A Tso Lok Yee, Zaria (19-20)

  It is Saturday. Jenny and Tom want to buy a gift for David because today is David's 
birthday.
  Jenny and Tom go to the toy shop. Jenny asks, "How much is a toy car?" The 
shopkeeper says, "It is fifty-five dollars." Tom says, "Oh no!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toy car."
  Jenny and Tom buy a robot. It is fifty dollars only. They go to David's home and give 
him a big surprise. David says, "Thank you! I love it so much." He feels ver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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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Pang Tsz Long, Curtis (19-20)

  People like eating out at different places, such as fast food shops,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Japanese restaurants.
  Some people go to fast food shops. People eat hamburgers, French fries and chicken 
wings. They drink cola, lemon tea and so on. People like going there because the food 
there is cheap and delicious.
  Some people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People eat dim sum, rice and spring rolls. 
They drink Chinese tea and water. People like going there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to get 
there and there is a lot of food in Chinese restaurants.
  Some people go to Japanese restaurants. People eat sushi, fried dumplings and 
noodles. They drink green tea and beer. The seats there are comfortable and the food is 
special so many people like going there.
  What type of restaurants do you like?

My Goals
4A Tang Yui Hei, Abby (18-19)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I have some goals for my school results and health. Let me show 
you my goals.
  At school, I am good at Art and Chinese but I am bad at Maths, English and Music. I’m 
going to do more Maths and English exercises and play my flute every day. Then I will get an A 
in all subjects. I will be a star pupil. My parents will be proud of me. 
  Second, I am always sick. My mum always worries about my health. I am going to do 
more sports. I will swim once a week and play badminton five times a month. Then I will be 
healthier than before.
  Last but not least, I am too thin. I am going to eat more grain products and meat. I will 
have a balanced diet. Then I will be stronger.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my goals come true. I’m going to try my best from now on.

Eating Out
4B Cheung Ho Lun, Colin (19-20)

  People like eating out at different places like fast food shops,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Japanese restaurants.
  Some people go to fast food shops. They eat French fries, hamburgers and fried 
chicken. They drink soft drinks, coffee or tea. People like going there because the food is 
cheap and delicious.
  Some people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eat fried rice, dumplings and roasted 
pork buns. They drink tea and water there. There is Wi-Fi and the food is cheap so people 
like going there.
  Some people go to Japanese restaurants. They eat sushi, noodles and rice. They also 
drink tea and water. They like going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choices and they are 
everywhere.
  What type of restaurants do you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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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als
4D Man Sze Ching, Ayumi (18-19)

  I want to be a star pupil. I have some goals for my subject, my eating habits, sports 
and housework.
  At school, I want to get full marks in my coming Chinese test because I like Chinese. I 
am going to do more Chinese exercises. Then I will pass my Chinese test.
  For my eating habits, I want to be healthier because I am too thin. I am going to eat 
less sugary food like candies. And I need to eat more vegetables. Then I will be fit and 
strong.For my health condition, I get the flu easily because I don't have enough sleep. I am 
going to take more rest and do more sports. Then I won't get sick easily.
  I think my plan is great and perfect. I will try my best to achieve all my goals.

My Special Day in Hong Kong
4B Pang Wing Hei, Ricca (18-19)

 Sunny                   19th February, 2019
  I had my first visit to Hong Kong today. I asked the hotel reception where I should go. 
She said I could go to Tsim Sha Tsui, I could go shopping and take photos. Then I asked 
her how to go to Tsim Sha Tsui. She said I could go there by MTR.
  I arrived at Tsim Sha Tsui at noon. I walked into the shopping mall. I ate some food 
in this mall and bought a camera and some snacks. After that, I walked to the Avenue 
of Stars.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with my new camera. They were beautiful. Suddenly, my 
wallet was gone. I was worried because there was a lot of money inside. 
  I saw a policeman and I told him that my wallet was gone. Luckily, he said he found a 
wallet and he let me see it. I was excited and said it was my wallet. At last, I ate sushi in a 
Japanese restaurant. It was very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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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Hung Yuet Yi, Hailey (19-20)
Rainy                Monday 30th September, 2019
  I had an angry and sad day. It looked like today's weather that was rainy and stormy. 
  First, at ni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was in the minibus that went to Ma On Shan. A 
fat boy ate bananas and chicken nuggets noisily. He was selfish. I was very angry and mad. 
He shouldn't eat in the minibus because he would make the minibus dirty and affect other 
people. He should keep the minibus neat.
  Then, at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 went to Fantastic Cinema to watch a movie.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watching the movie, Marvel so I ran happily to the theatre. I sat down 
and started to watch. Suddenly, a bad boy called Jack came into the theatre. He talked 
loudly on the phone. I tried to talk to him but he shouted at me. I had no choice so I watched 
the movie feeling annoyed.
  In the evening, I went to the expensive restaurant to eat dinner. I thought it would be 
quiet but it turned out that a lively girl ran around in the restaurant. I felt sad because I didn't 
have energy to eat dinner. I thought she should eat quietly in the restaurant. 
  At night, I went to the shopping mall to buy things. A tall boy came to me and played with 
my things and said, “Bye-bye, little guy. See you soon.” I felt mad, angry and I cried out.
  Today was a bad day. I hope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 today and I can be happy.

A Bad Day
5A Bai Yekuan, James (18-19)

Sunny                                                                                                        Sunday 7th October 
  Today was the worst day ever in my life. I had already planned an amazing travel day 
in Hong Kong with my parents. But I met some rude and impolite people who turned our 

wonderful day into a bad day. 
  I was on the bus in the morning. A rude boy sat next to me. He 
was having his breakfast on the bus. After finished it, he just threw 
his rubbish on the ground and no one even wanted to help! I asked 
him to clean his rubbish but he shouted at me. After a while, the bus 
driver came and asked the boy to get off the bus. I was very happy 
and I said thank you to the driver.
  When the bus arrived at the last 

station, we went to the cinema and we were ready to see a film. 
When we were seeing the film, suddenly a man talked loudly on 
the mobile phone. And he talked for 40 minutes and didn't stop 

so we left the cinema early.   
  A t  n ight ,  I  went  to  a  famous 
restaurant  but  the wai ters were very rude and I  fe l t  very 
uncomfortable but they didn't care. When we could finally eat our 
dinner, a girl ran very fast and broke our bowl! I felt very angry 
because she didn't say sorry. So we went home madly. 
  I hope people can be polite or this world would be a mess that 

no one will live happ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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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ucky Day
5C Liang Wing Hei, Maggie (19-20)

 Sunny                                                                       18th October, Friday
  Today was a lucky day for me.
  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school by bus. When I got off, I left my purse and my Octopus 
card on the bus. I went back to school. My teacher gave them back to me. She said, 
"Someone finds your student card in the purse and takes it to school."  When I received it, I 
felt very happy.
  In the afternoon, I went to McDonald's for afternoon tea. I bought French fries, a 
hamburger, a coke and chocolate chips. I fell down accidentally. I didn't have any food to 
eat. But the staff was very kind to me. She made another lunch set for me. I felt excited.
At night, I usually had nightmares. But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I found that I 
didn't make any dreams. I thought I was very lucky.  

A Special Present
5E Chow Pak Lam, Chilam (18-19)

  One day, Joe received a present. He didn't know who sent it to him. He saw a little 
small box inside. He felt surprised because he thought it was a toy.

  "Oh no!" said Joe. It was a monster and it 
was very big! Joe was scared. He ran and ran. 
He ran around in the house. The house was 
big. Joe hid in the secret room. He was scared. 
The monster found and found. It was very angry 
because it didn't find Joe.
   At last, Joe called the magic police with his phone. 
After a while, the magic police caught the monster. Joe 
shouted, "Hurray! Hurray!" He felt very relaxed after 
they left his house.

Good Manners Everywhere
5A Mok Hoi Ching, Suki (19-20)

  We need to have good manners because those are good habits. We should not get up 
late. We have to do homework first and should not play games all day. We shouldn't speak to 
our parents rudely and we should help them with housework.
  We have to be good at school. We shouldn't sleep in class. We should listen to teachers 
when he or she is speaking. We shouldn't eat when the class has started. We have to listen 
to the monitor when the teacher is not in the classroom. We shouldn't go to the toilet when 
the teacher is teaching us some new things. We should write the notes in class.
If we have all these good manners, we will have a lot of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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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B Mok Yu Yat, Luca (19-20)

  I want to be a computer game design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want to become 
famous. If I become a computer game designer, I will design fun, beautiful and amazing 
games. It is fun to create new games by myself and it makes me proud. 
  There are tons of requirements to be a computer game designer. Computer game 
designers need to be smart so that they will know how to write the codes to program the 
games. They need to be hard-working too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work to create the 
whole game. They also need to be patient because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make a game. If 
they are not patient, they may get bored and stop working. Lastly, they need to be creative 
because they need to think of new ideas. If they are not creative, their jobs may be taken 
by other computer game designers. 
  I think this job is suitable for me because I am smart, hard-working, patient and 
creative. I also love designing games. I need to work harder on computer programming so 
that I can become a computer game designer someday.

A Diary Entry
6E Huang Nim Ying, Chloe (19-20)

12th October, 20XX Thu
  Today after school, Judy and I waited for the minibus to go home at the minibus stop.
  We lined up there. I was talking to Judy while she was playing games with her mobile 
phone. I was moving around when I hit her arm. Then her mobile phone dropped on the 
road, but she was not angry.
  Judy wanted to pick up her mobile phone. Suddenly a minibus came at a high speed. I 
screamed and I said, 'Dangerous!' Then I caught her.
  We were shocked and Judy cried. A woman came and took care of us. Then a man 
saved Judy and picked her mobile phone up. We said 'thank you' to the woman and th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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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rity Event
6A Yeung Pik Ying, Maggie (18-19)

  'Next Sunday, there will be a charity walk to help children in China. Now, who want 
to join? asked Miss Ng. Twelve-year-old Steve, and his classmates were listening to Miss 
Ng. 'Sounds interesting. Join together?' Steve whispered to his best friend Albus. Albus 
nodded. They both raised their hands. Miss Ng counte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said, 
'Very well. Remember to bring enough water and some food.'
  Today was the day of the charity walk. Steve and Albus were in a cheerful mood 
because it was sunny. They started at the school and ended at the park. 
  After getting the stamp, they would return to school. Steve and Albus walked side by 
side on the street. The two boys chatted and laughed through the walk. What Steve didn't 
notice was … his water bottle was almost empty. But the weather got hotter and hotter.
  'Oh no!' yelled Steve, looking at his empty container. 'What's 
the matter?' asked Albus. 'Waterrrrrrr! I neeeed waterrr!' croaked 
Steve. Steve was really thirsty, felt like the sun was burning his throat. 
'Well……drink mine.' Albus took out his bottle. 'Amazing!' said Steve. 
'But if I drink yours, you don't have any water left, do you?' 'That's 
alright. We're best friends, aren't we?'. Steve had never felt so touched 
before. 'Of course.' 
  In the end, Steve and Albus reached the terminus and they 
became best friends until the very end. 

Dreaming to be a Basketball Player
6A Wong Yuen Ching, Uji (18-19)

  Donna wanted to be a basketball player while she was 
watching a basketball competition. She wanted to join the 
basketball school team so she found the teacher who trained the 
team.
  He looked at Donna's height and he said, 'Sorry, you are 
too short. Basketball players need to be tall, so you can't join the 
basketball school team.' She was disappointed.
  After that, one of the basketball players came and comforted 
her. 'You need to eat more and do more exercise so that you can 
become taller,' she said.
  Donna kept running and playing basketball every day. She 
also drank a cup of milk every morning. 
  However, Donna did too much exercise and ate too much 
meat. She became very fat and felt sick. One year later, she could not enter the schoo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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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裸裝食物」 英超市走塑減污染
4A 黃彥鈞（19-20）

刊登日期：2019年8月21日

來       源：明報

類       別：國際新聞

  這一則新聞是有關英國有超市試行「裸裝食物」走塑計劃。由於英國十大雜貨連鎖店每

年產生81萬噸的一次性的包裝廢物，這還不包括膠袋，因此為響應日漸普及的環保消費意

識，英國有商舖跟隨新西蘭等蔬果產區試行「裸裝食物」或「裸裝貨物區」。

  我感到好奇，怎樣才能夠不使用包裝，又能夠保持蔬果新鮮呢？我認為香港的超級市場

可設置蔬果飲料機，顧客只要自備一個杯子，然後把硬幣投進機內，便可購買到新鮮的蔬果

汁飲用。

【慳水費】水務署擬 2022 年北區供再造水 
取代食水沖廁

4E 李慧甄（19-20）
刊登日期：2019年1月3日

來       源：頭條日報

類       別：本港新聞

  這一則新聞是有關水務署希望2022年在北區供應再造水替代食水沖廁。我看完這一則新

聞之後感到很開心，因為如果用食水沖廁會非常浪費，而用再造水就比較環保。另外，我們

日後要處理化學液體時也要小心處理，必須要倒入座廁內，不可以倒在洗手盤內，避免再造

水受污染。

高鐵首日一度停駛 疑編班失誤 票務投訴最多 
港鐵：系統需時磨合

5B 張凱嵐（18-19）
刊登日期：2018年9月24日

來       源：明報

類       別：本港新聞

  從這則新聞中，我知道高鐵通車後出現很多運作上的問題。究竟要用甚麼方法，花多少

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呢？種種問題令市民鼓噪是正常不過的，就如「山竹」吹襲後，港鐵服

務癱瘓一樣。我十分憤怒，因為爸爸媽媽也曾身受其害。至於高鐵曾出現多於兩列列車在同

一路段行駛會引致停電，真令人震驚，亦會危害乘客的安全。如果未來有一種交通工具不需

要用燃料或電力，那就既環保又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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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現首宗疑吸電子煙致死個案
5B 彭晴（19-20）

刊登日期：2019年8月24日

來       源：明報

類       別：國際新聞

  從這則新聞中，我知道美國近日因吸電子煙患病入院的個案大增，所以出現全球首宗致

命個案。為甚麼他們要吸電子煙呢？難道他們不知道吸電子煙的害處嗎？

  我覺得很難過，因為有很多案件是因年青人經常吸電子煙，而導致死亡。他們的父母非

常痛心，因為失去了心愛的子女。

  長期吸入電子煙，呼吸系統就會出現問題，症狀包括咳嗽、呼吸急促和疲勞。我會拒絕

電子煙的誘惑，絕對不會吸食。同時亦會勸喻親朋戚友拒絕吸食電子煙，還會為他們解釋吸

食電子煙後的嚴重後果。我希望政府多作宣傳，令市民和學生容易得到正確的資訊，做一個

健康的人。如果有吸食電子煙習慣的人士，可食用香口膠和吹波膠代替，令他們戒除吸食電

子煙的惡習。

供應商以鯰魚充龍脷   餐廳再充石斑 
 兩者同被罰款

6A 林紫珵（19-20）
來源及刊登日期：經濟日報（2019年3月7日） 、明報、蘋果日報（2019年3月8日）

類       別：本港新聞

資料整理：教育出版社編輯部

  這一則新聞是關於供應商以鯰魚冒充龍脷柳，餐廳再冒充石斑，兩者同被罰款。怎樣才能

讓市民知道商舖有沒有用廉價魚冒充貴價魚呢？我覺得很疑惑，不知道吃下去的石斑是不是冒充

的石斑魚？我覺得經常光顧那間餐廳的市民會覺得很憤怒，因為知道了自己平常吃的「石斑」是

以「鯰魚」冒充的。我學會了如果外出用膳，就一定要去一些信譽良好的商戶。我覺得政府可以

收集所有魚類的特徵，然後設計一個辨別不同魚類的程式，令市民知道自己吃的是甚麼魚。我會

寄電郵給政府，我覺得政府應該檢討一下為甚麼在市面上會有被冒充的石斑魚出現

四成青少年感身心俱疲  籲糾正錯誤休息觀念
6C 黃日晴（19-20）

刊登日期：2019年5月15日

來       源：東方日報、明報、頭條日報

類       別：本港新聞

資料整理：教育出版社編輯部

  閱讀這則新聞後，我知道有青少年服務機構訪問青少年，了解他們對休息的看法，近

25%受訪者平均每天花7.6小時學習或工作，導致減少休息的時間。我認為家長會感到擔

心，因為子女拒絕休息容易帶來焦慮和壓力。我不支持青少年為了達到學習的要求而不休

息，這會令自己長期處於困倦狀態。我建議社區中心邀請青少年參加有關休息觀念的講座，

從而糾正他們對休息的錯誤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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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知多一點點
1A馬梓翹 (18-19年度)

項目 繪圖

1

她喜歡的食物是雪糕。

2

她喜愛做的事是做家務。

3

她喜愛的人是我。

小總結：

在訪問後，我對家人的認識增多了。

封面

1D 潘凱晴（18-19）
愛的行動

  我會幫媽媽按摩。

給媽媽的感謝卡

1A 馬梓翹（18-19）
親愛的媽媽：

　　您天天上班工作真辛苦，謝謝您！

         女兒　　　　　

梓翹敬上

二月二十一日

我的心聲

1A 伍愷俊（18-19）
我希望媽媽和我
一起坐新幹線火車。

給媽媽的感謝卡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常常教我做功課！
         兒子　　　　　

愷俊敬上
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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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玩的玩具
2B 江倩瑜（18-19）

做法

1）利是封分成袋和封口兩部份，袋的部
   份摺成機翼，封口部份摺成機尾。

2）以飲管屈曲，將機翼套入飲管屈曲位
   置並用膠紙貼好。

3）將機尾貼於飲管末端。
4）完成，可以起飛！

玩具名稱 ToTo 號飛機

玩具的功能 在天空飛翔

參與人數 個人

喜愛程度 ★★★★★

耐用程度 ★★★★☆

玩具口琴

  我不常玩以下的玩具，因為它是嬰
兒時期的玩具，而且我不懂得吹奏，所
以現在很少玩了。

2B 許穎韜（18-19）

玩具分一分 2A 黃靖天（18-19）

運動類 益智類

假如時光倒流⋯⋯

  假如時光倒流，我希望自己可以

在選擇玩具方面有改善，我會小心

選擇一些適合我年齡和對我有益的玩

具，玩具數量不要過多和玩具價錢也

不要太貴！

處理玩具有妙法

我會用以下的方法處理玩具：

√ 捐給有需要的人                                                                  
√ 留給弟妹                                                        
√ 收藏在家

32 33



活用數學

34

我的專題研習

景點一：香港文化中心

3B 李溢豐 （18-19）

景點二：東龍島（六何法）

 3C 孔思晴（18-19）

景點一：香港文化中心（五感觀察法）

香港文化中心的外牆是淺肉色。
香港文化中心的面積是 82,231 平方米。
香港文化中心的外型好像過山車的路軌。

香港文化中心的外牆是用磚塊造成的，
感覺是粗糙和冷冰冰。

總結
親愛的嚴老師：
  在這次專題研習，我學會了利用互聯網搜尋資料。
　　在進行專題研習時，我遇到很多困難，因為要思考很多東西。我要多謝媽媽，因
為她幫了我很多。
　　我認為要吸引更多人來香港旅遊，方法是政府推動一些大型的活動。
　　作為香港人，我要愛護香港的旅遊景點，減少利用會變成垃圾的東西。
                                                                   學生
                                                                                                                  思晴上
                                                                                                   三月二十八日

3E 林柏陶（18-19）
景點二：東龍洲

六何法 問題 答案

何地？（where） 東龍島在哪裏？ 在西貢區最南端的島嶼。

甚麼？（what） 東龍島有甚麼特色？ 東龍島有雞乸石，炮台遺址等。

如何？（how） 怎樣前往東龍島？ 乘坐街渡可以前往東龍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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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C 李日曦（18-19）

我的作息時間定時，

我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數數
 1B 陳宓兒（19-20）

我喜歡的數字是4，

因為是我家寵物的生日月份。

數數 
1D 何梓瑩（18-19）

我喜歡的數字是8，因為我是8月生日。

乘法概念

2A 程嬿潼（18-19）

趣味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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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四邊形圖畫創作
3C 陳映彤（19-20）

作品名稱：鬧鐘
鬧鐘是由5個平行四邊形所
組成。

平行四邊形圖畫創作
3B 黃朗恩（19-20）

作品名稱：小狗
小狗是由8個平行四邊形所
組成。

這是一位女孩

子，她是由長

方形、

正方形、梯形

及平行四邊形

組成。

四邊形圖畫創作
4C 曾熙

（19-20）
這是一個

「曾」字，它

是由長方形、

正方形及平行

四邊形組成。

四邊形圖畫創作
4B 張家堯
（19-20）

這是一間舒適的小屋，它是由長方形、正方形

及梯形組成。

四邊形圖畫創作
4A 彭伊文（19-20）

這是一個「彭」字，它是由長方

形、正方形及平行四邊形組成。

這是兔子和草地，

它是由長方形、正

方形及平行四邊形

組成。

四邊形圖畫創作
4D 梁巧愉
（19-20）

四邊形圖畫創作
4E 王子馨
（19-20）

圖形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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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形面積
5B 高雅言（18-19） 

在這個方格圖上，假設每方格的面積

為1平方厘米，「小動物」的面積是49
平方厘米

多邊形面積
5A 余穎妍（18-19） 

在這個方格圖上，假設每方格的面積

為1平方厘米，「小老鼠」的面積是28
平方厘米

6C 周頌寬（19-20）
作品名稱：恐龍

填色部份佔全圖的9/20，用小數表示

是0.45，用百分數表示是45%

6A 李鎧謙（19-20）
作品名稱：蔡徐坤（偶像練習生）

填色部份佔全圖的19/50，用小數表示

是0.38，用百分數表示是38%

6B 陳洛恩（19-20）
作品名稱：蘋果

填色部份佔全圖的21/50，用小數表示

是0.42，用百分數表示是42%

6A 白業寬（19-20）
作品名稱：Mario

填色部份佔全圖的16/25，用小數表示

是0.64，用百分數表示是64%

分數、小數、百分數 互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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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畫夢工場

39

  Pantone C 早年遠赴澳洲留學，及後回港從事塗鴉藝術創作，並不時獲邀與香港各知名

品牌合作進行創作。此外，Pantone 亦積極推廣塗鴉藝術，更被不同中、小學邀請以駐校藝

術家身份教導學生創作塗鴉藝術品。1819年度本校成功邀請Pantone到校教導高組視藝小組

同學創作塗鴉藝術作品。

藝術家駐校計劃

學生先製作雕塑的初型，
然後為作品着色。

學生以舊學生椅進行創
作，並以不同的動物形
狀製作立體雕塑。

高組視藝小組的完成作品。

藝術家向學生示範運用噴漆
於牆上作畫的技巧。

藝術家正示範塗鴉字型創作技巧。

來一張大合照吧！

學生在課堂上的塗
鴉字型作品。

學生塗鴉字型作品。

學生開始在牆上作畫。

完成作品了！
我們非常滿意呢！完成作品學生塗鴉字型作品。

立 體
創作－

彩虹的約定

視藝小組學生的塗鴉藝術作品
於港鐵社區藝廊恆安站及沙田

圍站展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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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開始為服飾製作版型。

這套關羽的服裝多威武！

學生先以三國人物關羽及貂蟬的故事作聯想，
然後為他們設計服飾。

學生所用的材料全部都是環保物料。

學生與自己的作品合影

三國人物 服飾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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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年度視覺藝術展的主題是「錯視藝術」，這星

期中，學生認識了不同的錯視藝術家，並欣賞了他們的作

品。此外，展覽中亦展出了全年度表現出色的學生作品，讓學生與家長一起分享創作成果。

小息時，同學們到風雨操場欣賞作品。

同學們正努力創作。 同學們的參賽作品

老師，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作品呢！

冠軍作品的電子版本
莫主任與參賽學生合影

視藝小組與集體創作

冠軍3B蔡卓儒

張老師與參賽學生合影

視覺藝術展

花卉展繪畫比賽

三十五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本年度展出了不同類型的作品。

高組視藝小組與他們創作的作品。

同學們的參賽作品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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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繪
3E 吳穎彤（18-19）

浮世繪
3C 陳菀婷（18-19）

2019至2020年度校運會親子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季軍 3B 黃譯禾

亞軍 3E 陳貝其 冠軍 1D 楊諾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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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人物再造
5D 敖凱軒（18-19）

漫畫人物再造
5D 李健宇（18-19）

漫畫人物再造
5A 朱樂怡 （18-19）

漫畫人物再造
5A 蔣穎（18-19）

馬蒂斯的花瓶
4A 鄧芮熙（18-19）

馬蒂斯的花瓶
4B 張凱喬（18-19）

馬蒂斯的花瓶
4B 楊璧澄（18-19）

馬蒂斯的花瓶
4C 楊敏嘉（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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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作品—得人如得魚

6A 楊壁瑩（18-19）

6A 曹允祈（18-19）

6E 羅彥琳（18-19） 6B 余祉澄（18-19）

6D 鄭樂妍（18-19）

6A 古珮盈（18-19）

6C 張敏晴（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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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海報
4A 甘靜雯（18-19）

懷舊海報
4A 鄧芮熙（18-19）

懷舊海報
4A 劉孝澄（18-19）

懷舊海報
4B 方穎翹（18-19）

懷舊海報
4B 李善桁（18-19）

懷舊海報
4B 李姿慧（18-19）

懷舊海報
4B 鍾澄（18-19）

懷舊海報
5B 黃景浚（18-19）

懷舊海報
6A 曹允祈（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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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創作童畫夢工場

圓形圖案
6E 羅彥琳（18-19）

懷舊海報
6A 黃菀靖（18-19）

花卉寫生
4A 劉孝澄（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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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創作

2A 林笉孜（18-19）

2E 王仁聰（18-19）

電腦科比賽作品
小畫家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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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創作 電腦創作

3A 歐子萱（18-19）

對於一項有意義的班會活動，我有以下建議：

4C 蕭曉恩（18-19）
對於一項有意義的班會活動，我有以下建議：

3A 彭伊文（18-19）

對於一項有意義的班會活動，我有以下建議：

活動一： 
對象：

老師、同學

活動目的：

可一邊學東西一邊玩，

活動內容：

放鬆心情

活動二： 對象：

校長、同學和家長 

活動目的：

學習天文學

活動內容： 

介紹天文及太空

科技新知識

活動一： 去太空館
對象：

老師、3A 學生

活動目的：

學會太空知識

活動內容：

參觀太空館

活動二：星光大道
對象：

老師、3A 學生 

活動目的：

讓老師、同學放鬆

活動內容：

遊玩

Microsoft Word 我的好介紹

地點一：義工活動—

探訪安老院長者
活動目的 : 

做義工可以幫助別人，令自己快樂，又可以擴闊社交圈子、自我增值，

使生活更充實和有意義。透過服務老人，可以了解更多老人家，可以

從他們身上獲得更多做人的道理，使自己的生活能夠過得更充實。

活動內容 :  天才表演、遊戲及禮物送贈。

地點二：玩具分享會
活動目的 : 

可以把玩具和別人交換

活動內容 : 不會浪費，還可以節省金錢。

參考資料：
1.https://www.volunteering-hk.org/tc/rthk2018
2.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111115000051KK00866&p=%E6%8E%A2%E8%A8%AA%E5%A

E%89%E8%80%81%E9%99%A2%E9%95%B7%E8%80%85
3. 維基百科全書48 49



電腦創作 電腦創作

Microsoft PowerPoint 一次旅行經歷
5B 高雅言（18-19）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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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創作

6A 曹允祈（18-19）

6E 羅彥琳（18-19）

6D 鄭樂妍（18-19）

Paint.net 畢業禮邀請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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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51

1A 陳柏揚（18-19）

1D 潘凱晴（18-19）

1D 黃悅溋（18-19）

社際金句海報設計比賽（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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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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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蔡浠晴（18-19）2E 駱萱晴（18-19）

2A 張信熹（18-19）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52 53

3A 郭穎心（18-19）

3E 鍾盛希（18-19） 3A 連濢褕（18-19）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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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鍾尚霖（18-19） 4E 劉子御（18-19）

4A 鄧芮熙（18-19）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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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黃念瀅（18-19）

5A 徐子蕎（18-19）5B 許鈺瑩（18-19）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活畫聖經，活出真理！

56 PB

6E 祁莉妮（18-19）6A 曹允祈（18-19）

6E 羅彥琳（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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