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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Cheung Ka Ki 
A letter to Santa 
 On 20th December, Judy wrote a letter to Santa. In 
the letter, she said she wished to have a brand-new tennis 
racket this Christmas. Then she put her letter on the desk. 
She hoped her letter could be read by Santa. Judy hung 
up a Christmas stocking before she went to bed. 
 That night, Judy’s mum came to her bedroom after 
Judy fell asleep. Mum found the letter on the desk. She 
read the letter carefully. Then she decided to make  
Judy’s dream come true because Judy really needed a 
tennis racket to join the tennis tournament later.   
 On Christmas day, when Judy woke up she noticed 
there was something wrapped in the stocking. She rushed 
towards it. Oh, it was a gift - a tennis racket! A piece of 
paper fell down on the floor when Judy took out the gift 
from the stocking. The paper was a receipt. Judy realized 
that  the gift  was  bought  by her  mother.  Judy was  
delighted and surprised. She was thankful to her mother. 
 ‘You are my Santa! Thank you, Mum,’ Judy rushed 

to her mum and yelled. 

6A Liu Ho Ming 
Late for school 
 Last Sunday, I went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with 
my family. We played there the whole day until nine 
o’clock in the evening. When we got home, it was  
midnight already. I was so tired that I forgot to set the 
alarm clock before I went to bed.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it was already 
eight o’clock. I wore my school uniform and packed my 
backpack hurriedly, but I couldn’t find my English book. I 
spent a lot of time looking for it. 
 I rode my bike as fast as I could. Unluckily, my bike’s 
front tyre was punctured on the way to school. I spent 
some time to repair it. When I reached school, the school 
gate had already been locked. 
 I felt upset. I tried to climb into the school but my 
principal just walked past. He punished me and made me 
stand in the corridor for an hour. What an unlucky day! 

6B Yu Ngai Fei, Ivy 
The Ugly Princess and the Handsome Prince 
 A long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kingdom called 
Golden  Kingdom.   Princess  Candy  lived  in  the  big  
palace.  She was as fat as a hippo.  She was ugly like a 
frog.  She felt very unhappy.   
 She knew there was a handsome prince called Eric 
in Sweety Kingdom.  She loved him very much.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to him.  However Prince Eric did 
not like her. 
 One day, the weather was very cold.  ‘Ah...achoo!  
I have a cold today,’ said Princess Candy.  Suddenly, a 
fairy appeared in front of her and said, ‘Hey! You’re lucky 
today.  I can offer you a wish.’  Princess Candy thought 
for a while.  Then she said, ‘I want to be as beautiful as a 
peacock.’   The  fairy  waved her  magic  wand and  
whispered, ‘Abracadabra.’  Princess Candy was very 
happy to become a pretty lady.  Her dream came true.   
 Her father knew what happened to the princess.  
The King was very glad too.  He asked her what she 
wanted to do.  She told him that she wanted to get  
marry  Prince  Eric.   In  the  end,  the  King  sent  an  
ambassador to Sweety Kingdom to make a proposal.   
Two months later, a great wedding ceremony was held.  
Princess Candy and Prince Eric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They had ten children.  They were very ugly! 

6B Liu Chui Yi, Yoyo 
My best friend 
 April is my best friend.  She is as tall as a mountain.  
She is a sweet and nice girl.  She is lovely like a rabbit.  In 
her spare time, she likes reading and listening to music.  
She is good at playing the piano.   
 We are schoolmates.  Although we are in different 
classes, we always play together.  We love chatting very 
much.  We sometimes quarrel but we say ‘sorry’ to each 
other in a few days.  We never get angry with each other.  
That’s what friends do. 
 April is wise like an owl.  She often helps me with my 
homework.  She teaches me a lot.  I feel very grateful to 
her.  She is hard-working too.  She prepares well for the 
exams.  Therefore, she gets good results.  She is a top  
student in the school.  Everyone knows her.  All  the  
teachers like her very much.  She is very popular in Ho 
Ming.  I am proud of her!  I hope we will be good friends 
forever and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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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校長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3 周年」學生徵

文比賽 二等獎(全港) 

從動盪中見生機 6A 班 張嘉淇 

  看啊！那一面五星紅旗在金紫荊廣場上，在激昂的國

歌中緩緩上揚。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

亦是風雨飄搖，政治動盪，悲喜交集的一年啊！ 

  食品價格高漲、收地紛爭和部份官員貪污腐敗，一直

是祖國需要面對的內部問題。祖國與菲律賓的海上領土爭

端；與日本為釣魚台主權爭議等，正顯示我們的祖國面臨

着內外受敵，局勢不明的迷霧。幸運地，國家不斷打擊貪

官，改革社會；而我們的海軍勢力也在擴張之中，隨着中

國宣佈第一艘航空母艦下水，我們的國力亦漸見強大。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統一，是中國未來的重大挑戰。 

祖國的發展道路應如何是好？我們身為國民的又應該保持

着怎麼樣的態度呢？ 

  我認為，如果能夠化危為機──平衡經濟增長就是最理

想的，這可以讓貧窮的可以溫飽；整頓政治風氣，以廉潔為

目標。先平定國內的動盪，安定人民的心，再堅持和平統一

發展，讓外國與中國友好之餘，也要讓外國怯於中國的軍事

力量。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各個大

小民族應不分你我，團結一致，

才可以確保社會安定。我相信，

這樣，香港也能繼續受惠於中國

的強大，令社會繁榮安定。 

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二等獎(全港) 

從看《團圓》到今年的中秋節和國慶日 4A 班 郭昊然 

  今年的中秋節連國慶共有四天假期，我們

一家人都很興奮。昨天是中秋節，這對中國人

來說十分重要，因為這天是中國傳統的節日，

一家人能聚首歡度佳節；而今天的國慶日更是

慶祝新中國成立的大日子。在這四天的假期中，媽媽、爸爸、妹

妹和我一起閱讀了一本繪本故事書，名叫《團圓》。看過這本書

後，令我思考了更多從未想過的東西，例如：中國的傳統文化、

家庭融洽的重要及學懂珍惜自己擁有的幸福。 

  作者透過《團圓》這故事流露了父女間真摰的親情，故事中

的毛毛不能經常見到爸爸，只能盼望每年的新年可以和爸爸一起

玩耍。這令我明白自己是多麼幸運，我們除了在昨夜一起到郊外

放「孔明燈」和吃月餅外，媽媽平日也會帶我們參加很多課外活

動，豐富我們的見聞和經驗。這讓我學會要珍惜身邊的家人，並

且要好好愛護和關心他們。 

  我們誰也不能預料不幸何時降臨到我們身上。好像今天的沉

船意外就破壞了很多家庭的幸福。在新聞中出現了一幕幕親人團

聚的情景，爸爸媽媽也和我分享了每段情景，叮嚀我們當發生突

發事情的時候，必須勇敢面對；而我們也學懂了世事無常，要好

好珍惜和家人生活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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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一等獎(全港) 

《聖母峰探險》讀後隨筆．隨想  5B 班 陳卓霂 

  書裏的內容是講述主角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故事，天真的主角以為夢想可以輕易達成，沒想到挑戰卻

是一個接一個，越來越艱難。主角雖然感到害怕，但並沒有退縮，也沒有被打敗，最終還是拿出勇氣，

面對種種困難，達成自已的夢想，登上最高峰──「聖母峰」。本書以漫畫故事的方式，講解各種運動與

相關科學，以登山運動為主軸，詳細介紹「聖母峰」及登山的各種相關知識；更詳細介紹尼泊爾及當地

的宗教與神話，以及攀登埃佛勒斯峰的歷史等。 

挑戰者的每一步 

都是對我們的啟示 

好書激發了我的思潮．．．．．． 
 

我感到既興奮又開心 

緊湊的故事情節 

像是帶我和小志一同飛越 

飛 

  飛 

    飛 

經歷重重困難  
 

你跨越了 
 

一  又  個  綿  斷  小  和  山…… 

成功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 

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二等獎(全港) 

《在天堂裏遇見的五個人》 讀後隨筆 6B 班 余艾菲 

  這本書講述一個名叫愛迪的老人，也是一個在遊樂場工作的維修工人的

故事。他在八十三歲生日那天，為了救一個在突發意外中，身處險境的小女

孩而犧牲了自已的性命。他醒後發現自已竟然身處天堂！在那裏還遇見了五

個曾經在他生命中出現的人，他們領導愛迪去尋找逝去的時光，引導他放下

執著，尋回生活的意義。 

  這本書跟其他的小說非常不同，它寫的是死了之後的「生活」。一些說

你告訴我，只要不放棄就能完成夢想的

哦！ 
 

這書給了我豐富的科學知識── 

高山症、雪盲症、白矇天現象，還有肺

水腫呢！ 

不知名的疾病都能奪去勇者的生命 

小志，你戰勝了高海拔的稀薄空氣 

成為最年輕的攀登者 

我要為你鼓掌── 

啪──啪── 

 

呀！原來喜瑪拉雅山上真的有雪人呢！ 

英國登山勇士發現了「夜帝」 

拍下了雪人的腳印 

     個  一  連  不  的  山  高 

「死」的書，說「天堂」的書，通常人們覺得比較神祕、恐怖和奇怪。但你讀完這本書後，不但不會覺得陰陰森森，反而

會覺得這本書充滿人生哲理，值得我們一看。 

  故事中叫愛迪的老人，他的一條腿瘸了，他在一次突發意外中為了救一個小女孩而喪失了保貴的生命。他上了天堂後 

，先後遇見五個在生命中出現過的人，他們都為愛迪上了寶貴的五課，愛迪在這幾課中尋找到自己的道路，明白了一些以

往不知道的事情，令他放下心鎖。當中讓我了解到什麼是寬恕和愛，了解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關連的，我們不是獨立存在而

是彼此相依的，所以我們要學會寬恕和要有愛人的心胸，才能與人和睦相處，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讀過這本書後你會明白：原來，自己的生命裏一直都有別人的生命；而別人的故事與自己的故事，會在最無法預料的

時空，產生交集，因此，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我們來到人間，是為了與別人相遇。天堂的事距離我們好像還很遙遠，好

像我們不至於談到這些，但我認為我們應該珍惜每一刻，珍惜我們的生活，並且在人間愛起來吧！  

我也想看看呢！ 
 

你有想過挑戰「聖母峰」嗎？ 

本書猶如一個導遊 

或許經過專業訓練之後 

配戴起冰斧、冰爪、鉤環、防寒服…… 
 

你可以先挑戰小小的山 

作為出發到「聖母峰」的準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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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Yung Mei Yin  
Ocean Park 

 Ocean Park is on Hong Kong Island. I go there with 
my family. I go there by bus and taxi. Ocean Park is 
beautiful, big and colourful. 

 At  Ocean  Park,  I  can  see  dolphins,  pandas,  
monkeys, jellyfish and fish. I can go on the rides. I think 
they are exciting. I can even see the pandas. I think they 
are cute. I can also buy some food. I think it is yummy. I 
want to see the view of Ocean Park, so I ride on the  
cable car. 

 Today I am very happy.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4C Lam Shuk Hung  
My favourite snack 

 I am Rainbow. I like potato chips very much. I hope I 
can eat potato chips every day.  

 I often do shopping at the supermarket with my 
mum on Saturdays. My mum sometimes lets me choose a 
snack. I always choose potato chips. They taste salty. I 
think they are the most delicious snack. A packet of  
potato chips is  ten dollars fifty. Mum says it  is  very  
expensive. So she only lets me buy a packet of them. But I 
hope I can buy two packets! 

 I love potato chips. They are my favourite snack. My 
sister also likes potato chips. 

5A Tse Tsz Hin, Dominic 
A Day without My Mother 

 One morning, I was still sleeping when my mum 
went to Yuen Long.  I called my mum when I woke up.  
She asked me to help her by cleaning the kitchen.  I took 
the rubbish to the garbage can at the end of the hallway. 

I used my slipper to block the door and ran to the  
garbage can.  After disposal, I heard a big sound from 
my flat.  ‘Oh my god!’  It was the sound of the door. The 
door was closed. 

 I stood outside the door.  I was naked to the wais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tunately, my mum came 
back at that moment.  She told me to take the key 
whenever I leave the flat. 

 This was a good experience for me.  I will never  
forget to take the key again. 

5A Wong Xin Lum, Renee 
My Family 

 My family has four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me.  
We live in Tin Chung Court in Tin Shui Wai. 

 My father is a limousine driver working in a five star 
hotel.  He works very hard every day.  My mother is a 
fulltime housewife.  Every day she tidies the house and 
cooks for us.  She even goes to my school to do volunteer 
work.  I am so proud of my parents.  My brother, Marvin, is 
in secondary one this year.  He likes playing computer 
games.  We like to play table tennis when we are free. 

 Every year, my family and I go back to Singapore for 
holiday.  We will visit my grandparents, my uncles, my 
aunties and my cousins.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5B Li Cheuk Him 
My Christmas Holidays 

 In my Christmas holidays, I did my homework after 
breakfast  every  day.  I  also  studied  hard  at  home  
because I had the exams after the holidays. After that, I 
played  with  my  toys  or  went  shopping.  On  the  
twenty-fourth of December, the weather was very cold, 
so I ate hotpot with my parents. I ate a lot of food, for 
example, fish balls, vegetables and sausages. They were 
yummy. 

 On Christmas Day, I went to Tsim Sha Tsui to see the 
Christmas lights. There were many people. The Christmas 
lights were very beautiful. I took photos of them. 

 I felt happy during my Christmas holidays.  

5C Chuek Wing Yi  
The Story of Psy 

 Park Jae-Sang is a famous person. He was born in 
1977. He was born in South Korea. He is fat. He ha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Psy has long arms and long legs. 
He always wears sunglasses. He is a man who likes  
dancing. He wears jeans. He is a man with short hair and 
a watch.  

 He has been a singer since 2001. He released his first 
album in 2001.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he release of 
‘Gangnam  Style’,  No.1  on  YouTube’s  ‘Most  Viewed  
Videos’ monthly chart, and No.1 on the iTunes Music  
Video Charts. 

 He is so famous because he won many awards and 
he is very popular. I like him because he sings beautifully. I 
have learnt from him the spirit of never giving up. I also 
have learnt to work hard to achieve dreams. When things 
were difficult, he never stopped t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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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Tsang Yiu Sum, Sam 
Hong Kong Disneyland 
 I like Hong Kong Disneyland.  I oftengo there with 
my parents.  It is big and clean.  I usually go there in  
summer. 
 It is beautiful.  I  can take photos with cartoon  
characters.  I like Minnie best because she is lovely and 
cute.  I can go on the rides too.  They are exciting.  I can 
even ride on the cable car with my mother.  We can look 
at the view of Lantau Island.  I think it is amazing.  I can 
also watch 4D films.  I like watching the parade because 
it is funny.  I can watch the fireworks in the evening.  I think 
they are colourful. 
 Hong Kong Disneyland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place 
to visit in Hong Kong.  I will go there again. 

4A Kwok Hei Yin, Vicky 
My new teacher 
 Mr Wong is my new teacher.  He is short and thin.  He 
has the biggest eyes in our school.  He has small ears and 
a big nose.  He is smart and handsome too.  He lives in 
Yuen Long. 
 He is funny.  He always makes jokes.  He is polite too.  
He always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He likes playing 
football with his best friend.  He never plays basketball. 
 His hobbies are playing the piano and reading 
books.  He likes the news and weather reports.  He doesn’t 
like dramas or cookery programmes.  He thinks they are 
boring. 
 He is a good teacher.  I like him.  

3B Lai Sik Hong, Kelvin 
A story 

 Ben is a naughty boy.  He likes playing video games.  
He always plays them for a long time.  He doesn’t want to 
do his homework when he comes back home. 

 It is time to go to bed.  His mum feels very angry 
about it.  Mum says, ‘You must finish your homework and 
go to sleep now!’  But he does not listen to his mum and 
plays video games until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next day, Ben feels very tired.  He falls asleep in the English 
lesson.   He cannot  understand what  the teacher  is  
talking about.  And he still doesn’t finish his homework. 

 Today, teachers give him back the exam papers.  
Ben sees his marks.  He fails a lot of subjects.  Finally, he 
has to stay after school every day. 

3B Tai Wai Nam, Jason  
A letter 

Flat C, 2/F, Block 5, 
Locwood Court,  

Kingswood Villas, 
Tin Shui Wai, HK 
8th April, 2013 

Dear Zero, 
 How are you? 
 I  am  nine  years  old.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fourth of March.  On my birthday, I go to a gift 
shop because I want to buy a train.  It is forty-five dollars.  
It is very colourful.  How about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do on your birthday? 
 I am good at games.  I can play Chinese chess and 
Chinese checkers.  I am not good at music.  I can’t play 
the saxophone or the flute.  But I like sports very much.  I 
play volleyball with my father on Sundays.  We play it in 
the playground.  It is very big and clean.  We play  
volleyball in the morning.  We feel very happy.  We can 
play it together. 
 Please write soon. 
                      From,  

Jason 

4B Ho Lee Yee  
Ocean Park 
 There are many popular places in Hong Kong.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my favourite place. 
 Ocean Park is a very famous theme park in Hong 
Kong.  It is on Hong Kong Island.  You can go there by bus, 
car or MTR.  You can do many activities there.  In the 
morning, you can visit the pandas.  You can also watch 
the bird show.  You can even ride on the cable car. 
 After lunch, you can go on the rides.  They are  
exciting.  You can watch the dolphin show too.  The  
dolphin show and the rides are fun! 
 Ocean Park is a wonderful place.  I hope you will like 
it.  You will have a lot of fun there!  

4B Lee Kam Kwan, Tony 
My Father 
 Ben is my father.  He is forty-four years old.  He is a 
driver.  He work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My father has two big eyes.  He has a big mouth 
and a big nose.  He is tall and fat.  He is helpful.  He always 
helps his friends.  He is good at painting.  He likes jogging 
because it can help him keep healthy.  He likes eating 
beef.  He likes reading novels. 
 I like my father because he is a nice man and he 
likes me very much.  I am happy to have a father like him. 

3A Leung Ka Wo, Jerry  
A story 

 It is Sunday. Jerry and Kitty want to buy a gift for Vin-
cent. It is Vincent’s birthday. 

 They go to a toy shop. It is in Tin Tin Shopping Centre. 
They want to buy a robot for Vincent. Jerry asks, “How 
much is the big blue robot?” The shopkeeper says, “It’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dollars.” Kitty asks, “How much is 
the big red robot?”  The shopkeeper says, “It’s one hun-
dred and forty dollars.”  Jerry asks, “May I have the big 
blue robot?”  The shopkeeper says, “Here you are.” 

 Finally they buy the big blue robot. It’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dollars. They give it to Vincent. He feels very 
ex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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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我心中的廈門』徵文比賽 亞軍(全港) 

人間仙境在廈門   6B 班 余艾菲 

  廈門是距離香港很遙遠的一個現代化都市，去年與家

人到福建省旅遊，讓我有機會能認識這位充滿異國風情的

女神──廈門，也一睹了人間仙境──鼓浪嶼的風采。 

  我們探望在廈門大學當研究生的表姐後，表姐帶我們

到古色古香的寺廟──南普陀寺參觀。這裏有十八羅漢、觀

音菩薩，它們都塗上了金黃色，顯得額外莊嚴肅穆。 香火

繚繞，有濃重的佛教文化特色。 媽媽誠心上香，祈求一家

平安。 

  我們還輾轉參觀了許多廈門的名勝古蹟，最終被一個

海上仙境吸引着，這就是美麗的鼓浪嶼，她還有「音樂之

都」和「海上花園」的美稱，是東方的「威尼斯」。我們

在渡輪上看到演武大橋和海豚，它們在水面跳躍，真是難

得一見。島上處處是美景，有很多領事館的遺址和富有歐

陸特色的教堂，充滿了異國風情。抵步後，我們除了到海

底世界欣賞鯨魚標本外，還去了日光岩。媽媽告訴我：

「不登上日光岩，等於沒有去過鼓浪嶼。」我們一口氣攀

登了日光岩的頂峰，鳥瞰腳下的美麗風光，如詩如畫，人

間仙境盡收眼底，難怪鼓浪嶼被評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遠望還可以看見金門島。 

  我們沿路往沙灘走， 這裏海天一色，海浪在唱歌， 我

們也一面唱兒歌，還在岸邊喝着功夫茶；品嚐廈門特產餡

餅和綠豆糕。我不得不寫一首新詩，頌讚大自然的奇功： 
 

如詩如畫的鼓浪嶼 

我  是畫中人     

在充滿色彩的畫卷 

似詩的波光中漫遊 
 

似夢似幻的鼓浪嶼 

我  不禁迷醉 

在海上花園裏                  

沉澱着彩虹似的夢 

  在愉快的廈門之旅中，我接觸到很多當地的老百姓，

他們都和藹可親，而且誠實忠厚，對外人也顯得很熱情，

這裏真是地靈人傑哦！ 

明報「讀樂樂眾樂樂」全港學生讀書報告比賽 季軍（全港） 

《發現小錫兵》讀書報告 6A 班 孫詠汶 

  這是一本繪本書，只有圖畫而沒有文

字。書中講述了玩具小錫兵，由於被小主

人冷落，經歷了一段落難流浪，由法國飄

洋過海到非洲的故事。一位非洲拾荒者把

他和「芭比娃娃」交給了貧窮的小男孩。

小男孩和爸爸，一起動手把空油罐做成車

身，魚罐頭穿孔成輪子，錄音帶盒變成擋風玻璃，還將「芭

比娃娃」打扮成非洲公主。這樣就令小錫兵和其他玩具獲得

了重生，也帶給小男孩莫大的快樂。後來，他們成為了觀光

客眼中的寶貝，更變成了非洲文化博物館的藝術展品。 

  我非常喜愛這本書，而且很欣賞畫家約克米勒，他能以

一幅幅精美的圖畫來說一個深富意義的故事，令我能夠享受

自由的想像空間，見識到無字圖畫書的魅力。小錫兵的故事

代表了文明世界的垃圾如何經過人們的創意而得到重生。 

  這故事令我思考：我們有沒有珍惜過自己擁有的玩具？

我們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多花心思，讓廢棄的東西可以循環

再用？我就曾將自己的舊玩具捐贈給其他小朋友，也曾在三

年級時，利用廢紙盒和同學一起在視藝課堂上，製作美麗的

環保花車。書中令我最感動的是：非洲小男孩的爸爸非常用

心地為兒子將廢物創造成新玩具，表達了一份很深的父愛。 

等待祖國的轉變  4A 班 曾繁城 

  相信大家也知道，最近有很多大事件出現在中國，其

中之一就是中國的副食品「地溝油」。中國人關心自己的

國家是必然的事。我十分關心中國食品的安全問題。因為

我們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由祖國供應給我們的。 

  這個問題還反映了我們同胞的個人素質和品格。有甚

麼人會忍心地因為賺取金錢而把不潔的油進行化學加工，

再變成餐桌上的食用油呢？這種油不但散發着惡臭，更會

引致人類的白血病和消化道疾病，更嚴重的是會引起食物

中毒。 

  我等待祖國的轉變，希望他們當中那些做生意的人會

重視食品安全，珍惜大眾的健康和生命，拒絕賺取黑心

錢。我相信當人人都能彼此珍重，不會只顧自己的利益，

我們的新中國才會真正地富裕，因為真正的富裕是從心發

出的，並不是單是口袋中有錢就叫富裕。 

  因此，我等待國家的改變，靜候國人的改變。我相信

只要這兩方面都改善了，有些激進反中的香港人，就會開

始改變思想，漸漸喜歡我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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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背景：學校的圖書館   

在圖書課上。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各位同學分成二人一組，每組同學挑選一

本傳記書。本月的閱讀主題是名人傳記，大家與同學和家長閱

讀後，下堂作閱讀分享。 

Sam 對鄰座的 Tomas 說：我們一組吧！ 

Tomas 說：好呀！我們一同找一本好書看。(二人同往選書) 

Sam 說：我們選擇哪一本書好呢？ 

Tomas 說： Sam，你看一看這本書的插圖及相片，它很特

別，全是一些黑白照片，我們挑選這本書好嗎? 

Sam 說: 好！我們就選讀《安妮日記》啦！(二人開始閱讀) 

Tomas 說：這本書內全都是真實的歷史圖片，很珍貴呢！ 

Sam:：書中的主角是一位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妮 · 弗蘭克，

是在德國出生的猶太人。 

Tomas 說：這個小女孩有什麼特別之處呀? 

Sam 說：我們繼續往下看吧！在 1929 年，德國的猶太人受到

不公平的對待，排猶主義令大量猶太人受到迫害，包括兒童及

婦女，他們都被關在集中營內等候處決。安妮四歲的時候，希

特勒當上德國的領袖，很多人失去了保貴的生命，連小孩子都

被關在集中營，他們不但不能上學，還會面臨飢餓、疾病和死

亡。(手指指著書中的文字) 

Tomas 說：書中說的是真人真事嗎？我暈了！ 

Sam 說：我可以回家問問媽媽和爸爸。(鐘聲響起) 

Tomas 說：好，我們要把書帶回家，與家人分享這本書哦！ 
 

第二場  背景： Sam 的家  

Sam 自言自語：吃過晚餐，要閱讀圖書了。我準備了《安妮

日記》和媽媽分享，呵呵！( Sam 興致勃勃地從書包拿出圖

書，和媽媽坐在沙發上。) 

媽媽問：是否要做口頭閱讀報告呢？ 

Sam 說：是哦，老師要求我們回家閱讀，然後和家人分享。

老師要求我們看偉人傳記。我和 Tomas 挑選了《安妮日

記》。 

媽媽問：安妮是誰？她是名人嗎？ 

Sam 說：是哦，這本書更被翻譯為多國文字。 

媽媽問：書中說什麼？ 

Sam 說：媽媽，你看看書上記載……所有猶太人身上都要掛上

黃色星形圖案表明他們是猶太人，原來掛上星形圖案令他們

受到很多限制和不公平待遇。他們還被德軍殺害，德軍殺了

幾百萬人，即使兒童都不會放過。真的發生過這種事情嗎？ 

爸爸說：歷史書不會說謊，傳記書是基於歷史事實寫成，當

然是真的了。(爸爸走過來同坐) 

媽媽在一旁點點頭說：幸好香港是一個福地。 

我說：安妮真是不幸！安妮在逃亡時仍不斷寫日記。她的日

記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稱這本日記為"小貓"。可是，後來有

人泄露了她與家人的藏身地點。在密室的人都被逮捕了，他

們被關進集中營，生活條件惡劣，沒有足夠的食物和食水。

最後，安妮因營養不良而生病死去。 

爸爸搖搖頭說：唉！人們在戰爭時就是這樣悲慘，連小孩子

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媽媽在一旁點點頭說：你看自己多幸運呢？ 

Sam 點點頭說：我為安妮感到悲哀。 

 

第三場  背景：學校的圖書館  

Sam 和 Tomas 報告了閱讀分享。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大家已聽完 Sam 和 Tomas 報告了他們

的閱讀分享。你們認為現在的世界中，會不會有兒童如安妮

一樣，有如此悲慘的遭遇呢？ 

Sam 說：我想應該會有，好像非洲和中東一些地區，仍然是

戰火不斷。 

Tomas 說：我想國內也有一些住在山區的兒童得不到受教育

的機會。 

老師說：安妮心地善良，她的日記透露出人性的光，叫世人

永遠離開邪惡，要做一個善良的人。戰爭是可怕的，它會摧

毀一切，令人失去良知。可是，安妮的故事卻不斷地在現今

的世界發生，特別是一些落後的國家，很多小朋友連食物都

沒有，生病也得不到醫治，更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我們真

是非常幸福，所以應該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

一切。(大家都點點頭，非常認同老師的說話。) 

「同一天空下」兒童權利創意解難比賽  小學組劇本創作組  亞軍  

看《安妮日記》的啟悟  4A 班 郭昊然、曾耀琛 ( 註：郭同學在同一比賽中，同時獲得高小繪本創作組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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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Chen Yan Tung, Selena 
My friend and her things 
This is Eileen.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is a girl. 
She is in Class 1A. 
She is a group leader. 
In her school bag, she has a  
handkerchief. 
She has some crayons. 
She has a pencil sharpener. 
She has a flute. 
She has a spoon. 
She has five books. 
She has a pair of scissors. 
She has a homework record book. 
She has a student’s handbook. 
She has two pencil cases. 
She has a pen. 
She has five pencils. 
She has an eraser. 
She has some tissues. 
She has a water bottle. 
She likes her school bag very much. 

1A Cheung Man Yuet, Minnie  
My pet 
This is Gigi. 
It is a rabbit. 
It is a girl. 
It is six years old. 
It has short brown hair. 
It has two big black eyes. 
It has one big red nose. 
It has one big red mouth. 
It has two short brown arms. 
It has two short brown legs. 
It has one short brown tail. 
It has six long blue whiskers. 
I like my rabbit Gigi very much. 

1B Lau On Ki, Angel 
My pet 
This is Cookie. 
It is a pig. 
It is three years old. 
It is big and fat. 
It has no hair. 
It has two big black eyes. 
It has a big red nose. 
It has a big mouth. 
It has no arms. 
It has four short pink legs. 
It has a short pink tail. 
I like my pet very much. 

1B Miao Feng Yan, Cherry 
My friend 
This is Ken. 
He is a boy. 
He is eight years old. 
He is tall and thin. 
He has short black hair. 
He has a big red mouth. 
He has a small nose. 
He has two small ears. 
He has two big black eyes. 
His shirt is red. 
His trousers are blue. 
His shoes are white. 
He is cute and kind. 
I like Ken very much. 
Do you like Ken? 

1C Chen Xin Yi, Natalie 
Myself 
My name is Chen Xin Yi, Natalie. 
I am a girl. 
I am six years old. 
I am a monitor. 
I am short and thin. 
I have short black hair. 
I have two big black eyes. 
I have one small nose. 
I have a big red mouth. 
I have two short arms. 
I have two short legs. 
I like my eyes very much. 

1C Lo Ping Hei, Vincent 
A monster 
This is Coco. 
She is a monster. 
She is a girl. 
She is ten years old.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has long red hair. 
She has one big blue head. 
She has three big black eyes. 
She has two big green noses. 
She has eight big purple mouths. 
She has ten long yellow arms. 
She has four long orange legs. 
She has four grey tails. 
I like the monster very much. 
Do you like the monster? 

2A Fong Ka Ying, Karen  
My friend 
 Cherry is my friend.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is a girl. She lives in Tin 
Shui  Wai.  She studies in Ho Ming  
Primary School. She is in Class 2A. She 
comes to school on foot. 

 She is tall and thin. Her eyes are 
big. Her hair is long. Her mouth is big. 
Her nose is small. Her ears are small. 

 She has one brother and one 
sister. Her father is a waiter. He serves 
food to people.  Her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does housework. She 
likes dogs. She likes mangoes. She is 
happy. 

2A Tse Wing Tung, Harry  
My school 
 This is my school. It is Ho Ming 
Primary School. It is in Tin Shui Wai. It is 
big. It is green and white. There are 
eight floors. I like the library and the 
computer room. 

 The library is on the second 
floor. It is big. I can read books and 
borrow books. I must keep quiet. I 
mustn’t litter. 

 The computer room is on the 
third floor. It is big. I can surf the  
Internet and play computer games. I 
must wait for my turn. I mustn’t spit. 

 I love my school very much. 

3A Wan Ngo Shun, Ryan  
My favourite food 
 My favourite food is ice lollies. 
They are white, big and very sweet. 
I eat ice lollies at tea time. I eat ice 
lollies with my sister. I eat an ice lolly 
once  a  week  because  it  is  
unhealthy. I like ice lollies because 
they are very yummy. I buy them in 
the supermarket with my mum in Tin 
Shui Wai.  
 I like eating ice lollies. Do you 
lik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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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隻金手指 6B 班 羅浩霆 

在我幻想擁有一種超能力的時候── 

上帝聽到我的禱告， 

我獲得了一隻金手指 

人人叫我做「金手指」 

點‧點‧點‧‧‧ 

我能夠憑它點石成金。 

我要把生病的地球醫好， 

令人們不再迷信有 21/12/2012。 
 

在我遠足和游泳的時候── 

我總是發現有很多垃圾被丟在 

連綿的山頭與山頭間 

又有不明來歷的垃圾被沖上岸。 
 

看呀！ 

墨西哥灣的鑽油台發生爆炸後， 

洩漏出大量的原油， 

就像打翻了墨汁似的， 

可愛的藍色被染污， 

把沿岸的飛鳥、魚群都毒殺了。 

我用手指向大海 

點‧點‧點‧‧‧ 

黑油都化成了一大塊的黃金， 

慢慢沉到海底睡覺了。 
 

在我看着國際新聞的時候── 

三月十一日那天， 

日本地動山移， 

福島核電站洩漏了輻射物， 

它們就像癌細胞一發不可收， 

向着無語的天空擴散， 

眼見陸地和海洋受到吞噬， 

我用手指向畫面中的天空 

點‧點‧點‧‧‧ 

輻射物都變成了金色的微塵， 

伴隨着橙紅色的夕陽 

滑 

落 

山 

坡 

在我進行宇宙旅行的時候── 

我先把堆田區的膠袋變成黃金， 

用獲得的巨款， 

經濟日報「假如我有一種超能力」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全港) 

超能人冰鳥征服鑽石星  3B 班 黃永濬 

我是超能人冰鳥， 

雖然沒有翅膀，但卻可以展翅高翔  

        山 

      崇   峻 

      越      嶺 

   穿               ， 

飛               江              與              溪 

         過               河               小              ~~~ 

我像「快樂王子」裏的「小燕子」，飛到不同的地方， 

把我的零用錢捐給需要幫助的人。 

 

我還會運用自己「結冰」的超能力， 

飛到南北極，使冰山停止融化， 

令可愛的企鵝和北極熊都能擁有 

             好 

    美   的 

  個       家 

一           園 

 |              | 

 |              | 

 |              | 

新聞報導說， 

銀河系裏，在距離地球四十光年的地方有一顆鑽石星， 

它的表面溫度有兩千多度， 

那裏的土地有三分之一是由鑽石組成。 

這些鑽石，足夠幫助地球上所有的窮人。 

 

我決定來一次冒險， 

利用的超能力克服了鑽石星表面的高溫。 

結果…… 

    石 

  鑽   星 

陸       巨 

 登     蟹 

  功   座 

   成 55 

     E 

    。 

我從鑽石星帶回了很多鑽石，救助了不少人。 

令他們的內心充滿「溫暖」。 

買了一個衛星發射上太空， 

飄…    飄…    飄…    飄…  

    飄…    飄…    飄…    飄… 

飄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探測哪裏有污染， 

只要地圖上顯示有被污染的地

方， 

我就會在電腦屏幕上 

點‧點‧點‧‧‧ 

垃圾立即變成黃金， 

只要我永遠擁有這種超能力， 

世界上就再沒有貧窮了！ 

讓我們齊心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吧！ 

 ＊註：文集內的中文作文是「小作家學會」同學的優秀作品及在公開比賽中的獲獎作品， 

           歡迎同學加入「小作家學會」培訓高階寫作能力。——董雅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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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季軍（全港） 

寫在世界終結時  5B 班 周嘉雯 

  我是一個小學四年級的女學生，樣子普通，生活也平凡。在每一個平凡的上課天，我都會到圖書館搜集寫作的材料，希

望有一天能寫出驚天動地的小說。當在操場上打球的同學漸散時；當留堂的同學都準備歸家時，我仍在圖書館尋找我的寶

藏。 

  正當我走近擺放科學書的書櫃時，前方有一道隱約的光，忽明忽暗。我四顧無人，不禁有點驚恐。「wee… yu… wee…」

奇怪的聲音由微弱到強烈地傳來。正當我要跋足狂奔時，我給眼前的物體嚇了一跳，書櫃後方跑出一個黑影。他有一雙比人

類大好幾倍的紅眼睛，大眼睛下長了灰色的大鼻子，大鼻子下是大嘴巴，皮膚就像樹葉般綠。小小的身軀長有幼小的四肢。

看真一點，他的外型蠻可愛的，活像電影中的外星人。他不斷發出奇怪的聲音，像是在說話。 

  我慢慢走近了「外星人」，他突然伸出手，握緊着我的手，忽然有一陣暖流傳送到我的心。我明白了他的說話：「wee… 

yu…wee…」是指：「我和同伴失散了，很害怕呢！」 

  我聽了就說：「不用怕，你來我家吧！」他點了點頭，我讓他穿上我的大外套，一起奔向我家。 

  我說：「我以後叫你輝仔吧，我希望能更了解你。」於是，我伸手去摸輝仔的手，閱讀他的心。原來，他的國家因為被

外星怪獸侵略，家園被毀滅了，他的家人和族羣在宇宙找尋新的家園。由於他和媽媽失散了，所以藏身在圖書館。我答應了

輝仔，我一定能幫他找到媽媽，令他們可以團聚。 

  我每天都要讓輝仔吃飽，才能令他有能量隱形和說話。這樣，他才可以和我一同上課，不怕被其他人發現。我家中的東

西全都給他吃光了，令我被媽媽責備。 輝仔對我說：「不好意思，讓你捱罵了。」我總是說：「不要緊，我明天帶你到遊樂

場玩，順便去尋找你的媽媽。」在遊樂場裏，我們一起玩過山車和玩海盜船，非常快樂，就像兄妹一樣。因為其他人都看不

到他，所以我們只可以靠握手來接通心靈，讓大家可以互相溝通，以免令人誤會我是一個自言自語的瘋子。 

  我向輝仔「說」：「我們差不多是時候要離開了。我們必須找到你的媽媽。」 

  輝仔眼泛淚光的「說」：「對不起，其實我一直在欺騙你，我和媽媽並沒有失散，我的族人派了我來查察地球的情況，

打算在 12 月 21 日侵略地球。我希望你能原諒他們。我們原是居住在外太空的一個藍色星球上。這星球原是和地球一樣美麗，

可惜，我的族人在建立文明的同時，破壞了大自然。在一次意外核爆後，我們的星球被幅射污染，很多同伴都死了，我是太

空計劃的員工，由於在飛船工作，所以能和同伴幸運地逃過災難。」 

  我憤怒地縮回手，向輝仔說：「你在利用我的同情心來幫助你去侵略地球？你再也不是我的朋友了。」輝仔低垂着頭，

漸漸消失在我的視線中。 

  12 月 21 日終於來到了，這是一個令人類憂心忡忡的日子。自踏進 2012 年，地球各地不斷傳聞這一年地球會被毀滅，

就連科學家們都在眾說紛紜，只有平凡的我了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大清早起床，我就被窗外的七色光波所吸引。天空飛

來了巨大的不明飛行物體(UFO)。街上的人都爭相走避，和尚在街上盤坐，雙手合十向天祈福；神父跪在教堂外向上帝祈禱。

突然，我眼前透進一道強光，我好像是入睡了，可是還能夠隱約憶起： 

  「你願意為了地球和人類犧牲自己的生命嗎？」不知什麼人在說話。 

  「我願意。」我回應。 

  「你說得沒錯，地球人也有捨己救人的情操。」不知什麼人在說話。 

  「我已告訴過你們，地球人是和平而友好的。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不要忘記我們那段美好的日子，再見了，我的好朋

友。」輝仔的聲音漸漸消失。 

  12 月 21 日即將完結，我在床上，漸漸有了知覺，隱約聽到窗外的人羣在為 12 月 22 日的來臨而歡呼。 

*      *      *      * 

  2022 年 12 月 21 日，十年後的今天，報紙頭條大字標題寫道：「多所電力公司外洩幅射，北半球國家面臨全毀。」我

們的結局會怎麼樣？我停下了筆桿……望向天邊兩個大蘑菇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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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三等獎(全港) 

《給導盲犬小 Q 的一封信》讀後隨筆 6A 班 張嘉淇 

  這本書從《再見，可魯》一書和電影衍生出來，這本書收錄了台灣優異文稿三十多篇，還有一些圖畫

和照片。此書將千萬讀者對小 Q 的不捨化為文字或圖片，集結成書，讓喜愛小 Q 的讀者能彼此共同

分享當年閱讀《導盲犬小 Q》時的感動。此外，書中還收錄了小 Q 照片，以及小 Q 的媽媽──水戶

女士、訓練小 Q 的導盲犬訓練師──和多田先生、攝影師──石黑謙吾等等。 

  我覺得小 Q 很勇敢，為了幫助別人，竟然犧牲了自已的生命。我很佩服牠常常為失明人士服務。看

了兒童組給可魯的信，令我也想給可魯一封信。 

親愛的可魯:  

  你在天國玩得開不開心？你為失明人士付出了很多，那些人一定很感謝你了。你有一夥善良的心，你的忠心令我很感

動。你看見其他狗可以一起玩，你一定想跟牠們玩吧？我也要學你一樣，常常幫助別人。 

  你知道嗎？當我看完這本書後，我不禁流下眼淚。因為你很乖，每天都盡心盡力地幫助主人，即使主人把你趕走，你

還是盡心地服務主人。自從主人得了癌症去世後，你也病倒了！我都知道你是很掛念主人的，希望你在天國可以做自已喜

歡的事情，開開心心地玩吧！ 

  雖然你離開了，但你那一種不屈不撓、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會活在每一個喜愛你的人的心裏，這份感動是永恆的。 

  我要對你送上最真誠的祝褔。小 Q，我們會永遠懷念你！                              

嘉淇字 

我的志願  5B 班 陳卓霂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志願，不管是大志願或是小志願，只要通過堅毅和努力，都可以成就出非凡的夢想。我深信「行行

出狀元」這句說話，而每一個行業都有其偉大之處，都值得尊重。所以，我的志願不是成為甚麼富商巨賈或地位崇高的專業

人士，而是希望能成為一位室內設計師，發揮我的想像力，將美好的家居帶給忙碌的都市人。 

  我的夢想是由媽媽所啟蒙的，她經常讚賞我的想像力豐富，加上我喜歡畫圖畫，擁有一點設計的天分，可以考慮以當設

計師為奮鬥目標。我熱愛創作，並且喜歡把創作融入生活中，改善人們的生活素質，因此，我以成為室內設計師為目標，將

家居設計得漂亮和舒適，讓香港人重新重視家庭和多關心家人，這是一件美事。一個溫暖的家居是很重要的，沒有舒適的家

居，就談不上優質的生活，那麼，居住在其中的人也很難活得安樂吧！ 

  我經常拿着筆在紙上畫一畫，描一描，畫着衣櫃、沙發、屏風等許多家具，畫着畫着就畫出了一份興趣，漸漸就能畫出

一幅幅簡單的室內設計圖。能夠幫助人建立理想的家居，就是我最大的心願和理想了。所以，上了中學後，我想修讀設計，

累積更多這方面的知識，把我的圖畫繪畫得更好，讓我與目標更近。 

  我想，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立定一個志願，有目的地尋找自己的夢想。志願是生命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人們

生活的推動力！我們立定個志願後就不能隨意更改，要堅定不移才可以成功。雖然，隨着年齡的增長，也許會有了不同的想

法或調整，但我們必須有前進的大方向和目標。我想，我並不會令自己有過度的壓力，但我一定會盡能力向着我的目標邁進，

不會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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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嘉許獎(全港)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讀後隨筆  4B 班 曾繁城 

  在這本書裏，讓我看到海倫．凱勒的一生是非常棒的，她厲害在哪？棒在哪？她棒在有一顆堅強的

心。不僅學會了說話，而且學會了英、法、德、拉丁和希臘話。這就是她最棒的地方了。 

  我很不理解為什麼現在的小朋友，有眼睛看東西、有耳朵聽東西，卻沒好好用心。為什麼海倫．凱勒

能做到的事情，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一半？這是由於很多家長太關愛，為我們準備得太多了嗎？這是關愛

還是溺愛？不少同學都把學習當成一大苦差，整天東遊西逛，無心學習。對於學習，他們總不是以積極的

態度去面對。海倫雙目失明，她還能用自己殘疾的身體寫出《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這聞名於世的書。而我

們擁有健康的身體，明亮的眼睛，又有什麼理由不去追求自己的夢想，不去創造自己美好的人生呢？海倫

在《假如給我三天光明》一書中，用自己堅強樂觀、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一個人最可貴的是身體的

健全及堅持努力。 

  這本書有很多有用的詞彙可以給我們學習，她也寫了很多心理活動，我們都可以像她那樣寫作。我能感受海倫當時的困

難，她在黑暗裏找出光明，找到了她充滿愛的世界！海倫．凱勒永遠都是我心中的偶像，因為你是世界第一個殘疾強人！ 

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嘉許獎(全港) 

《香港奇景探勝遊》讀後隨筆 6B 班 羅浩霆 

  本書結合文字、照片和導遊圖，介紹香港境內一些可觀的景點。這本書介紹了一些香港很少人知道的

奇岩怪石、深山絕壑、荒嶼海角、飛瀑清潭、海蝕洞穴、著名的沙田「望夫石」、東坪洲的「更樓石」等

等。適合一些愛刺激的行山人士參考。本書按地域和專題分類，方便讀者設計假日遠足登山、尋幽探祕的

活動。如是近海危險的地方，會勸告讀者不宜在大風浪時到這些地方遊覽。內有詳盡的資料，有地圖、清

晰的圖片和明確的指示，容易明白。 

  我一直都以為香港地少人多，沒有太多的地方可遊歷。但當我看了這本書後，我發現原來香港有許多

美麗的地方。我覺得人們應多一點往郊外逛逛，呼吸清新的空氣，遠離烏煙瘴氣的城市，放鬆身心，還可

以順道增加多點郊外遊歷的知識和見聞。作者更在書內提醒我們在遊覽的時候，應保護環境，不要亂拋垃圾，破壞大自然

的美景。 

  在暑假時，爸媽帶我到書中介紹的一個奇景──吊鐘洞。我們先前往西貢遊歷，再乘小艇到吊鐘洲。乘小艇途中，我看

到海水十分清澈，可以見到海中有很多生物。可惜，這片景象極有可能會在十多二十年後消失，

因有些人不懂得愛護大自然，經常做出破壞環境的行為。而且，新界的近郊地區的人口愈來愈多

了，而地產發展商在大興土木的時候都會破壞我們的大自然生態。因此，在城市進步及發展的同

時，我們亦需要愛護我們的土地，平衡地發展我們的家園。我很希望大家看完這本書後，也能和

我一同保護自然生態吧！爸媽帶我到書中介紹的一個奇景──吊鐘洞： 

「神九」升空與科學館遊歷 4A 班 郭昊然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祖國近年在各方面的發展出色，特別在航天科技的發展上更是光輝。在暑假

期間，爸爸、媽媽、妹妹和我，一起到科學館參觀航天展覽──「載人交會對接航天展」，令我深深地感受到國家的富

強，從而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 

  透過展覽，由「天宮一號」到「神舟八、九號」的偉大的任務歷程，都一一活現在我的眼前。我最敬佩的人是首位中

國女航天員劉洋。她有十二年的飛行經驗，外表友善，就像我媽媽一樣親切呢！她在太空上有一項特別任務，就是為未來

的女航天員研究重要的醫學數據。全球五十多位女航天員中就只有六位是亞裔人，劉洋更是中國首位女航天員。 

  在展覽中，令我了解到祖國航空發展的卓越成就，是很多科研人員同共努力和合作的成果。航天員們需要經過刻苦的

訓練才可以擔任重要的升空使命，而在地面上作支援的科學家們，也需要多番研究和實驗。他們

都激勵我要奮發向上，希望將來也能如航天員般報效國家，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和妹妹在欣賞「載人交會對接航天展」之後，更一起繪畫了圖畫，你能猜到哪一幅是我的

作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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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時空旅行──回到三國 5A 班 黃倩琳 

  古今中外，有無數人想過時空旅行，希望能預測未來或回到過去。然而，我們都受到物理條件的限制，不能任意穿越時

空。荷里活科幻特技片──《越空行者》( Jumper )和 愛情文藝片《時空旅人之妻》（The Time Traveler's Wife）的故事內

容，在現實生活中看似沒有可能會發生，但卻使我非常着迷，我甚至閱讀了它們的原著。 

  我的筆名叫「小雪」，我有一個小小的祕密，只能小聲地對大家說。穿越時空對我而言並非一件難事，經過無數的訓練

後，我已能成功解決物理局限。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在一間很古老的圖書館，找到了一本關於超能力的書──《中外超

能力大全》。經過反覆試驗，我漸漸掌握了如何在不同的地域和時空中穿梭往返的技巧。當時我心想：也許有超能力的人不

止我一個，他們當中或會有人濫用這種能力，而我則會用來行善去惡，拯救生命；當然，我偶爾也會利用超能力來完成我的

功課，特別像是歷史這一門需要實地考察的學科知識。 

  有一年，我的常識科老師要求同學們完成一份關於古代歷史名人的專題研習報告。這可是遇上一道大難題了！我不斷地

思考，我應該選擇什麼人物做對象好呢？剛巧，有一套電視劇非常流行，它的內容是關於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於是，我的

心中就有了答案。 

  我帶備了相機和背包，穿上了學習中國舞時的古裝長裙，作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時空旅行，回到了著名的三國時代。 

  我在蜀漢結識了趙雲，他是蜀漢的名將，為人忠心勇猛。 

  有一次，當孫權聽說劉備西征之後，便派了大批船隊接夫人回去，並叫她帶同劉禪。幸得趙雲與張飛一起帶兵在長江截

住東吳的船隊，成功奪回劉禪，這就是著名的「趙雲截江奪阿斗」了。 

  我對趙雲說：「趙大哥，你真是神勇啊！」 

  趙雲說：「只要能保護少主，即使我犧牲了也不打緊！」 

  在遠征的旅途上，我還偷偷為偶像趙雲拍下了許多珍貴的相片。雖然老師認為相片是電腦加工後的合成照。但是，我已

經十分滿足，試問誰人可以如此親近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呢？ 

  我不會經常使用超能力，最近也只使用過一次，就是用來預測瑪雅曆法中提到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末日預言，  由於關乎

到人類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安危，所以我特意去到未來一看究竟。 

  哈哈，你們猜我看到了什麼呢？ 

  我會有什麼新發現呢？ 

   這就是…… 

  在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從一扇掛滿了美麗的雪花裝飾的窗子往內看，我看到我們一家正在享受美味而豐富的

聖誕大餐。 

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嘉許獎(全港) 

《手指玩偶隨想》隨筆 4B 班 姚雅雯 

  大家有想過自製手指玩偶來玩玩嗎？或者和同學一起玩玩角色扮演，扮演自己喜愛的童話故事人物

嗎？ 

  《手指玩偶 DIY》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閒暇時與媽媽一起玩手指玩偶 DIY ，將小布偶套在一家人

的手指頭上，就可以做童話故事表演了。我和媽媽一起按照書中的指示製作了一套指偶，然後扮演書中

的故事人物，真是有趣又好玩哦！ 

  本書的插畫精美，每個小故事都教你做一系列的人物指偶。書中有一個故事，我特別喜歡。故事是

這樣的：小辛是一個愛賴床的小朋友，總要辛爸和辛媽催促起床上課，於是辛爸和辛媽就想出一個辦法，便是請隔壁的文

文和麗麗來等小辛一起去上學。原來他們是一起長大，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小辛因為怕丟臉，所以每天鬧鐘一響就自動

起床。從此以後，小辛不用辛爸辛媽催促了！媽媽說了這個故事給我們聽後，我們就一起動手做人物指偶。 

  由於書中有多種彩色的圖表及實物相片示範，清楚地解釋了製作的步驟。書中的指偶作品造型非常可愛，在書後有線

稿供讀者應用，所以方便又簡易，一定能成功製作可愛的指偶。如果你的耐心、恆心和毅力是較弱的話，這本書就可以令

你提高耐性，幫助你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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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三等獎(全港) 

《愛麗絲夢遊仙境》讀書隨筆 6B 班 劉穎怡 

  愛麗絲和她的姐姐一起到屋後的小山丘上玩耍，她突然看到一隻奇怪的白兔，她很好奇，所以一直

追趕那隻兔子，因而掉進了一個奇異的世界。在奇異的世界裏，不管吃什麼東西，身體都會有變化，可

能會變大或變小。愛麗絲參加了三月兔子和帽子商人的奇怪茶會，而且還會見了女王。後來，女王命人

將愛麗絲處死，當愛麗絲被紙牌士兵襲擊時，她大叫一聲，返回了現實世界，她的姐姐就坐在她身旁，

原來這只是一個夢。 

  我覺得愛麗絲這個故事很有趣，如果我像愛麗絲一樣，吃了食物會突然變大或變小的話，那一定十

分好玩。我想，我一定會把變大的食物吃光，之後把所有壞人通通踏成一片片的薄餅，那麼，世界就再沒有人作惡多

端，也就沒有壞人了。 

   故事中有一段說到愛麗絲的身體縮小後，不小心掉進了一個由自已的眼淚變成的水坑，假如愛麗絲和我一樣不懂得

游泳，那就可怕了，如果死在那個奇異的世界裏，又會怎樣呢？會不會永遠被困在仙境中呢？ 

  故事的情節很緊湊，令我非常緊張。特別當女王處處也要把愛麗絲殺掉，我每每為愛麗絲感到擔憂。但當看到原來

女王叫殺人，事實一個人也沒殺的時候，卻感覺很可笑。 

  我最喜愛的角色，就是"撲克牌"，我覺得他們很可愛，他們都有不同的名字和圖案，在奇異的世界裏是不是也會

有"52"張可愛的撲克牌呢？因為我們玩的撲克牌都有 52 張。當然，在奇異的世界中，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就好像動物會

說話，又有穿著禮服，手拿時鐘的白兔。 

  愛麗絲的奇幻經歷，令她變得成熟而強壯，而且學懂解決困難。我想，如果我有一天都掉進了兔子洞，進入了奇異

的世界，我會怎樣呢？一定是很有趣的經驗呢！ 

深港中小學生讀書隨筆比賽  嘉許獎(全港) 

《陸上公共交通》讀後隨筆 5C 班 林諾言    

  這本書介紹了香港的交通工具的發展和轉變，例如:電車、小巴和巴士等等。以上種種交通工具都是

我們日常接觸到的交通工具，這本書最有趣的是一個個會彈起的紙雕，提醒我們它們如何串連起城市和

城市人，為香港的繁榮服務。除了車身「彈起」之外，作者也設計了一些機關讓讀者窺看交通工具內部，

例如：能開關的港鐵車門。 

  在近年的閱讀經驗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本立體書。看完這本書使我十分高興，因為除了能夠看

到交通工具的發展歷史外，更可以欣賞立體藝術。  我現在才知道巴士的起源和看到巴士的祖先，見證了

巴士的進步；而的士也是我們很常見和方便的交通工具，的士和的士的咪錶原來也進步了不少。它們每天都載着我們往東

去西，但未看這本書前，我對它們的認識很少，現在才知道它們是和香港一同成長呢！   

  我好像回到過去一樣，看到很多很多的交通工具。小巴以前是叫「麵包車」，又被稱為「新界的士」；電車又叫「戰

後版電車」；巴士最早叫作「白水箱」；的士的顏色會影響俗稱，紅的喚作「紅艇」、綠的喚作「草蜢」和藍的喚作「藍

精靈」。而最早在鐵路上行走的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喚作「蒸氣機車」，真是古董啊！我對書中的每一頁都充滿了好

奇，每翻開一頁就是一個驚喜。我想，我愛上了立體書了，自己也很想親自動手製作一本立體書哦！ 

  無論你是否喜歡交通工具或紙雕，都不能錯過這麼精彩的一本書呀！ 

  你看呀！這本書的手工多精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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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三隻小豬  5A 班 謝依琳 

  世界上有一個小城市名叫「香港」，三隻小豬出身自一個香港的基層家庭。大豬、二豬和三豬是三胞胎。他們由豬爸爸

照顧，豬媽媽則在國內等着簽証來香港生活，由於遇上貪官又沒有金錢疏通，所以遲遲來不到香港一家團聚。豬爸爸是中港

貨櫃車司機，由於工資不多，所以生活貧困。 

  豬爸爸經常勉勵三隻小豬：「你們一定要努力讀書，將來考上大學，做一個有用的人。」 

  在唸小學的時候，大豬和二豬常常不做功課和作弄三豬。三豬則非常用功讀書，每一科目考試都得到滿分，是一位品學

兼優的好學生。 

  到了唸大學的時候，大豬讀學士、二豬讀碩士、三豬讀博士，大豬和二豬經常取笑三豬要做兼職工作，才有錢讀博士學

位，他們認為讀太多書是沒有用處的。 

  大豬一副不屑的樣子，教訓着三豬：「老三，你別浪費時間唸書，大學畢業已經足夠，這世界最重要是懂得動腦筋，讀

得書多會讀壞腦。」 

  二豬在旁邊附和：「大哥說得對，何必這麼辛勞呢！跟我去做大生意和賺大錢更好。」 

  三豬回答：「這些年來，你們都要靠爸爸辛勞工作供你們讀書，我喜歡靠自己的努力完成目標，一面幫人補習，一面求

學問。人生短暫，腳踏實地當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好人才是最重要。」 

  當他們在大學畢業後，大豬當上了補習天皇；二豬去了做生意；三豬做了「樓奴」。 

  大豬沒有盡責教好學生，不能滿足補習社老闆的期望，讓學生拿到甲等成績，於是給公司辭退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小

學教席，但由於他沒有好好備課，沒有盡心教導學生，於是在小學的縮班潮中被校長「炒魷魚」。由於失去了「飯碗」，加

上他天性孤僻又懶散，沒有一個女孩喜歡他，所以他一直沒有拍拖的機會。 

  二豬是經常來往中港兩地的商人，由於他沒有學好普通話，在一單交易買賣中，他誤將一億當成十一億，將公司以一億

蝕賣了，還拖欠了工人的薪金，最後在金融風暴的雙重打擊下宣告破產。近年來，他非法買賣香港奶粉到內地，以水貨客身

份來過日子，卻不幸遇上政府實施的「打擊水貨客計劃」，令他再度失業。由於他事業失敗，於是被一個在國內理髮店認識

的未婚妻所拋棄！ 

  三豬則過着簡簡單單的生活，在大學裏當上助理教師，平日幫助教授們整理教材，雖然工資不高，但他盡心地工作，不

問回報。他在省吃儉用下，每月儲蓄五千元，五年後，香港出現了沙士病毒，他在樓價低迷之下，以僅僅三十萬首期買了「陶

陶花園」的一個不足九十萬的千尺大單位，自始當上了一個「輕鬆的樓奴」。三年之後，樓房的價值不斷攀升，他把握了好

的時機，將房子變賣，然後在新界購買了一棟四百萬的三層村屋，建築面積更有二千一百呎之多；到了現在村屋市值已達到

一千萬了。自從當上「樓奴」後，細豬更加努力地工作，更獲得大學升任為助理教授。 

  三豬還慷慨地接濟了兩位失業的哥哥。 

  大豬對三豬說：「老三，你真好！讓我們搬來你的家，不愧是我們的好弟弟。」 

  二豬一臉悔意地說：「我們一家人要好好生活，讓爸爸和媽媽都感到安慰，我和大哥已找到新工作，以後我們都會腳踏

實地做人了。」 

  三豬說：「我們是一家人，互相關心是很應該的。」 

  豬爸爸和豬媽媽同說：「你們真是我們的好孩子哦！」 

  三豬性格樸實忠厚，加上事業有成，一直有不少女孩向他表達好感，但三豬不喜歡那些崇尚物質生活和有公主病的香港

女孩，他選擇了和一位來自台灣，滿有愛心、溫柔、純樸和有文藝氣息的女孩結婚。 

  他們和爸媽在村屋前的大花園種植了很多有機水果和蔬菜，經常將剩餘的蔬果送給村民。他們一方面過着簡單又愉快的

田園生活，另一方面宣揚着環保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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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志願  

5A 班 梁芷琦 

我的志願， 

是帶給人們甜蜜和幸福， 

帶給人們美味的品嘗， 

我的志願是什麼？ 

就是當一名甜品師傅。 

 

每次看到人們吃甜品， 

臉上都掛着幸福的笑容， 

我想成為甜品師傅， 

捕捉每個幸福的時刻， 

將甜蜜送給人們。 

 

我喜歡給親友製作甜品， 

有巧克力、小蛋糕、曲奇...... 

看見他們那甜絲絲的笑容， 

一口一口地細細品味， 

我的心都感到溫暖和滿足。 

 

甜品師傅如一個藝術家， 

草莓、奶油、鮮奶…… 

都是創作的靈感， 

融入了我的個性和風格， 

一件件獨特的精緻的「首飾」， 

在玻璃櫃內供人欣賞。 

 

我愛吃甜品， 

我更愛做甜品， 

甜甜蜜蜜…… 

如果能當上甜品師傅， 

可讓人們感受到幸福之蜜， 

也讓我對生活有更多的盼望， 

和有追逐生命的熱情。 

我的志願  

4C 班 王芷慧 

我的志願是甚麼？ 

給你猜一猜！ 

一！  

二！ 

三！ 

哈哈！時間到！ 

你猜到了嗎？ 

 

讓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我的志願就是 

成為一個潛水員。 

 

胖胖的水母， 

一羣大大小小的雨傘； 

圓圓的雞泡魚， 

像飄浮大海的汽球， 

可愛極了！ 

 

大魔鬼魚、巨型八爪魚， 

還有嗜血的鯊魚…… 

牠們為潛水的旅人， 

帶來一陣刺激 

像坐過山車。  

 

海底危機四伏， 

人要學懂分析環境， 

也要勇氣和知識， 

擁抱大海是我的心願。 

 

我會努力學習， 

無論多大的巨浪， 

我都會克服， 

就為了親親美麗的大海哦！ 

我的志願 

4B 班 杜淑權   

我從小的志願 

是在無邊際的宇宙 

飛航和探險…… 
 

成為太空人 

不只是一個志願 

也是我的夢想 
 

電視傳來影像 

中國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 

我不禁幻想 

坐在神州太空船裏的人就是我 
 

光是幻想一下 

就已經興奮莫名 

於是我踏出了一小步 

下定了決心  

成為香港第一個太空人 
 

浩瀚的銀河系 

有很多恆星 

火星最神祕 

有水份就有生命 

我期待可以解開疑團 

為人類踏出更大的一步 
 

如能坐在月球上 

仰望着地球 

會是怎麼樣呢？ 

希望我不會被外星人擄去，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