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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童訊」又和大家見面

了，出版一本學生作品集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但每當看見學生發現自己的作品出現在

「童訊」時，那份喜悅的神情，都成為我們出版「童

訊」的動力。

自從第一本「童訊」面世後，我們一直堅持著，年復一

年，一本接著一本面世，因為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本作品集讓學生

有更多展示自己作品的機會，從而提升自信心。本作品集雖然仍有

不足之處，但內裏收集的作品卻充分反映了同學的心血和才華。

「童訊」能順利出版，要感謝老師們為作品集花上時間，細心

挑選同學的優秀作品，讓我們可以進入孩子的真摯世界中，分享他

們創作的喜悅。

張楚萍老師

二零一八年六月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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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了，

我看到小鳥，

聽到小鳥的叫聲，

聞到花兒的香氣，

摸到大樹和花朵。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很温暖。

走進春天                                 
陳思妍  一甲班

春天來了，

我看到陽光、小花和小草，

聽到鳥叫聲和水聲，

聞到小花和小草的香氣，

摸到大樹。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開心、

快樂和驚喜。

走進春天                                 
李祉君  一甲班

春天來了，我看到山上長

滿了小草，

百花盛放和蝴蝶飛舞，

聽到小鳥在歌唱，

聞到花朵的香味，

摸到樹葉上的露珠。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充滿

活力和非常高興。

走進春天                                 
梁浚浠  一甲班

春天來了，

我看到小鳥、花兒、小草和大樹，

聽到小鳥在枝頭上唱歌，

聞到花兒的香氣，

摸到綠油油的小草。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很開心。

春天來了，

我看到小鳥，

聽到風聲，

聞到花香的味道，

摸到樹木。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開心。

走進春天                                 

走進春天                                 

文卓珈  一甲班

劉卓匡  一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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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了，

我看到小鳥，

聽到小鳥吱吱叫，

聞到花草樹木，

摸到落葉。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開心。

春天來了，

我看到公園裏的花草樹木，

聽到小鳥吱吱地歌唱，

聞到春天的味道，

摸到柳條在隨風起舞。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很快樂。

春天來了，

我看到小鳥、蝴蝶、小兔和樹木，

聽到小鳥吱吱叫，

聞到花草樹木香味，

摸到嫩葉。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高興和歡喜。

春天來了，

我看到樹木和花草，

聽到小鳥叫，

聞到花草香味，

摸到葉子。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很開心。

春天來了，

我看到小草露出地面，綠芽鑽出枝頭小花開放，

聽到蜜蜂的聲音，

聞到小花的香氣，

摸到小草的綠芽。

站在春天裏，我感到一陣驚喜，我們也看到最美

麗的風景。

走進春天                                 

走進春天                                 

走進春天                                 

走進春天                                 

走進春天                                 

劉子慧  一乙班

黎芷欣  一丙班

伍泳霖  一乙班

李峻霖  一丙班

劉誦軒  一丙班

中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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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森林裏，一隻小象被釘子插進腳掌裏，小象感到很痛，又大聲地叫：

「 救命呀！」兩隻小兔看見小象流血，感到很驚訝，牠們對小象說：「我們來幫你

吧！」

於是，小兔合力用繩子把釘子拔掉。小象感到很開心，便對小兔說：「謝謝你

們！」

後來，有一隻狐狸出現，牠想欺負小兔，正在用網捕捉牠們，小兔感到很害怕，

邊跑邊說：「救命呀！」這時，小象看見牠們，牠想到方法對付狐狸。

小象用鼻子將水噴向狐狸，把牠趕走了。小兔很感激小象，對小象說：「謝謝

你！」小象回應說：「不用客氣。」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互相幫助。

樂助結良果

互相禮讓的重要

何雨曈 二甲班

姚紫旋 二甲班

邊跑邊說：「救命呀！」這時，小象看見牠們，牠想到方法對付狐狸。

小象用鼻子將水噴向狐狸，把牠趕走了。小兔很感激小象，對小象說：「謝謝

你！」小象回應說：「不用客氣。」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互相幫助。

互相禮讓的重要

有一天，在圖書館裏，東東和小華正在書架

上找尋圖書。這時，在安靜的圖書館內，有些同

學在專注地看圖書，有些同學在借書，沒有人發

出聲音。

這時，東東和小華同時看到一本漫畫，便伸

手去拿。

東東心想：我先看到這本書的。便說：「這

本書是我借的。」小華心想：我先看到這本書

的。便說：「這本書是我要借的。」

東東和小華兩個人同時拿着那本書，不肯放

手。東東說：「我要！」小華說：「我要！」他

們的聲音越來越大，書也被他們扯爛。

這件事情被老師知道了，老師來到圖書館，

責罵了東東和小華。老師說：「圖書館內要保持

安靜，同學們應該要愛護公物，也要禮讓。」

最後，他們二人向對方說：「對不起。」

這個故事教會了我們：同學之間要互相

尊重。

搖鼓

作畫：陳爍涵 一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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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食物

作畫：林祉言 一乙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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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面對面

作畫：王心妍 二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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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購物經歷
王心妍 二乙班

今天，媽媽帶我到百貨公司的文具部裏買書包。

媽媽挑選書包時，我看見一個小男孩在把筆盒放進他的

書包裏，我着急地說：「停手！快把筆盒放下。」小男

孩說：「我才不用你管我。」

我連忙跑去收銀處告訴收銀員阿姨：「剛才有一

個小男孩偷了一個筆盒。」阿姨聽後，感到很驚訝和生

氣，他立刻通知保安叔叔。

時間剛剛好，小男孩快跑到商場門口時，保安叔

叔馬上攔住他，說：「請你打開書包給我檢查。」小男

孩害怕得不敢反抗，只好把書包交給保安叔叔。

保安叔叔打開書包，發現真的有筆盒，接着交

還給收銀員阿姨，之後他就責罵小男孩：「你那麼小

就偷東西，偷東西是不對的，難道你的家長沒有教你

嗎？」小男孩紅了臉，低下了頭說：「對不起，我再也

不敢了，請你原諒我吧！」「好吧！我就原諒你，下次

不要偷東西了。」保安叔叔說道。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不

能偷東西。

聶靖桐 二乙班

今天，小華和東東在圖書館裏安靜地看書，後來，他們專注地在書架上找尋圖

書，想拿圖書去借回家看。他們看到一本有趣的漫畫。他們伸手拿漫畫，小華和東東

都很着急。結果，他們搶起來了。嘶！嘶！「糟糕！」小華大叫。東東也發現了，他

大叫：「都是你！扯爛了書！」小華也大叫：「都是你！你應讓給我！」東東說：

「你既然知道互不相讓是不對的，那你為甚麼和我爭吵？」他們爭吵的聲音越來

越大。

老師聽到了，便走到他們身邊，說：「請保持安靜！」小華向老師投訴說：「東

東他扯爛了一本漫畫！」老師問：「是嗎？東東？」東東回答說：「他也有！」老

師聽了，便責罵他們：「你們不應該扯爛漫畫和爭吵，你們要學會互相禮讓和愛護公

物，你們要和對方說對不起。」他們聽了，就和對方說對不起。老師聽了，就高興地

說：「對了，你們應該互相尊重。」

互相禮讓的重要



有一天，小象在森林裏玩耍，小象一不小心，踩到了一顆釘子。這時，兩隻小兔
經過，看到小象的腳掌流血了，牠們驚訝地問：「你發生甚麼事了？」小象說：「我
正在玩耍的時候，不小心踩到了一顆釘子。」小兔說：「我找人來幫你吧！」但小象
卻說：「沒有人會來這裏的，你們來幫我吧！」

小兔們找來了一條繩子，一起綁著釘子，然後說：「一，二，三，拔！」牠們合
力拔掉了釘子，小象說：「謝謝你們啊！」小兔們說：「不用客氣。」

第二天，小兔們在玩耍的時候，一隻狐狸拿着網想捕捉小兔們，小象想到一個方
法對付狐狸。牠對小兔們說：「不用怕！我想到一個方法了！」

小象跑到小河邊，用鼻子吸走河水，然後噴到狐狸身上，趕走了牠。小兔們送給
小象很多食物來感謝小象。

這個故事的道理是：如果你幫助了別人，日後，他們也會幫助你。  

在中秋節的晚上，我和家人吃過晚飯後，姑媽便帶表姐、表妹和我到公園玩耍。

在公園裏，我看見很多小朋友的手上拿着各式各樣的燈籠，有大大的，有閃閃發
光的，有會發出音樂的，我也拿出一個小馬燈籠來和小朋友們高高興興地玩耍。

不一會兒，姑媽、表姐和表妹帶了一個月餅來找我，我們一邊吃月餅，一邊賞
月，月亮又圓又大，非常漂亮。我們異口同聲地說：「中秋節快樂！」

這個中秋節我玩得真開心。

親愛的外婆：

你和外公的身體好嗎？香港現在是夏天，澳洲那邊的天氣可能已轉涼，記得要多
穿一些衣服。

我在學校參加了講故事比賽，獲得了全級冠軍。這一次，我選了《狼來了》這個
故事，因為這個故事生動有趣，而且教會了我們不可以撒謊。在講故事比賽那天，我
感到十分緊張，但是當我想起老師怎樣教我面對時，我便輕鬆地把故事講出來了。最
後，我贏得了很多同學的掌聲。到現在，我仍感到很興奮。

我希望下一次的講故事比賽可以再次獲得冠軍。

祝

身體健康

孫兒

文浩敬上

四月三十日

中秋記趣

給外婆的信

趙天朗 二乙班

陳雅芝 三甲班

郭蔚婷 三乙班

作畫：麥婉婷 六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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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助結良果



上星期天，爸爸、媽媽、哥哥和我在家裏看電視。忽然，哥哥站起來並模仿電視

節目中的人物，他對着我們大叫：「站起來！一齊跳『扭扭舞』！」引得大家哄堂大

笑，使我感到十分驚喜。

首先，我看見哥哥模仿電視節目中的人物在跳「扭扭舞」。接着，我聽到哥哥叫

我和爸爸媽媽嘗試跳「扭扭舞」。我沒想到，哥哥連在浴室洗澡時，也在跳着「扭扭

舞」。

我發現哥哥在不知不覺中愛上跳「扭扭舞」，他想用「扭扭舞」感染身邊的家

人，把歡樂送給每位最愛的家人。所以，當哥哥看到電視節目中的人物在跳「扭扭

舞」，就立刻請家人起舞。爸爸原本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看見哥哥跳「扭扭舞」

時，不禁笑了出來。媽媽性格較含蓄，她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而我聽到哥哥叫我們站

起來跳舞，我也會跟着一起跳「扭扭舞」，邊扭邊跳，我感到體內所有細胞也興奮

起來。

哥哥大叫跳「扭扭舞」的趣事，令家裏增添不少歡樂，我感到非常愉快。

年初一，我和爸爸、姐姐、弟弟一起去拜年，一起觀賞花車巡遊，十分高興。

早上起床後，我立即穿上新衣、新鞋。爸爸在新年前，買了粉紅色、藍色和黑色

的裙子給我，裙子上有英文字母的圖案，我十分喜歡。我先向爸媽說一些祝福語，然

後，我們一起乘車到外婆家拜年，我感到十分快樂。

到了外婆家，我向親戚說了一些新年祝賀語。我對他們

說：「我祝舅母青春常駐！吉星高照！」我對表妹說：「快

高長大！學業進步！」接着，舅母給我一個紅封包，我連忙

說：「謝謝舅母！」之後，爸爸、媽媽和親戚在談天、吃蘿

蔔糕，而我和表妹、姐姐、弟弟、表哥在玩層層疊。最後，

外婆煎了年糕，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我們一家到尖沙咀觀賞花車巡遊。我最喜歡的花

車是車上有龍的花車。因為龍做得很精美。

今年的年初一，我過得特別快樂。我希望下一年的年初

一，我的家也可以一年比一年快樂，也可以玩得這麼高興。

一件家中趣事

新年記趣

翁珮晴 三乙班

高凱瑩 三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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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畫：施婉瑜 一甲班 



上星期日，媽媽帶我到公園去教我打羽毛球。

我們開始打羽毛球了，媽媽先開球，可我接不到，第一球、第二球……後來都接

不到。我放棄了打羽毛球，正當我想放下球拍的時候，媽媽走過來說：「不要放棄，

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會成功接到球。」之後，我終於成功接到球了。我和媽媽來個比

賽，媽媽稱讚我第一球打得很好，之後，我更贏了這個比賽，我很高興。

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只要你努力，世界上就沒有學不到的事情。

我最愛的動物是小倉鼠，因為牠四處奔跑，就像跟你玩捉迷藏，而且外型像迷你的

小綿羊，十分可愛。

小倉鼠細細的、毛茸茸的，一身灰色的毛，像穿上了一件薄薄的毛衣。牠那張胖胖

的臉上，有一對亮晶晶的眼睛，一個靈敏的鼻子和一個小嘴巴。

小倉鼠最愛吃瓜子，牠會把瓜子搬到牠的小屋，慢慢地吃，牠肚子餓時會向我揮手

和吱吱地叫。牠玩耍時，會走來走去，牠可以走一小時，玩到疲倦時，牠會回到小屋裏，

蜷起來睡覺，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睡醒後，我會再看看牠做甚麼，牠會在玩我買給牠的玩具，真的非常可愛！

又冷又黑的除夕夜裏，一個赤腳的小女孩在街道上走着。

小女孩的小腳凍得紅一塊青一塊的。她的舊圍裙裏兜着許多火柴，手裏還握着一
把。一整天，誰也沒跟她買過一根火柴。她在一棟房子的牆角坐下來，蜷着腳縮成一團。
她不敢回家，因為她沒掙到一個錢，爸爸一定會打她的。

我剛好路過那棟房子，小女孩遇到我說：「請問你可以買一根火柴嗎？我又凍又餓
啊！」於是，我邀請她到我家裏一起喝了一杯巧克力熱飲，大家都感到全身暖烘烘。接
着，我帶她到我的家飯廳享受聖誕大餐。一踏入飯廳，我們便聞到了一陣陣香噴噴的飯菜
味。我們看到了一條大魚、五碗熱羅宋湯、一大碗的菜和五塊牛扒，我們一起享受這些
美食。

然後，我邀請她到陽台上看除夕夜的美景，她說：「我很開心，因為有你陪我共渡
除夕夜。」跟着，我們一起到家裏的神像前參拜，祈求她的爸爸盡快有工作。

一星期後，小女孩的爸爸前來我家接她回家，她的爸爸還找到了工作，這真是一件

開心的事啊！最後，我送給她一些日常用品，讓她回家後也可以温飽過冬。

一件難忘的事情—我學會了打羽毛球

我最喜愛的動物—小倉鼠

改寫《賣火柴的小女孩》

陳天恩 四甲班

李嘉晞 四甲班

葉昱廷 四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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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裏，爸爸帶哥哥、我和妹妹到家鄉

湖北去遊玩，我當時很興奮。

到了湖北的家後，爸爸和哥哥外出，家

中只有我和妹妹，我又不認識其他人，所以感

到十分孤單。我對妹妹說：「妹妹你不覺得很

孤單嗎？」妹妹說：「不覺得，因為有你！」

我只能苦笑，心中是黑色的，好像心房已經沒

了。每天，我只可以看着其他人在家門外玩足

球……

看到我們坐在一旁，有一個正在踢足球的

男孩指着我說：「大家快看，那個人好像很寂寞

啊！」其他人說：「不用管他！我們都不認識

他！」我聽了那句話後，心就碎了，完全碎了。

我馬上起來跑回家裏，傷心地哭。可是，

剛才很同情我的人跟着我跑過來，然後問：

「你好，請問有人在家嗎？」我應該出去回應

嗎？好吧！我悄悄地走出來，然後說：「你

好，你來做什麼？」那個人說：「你好，你

可以叫我小董。」我害怕地說：「你好，小

董……剛……剛才那是你……你的朋友……

嗎？」小董說：「是的，對不起。」我說：

「沒關係。」小董說：「謝謝，還有……我們

可以……可以……」我說：「什麼？」小董大

聲地說：「我們可以做朋友！」我歡天喜地

說：「可以。」小董大叫說：「太好了！來，

我們一起去剛才那個地方，和小伙伴們一起聊

天！」我想：可以跟他們一起玩，應該很快樂

吧？好，我去！

看到小董的朋友後，他們竟然說：「你

好，新朋友！」我沒想到他們竟然接受我，我

的心馬上復活了，心裏由黑轉紅。我有一種十

分温暖的感覺，我這才發現，我不孤單。

這件事讓我明白，每個人都會遇上自己的

朋友。

一件難忘的事
吳定添 四乙班

我的學校

作畫：何芷珊 二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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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我家

作畫：蔡翠苑 五丙班 

今天是星期日，我、爸媽和朋友一起乘飛機到台灣。

到達後，天氣非常好，但是過了不夠一小時，天就開始下起大雨來，我們也沒有帶

雨傘，所以我們全身也濕透了。爸爸連忙找車去渡假屋。下車後，街上吹起大風來，那

些風就像可以把我捲走，我馬上捉緊媽媽的手，一步一步逆風前進，好不容易才安全到

達渡假屋。

一進屋後，整座房子黑漆漆的，屋裏竟然沒有電力供應。媽媽說應該是電纜給颱風

打掉了，所以全個區域都沒有電力供應。我們在屋子裏不能開空調，也不能看電視，屋

內漆黑一片。

我坐在沙發上，看着屋外的樹被吹得快塌下來了，景像非常恐怖。我們也不敢打開

窗戶，屋內很熱，像有個火爐在我身旁一樣。媽媽不停為我搧扇子，我最終也睡着了。

第二天六時，我就已經起床了。我和爸爸一起走出屋外，屋外的風非常清涼，我還跟我

的朋友打了一場籃球賽呢!

我覺得這次旅程很難忘，因為台灣的颱風和香港颱風很不一樣，所以回到香港後，

我不會害怕香港的颱風，因為它們的威力差太遠了。

一件難忘的事

一件難忘的事

何洛琳 四乙班

林儀珊 四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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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想起那件事，臉上就會掛着一絲絲笑意。

有一天，我吃飯的時候，叔叔突然打電話來，他說：「儀珊，你今天不要吃太飽。

吃過飯後，下來平台等我，我們一起去商場買東西。」

我感到很奇怪，為甚麼叔叔叮囑我要少吃點呢？我吃完飯後，便和祖母去平台等叔

叔。過了一會兒，叔叔提着一個大袋子，我感到很奇怪，就問：「那是甚麼?」他說：

「蛋糕呀！」我說：「買蛋糕幹甚麼?」他說：「今天是你的生日呀！」這突如奇來的

驚喜讓我很感動。說着，他拿出手機的日曆表，我看見日曆表上寫着今天是「儀生日」，

原來家人都記得我的生日。

之後，我們去了商場買東西，叔叔和祖母讓我選了一份生日禮物。回家後，叔叔連

澡也沒洗就拿起蛋糕，叫我切蛋糕，他買了「花朵蛋糕」，他一定是知道我喜歡花朵，

所以就買了這個特別的「花朵蛋糕」。蛋糕的中心是一隻用蘋果做出來的可愛小兔子，

圍着小兔子的是一朵又一朵用芒果砌成的奪目花朵……真的很漂亮，我說：「真美味

啊！」

我覺得很幸福，因為家人與我過了人生中最特別的生日。



香港是我家

作畫：谷嘉怡 五乙班 

我和范鴻鑫在體育課的時候爭吵。最後我們兩個人都互相道歉了。

有一天，在體育課的時候，我和鴻鑫一組。鴻鑫叫我拿呼拉圈，而他自己拿籃球，

他拿了一個最有氣的籃球。遊戲開始了，曾老師叫我們一個人在呼拉圈裏面，一個人站

在呼拉圈的外面，外面的人丟球，而裏面的人接球。我是裏面的人，而他是外面的人。

遊戲開始了，他開始丟球了，但是球丟過來的時候，我沒有接到，而是球打中了我。

我罵他：「你為甚麼不丟好一點點呢！」他說：「你又為什麼不接好點呀！」我們

倆爭吵起來了。

下課的時候，老師說：「你們到四丁班找我。」到了四丁班，老師問：「你們為

甚麼要爭吵呀？」我們倆慢慢地說給老師聽。老師又說：「你們倆要和對方說『對不

起』。」然後，我們就和對方說「對不起」，然後就做回好朋友了。

我最喜愛的動物是貓，因為有一天，我在葵芳的寵物店裏

看見一隻貓，因為牠很可愛，所以我和爸爸把牠買回來了。我們

都叫牠小白。

牠的外貌很可愛，牠有圓圓的尾巴、亮晶晶的眼睛和不大不

小的四肢。牠的性格十分乖巧和溫柔。牠的叫聲是「喵喵」 。

牠最愛吃的食物是魚。牠吃東西時，肚子會膨脹；當牠肚子

餓得時候，牠會不停地叫「喵喵喵」……

我和貓的相處是十分好，因為我天天放學後，回家時，牠

會把我的鞋子放好，我希望與小白的相處越來越好。 

我與朋友的一次爭吵

我最喜愛的動物

陳天賜 四丙班

林卓凝 四丙班

搖鼓

作畫：謝向翹 一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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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星期五          陰

今天，我很傷心，因為我考不到夢寐以求的「四乙班」。

上一年我在三乙班，我和我的同學林儀珊一起談天說地和玩耍，除了和她一起玩耍

和聊天，還有黎心怡、吳定添、李希欣和樊芷穎…… 

但是，到了學期末派發書單的時候，我看見我的書單的右上角竟然沒有寫「精英

班」，我當時已經完全呆住了。班主任何老師就叫我到教員室找她，接着，何老師就安

慰我說：「雅萍，雖然你入不到精英班，但是也可以常來四乙班課室和同學們一起玩

耍，還有你的英文一定要有進步才可以入到精英班。」聽了何老師說的話，我的眼淚便

一滴一滴地流下來。

放學的時候，我又開始想起剛才的事情，我的眼淚又開始流下來了，何老師把我未

能考入四乙班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莫老師，莫老師便走到我的身旁安慰我，說：「雅

萍，沒有關係，只要你努力溫習英文，五年班你一定是精英班的！」然後，我就問儀珊

借紙巾來擦眼淚。  

到了購買四年級書本的時候，我一直用手蓋住沒有寫着「精英班」的右上角，站

在我前面的李希欣說：「雅萍，你為甚麼一直用手蓋住書單的右上角？」我說：「沒有

呀，我從讀幼稚園至到現在三年級都是這樣的。」

到我買書的時候，站我後面的同學都看見我不是買精英班的書，而是買普通班的書

本。回到課室的時候，同學全部走過來問我：「你不是精英班的嗎？」

然後，我不是精英班的事情就這樣傳開了。小息的時候，我很傷心，何老師就來問

我：「你還好嗎？你先過來。」接着，我就把整件事說給何老師聽。

何老師就告訴同學：「我們上學不一定是看成績的，主要是看人的品格，所以你們

不應該取笑別人的成績。你們應該給雅萍道歉。」

到了午息，同學們都過來向我道歉，我看見那麼多人過來向我道歉，我的心情好了

許多。

現在，我做功課的時候，常常會把班別由「四丙班」寫成「四乙班」。我真的很想

回到四乙班上課，跟我的好朋友—林儀珊一起玩耍。

日記一則—一件傷心的事
王雅萍 四丙班

項金東

作畫：馬梓晞 一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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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色食品

作畫：谷嘉怡 五乙班 

我最喜愛的動物是小白兔，因為我的表妹養了一隻小白兔，摸上去感覺毛茸茸的。

小白兔有一對紅紅的眼睛和一雙長長的耳朵，又短又毛茸茸的尾巴像一個小雪球。  

牠睡覺的時候，手會放在自己的前方，腳會攤在地上，十分休閒。牠愛吃的食物是

紅蘿蔔和菜的葉子。吃東西的時候，牠的眼皮會向上縮，眼睛會變得非常微小。

每一次當牠和我玩捉迷藏的時候，我怎麽也找不到牠。

雖然我家沒有養小白兔，但是因為表妹養了小白兔，我可以經常去她家玩小白兔，

所以感覺小白兔好像總是在我身邊。

我最喜愛的動物
劉皓文 四乙班

一月二十六日至一月二十七日，我校有部分五年級同學和老師參加「同根同心」境

外學習活動─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那兩天我們參觀了很多地方，你想不想

知道我去了哪裏？請往下看吧！ 

首先，我們去了東山花園洋樓群，它以厚重的石為基調，洋樓主要分為兩類：第一

是花園式別墅，前後有花園，採用仿羅馬或希臘等建築形式；第二是洋房，樓上有陽台

或前廊，它的建築線條簡練。而我比較喜歡洋房，因為它的外型十分漂亮。

然後我們到石室聖心大教堂去。它外牆有很多的顏色，有紅色和藍色，你知不知道

紅色和藍色代表甚麼意思嗎？讓我告訴你吧！紅色代表「地獄」，藍色代表「天堂」。

我覺得教堂裏面好大，也很漂亮。

第二天，我們去中山紀念堂。我們最主要是了解孫中山先生的事蹟，而我很高興，

因為可以學到在學校學不到的知識。

跟著，我們去了沙面建築群參觀，那裏是人工的沙面島，範圍十分大。然後，我們

去了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參觀，那裏的展品很有趣。

這就是我們兩天裏在廣州的學習過程，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獲益良多。

「同根同心」境外學習活動—廣州遊記
張益桐 五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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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認識的人中，我最尊敬的長輩是馬老師。馬老師 對我們都好。馬老師有一頭

黑黑頭髮，她的身材適中，她有一雙大眼睛，她還有一副眼鏡。她的性格很溫柔，全班

都很喜歡她，她還有一個像櫻桃般嘴巴。她笑起非常甜美，大家都很喜歡她。

有一次，她不小心弄傷了自己的腿。然而，她還拿著柺丈回來上課，同學們紛紛問

候她，老師笑著說：「這點小傷，難不到我的。」因為我要回來看住你們呀！

很快要到考試三了！馬老師花了很多時間在堂上說考試要注意的事情等等，我們同

學都很感動，因為她不顧自己的傷口也要幫我們提高成績。陳美林為了不想馬老師為我

們操心，所以陳美林很努力溫習。有一次，美林拿了全球第三的成績。馬老師很驚訝，

因為她想不到美林可以有這麼高分。美林的家長也很高興。美林對馬老師說：「如果沒

有馬老師幫我，我哪有可能拿到這麼高的成績。」

總之，我覺得馬老師是一個溫柔又做好工作的一人個好老師。

我尊敬的長輩
黃逸朗 五甲班

我有一本陪着我成長的練習簿，雖然它已經很破舊，沒有存在的價值，不過它是我

心中無可取代的珍藏。每當我看見這本練習簿，就會想起以前經歷的苦與樂。

記得唸一、二年級的時候，我的數學成績不太理想，數學課無外乎都是背乘數表，

我就覺得很納悶，怎麼老是背乘數表呀？在我學寫乘數不久後，老師就給我們突擊測

驗，啊！我還沒準備好呀！老師就派考卷了，於是我只好硬着頭皮完成這份測驗。後

來，老師就給我一本練習簿，沒為甚麼，就是因為我考得不好，想我用這本簿子多做練

習。

每次温習數學的時候，我都會拿出這本練習簿從二的乘數表開始寫到九，不斷地背

寫，十遍、二十遍、三十遍……終於有一次，我成功地背出來了！再看看那本原是新簇

簇的練習簿已經被我用得不像樣子了，可我不在乎的繼續練習。

從此這本練習簿一直陪伴着我，直到這本簿子用完了，我也捨不得扔掉，就把它放

在書櫃裏。它裏面所記載的，是我練習時的那股堅毅不屈的精神。

這就是我的珍藏，一本破舊不堪的練習簿，但在我心中，它是最新、最閃耀、最有

價值的，我會好好保存它，作為我永遠的珍藏。

我的珍藏—練習簿 
谷嘉怡 五乙班

香港是我家

作畫：倫穎林 五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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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有健康的身體，莫過於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怎樣才算是好的生活習慣呢？

首先，肥胖的身體肯定是因為有不好的飲食習慣，所以，想要有健康的身體，肯定

離不開飲食了。均衡的飲食很重要，不能只吃肉類而不吃蔬菜，而肉類應該只吃全餐的

四分之一，蔬菜類就要吃四分之二。為甚麼蔬菜吃的是全餐的四分之二呢？比米飯還多

呢！因為蔬菜有足夠的維他命，吃了還可以減低患上疾病的機會！吃完了正餐後，休息

足夠的時間再吃個水果，也是不錯的享受！

到吃飯，肯定會想到甚麼時候進餐才是最好呢？當然不是肚子一餓就要大吃特吃，

甚麼時候吃飯是依據自己的身體情況和一般甚麼時候肚子餓來決定。大多數人早上是在

七時至八時左右吃早點，午餐是在中午十一時至一時吃，晚餐自然是在晚上的六、七點

進行。如果太晚，就像是在九點以後才吃晚飯，會對胃有極大的壞影響！

再者，每天做適量的運動也非常重要。吃完飯後，可以選擇去公園走走，幫助消

化。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跑一個小時或半小時的晨跑，對身體有極

大的幫助，例如：能讓骨骼更強壯，也可以保持那年齡應有的體力！

吃晚飯後散步，回到家後再洗個熱騰騰的熱水澡，最後上牀休息，把一整天的疲憊

都消除，這不是人生一大享受嗎？其實，睡覺休息的時間對身體健康也有很大的影響。

睡覺的時間最好是九時或十時之間，睡夠八九個小時，第二天醒來也會更有精神。俗語

說：「早睡早起身體好！」經科學家驗證，睡覺的時候，小孩子的骨骼會生長得比白天

快，所以小孩子想長高，就應該早點睡。

身體是自己的，並不是別人的，健康不是白來的，如果你好吃難做，那健康會漸漸

遠離你！所以，從今天起，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便能擁有健康的身體！

良好的生活習慣 
 龐雅馨 五乙班

煙花

作畫：鄭子健 二丙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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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天文台懸掛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我都歡喜若狂。

因為這代表我可以有一天假期，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經過

上星期，我看見颱風後的景象，我已改觀了。

颱風後的上課天，我一踏出家門，我就看見天空的天色

昏暗，下着傾盆大雨，就算我撐着雨傘，也很快全身濕透，

還聽到雷聲轟隆隆地響。這些雷聲聽得我心寒而慄。

沿途到了馬路，我看見馬路周圍的樹大部份都倒塌在馬

路上，很多車輛經過都水花四濺，大樹令交通擠塞了，很多

車都損毁了。

當我向前行走，離開了馬路，我回頭一望，看見大樹連

根拔起，棚架倒塌，招牌被吹倒。木屋的屋頂都被強風吹翻

了，街道上佈滿被吹走的雜物，植物枝折葉落。四周都是滿

目瘡痍。我感到很不開心。

香港每一年都會受到颱風吹襲，造成不少破壞。經過這

次，我再不覺得懸掛颱風而放假是一件好事了。

颱風後的香港
方灝熙 六甲班

我尊敬的長輩
陳寶怡 五丙班

中
文
科

新年揮春

作畫：陳天恩 四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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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學

作畫：曾子芹 四乙班 

我最尊敬的長輩是我的媽媽，她有大大的眼睛,她

有長長的頭髮，她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

有一次，媽媽接我和妹妹放學後，我們坐車到荃灣

買菜，坐車時，我看見一位老婆婆一拐一拐地走過，當

我想把座位給她坐的時候，媽媽說：「老婆婆，給你坐

吧！等一下！我就下車」老婆婆說：「謝謝你。」 媽

媽說：「不用客氣。」

媽媽又是一個機敏的人，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破了

媽媽最喜歡的香水，我之後就把那裏的玻璃碎片掃到桌

子下面，沒想到，第二天，我放學後，媽媽生氣地對我

說：「你是不是打破我的香水？」我說：「媽媽……對

不起……是我打破的。」媽媽溫柔地說：「你很誠實，

我就不生你的氣吧！」

我尊敬她的原因是因為她很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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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祖父：

你好嗎？最近的身體狀況如何？

我在學校參加了本年度的東華聯校運動會，獲得亞軍。

比賽當天，我在早上八時到達比賽場地，運動場有很多不同學校的運動員，個個都

精神奕奕地熱身，我覺得既緊張又開心，因為練習了這麼久，終於可以比賽了。

比賽的時候，我充滿信心地走到起跑線上站着，也慢慢做熱身，當裁判叫我們預備

的時候，我的心呯！呯！呯！當喇叭一響，我們全速地向前跑，而我因為太緊張，而忘

記了配速，一心想跑快一點，跑到臨終點，就無力了，但聽到在觀眾席的同學在為我加

油，我又努力地用盡全身力氣跑向終點。雖然最後還是屈居第二，但我也很開心我能拿

到獎呢！我會繼續努力，吸取這次的經驗，下次拿冠軍！

祖父，你在內地還好嗎？要保重身體啊！下次會回去探望你。

祝

身體健康

 孫女

雯裕上

三月八日

會飛的人類、一艘艘的飛船，就是二千年後的地球。

兩千年後，全是一個科技的世界。用一些機器人去幫助人類，令人更方便。人們

也可以隨時到其他銀河系的星球，例如：水星、火星……令人類對銀河系的認識可以

更廣。

科學家和發明家為人類發明了讓人可以在天空上自由地飛和生活的工具。每個人都備

上一副副智能眼鏡，令他們可以看超過一萬公里的地方。這些「未來人」真的很厲害啊！

可是，有一些東西從此消失於無形—植物和動物。為了發展新科技城市，人們把

動物的棲息地都破壞了，不但令物種漸漸地消失，昔日與我們共存的大自然快將絕跡眼

前了。

最後，雖然二千年後的地球科技十分發達，但很多東西都沒有了。我個人認為就算

要變成科技發達的地球，也要保存一些原本既有的東西，地球才能乘着歷史來發展的。

《寫給祖父的一封信》 

二千年後的地球

吳雯裕 六甲班 

梁嘉雯 六乙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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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畫：徐永恒 三丙班 



我的志願是要成為一位好醫生，因為我想幫助那些患病的人，令他們早日康復，脫

離疾病的折磨。

我知道不論是什麼疾病，醫生都會盡力地把病人醫治好。他們還會為病人想出不同

的治療方案，再配合上藥物的輔助和跟進病人的身體狀況。

有時候，病人罹患不同的疾病，如：身體出現炎症、癌症……醫生都會為他們動手

術，把有違健康的部分切除，讓病者可以重獲新生。

如果我當上了一位醫生後，我會到一些貧困國家，為病人治病，如：非洲、柬埔

寨……這些地方的發展較慢，衞生環境亦十分落後，對於那裡，生活所需都非常缺乏，

更何況他們的醫療水平呢？情況再惡劣一點，當他們患病時都可能要翻過幾個山頭才可

以找到醫生，往往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機會，因此，我希望可以盡一點綿力，為地球中的

每一人貢獻我的一點心意。

我覺得醫生十分偉大，我會努力地學習，用我學到的知識去幫助別人，為病者尋找

出路，早日脫離困境。

12月2日         星期六          陰天

今天早上，我在等候巴士去呈分試考場的時候，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等候巴士的時候，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伯伯 突然暈倒在地上，

我頓時嚇得不知所措。不過我很快就鎮靜下來。但我的內心十分矛盾，令我很為難，因

為今天的呈分試對我十分重要，是不可以遲到的。若果被媽媽知道了，她一家會很憤

怒；若果我不幫老伯伯召救護車的話，可能他的情況會惡化。不過我很快就作出決定，

就是幫老伯伯召救護車。我向路人借電話致電到報案中心，讓他們派出救護員，把老伯

伯送去瑪嘉烈醫院診治。

過了一會兒，老伯伯也清醒了，他致電給家人，告訴他們自己暈倒一事。他的家人

匆匆趕到現場，還不斷稱讚我，我的臉快紅得像一個太陽了。

目送老伯伯上了救護車，我便給媽媽打了個電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她。媽媽

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笑著說：「你忘記今天是星期六嗎？」「甚麼！今天是星期六？

那今天不用考試呢！可能是我看錯日曆了。」我說。

今天，我除了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外，還學會了出門前一定要看清楚日曆，別再

記錯重要的日期了。

我的志願

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劉曉燕 六乙班 

黃瑋盈 六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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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學

作畫：范晉瑋 四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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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年都會受颱風吹襲，如近期的那一次……

那次颱風過後，天氣仍然不穩定，在上學的途中的所見所聞，真的很難忘呢！

鬧鐘一響，我就立刻梳洗和更衣，然後上學去。我一踏上街道，看到街上混亂一

片，因為昨天颱風伯伯肆虐，所以街道被颱風吹得滿目瘡痍，商店的招牌被風吹得搖搖

欲墜，樹木被吹得枝折葉落，還有一些被連根拔起，我被這個情景嚇得目瞪口呆。

當我踏上馬路時，咦！為什麼我的襪子會比之前更濕？啊！原來我踩到一個大水

窪，弄得水花四濺。當我抬頭望上天空時，天色比之前更暗，看來大雨又要來襲了。我

感到有些不安，所以我連忙跑回學校去。

親愛的祖父：

你最近過得好嗎？近來天氣轉冷，你緊記要多穿衣，避免著涼。

兩個月前，我參加了由學校舉辦的水運會，經過多月來的努力，我終於獲取了參賽

資格。接下來的日子，我更加努力練習，每天訓練最少兩個小時，每次回家後便倒頭大

睡，父母看到我這個樣子，都心痛得勸我不要那麼拼命了，不然就退出游泳隊好了。不

過我還是不放棄，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在這次比賽中獲得了亞軍，我感到十

分興奮。因此，我特來跟你一起分享我的喜悅！

祝

身體健康 

                                           孫兒

                                             永生 

                                                三月八日

颱風過後

給祖父的一封信

葉念恩 六丙班

蔡永生 六丙班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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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米羅

作畫：黃家而 三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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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Zoo

My Zoo

1A Cheung Chun Hin, Ayden

1B Chan Pak Lok, Thomas

I have one hamster.
It is fat. It has short feet.
I have one giraffe.
It is big. It has a long neck.
I have one lion.
It is big. It has a big nose.
I have one elephant.
It is small. It has two eyes.

I love my zoo.
I have two monkeys. They are 

thin. They have long tails.
I have two dogs. They have two 

small eyes. They are good.
I have three turtles. They have 

four legs. They are small.
I have one panda. It has big ears. 

It is small.
I have a giraffe. It has a long 

neck. It is thin.
I have one hippo. It has a big 

mouth. It is big.

1A Man Cheuk Ka, Gaga

1C Fung Ching Yin, Billy

 I love my zoo.
I have two monkeys. 
They are thin. They have long tails.
I have an elephant.
It is big. It has a long nose.
I have three owls.
They are small. They have big eyes.
I have two turtles.
They are big. They have short tails.
I have a rabbit.
It is fat. It has long ears.

I love my zoo. I have two monkeys. 
They are thin. They have long tails. I 
have four cats. They are fat. They have 
short tails. 

I have a rabbit. It is small. It has a 
short tail. I have a dog. It is big. It has a 
long tail. I have two pigs. They are fat. 
They have short tails.

My ZooMy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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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Little Miro
Art by：3C Fan Yiu Wa,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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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 Day

About me

My name is Holly. I am nine years old. I live in Kwai Chung.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like blue. I like eating ice cream. I like drinking orange juice. I like my mum and dad. I 
can sing but I cannot swim.

I am short and thin. I have long hair. I have two small black eyes. I have short eyelashes.
My father is a hairdresser. He helps people cut their hair. My mother is a waitress. She 

serves food to people. I have one brother but no sisters. I like to go to school every day. My 
favourite subject is English.

About me
2B Yuen Ho Yan, Holly

2C Chan Yui Man, Desmond

2C Chen Aoyu, Jason

My name is Desmond.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Kwai Fong. I come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have big eyes. My hair is short and my nose is pointed. I am tall. I like blue. My 
favourite food is pizza. My favourite person is my teacher, Miss Lau.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nice and wonderful. I can cook but I can’t skip.

I like my family because my father is brave and helpful. We go shopping at weekends. I 
like my school because my classmates are kind. We play hide-and-seek at recess. I like them 
very much. 

Today is Sunday. David is at home. He is bored. He wants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He 
goes there by MTR.

The supermarket is in Tai Po. David wants to buy some cakes and some bananas. He 
sees his favourite fruit, bananas. He runs very fast to get them and falls down. He feels great 
pain.

A man sees him and helps him to get up. The man gets him a chair. David sits down and 
takes a rest. He feels better and goes home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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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a Art
Art by：6C Murtaza Nazar

I am Little Miro
Art by：3C Fan Yiu Wa,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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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o shopping!

3A Tsang Tsz Hin, Sam 

3B Chan Pak Lam, Leo

The weather is sunny. Ken and Peter are at school. Peter is sitting on the beach and Ken 
is playing the basketball. Peter is bored, but Ken is happy. Peter wants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Ken because he likes playing basketball. 

Ken is coming to see Peter. Ken asks, ‘What is your name? Can you play basketball? We 
can play together.’ Peter replies, ‘My name is Peter. I can play basketball.’ They feel very 
glad.

Suddenly, Peter falls down. He hurts his leg. Ken takes care of him. Peter is sad. Ken asks, 
“Are you OK?” Then, he takes Peter to the chair. 

The teacher comes to Peter and help him. They go to the medical room. They feel much 
better now.

Today is Saturday. The weather is fine. Paul and his mum go to a big supermarket in Yau 
Ma Tei by bus. Paul is very excited because he is getting ready for a party. They want to buy 
some drinks for it.

In the supermarket, Paul wants to take a bottle of milk from the top shelf. Sadly, he 
is not tall enough. A bottle falls down. Then, it breaks and the milk spills out. Paul is very 
worried because 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 He cries, ‘Oh no! Help!  Help me!’ Mum says, 
‘Why are you so careless?’

In the end, Paul pays for the milk. He feels sorry.  Mum says, ‘You’re very naughty!’ Paul 
says, “I will be more careful next time.’  Mum is angry so they leave the supermarket. They 
don’t buy anything for the party. Paul is upset.

Peter’s First Day at School

FIOWER
Art by：3C KO Hoi Ying,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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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First Day at School

3B Chan Sze Wing, Virginia 

3B Kwok Wai Ting, Angel 

Today is Peter’s first day at school. At recess, he sits on the bench under the tree.  He 
is watching Tom and Ken playing basketball.  He wants to play with them very much but he 
can’t play basketball.

Ken sees Peter sitting alone on the bench and looks bored so he asks, ‘Do you want to 
join us?’ ‘Yes, of course. But I can’t play basketball.  Can you teach me?’  asks Peter. ‘Sure!’ 
answers Ken.  Ken teaches him how to play basketball.

Suddenly, Peter falls down on the floor.  ‘Ouch!’ shouts Peter.  He hurts his legs.  Now, his 
legs are bleeding. ‘You should be more careful!’ says Ken.  He takes Peter to the sick room. 
After that day, Peter is fine. Ken teaches him how to be a super basketball player. Then they 
join the school basketball team. They become best friends. They play in the playground 
every day and go to school together.  They are very joyful.

Peter’s First Day a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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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recess at 11 o’clock. Ken plays basketball with Joe in the big playground. They are 
very happy. But Peter is sitting on the long bench because he is a new student. He has no 
friends.  He is so shy.

Ken walks to Peter and says, ’Are you bored?  Let’s play basketball together.’ Peter 
shouts, ‘Hurray! I love this idea.’ Peter feels very excited.

After a while, Peter shouts, ’Ouch.’ He hurts his leg because he falls down. Ken says, ‘Are 
you ok? I can take you to the medical room.’  Peter says, ‘Thank you.’

In the end, they go to the medical room.  Peter is not crying now because his leg is fine.  
He says,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Ken, can you be my best friend?’  They play football, 
badminton and table tennis every day because they are good at P.E.

Mola Art
Art by：6C Yeung Tsz Wing, Esther



One day, Sam suddenly woke up in his bed. He saw a strange place. It was an old town. 
He felt shocked. He wanted to explore this town.

Then, he ran to an old park. He saw two girls playing the old game – hopscotch. Sam ran 
to them and asked, ‘Hey! Why are you playing this game? It’s too old and it’s for idiots! You 
should play electronic games instead!’ Both girls said, ‘Huh? What are electronic games? 
There’s only hopscotch, hide-and-seek and merry-go-round.’ Sam thought, ‘Wait, what! 
There are no electronic games?! Aww……’ Sam felt disappointed because he wanted to play 
electronic games.

Sam went on the merry-go-round. He felt scared about this place and he wanted to go 
back home. The girls saw Sam’s sad face and wanted to help him, but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do. They thought Sam was a very poor little boy. They wanted to give Sam some 
money, but they thought it was not a good idea.

Suddenly, a hole appeared. Sam liked Doraemon very much. He loudly said, ‘I like 
Doraemon! Doraemon, help me!’ Then Sam’s dream came true. Doraemon came out of the 
hole with his sister. Doraemon said, ‘Sam, I’m here!’ Doraemon brought a time machine. 
He said, ‘C’mon! Be quick! This town will disappear soon! Come! Get in!’ Sam went to the 
time machine and sat there. The time machine went to Sam’s house. He got back home 
successfully. He said, ‘What an adventure!’ His mum said, ‘Sam, it’s time for dinner!’ Sam 
said, ‘I’m coming!’ Sam happily ate his dinner and got ready for the next day to school. He 
wanted to tell his classmates about this amazing trip. At last, he fell a sleep. He had another 
dream.

An Interesting Trip
4B Wu Ting Tim, Tim

Quilling
Art by：6B Wong Hau Yu, Sa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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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Sunday
4C Wong Nga Ping, Sandy

4B Ling Cheuk Yin, Lucas

 Today was Sunday, the weather was sunny and hot. Peter wanted to go to the beach. 
He got dressed and packed a shovel and a beautiful bucket in the backpack immediately. 
He felt excited and glad because he could go to the beach with his best friend, May. Since 
kindergarten they did not see each other very often. Peter said to himself, ‘Today is very 
hot, I am so thirsty. Let me drink a can of orange juice in the kitchen first.’

Peter wanted to go to the beach making sandcastles but he looked outside the window. 
He said, ‘Oh no! It is raining heavily!’ He felt disappointed because he needed to stay at 
home. He felt bored. Then he went to his bedroom and threw his backpack on the bed 
rudely.

Dad said, ‘Let’s watch the game show. It is funny!’ Peter replied, ‘OK!’ Then Peter and his 
dad went to the living room and watched the TV programme. Peter felt upset because he 
stayed at home all day long.

Suddenly, Peter said, ‘Let’s watch the weather report.’ So Peter switched on the TV and 
watched the weather report. He felt happy because the weather would be sunny later, so he 
called his friends. They went to the beach in the afternoon. 

Yesterday, it was raining cats and dogs so Amy stayed at home and watched her 
favourite cookery programme ‘Easy to cook’. The programme showed how to make toasts 
and pancakes. Amy saw that yummy food so her tummy was hungry.

A few minutes later, Amy was starving so she thought, ‘I am hungry now! Shall I cook the 
toast? Ok! I can do it!’

Then, Amy prepared the ingredients. She got some sugar and butter, some honey and 
a piece of bread from the fridge. She followed the programme and cooked step by step. A 
few minutes later, when she wanted to eat the toast, five cockroaches suddenly went onto 
her toast. Amy was angry so she took a knife to kill the cockroaches. A few minutes later, 
the cockroaches were all dead. She wanted to enjoy the toast then. Suddenly, the ant army 
came and wanted to enjoy the toast too. She took a basketball and threw it at the ant army. 
The army escaped and went to their home. The ant army and cockroach army went to the 
living room again and were ready to fight with Amy. Amy was not scared and she used the 
knife to kill the cockroaches and ants.

In the end, her living room became a war place but she could still enjoy the yummy 
toast and she thought she was the bravest girl in her home!

Amy’s Favourite TV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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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Wrapping paper
Art by：4C Adeeba Nazar



A Family Picnic

Today was an unlucky day
5A Lau Ka Man, Angela

5A Ng  Sze Ching, Coco

Today was my birthday, so we went to Ocean Park.  At 9 o’clock, we watched the dolphin 
show at Ocean Theatre.  The dolphins’ performance was funny and cool.  They jumped high.  
I like dolphins very much.

We clapped the hands hard because the dolphins were brave.  The show was wonderful.  
I was excited.  Dad was excited too.  But I dropped the wallet on the floor.  After the show, 
we went to the souvenir shop.  The souvenir shop was very big and beautiful.  I wanted to 
buy a dolphin pen because it looked super nice.  Then, we wanteol to pay for the pen at the 
cashier.  I screamed, ‘Oh my goodness!  Where is my purple wallet?’  I was nervous.

Mum and Dad took me back to the Ocean Theatre.  Luckily, we met a dolphin trainer 
and I said, ‘Hi!  I have lost my purple wallet.  Did you see it?’  The dolphin trainer said, ‘Yes.  
Here you are.’  He returned it to me.  I was happy.  Dad and mum were happy too.  In the 
end, my mum bought the beautiful dolphin pen for me as my birthday present.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for me.  I won’t be careless again.

My Classmate
Art by：4B Lin Chak Hang, Rex

On Sunday morning, the Wongs wanted to go on a picnic 
at Stanley beach.  Before the trip, Mrs. Wong made some 
delicious sandwiches for lunch.  Mr. WONG CHECKED THE 
WEATHER AND IT WAS SUNNY.  Lily packed her backpack.  She 
packed a kite because it was her favourite activity.  May fed 
the cat.  May asked, ‘Can I bring the cat to the beach too?’  
Mr. Wong said, ‘No, you can’t.’  The Wongs felt delighted that 
May listened.

After a while, the Wongs were ready to go.  The cat 
jumped into Lily’s backpack secretly.  But, they forgot to 
bring the sandwiches.  Half an hour later, the Wongs arrived 
at Stanley beach.  Lily saw the cat in her backpack.  She 
was curious, she thought, ‘Why is the cat in my backpack?’  
Suddenly, Mr. Wong saw some dark clouds in the sky.  He 
said, ‘Oh no!  The weather is turning bad!’  May cried sadly, ‘I 
want to swim!  I really want to swim!’  It was time for lunch.  
But, Mrs. Wong left the sandwiches at home.

In the end, it was pouring so the Wongs ran into a café for 
some cakes and coffee.  After lunch, Mr. Wong suggested to 
go to a swimming pool instead.  They all agreed.  Mrs. Wong 
and Mr. Wong swam in the water.  May and Lily played on the 
water slide.  The Wongs felt rela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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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Lun Wing Lam, Chloe

6A Jayden Au 

Last Saturday, Amy and her friends went to visit Happy Elderly Home in Kwai Fong. They 
went there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voluntary work and they wanted 
to help elderly people. They performed a talent show such as rope skipping, singing songs, 
and making homemade cakes for the old people. They also taught the old people how to 
make some crafts. Amy felt very excited because the old people praised them. “Fantastic! I 
think it is a great show!” said the old people.

After the talent show, they gave Christmas gifts to the old people. “We hope you enjoy 
this Christmas party and have good health,” said Amy and her friends. “Thank you. You are 
so kind. We really liked the show and we hope you all have a merry Christmas day,” the old 
people replied happily.

Then Amy saw Alice scolding an old woma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me? You make me 
very angry!” said Alice. The old woman felt very sad. Amy thought Alice was very rude. 

Finally, Amy decided to talk to Alice. “Why did you scold her? She is very upset now,” 
said Amy. “She did not listen to me so I got upset,” Alice replied. “You can’t scold her but 
simply explain politely,” Alice felt sorry and said sorry to the old woman. 

After this visit, Alice has learned to respect the old people.

Alex made a mistake

Visit to the Elderly Home

Mask
Art by：5A Yang Jing yi,Jessie

 Last night was a quiet night. All of a sudden, 
Alex heard a sound ‘bang’ when he was sleeping like 
a baby. He woke up and looked around. Alex saw a 
woman dressed up like a thief. First, she broke into 
the flat. Then she climbed up to the window.

After Alex saw the burglar, he called the police 
and reported the case thoroughly.

Afterwards, the police came to the flat and 
arrested the woman. The woman was very shocked.

She explained why she climbed up to the 
window. She said, “I forgot to bring the key so I 
climbed up to the window.” At that moment, Alex 
realized that the woman is his neighbour.

Alex felt very sorry for the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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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Murtaza Nazar

Yesterday morning, Joyce went to the forest to take some beautiful photos. On her way, 
she saw a little boy who was crying very loudly. She went to help him and the boy said very 
unhappily, ‘I got lost in the forest. I cannot find my parents. Can you help me?’ he said. ‘Ok! 
I can help you to find your parents.’ said Joyce.

After that, Joyce helped the little boy to look for the way to his home. The boy felt very 
glad because he could go back home and he could find his parents soon. The little boy 
thought the girl was very helpful and she took care of him very well.

They walked home gladly and excitedly because the boy wanted to get home 
immediately. He was very excited because he could see his parents soon. He walked as 
quickly as a tiger. He could not wait to see his parents. Joyce felt glad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ever helped the little children, so she felt glad that she made the boy happy.  

Suddenly, while they were walking to the little boy’s home, they saw an evil monster. He 
had green fur, sharp teeth, an ugly face, two big red eyes and two bared hands. The monster 
wanted to have a yummy dinner and he wanted to share them with his friends. The little 
boy and Joyce were scared, so they ran away quickly.

Joyce and the little boy ran faster and faster. They ran like real tigers. When they were 
running, they saw the little boy’s home next to the path. They ran into the house. When 
they looked back, suddenly the monster was gone. They felt very happy. Finally, the little 
boy saw his parents and he was happy to be home.

Joyce’s Day

A spot in the classroom
Art by：6B chen You zhou,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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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Huang Wai Ying, Amy

Once upon a time, Joyce walked to the big forest to pick up yummy mushrooms for 
lunch. When she went near the forest, she saw a cute little boy who was crying loudly. Then 
Joyce asked him politely, ‘What happened?’ The boy replied, ‘I cannot find my sister and I 
got lost in the forest.’ The little boy was very afraid and nervous.

Joyce asked the boy,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the outward look of your home?’ The 
boy replied, ‘My name is Peter. My house looks like a rainbow, because it is very colourful.’ 
‘Oh! I have seen your house when I was picking up mushrooms before! Let’s go this way to 
find your big and colourful house, Peter.’ Joyce said excitedly. Peter shouted excitedly, ‘Hurray, 
I can go home soon!’

Joyce and Peter were walking on the path to his colourful house. Peter walked as quickly 
as a racket, because he knew he could see his sister and family soon. On one hand, Peter felt 
glad walking in the forest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worried because his mum told him 
that there was a monster in the forest.

Suddenly, a huge, ugly blue monster jumped out from the trees. The monster had sharp 
teeth and a pair of black and red eyes. The monster wanted to catch Joyce and Peter and 
have them for lunch. They ran quickly because they did not want to die.

When they were running, Peter saw a little bottle on the ground, so he picked it up and 
opened it. Suddenly, there was his house in front of them because it was a magic bottle. 
They evaded the monster and went into the house at once. They were safe now. They were 
glad and excited to see the boy’s sister and parents.

Joyce’s Day

A Spot in the classroom
Art by：6B Or Chun Fung,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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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或活動作品

2B Lam Chun Yat, Cyrus

Hong Kong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Organized by  As ia 
C h i l d r e n  E d u c a t i o n 
Association & Synergy 
Education 

Theme: A Brighter 
Hong Kong

Organized by  As ia 
C h i l d r e n  E d u c a t i o n 
Association & Synergy 
Education 

Theme: A Brighter 
Hong Kong 

2B Wang Xinyan, J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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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Kok Man Hei, Manci

Hong Kong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Organized by  As ia 
C h i l d r e n  E d u c a t i o n 
Association & Synergy 
Education 

Theme: A Brighter 
Hong Kong

Organized by  As ia 
C h i l d r e n  E d u c a t i o n 
Association & Synergy 
Education 

Theme: A Brighter 
Hong Kong

3B Kwok Wai Ting,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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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Art by：6B Cheung Yuen Tsit, Jessica 

5B Chan Yau Wing, Yoyo

Spreading love to the children
Ben comes from a low income family. He lives in an old public housing estate with 

his family. Due to low education level, his father works as a taxi driver while his mother 
is a street cleaner. They need to work for long hours so that they can make a living. Ben’s 
parents spend little time with Ben on weekdays. Therefore, Ben feels very lonely and thinks 
his parents don’t care about him.

One Sunday afternoon, Ben decided to go downstairs to play with his friends in the ABC 
Park nearby. When he was on the way to the park, he walked past a children care centre and 
he was attracted by a poster. The poster was about some children who don’t have parents 
and now the centre wants some volunteers to help in the coming festival. Ben was curious 
about the activity, so he entered the centre. Most of them were young children. They were 
sitting on the chair quietly.

Immediately, a nice lady addressed Ben politely, “Hello! We are here to help and cheer 
up orphans. However, we don’t have enough volunteers. Are you interested in giving a 
helping hand to them? We want you to play with them and make them feel happy.” Ben 
thought this is meaningful so he started working as a volunteer when he was free.

After being a volunteer, Ben found that he is a lucky boy because he can live with his 
daddy and mummy. There are a lot of children that lost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were a 
baby. Although Ben’s parents are busy at work, they still spend some time to have some 
outdoor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swimming and going for a picnic with Ben. However, the 
children in the centre never go out with their parents. They only go out and have fun with 
the volunteers.

Ben wanted more volunteers to visit the centre and care about the orphans so he went 
back home and told his parents and his neighborhoods about the children’s situation. At 
weekend, Ben visited the children care centre with his father and mother. They played 
ballgames and board games with the children sinc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visitors and 
volunteers care about the orphans. They are not lonely anymore, so is Ben. It is because he 
can help others and spread love to the community.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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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Haleema Hafiz

No good deed is small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our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environment are? We might do 

many good deeds towards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but sometimes our actions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are destructive and damaging.

Recently, I went hiking with my dad and my sister. We went to Shing Mun Reservoir and 
I was amazed to see the scenic view there. We started hiking happily and kept taking photos 
of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After walking for around 2 kilometers, we decided to take a rest. 
As we sat down and started sipping water from our water bottles, we caught sight of some 
teenagers leaving the picnic site without disposing of their rubbish.

I was disappointed with their action. ‘How can someone litter in such a beautiful place?’ 
I wondered. Then I talked to my dad and expressed my anger and disappointment. ‘Why 
don’t we clean up this mess?’ he suggested. My sister and I agreed instantly.

We started cleaning the picnic site and found many plastic bottles, plastic bags, 
disposable cutlery and other rubbish. ‘These items can be recycled,’ I declared. My dad 
nodded in agreement. We put the recyclable items separately and put them into recycling 
bins before we returned home.

On our way back to home, our dad talked to us. ‘You guys have done a great job today. 
You have played your role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said our dad. ‘But we just collected 
around 30 plastic items. How can it help the environment?’ I questioned. ‘No good deed is 
small,’ informed our dad.

I reflected on what our dad said and realized that if everyone starts playing their role, 
we can reverse the damage we have caused to the environment. Our actions may be small 
but they can go a long way to make our city and the world a beautiful place to live in.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Good People, Good Deeds: English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Logo Design of 40th Auniversary
Art by：6B Lin Jing Yin, B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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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立體模型製作

我用了12個柱體、

4個錐體和2個球體

製作模型。

我用了5個柱體、
3個錐體和2個球體
製作模型。

我用了11個柱體和2個球

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6個柱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10個柱體、1個錐
體和6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8個柱體
製作模型。

我用了9個柱體、1個錐體
和3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2個柱體、2個錐

體和1個球體製作模型。

1A 陳煒晴

【城堡】

1B范晉皓
【機械人】

1C 馮正

【愉快機械人】

1A 文卓珈

【咪高風】 1C 阿馬爾
【Robot】

1A 劉曦濂
【坦克車】

1B 黎卓盈
【小豬】

1A 李采瑩

【機械人】

1C 陳祉霖

【方包狗開心風車屋】

我用了6個柱體

我用了10個柱體、1個錐

認識柱體、錐體和球體的特性。

我用了4個柱體、1個錐體
和1個球體製作模型。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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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立體模型製作

我用了4個柱體、2個錐體和1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5個柱體、3個錐

體和1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7個柱體和11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4個柱體和5個

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6個柱體、5個錐體

和1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13個柱體、1個錐

體和1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12個柱體、1個錐體和8個球體製作模型。

我用了11個柱體和1個球體

製作模型。

我用了10個柱體、1個錐體和3個球體製作模型。

1B 陳柏諾
【小博士】

1C 馬梓晞

【公主的城堡】

1A 王孝源
【坦克車】

1A 施婉瑜

【Peppa Pig的城堡】

1B 張幸兒

【迪士尼城堡】

1B 劉卓匡

【坦克車】

1B 伍詠霖
【105號坦克】

1C 張芯妍

【開「芯」樂園】

1C 黎芷欣
【狗仔消防車】

我用了4個柱體、2個錐體

【坦克車】 【坦克車】

我用了11個柱體和1個球體

【開「芯」樂園】

我用了10個柱體、1個錐

【狗仔消防車】

我用了12個柱體、1個錐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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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菱形拼砌
四邊相等，沒有直角

我用了8個菱形拼砌了一個草叢中的小精靈。

我用了12個菱形拼砌
一朵花和一艘火箭。

我用了18個菱形

拼砌一棵樹。

我用了16個菱形拼砌了

兩位小朋友在跳舞。

我用了8個菱形拼砌一隻小兔。

我用了8個菱形

拼砌一隻小兔。

2A 姚紫旋
【小精靈】

2C 王嘉敏
【花和火箭】

2B 袁可欣

【樹】

2A 梁家謙

【 小朋友】 

2C 黃  浩
【小兔】 

2B 溫曉宜

【小兔】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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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菱形拼砌

我用了14個菱形

拼砌一朵花。

我用了10個菱形

拼砌一隻小狗。

我用了11個菱形拼砌一朵花。

我用了17個菱形拼砌

了蝴蝶在花間飛舞。

我用了10個菱形

拼砌一棵樹。

我用了8個菱形拼砌一條魚。

我用了12個菱形拼砌一朵花。

我用了9個菱形
拼砌五彩花。

我用了9個菱形拼

砌了一個標誌。

我用了8個菱形

拼砌一隻青蛙。

2B 王心妍

【花】

2B 鍾心善

【小狗】

2B 翁雅澄
【小花】

2A 何雨曈

【 蝴蝶】 

2B 高覺信

【樹】

2C 黃  浚
【魚】 

2B 聶靖桐
【小花】 

2B 古蒙愛
【五彩花】

2A 何寶瀅

【 標誌】 

2C陳奧宇

【青蛙】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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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腰三角形:兩組對邊對等、兩個角相同

等邊三角形:三條邊相等、三個角相同

直角三角形:有三個直角

三年級三角形拼砌

我用了20個等腰三

角形、13個直角三

角形和16個不等邊

三角形來拼砌這個

奇妙世界。

我用了26個等腰直角三角形、2個等腰三角形和6個直角三角形、拼成了一隻青蛙。

我用了7個直角三角

形、1個等腰直角三角

形、1個等邊三角形和

3個不等邊三角形來拼

砌這隻狗。

我用了1個等腰直角三角形、1個

等腰三角形和11個直角三角形、4

個等邊三角形和6個不等邊三角形

拼成了一隻恐龍。

我用了1個等腰直角三角形、5個等腰三角形和18個直角三角形、1個等邊三角形和11個不等邊三角形拼成了兩條惡魚。

我用了3個等腰三角形和5個直角三角形、3個等邊三角形和許多個不等邊三角形拼成了一個魚缸。

3A 林恩浩

【中銀大廈】

3B 谷旻憙
【青蛙】

3A 李子健

【狗】

3C余漢林

【恐龍】 

3C杜承澤
【惡魚】

3C范耀樺
【魚缸】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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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三角形拼砌

我用了15個等腰直角三角形拼成了一隻小貓。

我用了3個等腰直角三角形、1個等邊三角形、1個等腰三角形和10個直角三角形來拼砌這幅圖畫。

我用了31個直角三角形、

37個等腰三角形、16個等

腰直角三角形、1個不等邊

三個形和2個等邊三角形拼

成了一個花園。

我用了10個等腰三
角形、2個不等邊三
角形、3個直角三角
和3個等邊三角形來
拼砌這隻小貓。

我用了9個等腰直
角三角形拼成了一
尾小魚。

我用了7個等邊三

角形和4個等腰直

角三角形拼成了

一隻兔子。

3B 郭蔚婷
【小貓】

3A 黃家而
【小屋子和小樹】

3B 李安盈

【花園】

3A李澄晞 
【偵探貓】

3B 葉子紫
【小魚】

3B 黎彥君

【兔子】

數
學
科

我用了15個直角三角

形、2個等邊三角形、

2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5個等腰三角形和5個

不等邊三個形拼成了

一隻長頸鹿。

3B翁佩晴

【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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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圖形，它可以分成兩等份，這兩份的形狀相同，但方向相反，這個圖形便是

「軸對稱圖形」，而這種對稱方法稱為「軸對稱」。

四年級對稱圖形

4A 陳天恩

4A 鄭子軒

4A 李嘉晞

4B 葉嘉雯

4B羅俊熙

4C 盧俊熙

4C 范鴻鑫

4C 陳浩鎔

4B 陳穎桐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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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對稱圖形

4A 陳英暢

4A 鄭子軒

4C 王雅萍

4C 黎穎昕

4A 李柏迪

4B 練澤亨

4A 黃伯鈞

4A 莊紫妍

4B 林躍羲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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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寧倬言

4A 吳黛琳

4C 陳栢浩

4C Adeeba

4A 李卓泓

4C 劉信廷

4A 蔡鎧因

4A 林鼎穎

4A 葉彥攸

四年級對稱圖形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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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代數簡介及編碼

5B 吳穎嵐 5A 黃嘉儀5C 何芷欣

5C 吳淇榛

5+27=21×2
39+42=9R
∴R=9

∵2�8+4=20
  7P+6=20
∴P=2

∵20+5=25
  40+P=65
∴P=25

∵22+19=41
  D+42=50
∴D=8

5A何焯堃

∵35+7=42
  P+22=27
∴P=5

5B黎梓浪

∵8×5=40
  7×4=28
  12s=60
∴s=5

數
學
科

5C 何潔盈

∵7+6=13
  3+b=16
∴b=13

5A 林嘉皓

∵5+6=11
  P+7=22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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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代數簡介及編碼

5C 嚴敏5C 蔡翠婉

5B 谷嘉怡

5B 倫穎林

5B 何慧怡

∵10+12=22
  15+m=35
∴m=20

∵5×3=15
  2a=36
∴a=18

∵5×8=40
  11y=165
∴y=15

∵6×2=12
  7z=14
∴z=2

∵11+6=16
  C+10=10
∴C=0
  z-8=3
∴Z=11

5B 陳凱琳

15×25=25×15
25a=50×5
∴a=10
40y=60×8
∴y=12

5C 張婉倩 

∵24+16=40
  12+Y=32
∴Y=20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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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繡曲線

數
學
科

運用直線繡的曲線圖案，稱為繡曲線。

6A吳嘉淇

6A吳雯裕

6A周嘉穎

6C林海鈴

6A梁敏姿

6B林莊

6A黃思雅

6A黃端霖

6C於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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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繡曲線

6B張衡

6B林婧妍、黃頌晴

黃曉欣

6C蔡永生

6B徐永昇

6B陳由洲

6C於敏、黃文靜

6B黃曉欣

數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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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動物世界

陳筵豐   １Ａ

名　　稱：熊貓

外　　形：毛髮、四肢

活動方式：爬行

食　　物：竹葉

陳柏諾   １Ｂ
名　　稱：龜
外　　形：有硬殼
活動方式：游泳和爬行
食　　物：龜飼料

林祉言   １Ｂ

名　　稱：錦鯉魚

外　　形：有鰭

活動方式：游動

食　　物：水草

梁浚浠   １Ａ
名　　稱：鸚鵡
外　　形：有翅膀、有羽
毛、有毛髮
活動方式：飛行、走動
食　　物：種子

范晉皓   １Ｂ

名　　稱：金魚

外　　形：有鰭、有鱗

活動方式：游動

食　　物：魚糧

 陳祉霖   １C
名　　稱：兔子
外　　形：耳朵長長、眼
睛圓圓
活動方式：跳、跑
食　　物：牧草、蔬果

文卓珈   １Ａ

名　　 稱：白兔

外　　形：有一對長耳朵、

全身毛髮、紅眼睛和具有四

肢

活動方式：群居和夜行性動

物，生活在草原地面，善於

奔跑

食　　物：草食性動物，主

要的食物是乾草和新鮮蔬果

李子軒   １Ｂ
名　　稱：陸龜
外　　形：龜殼和四隻腳
活動方式：爬行動物
食　　物：蔬菜和水果

劉誦軒   １C

名　　稱：斑馬

外　　形：黑色皮膚，全

身有白色的紋

活動方式：在熱帶草原生

活，也是群體的動物

食　　物：愛吃草，還有

灌木、樹葉

常
識
科



50

常
識
科

二年級環保燈籠

2A黎柏圖

2B聶靖桐

2A何雨曈

2A汕寶琪

2C黎伯駿

2B馮婉婷

2A石駿霆

2C黃浩

2C陳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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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
科

3A布梓熙

3A高凱瑩

3A李曉晴

3A曾子軒

3A黃家而

3A龍樂恩

3A杜承澤

三年級風向儀

3A曾子軒3A曾子軒 3A杜承澤

3A高凱瑩

3B李安盈 3B郭蔚婷 3B翁珮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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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
科

四年級世界美食話你知

美食1：壽司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

2.美食是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

3.因為：日本四周都是海，海產豐富。

美食2：熱狗

右邊是美國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熱狗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文化影響

3.因為：受棒球影響，所以快餐文化很

流行。

美食1：壽司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

2.美食是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

3.因為：四面環海，而且魚生新鮮，

所以日本人主要是吃魚生。

美食2：咖喱

右邊是印度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咖喱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氣候影響

3.因為：印度的天氣很熱，吃咖喱就

會出汗，風吹過來，就會涼快。

班級：4A  姓名：梁愷琳

班級：4A  姓名：簡慧昕

班級：4C  姓名：李梓柔

班級：4A  姓名：李卓泓

人主要是吃魚生。人主要是吃魚生。

美食1：粽子

右邊是中國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粽子

2.美食是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

3.因為：屈原自殺，村民害怕魚兒會

吃掉屈原

美食2：壽司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氣候影響

3.因為：日本四面環海，非常多魚可

以捕捉。

美食1：壽司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

2.美食是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

3.因為：日本地區四面環海，能捕魚和

其他海產。

美食2：意大利薄餅

右邊是意大利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意大利薄餅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氣候影響

3.因為：寒冷及乾燥，能種植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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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1：壽司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
2.美食是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3.因為：公元七百年前壽司由中國傳入日本，當時一些商旅，用醋醃製飯團，再加海產或肉類，壓成一小塊飯團作為沿途食糧，後來流傳日本，成為現今的壽司。美食2：三文魚

右邊是挪威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三文魚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環境影響3.因為：挪威是四面環海的國家，有豐富的海產。

班級：4B  姓名：鄭海健
班級：4B  姓

名：潘智弘

常
識
科

四年級世界美食話你知

美食1：泡菜
右邊是韓國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泡菜
2.美食是受到當地氣候的影響3.因為：韓國冬季氣候寒冷，所以要醃泡菜，在冬天時吃。

美食2：壽司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環境影響3.因為：日本是四面環海的國家，又有豐富的海產。

班級：4C  姓名：
陳皓鎔

班級：4C  姓名：王雅萍

要醃泡菜，在冬天時吃。

美食1：壽司、天婦羅

右邊是日本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壽司、天婦羅

2.美食是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

3.因為：日本都是四面環海，方便出海捕魚。

美食2：飯

右邊是泰國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米飯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氣候影響

3.因為：泰國炎熱，所以很適合種植稻米。

美食1：馬卡龍

右邊是意大利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馬卡龍

2.美食是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

3.因為：當地人愛吃甜品。

美食2：蘋果批

右邊是美國的美食：

1食物的名稱是：美國批

2.美食是受到當地的文化影響

3.因為：人們把蘋果製成蘋果批

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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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梁卓剛

我用了棉花、紙巾、膠杯、鐵線、絨

布、橡筋來製作護耳罩。棉花和紙巾是因為它

們質地鬆軟和柔軟可以吸收聲音，降低音量。

經過第一次測試,我需要在底部加一條橡筋來

使護耳罩更貼耳。

常
識
科

五年級護耳罩

5A吳思澄

我設計的雙層護耳罩主要使用棉花及紙巾，因為它們質地鬆厚，隔音效果最佳。我在

兩隻膠杯的底層放了棉花，仔細包裝好以加強隔音功能。在外層則鋪滿紙巾，柔軟的紙巾能

吸收聲音及戴上時較舒適。雙層護耳罩的材料較輕，重量適中，方便攜帶及使用。

5C楊凱程

這個護耳罩用的材料是絨毛條、絨毛

球、棉花、紙杯和絨布。這些物料大多質地

柔軟，而且可以吸收聲音，減低聲量。經過

第一次測試後，我增加了棉花的數量，因為

我發覺需要更多的棉花來吸收聲音。

5B陳凱琳

我用了棉花，紙杯（派對用完，而餘下

的），毛毛鐵線（視藝堂餘下的），絲帶（哥

哥用完的）廢紙（沒有用的）是因為它們質地

鬆軟和柔軟可以吸收聲音。經過第一次測試，

需要紙杯可以再大一些，來方便佩戴。

利用平板電腦測

試護耳罩的效果                          
利用平板電腦測試物料 

護耳罩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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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
科

五年級有營小菜

小菜名稱：番茄炒雞蛋

包含營養素： 

1.番茄：維生素

2.蛋：蛋白質，脂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炒

湯類名稱：番茄薯仔豬骨湯

包含營養素：

1.番茄：維生素

2.薯仔：蛋白質

3.豬骨：維生素

製作方法：煲

小菜名稱：蝦仁炒蛋

包含營養素：

1.蛋：蛋白質

2.蝦：蛋白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炒

湯類名稱：番茄雞蛋湯

包含營養素：

1.番茄：維生素

2.蛋：蛋白質，脂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煲

小菜名稱：肉片炒蛋

包含營養素：

1.肉：蛋白蛋，脂肪

2.蛋：蛋白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炒

湯類名稱：三文魚菜湯

包含營養素：

1.菜：維生素

2.三文魚：蛋白質，脂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煲

小菜名稱：土豆炒肉絲

包含營養素：

1.土豆：碳水化合物

2.豬肉：蛋白質

3.土豆：維生素

製作方法：炒

湯類名稱：紅喜湯

包含營養素：

1.番茄：維生素

2.蛋：蛋白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煲

班級：5A  姓名：張益桐

班級：5A  姓名：吳思澄

班級：5B班 姓名：谷嘉怡

班級：5A  姓名：黃逸朗

班級：5B  姓名：何慧怡

湯類名稱：魚尾豆腐湯

包含營養素：

1.魚：蛋白質、礦物質

2.豆腐：蛋白質，維生素E

3.洋蔥：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A，E

製作方法：煲

小菜名稱：西蘭花炒蝦球

包含營養素：

1.土西蘭花：維他命C

2.蝦球：礦物質、碘質

3.油：脂肪

製作方法：炒



56

六年級花朵標本

6A尹家俊

6B黃頌晴、梁嘉雯、林莊、馬麗華
6A黃思雅、鄭慧芳、梁敏姿、吳雯裕

6B邱朗東、徐永昇、翁宏德、甄子榮

6B王巧茹、張衡、余歲玲、黃曉欣、楊詩穎

6B張琬婕、麥婉婷

6B陳由洲

6A顏俊希

常
識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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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廢物再造

6B馬麗華
零錢包

零錢包由
沒用的牛仔布
和沒用的拉鏈
造成，可以用
來裝零錢。

6C黃瑋盈
儲蓄箱

我利用了一個膠杯、紙
皮和手工紙等材料來製作，把
膠杯表面貼上各種圖案的手工
紙，然後把紙皮剪成與杯口一
樣大小，再在紙皮上剪一個
洞，把紙皮蓋在杯口上，做成
了一個儲蓄箱。6B徐永昇

大門掛牌

可以

把它放在

門外，令

別人知道

你正在做

什麼。

常
識
科

6B翁宏德

告示板
6C施瑩瑩

儲物盒

6B黃頌晴
背心袋

6A張駿宏
盛物架

6A黃思雅

筆筒

6A梁倧僑
飛機

6C於敏

擴音器

我利用了一個廁紙

筒和兩個紙杯，製造了

一個擴音器。只需把電

話放在廁紙筒的孔上，

再開啟音樂，聲音便會

在紙杯播放出來，而且

音量會較原來的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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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腦
科

1A 李祉君

1B 鄭曦朗

1C 柳皓銘

1A 謝向翹

1B 范晉浩

1C 李峻霖 

學生透過小畫

家的圖形繪畫、填

色功能、插入文字

等功能繪畫一張對

老師表達心意的敬

師卡。

P.1 小畫家—敬師卡

P.2 WordPad—介紹自己卡片

學生透過WordPad

的功能,改變文字的款

式、顏色、大小,設計

介紹自己的卡片。

I  am a girl .
You are  boy.
Vicky

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I am a girl.You 
are boy.  AI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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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腦
科

倉頡字碼表:  

3A(19) 
Tsang Tsz Hin 

倉頡字碼表
 

日 月 金 木 水 火 土 竹 

A B C D E F G H 

戈 十 大 中 一 弓 人 心 

I J K L M N O P 

手 口 尸 廿 山 女 田 卜 

Q R S T U V W Y 

3B李安盈 

日 月 金 木 水 火 土 竹

A B C D E F G H

戈 十 大 中 一 弓 人 心

I J K L M N O P

手 口 尸 廿 山 女 田 卜

Q R S T U V W Y

3B李安盈

 
倉   頡  字  碼  表 

 
日 月 金 木 水 火 土 竹 A B C D E F G H 
戈 十 大 中 一 弓 人 心 I J K L M N O P 
手 口 尸 廿 山 女 田 卜 Q R S T U V W Y 

Q

竹

Y

3B羅卓鋒 

3A 曾子軒

4A 余子華

3B 李安盈

4B 何洛琳

3B 羅卓鋒

4C 黎穎昕

4A 余子華 4B 何洛琳 4C 黎穎昕

學生學習倉頡碼時，結合上學期所學的Micosoft Office軟件，製作個人化倉頡碼

書簽。

學生透過 Google Sketch up的推拉功能、圖案功能等製作自己喜愛的3D立體圖形。

利用「重複」的編程概念，在Scratch中以簡單的指令繪畫多個多邊形，構成美麗

的圖案。

P.3 WordPad—介紹自己卡片

P.5 Google Sketch up—3D設計圖

P.4 Scratch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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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杖鼓

小四杖鼓

音
樂
科

一年級的同學自製樂器，並且能自彈

自唱。你能說出樂器的名稱嗎？

杖鼓是朝鮮族傳統混合擊膜鳴樂器，常用於歌舞伴奏

和器樂合奏，是深受朝鮮族人民喜歡的民間樂器。四年級的

同學學完韓國音樂後，便利用杯麪碗、紙碟和繩子自製杖

鼓，還自行為杖鼓畫上美麗的圖案呢!

同學聆聽一首樂曲後，利用線條、圖案、高低位

置，把歌曲的旋律勾劃出來。

6A吳雯裕 6A鄭慧芳
6A戴海珊

一年級自製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