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東西，也是人類最偉大的
發明。

文字，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溝通。有了文字，
我們可以把感情在紙張上盡情地抒發，滿足自己之餘，
更敞開了心靈，讓人窺探內心深處的漣漪──文字，是
一把開啟心扉的鑰匙。

文字，促進了地與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有了文字，
我們可以足不出戶便能知天下事；有了文字，我們可以
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風俗；有了文字，我們更可以衝出
天際深入地底探求宇宙萬物的奧秘──文字，是運載我
們漫遊知識海洋的巨輪。

文字，促進了代與代之間的知識承傳。有了文字，
我們認識過多少歷史人物的豐功偉績，見證過了幾許國
家朝代的盛衰興亡──文字，是穿梭古今的時光機。

我期望孩子們都能好好運用這把鑰匙，打開心靈，
讓更多人了解自己；我期望孩子們都能乘搭這艘知識巨
輪，享受求知的樂趣；我更期望孩子們都能坐上時光
機，穿越時空，撫今追昔，將來成為開創歷史的一員。

讓我們從小便學會好好利用文字表情達意，求知求
真。《童心集》會是你的起點嗎？

沈耀光校長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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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老師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

6A 陳靜雪 (2011-2012 年度 )

六月初夏，媽媽帶我到琴室學琴。

「也許來的太早了。」我坐在課室外，看着窗外毛毛細
雨好像在喃喃自語。突然，樓上傳來一陣悅耳的琴聲，我好
奇地爬上樓，想看看到底是誰在彈奏。

到了樓上，我跟着琴聲慢慢地走向最後一間課室。最後
一間課室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心想：這間課室怎麼會
這麼殘舊？破爛的木門、積滿了灰塵的玻璃窗……我用手擦
去窗上的灰塵，隱約看見裡面的東西：左邊，有幾個花盆；
右邊，有著名古典音樂作家的畫像；中間，則是一座典型的
歐式舊琴。往旁邊望去，一個貌似二十多歲的老師坐在鋼琴
前。她那把長而鬈曲的頭髮披在肩旁，她的眼睛像水一樣清
澈，樣子成熟而美麗。

「我可坐在這裡聽你彈琴嗎？」我輕聲地問道。她聽
到了我的話，向我微笑點點頭。我靦腆的進了房間，還沒等
我坐下，她已經用她那細長的手指去彈奏著美妙而動聽的樂
曲，音樂聲在課室內迴盪着。

她凝視這舊琴後面的畫像，輕聲地說：「每一首樂曲
都有它背後的故事，只要你用心細味，才能領略它蘊藏的深
意，否則它將被深深地埋藏着。」她這一句話，我是永遠也
不會忘記……

我看著她的臉，覺得似曾相識，但又一時記不起來，感
覺不再陌生。她──一位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給我上了
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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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孝順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6C 文泳芝 (2011-2012 年度 )

所謂：「百行孝為先。」孝順在中國人社會裡很重要。
當你閱讀古今不同的書籍，都會發現很多有關孝順的故事，
這證明中國在古代和現代也十分重視孝順這種品德。

甚麼是「孝順」？孝順是指子女的行為不應違背父母、
家裡的長輩以及先人的良心意願。

為甚麼孝順那麼重要？因為如果你孝順的話，這會令父
母開心。曾有人說：「孝者，笑也。」這就是說，孝順就是
讓父母高興或快樂。因為孝順父母，可以令他們開心。

儒家《孝經》開宗明義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句話就是說身體、頭髮和皮膚，
都是父母給我們的，我們不要隨便毀傷身體，這就是孝的第
一步。在《二十四孝》中，有個故事說一位叫楊香的孝子，
一天他的父親被老虎銜去，楊香不顧自身的安全，緊緊扼住
老虎的脖子，最後，他們保存了性命。還有一個故事是有關
劉恒的，他就是後來的漢文帝，他是一名孝子。有一次，他
的母親皇太后病了，他每天幫母親煎藥和嘗嘗湯藥苦不苦、
燙不燙，然後才將湯給母親喝。劉恒這事廣為流傳，人人稱
讚他是孝子。這兩個故事的人物都十分孝順。

孝順的方法有很多，只要我們從小努力讀書，
長大後幹一番事業，這就是孝順父母了。

要盡孝道，任何時間都可以，
不要待到失去雙親時，才想要孝
順他們，留下「子欲養而親不在」
的遺憾，後悔自己不能孝順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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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難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6A 謝子威 (2011-2012 年度 )

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之後，唐僧師徒來到一條冰河前
面。只見這裡長年下著冰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人。孫
悟空上前問道：「請問一下這裡是甚麼地方？」那人慌慌
張張地答道：「這……這裡是雙……雙頭怪的地盤，冰天雪
地的環境令雙頭怪的力量提升，我勸你們還是速速離開吧！
別……別自尋死路了。」孫悟空說：「多謝你的勸告，不過
我們要去西天取經，這條路非走不可。」「那……那就保重
了！」說完人便急步離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為要去雷音寺，就必
須橫越冰河。就在唐僧師徒正要踏上冰面時，冰面上突然出
現了一個一個的坑洞，大家正感愕然之際，一個黑影從一個
坑洞中跳了出來。孫悟空正想叫師父小心的時候，竟被抓了
一下，全身瞬間結成了冰。豬八戒和沙和尚嚇得目瞪口呆，
只見那個黑影來到唐僧面前，一把抓住了唐僧，之後，便
迅速地跳進坑裡。那些在冰面上的坑洞就突然消失了。這連
串的動作只在電光火石間發生，突然，孫悟空說：「呆子，
還看甚麼？師父都被抓去了，快點把我救出來呀！」「好！
好！」豬八戒和沙和尚應道。可是任憑豬八戒和沙和尚怎麼
敲打，冰面卻一直打不碎，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只好呆
在原地乾著急。突然，孫悟空靈機一動，說：「八戒、悟淨
過來，你們快去找觀音，叫她把紅孩兒借來一用。」「好，
老豬這就去了，悟淨，你就在這呆着吧！老豬去也！」說
完，便騰雲駕霧奔向觀音居住的紫竹林。

這時，在冰河下面卻又是另一番光景。「大王，事不宜
遲！我們還是快把唐僧吃掉吧！」「別急，天大地大，還不
及我大，就算是如來佛祖來了，我也不怕，哈哈哈！」說時
來，那時快，豬八戒已經來到了紫竹林，觀音一看見他慌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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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張的樣子，就知道出事了。觀音馬上派紅孩兒過來，說道：
「紅孩兒，你跟着豬八戒一起去冰河拯救唐僧。」紅孩兒答：
「弟子領命。」說罷就和豬八戒趕返冰河。

不到半個時辰，紅孩兒和豬八戒已到達冰河，孫悟空
一看見紅孩兒，便叫道：「紅孩兒快噴火，熔化冰塊。」紅
孩兒立刻噴出三味真火，熔化了孫悟空身上的冰，孫悟空立
刻破口大罵：「臭妖精，快快給老孫出來，看老孫怎樣教
訓你！」妖精在河底聽到孫悟空的聲音，大吃一驚，說道：
「他怎麼可能破解我的絕招？讓我上去探個究竟。」說罷，
便拿起武器，跳出河面，一腳踢在孫悟空胸口，痛得孫悟空
哇哇大叫。孫悟空說道：「好傢伙，老孫現在就滅了你，不
然你還會禍害人間。」妖怪答：「哈哈哈哈，你想滅了我？
開玩笑，你只是把破了我的小絕招，我還有大本領讓你見
識見識，真是自不量力。」孫悟空說：「雖然我不夠你打，
但是我還有一個幫手。紅孩兒，使出你的拿手絕招滅了這妖
精。」話音剛落，紅孩兒向着雙頭怪噴火，雙頭怪全身立刻
被火舌纏繞，他立刻跳進坑洞，逃回他自己的洞裡，那在冰
河上的坑洞又不見了。

豬八戒說：「老豬去引他出來。」「不用了，他應該不
會再出來了，不過我自有妙計。」悟空說道。只見悟空口中
唸唸有詞，土地公突然從地上出來，悟空對土地公說：「土
地公，請你挖一條地道，通往冰洞，我要殺他們一個措手不
及。」土地公立刻在冰上挖了一個地洞，悟空等人立刻拿出
武器，奔向地洞盡頭。

突然「轟」的一聲，妖怪們都還沒拿出武器，就已經
被悟空等人殺個措手不及，至於雙頭怪就抵不住紅孩兒的三
昧真火，活活被燒死了。悟空等人救出唐僧後，和紅孩兒告
別，師徒們又向雷音寺進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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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了？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2B 蕭子謙 (2012-2013 年度 )

誰來了？

使藍藍的天空，

掛上一條七色彩帶。

誰來了？

使雪白的雲兒，

得到一個顏色鮮艷的玩伴。

誰來了？

使彎彎的橋，

穿了一件色彩繽紛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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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信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2C 周詩晴 (2012-2013 年度 )

冬天要給大家寫信

用枯葉做信紙

請小鳥當郵差

郵差想偷懶

到一個地方

就把信一拋

有的信，落在獅子頭上

有的信，掉在青蛙身旁

善良的綿羊，也銜了一頁回家

小河裏、天空中

到處都有冬天的信

小動物們這才忙着準備迎接新年

6



長洲飄色巡遊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3B 莫凱傑 (2011-2012 年度 )

今年的四月二十八日是佛誕。我們一家人一起去長洲欣
賞飄色巡遊。

我們坐船來到長洲，那裡的人真多啊，一片節日氣氛，
真熱鬧！我和弟弟一下子就衝進人群中，跑到包山前，看着
又高又大的包山，上面都是雪白的平安包……一會兒，飄色
巡遊開始了，我看見巡遊隊伍中有許多小朋友扮演不同的角
色和人物，十分逼真，特別好看。

回家的路上，我一邊回憶飄
色巡遊，一邊想飄色巡遊是長洲的
傳統文化特色，希望能永遠保留下
去，讓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

7



遊蝴蝶灣公園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5B 蔡冰怡 (2011-2012 年度 )

星期四，老師帶着我們一班頑皮的孩子遊覽蝴蝶灣公
園。

我們一班興致勃勃地到蝴蝶灣公園入口。我看見一片
「綠色天地」，裡面有著形形色色的樹木和花朵，令人目不
暇給。松樹是一個高大的巨人，他守護著這片樹林；蒲葵是
一位打扮得體的小姑娘，她拿著一把把扇子，翩翩起舞；木
棉樹是一個新生的嬰兒，全身都光禿禿。樹上佈滿了大花紫
薇，把樹木裝飾得煥然一新。微風吹來，木棉花的種子隨風
飄散，酷似軟綿綿的蒲公英。

我們沿著小徑走，來到「十二生肖小園地」。我望著
用福建茶砌出來的「十二生肖」，感到十分無奈，因為我根
本不能猜到那是甚麼，可能是經過風吹兩打，所以變了樣子
吧。當我看到十二支柱子，才能想像牠們是甚麼模樣。唉！
真是太遺憾了！

我們越過一條條小徑，又來到由草叢圍出來的「小迷
宮」，那裡有不同的通道。陽光照耀在青蔥的綠草上，好像
為它們鍍上一層金。由於陽光太猛烈，所以我們在一間優雅
的涼亭下坐了下來。啊！太幸福了。

離開了「小迷宮」，我們跑到令人心曠神怡的沙灘。沙
摸起來暖暖的，我往沙裡一挑，非常幸運地拾到一塊奇特的
石頭。這塊石頭是琥珀色，晶瑩剔透的，好像一塊水晶。我
悠閒地走到大海前，感受到溫柔的海風正撫摸着我的臉。而
大海是一個退休的老人，經常走來走去；大海是一個堅持不
懈的孩子，他不斷拍打岸邊的石頭，他相信終有一天會打破
石頭；大海是一個兇惡的怪物，他把船隻吞噬掉。

雖然已結束了這次「蝴蝶灣公園之旅」，但我還是再想
遊覽多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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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遊記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畢業生 羅重華 (2011-2012 年度 )

香港景色世界馳名，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太平山頂。從山
頂往北眺望，高樓林立，萬家燈火，加上附近的維多利亞港
和九龍海景，不知讓多少人陶醉在「人間仙景」中。今天，
我就前往太平山頂。

「到了！到了！」我們在山腳下看見這座山，心想：「這
一座山有何特別呢？只不過是一座普通的山而已，為何這一
座山是一個旅遊勝地呢？」我的心裡愈來愈多疑團。

現在，疑團終於解開了。從太平山俯瞰，那景色是多麼
迷人，怪不得這是一個首屈一指的旅遊勝地。我們經過彎彎
曲曲的羊腸小徑，這裡佈滿著濃霧，姹紫嫣紅的花朵兒向我
展現出燦爛的笑容，令人樂而忘返。

沿著濕漉漉的石階走，我們到達了山頂廣場。迎面而
來的微風溫柔地拂過我的臉龐。旁邊有一輛古老的纜車，經
歷了多年的滄桑，與現在的纜車截然不同。屹立在旁的凌霄
閣，就像一頂倒轉的牛皮帽子，它既像一個大西瓜，又像一
艘巨大的挪亞方舟。如果能夠站在凌霄閣頂端，情景一定會
截然不同呢！

走著走著，我來到了盧吉道，我踏著「沙沙」作響的樹
葉，它們彷彿在湊熱鬧。道上種滿各式花卉，有紅的、有藍
的、有黃的，染紅了整個山谷，小鳥在樹枝頭上嘰嘰喳喳的
鳴叫著。

最後，我到了獅子亭，那裡的獅子栩栩如生，被一種古
色古香的風味籠罩著。

可惜，時間過得真快，很快我便
要懷著興奮的心情離去了。今天真是
一次難忘的旅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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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電記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3A 馮曉逸 (2012-2013 年度 )

一個夏天的晚上，我正和家人在家看電視，突然，「啪」
的一聲，四周漆黑一片，所有電器都停頓了。原來，停電
了！

這時候，家裡變得漆黑一片，我覺得驚惶失措，爸爸嘗
試開電箱，但開不到。我說：「可能我用電太多，所以停電
了。」爸爸再三嘗試，可是也束手無策，大家都焦急萬分。

沒有了電燈，四周昏天黑地，我問媽媽怎麼辦？媽媽提
議燃點蠟燭，但爸爸說這樣很危險，改用電筒吧！

今天的氣溫是三十度，沒有空調，一家人都滿頭大汗，
於是媽媽把家裡的窗都打開，又替我換背心，又撥紙扇，我
覺得涼快多了。

平日晚上，我們一家大小會一起看電視，現在停電了，
我覺得很悶，於是我請媽媽說成語故事給我聽，一會兒我便
睡著了。

過了這一晚，我覺得很難忘，原來
電對我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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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班長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3B 蔡靜怡 (2012-2013 年度 )

今天是選班長的大日子。

開始選舉了，老師讓我們提名，我很想當班長，因為一
年級到二年級我甚麼都當過，就是沒當過班長，所以特別想
當班長。有一個同學提名了，可不是我；又有另一個同學提
名了，還不是我；我有點焦急，也有點失望，終於聽到自己
的名字，我開心極了！心想憑着自己的學業成績一定會當選
的！

可事情的發展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因票數不足而落選
了，我落敗了……眼淚在我的眼眶裏打轉，我強忍着淚水不
讓它流下來，心想可能是我平時不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才
導致落選，不能當班長了。

這學期，我一定要幫助同學，愛護同學，希望下學期可
以當上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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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第一天

第 14 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5B 黃光安 (2012-2013 年度 )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是個五年級生了。今天上學途
中，看見一個小一學生在路旁抽泣，傷心地說：「媽媽，我
不想離開你。」聽他這樣說，我不禁想起我小學第一天的生
活。

那天早上，我拖着爸爸和媽媽的手，戰戰兢兢地上學
去。在學校門口，看見沈校長面上那溫柔、親切的笑容迎接
我們，我緊張的心情也慢慢消失了。

上到課室，老師在班裡分配工作，有人做了班長、組
長、清潔大使……而我想做的任務是午饍大使，就向老師毛
遂自薦，但名額太多，我最終落選了。

小息時，活潑的同學在大聲地玩耍，文靜的同學在看故
事書，頑皮的同學在到處塗鴉，而我就因為落選一事在一旁
抽泣。林老師發現了，就溫柔地問我甚麼事，我告訴她我的
心願，老師先是笑，然後對我說：「你就做午饍大使吧！加
油！」我高興地向老師道謝。

很幸運，每當我們頑皮搗蛋的時候，都有社工和校長的
循循善誘；在小事遇到困難，
有同學的幫忙；在學習上，有
老師諄諄的教誨。

今天，曾經是陌生的同學，
現在都變成了我的兄弟姊妹，
老師就好像我的長輩，而學校
就是我的大家庭。老師叫我加
油的聲音言猶在耳，上小學的
第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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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控制情緒 

校內寫作比賽二年級冠軍

控制情緒

校內寫作比賽一年級冠軍
1C 麥煒虹

今天，哥哥看到電視有他最喜歡的超人卡通，他感到很開心，
他想如果能做到超人多好。

妹妹說：「如果我能做到漂亮的美少女戰士就好了。」原來
她想看美少女卡通。

這時，兩兄妹就在客廳裡爭奪電視遙控器，他們都十分生氣。

過了一會兒，爸媽回來了。他們聽到兩兄妹的吵鬧聲，便對
他們說：「你們不可以這樣的，如果你們太吵會影響別人，既然
互不相讓，就大家都不要看了。」

星期天，妹妹在玩具店的櫥窗看見一個毛娃娃，她很想擁有
它，因為那個毛娃娃真是很精美。

妹妹希望可以擁有它，於是她告訴了媽媽，但是媽媽拒絕了
她，然後她便拉着妹妹離開了。

妹妹買不到毛娃娃，竟嚎啕大哭起來，惹來很多群眾在圍觀，
媽媽感到十分尷尬，很想離開現場。

媽媽告訴妹妹︰「不是每樣想要的物品都要得到的，而且你
已經有很多毛娃娃了！」媽媽說完，妹妹也明白了，最後她們就
離開了。

2C 鄧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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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錯了！

校內寫作比賽三年級冠軍
3B 何浩山

		今天上課的時候，何樂兒突然說她的原子筆不見了。

同學都用疑惑的眼神望向何樂兒。這時有人說我把何樂
兒的原子筆藏起來，因為我經常捉弄同學。

頓時，我好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樣，驚呆了。有同學說：
「不說就是默認了！」我非常生氣，便大發脾氣，臉紅耳赤
地向同學咆吼……

回家後，我仔細回想學校發生的事，覺得自己不應該
這樣做。第二天，我去找何樂兒，何樂兒卻對我說：「對不
起！」原來昨天她在家裡找到了自己的原子筆。

聽到她這番話，我原諒了她，並說：「我也不應該大發
脾氣的。」何樂兒說：「不要緊，我們是同學嘛！」

最後，這場風波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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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蘇文聰 

親愛的媽媽：

對不起！你的心情平伏了嗎？你還記得幾天前我向你
大發脾氣嗎？這讓我感到十分慚愧、內疚，心裏一直很想向
你說聲「對不起」，可是你卻仍然火冒三丈，好像快要爆炸
一樣，這使我遲遲不敢向你道歉。

記得那天，是默書的日子，可是我從沒溫習，只是不斷
地玩遊戲，差不多玩了一天，把功課和默書都被拋諸腦後。
即使你怎樣勸導我，我都不知悔改，依然繼續玩着，就好像
遊戲機已經侵襲了我的腦袋，正在給我「洗腦」似的，即使
我心裏怎樣掙扎，都無法脫離我的「友伴」──遊戲機。

就這樣，很快便到默書的日子。我都不知要默甚麼，連
碰也沒有碰到課本的我，只好勉強應付。結果考出來的成績
只是剛剛合格。這時我才感到十分後悔，回到家裡不斷發脾
氣。當我冷靜下來，才知道錯了，頓時就像一隻貓頭鷹低下
頭來。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真想立刻溫習呢！

媽媽，對不起！以後我再也不會那麼衝動，請你原諒我
吧！

兒子

文聰上

四月三十日

媽媽，對不起

校內寫作比賽四年級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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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溫健榮

今天放學回家後，想起今天發生的事，不禁百感交
集……

「小健，小健……」剛從五年級丙班跑過來甲班的俊俊
氣喘吁吁地說道。「發生了甚麼事？」見到他這樣子，我認
為是一件急事。「小健，下去吧！」俊俊指了指後樓梯。「和
我一起到操場玩吧！」我覺得有三隻烏鴉在我頭頂上飛來飛
去，然後我跟著好友俊俊到操場去了。

「玩啥？」我興致勃勃地問道「籃球好嗎？」俊俊搖
搖頭，說：「我不喜歡。」「足球？」我興奮地提議，「人
太少了，玩不成。」他不贊成，「羽毛球？」「象棋？」
「跳棋？」「……」就這樣，他一一否決了我的提議。我
的興勃和耐心也開始消失。「既然你都不喜歡這些，那麼你
提議吧！」憤怒沖破了我的理性。「快啊！提議不了就別玩
了！」說罷，我離開操場，回到課室去了，只留下俊俊一個
呆站在那裏。

呆若木雞的俊俊看傻了眼，思考着自己做錯了甚麼，嘴
裏不斷嘟嚷：「我做錯了嗎？做錯了嗎……」天上突然下起
瓢潑大雨，雨水不斷淋在他身上，可他仍紋絲不動。另一端
在課室的我不知為何拿著雨傘走出課室……

俊俊感到不知所措時，突然有把大雨傘擋在自己頭上，
「小健，你……」「你能原諒我嗎？」俊俊看見了我，感到
意外。他呆了呆，終於開口道：「當然可以，因為我們是朋
友，不過要學會控制情緒哦！」「知道了，長官！」此刻，
在雨中傳來一陣笑聲……

續寫故事 -- 雨中的笑聲

校內寫作比賽五年級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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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關志聰

如何能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 ?

校內寫作比賽六年級冠軍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我們遇到挫折，如考試
名落孫山、升職無望、成為「失業大軍」等，我們如何能好
好控制自己的情緒呢？

第一，我們可以做運動，讓自己的情緒得到紓緩。做運
動能夠令我們出一身熱汗，負面情緒便隨之消失。另外，聽
音樂也是一個控制情緒的好方法。我們應選一些柔揚悅耳的
音樂，古典音樂就是一個好選擇。這類音樂不但可以陶冶性
情，而且可以靜化心靈，從而達致平和情緒、紓緩身心的效
果，的確是一個控制情緒的好方法。

第二，我們可與家人和朋友一起傾訴，讓他們和我們一
起想出解決方法。正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因此我們遇有難題，就應找人傾訴，與人分憂，那麼問題便
會迎刃而解。有些人或許會認為與朋友傾訴後，朋友便會嘲
笑他們。可是，真正的朋友永遠不會取笑我們的。放心吧！
去找一位你信任的朋友傾訴，心中便自然產生一種正面而積
極的動力，幫助你去解決問題。

第三，我們要抱着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不如意的事。
十大傑出青年張潤衡先生在十一歲時登山遇到山火，被山火
嚴重燒傷，但是他抱着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困難，重新學習踢
足球、寫字，最終衝破種種人生障礙，更榮獲「十大傑出青
年獎」。我們從他身上明白到：與其悲悲切切地過日子，不
如抱着樂觀的態度去迎接每一天，成為「生命的勇士」吧！

總括而言，面對不如意的事情時，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
度去面對，與家人、朋友一起傾訴，
亦不要自暴自棄。我希望我們每人
都好好地處理自已的情緒，以正面
而樂觀的人生態度去面對生命的每
一個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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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上

1A 黃 蕎

星期天，我、爸爸和媽媽到沙灘去游泳。到達後，我看
見沙灘上有海，有沙，還有貝殼。

在沙灘上，我們用沙堆了一座美麗的沙城堡，還拾了六
個漂亮的貝殼，十分開心。

接著，我們便去游泳。突然，我不小心跌進海裡，我
說︰「救命啊！救命啊！」爸爸立刻來救我。

下午，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在公園裡

1A 姜尚余

有一天，我、爸爸、媽媽和姑媽一起到公園去遊玩。

公園裡，有紅色的花朵、綠色的青草、黃色的小牛和黑
色的小狗。

我們沿著海旁小路，走上山坡和山頂。我看見塔門著名
的疊石，還有美麗的海景。

到了黃昏的時候，我們才乘船和旅遊車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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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裡

1B 岑茵嬅

有一天，我和媽媽一起到公園開開心心地散步。

公園裡，有一座滑梯和很多五顏六色的花朵，藍藍的天
空上更有兩朵像棉花糖的雲。

公園裡有一棵葡萄樹，樹上有兩隻美麗的小鳥，樹下有
一條小河，河裡有兩條游來游去的小金魚。

黃昏的時候，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動物謎語（海豚）

1B 梁文禮

牠有彎彎的身體

牠有灰色的皮膚

牠最愛吃的是魚和蝦

牠最愛的是跳水

牠是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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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裡

 1C 譚錦渝

有一天，我和芊霖一起到公園去玩耍。

在公園裡，有滑梯、鞦韆、攀登架，還有其他遊玩設施，
真是多不勝數。

我們玩了很多設施，又一起玩捉迷藏，大家都玩得興高
采烈。突然，有一個妹妹走過來想捉住我們，我和芊霖馬上
躲起來。

黃昏的時候，我們才高高興興地回家去。

復活節假期的一天

 1C 譚迦允

復活節假期的一天，我、姊姊、爸爸和媽媽一起到澳門
去旅行。

在澳門，有著名的澳門觀光塔，有些遊人在那兒玩笨豬
跳，我覺得很可怕。

還有，媽媽和我去品嚐美味的蟹粥，我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的時候，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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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的一天

1D 張家聰

今天，我好開心！因為我和爸媽一起去市中心買東西。

到市中心時，我看到一件我很喜歡的衣服，媽媽就買了
給我。買完東西後，我們就去吃飯，爸爸選了我最喜愛的西
多士餐。

我很感謝爸媽這麼愛我，我真的覺得很感動呢﹗

開心的一天

1D 唐國鳳 

上學期考試過後的一天。

數學堂時，陳老師和我們對試卷，一會兒老師送禮物給
今次考試成績好的學生。陳老師送給我一本漂亮的記事本，
我很開心。

到了英文堂，李老師也是一樣，送禮物給成績好的學
生。今次我的英文拿了９０分，李老師送給我一個紅色的
ANGRY	BIRD 文件夾和一枝圓珠筆。

今天，我得到很多禮物和老師的讚賞，真是很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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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上

1D 張鎮雯

星期天，爸爸、媽媽、我和許老師一起到沙灘游泳，那
裡有很多小鳥。

到達後，我看見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曬太陽，還
有的人在吃冰淇淋。我們在沙灘上堆沙，堆了各種各樣的圖
案，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在游泳的時候，有一個熱氣球從我的頭頂飛過，我開
心地向它揮了揮手。

太陽落山了，我們開心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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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雨

2A 黎澆晴

有一天，我約了小琪、美美、小米、輝輝和小周一起到
草地上玩耍。我們玩了捉老鼠、賽跑、捉迷藏、「石頭、剪
刀、布」、跳大繩……大家都玩得咧開嘴笑。

當我們正玩得興高采烈時，突然，天上掉下很多很多的
糖果，小琪興奮地大叫：「糖果雨啊！糖果雨啊！」小周忍
不住張開大嘴，快快地吃了它們。小米說：「嘩！有正方形
的、圓形的、橢圓形的……」接著，大家說：「真好味！」

天上怎會突然掉下糖果呢？大家都覺得十分奇怪，於是
小周提議坐飛機上天，看看糖果是怎樣掉下來的。小米看見
了，就叫大家過來。大家說：「啊！是糖果樹啊！」大家都
奇怪地問糖果樹：「你為甚麼會掉下糖果呢？」糖果樹說：
「因為我不小心把袋子倒轉了，所以糖果掉了下來。」大家
說：「原來是這樣的！」

最後，大家都回家去拿袋子，然後拿著袋子去接天上的
糖果，大家都很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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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練功房——獅子

2A 黎毅朗

毛髮長長像稻草，

爪子尖尖像小刀，

由早到晚都在森林裡找食物。

臉孔圓圓像雞蛋，

尾巴黑黑像毛筆，

吃肉高手，吃肉高手！

真想看看你怎樣生活？

誰來了？

 2A 葉倩盈

誰來了？

使路上的人

頭髮吹得左搖右擺

誰來了？

使人拿着傘

一把把被吹掉了

誰來了？

把農夫的家吹倒了，

農夫沒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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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變萬化的雲

2B 鮑曉

星期日早上，天下着濛濛細雨。我和外婆從啟豐商場出
來，便看到天邊飄着兩朵烏雲。

這兩朵烏雲好像獅子和鱷魚正在賽跑，慢慢地，鱷魚追
上獅子，我們也跟着烏雲追到海邊，突然鱷魚和獅子變成了
一條長長的龍，後面跟着海馬、老鼠、金魚和小鹿，看來牠
們也是來參加跑步比賽的。這一定是一場動物馬拉松比賽。

我們站在海邊看着牠們不停地跑啊跑，烏雲離我們慢
慢遠去。我對外婆說：「多麼神奇的雲啊！能變出不同的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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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鴨子

2B  蕭子謙

脖子長長像管子

嘴巴扁扁像喇叭

羽毛白白像棉花

軀幹胖胖像球兒

牠是一個穿了白衣的游泳員，

最愛在水中追逐。

牠也是一個愛哭的娃娃，

終日只會呱呱叫。

牠就是我最愛的小鴨子！

青蛙

大大的眼睛像銅鈴，

綠色的衣服像樹葉，

鼓鼓的肚皮像皮球，

牠最喜歡游蛙泳，

每次都能拿冠軍。

牠穿上綠色的泳衣，

站在荷葉上拿着水珠獎杯。

青蛙啊青蛙啊

你真厲害﹗

2B 鮑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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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日

2B  鄭詩絲

每當我聽到有同學說英語時，我都想起那天的英語
日……

那天雖然天氣不是很好，但也沒有影響我的心情。一
大清早，我便叫母親為我挑衣服。之後，我便興高采烈地回
校。上課室時，我看到其他同學都盛裝出席，可見他們也很
重視這日子。「叮噹……」鈴聲響起，我們跟隨老師到操
場玩攤位遊戲。雖然我十分努力地玩，但仍得不到禮物。很
快，老師便帶我們離開。到了禮堂後，我們和其他班比賽。
最後，我們沒有獲獎，但學會了合作。

在課室歇了一下後，我們又開始玩了。我和另一位同學
一組，在各樓層找詞卡。經過我們一番努力，終於成功了。
雖然只得第二，但我們亦十分高興。

小息完了，班主任派給我們一張紙，玩英語字謎遊戲和
迷宮遊戲。做完後，我們便看迪士尼卡通，最後我們便放學
了。

這次的英語日令我獲益良多，我
學懂了很多英文詞語外，也明白合作
的重要，真期待下次英語日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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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了

2C  溫尚哲

誰來了？

使草地上的小草，

一棵棵長得健健康康的。

誰來了？

使花園裡的花朵，

一朵朵開得漂漂亮亮的。

誰來了？

使人們的臉上，

一個個笑得快快樂樂的。颱風

3A 彭芷欣

不知是誰惹怒颱風伯伯，

颱風伯伯又來搗亂了﹗

颱風伯伯氣得落淚，

使人們一個個撐著雨傘。

他不開心，

帶著一頂大黑帽到處亂跑。

冰雹弟弟來了，

他和妹妹在屋外扔冰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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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雷

3A 鄭硯智

不知是誰惹怒了雷公公，

他氣得打著鼓……

雲弟弟怕得大哭著，

他甚麼也不管了。

喜怒無常的風姊姊，

今天又亂發脾氣。

鼓聲令太陽公公生病了，

他今天請了病假。

閃電哥哥聽到了他的鼓聲，

也來湊湊熱鬧，跳跳閃閃舞。

最後他們像開派對一樣，

不停地打鼓和跳舞。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中文科校內寫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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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3A 莫栢迪

我有一張脹鼓鼓的圓臉，輪廓分明，一雙炯炯有神的
眼睛，和藹可親的笑容，令人感到份外親切，像綿羊那樣善
良。

如果你問我：「你是怎樣的人？」我會說一句，我是一
個活潑的人，從小我看見新事物就會好奇地問：「為甚麼？」
所以，我也是一個每事問的人。

我很性急，因為我和媽媽走路時，媽媽總是慢條斯理的
樣子，每次我都會焦急地說：「媽媽，走快一些吧！車快要
開啦！」

但同時我也是一個開朗的天使，雖然默書成績不好，
但我會下次多溫習一些和再努力一點，不會記着不開心的事
情。

我是一個好動的小孩，喜歡在公
園玩皮球和踏單車。在學校上課
時，會常常想著在公園玩耍，所
以很多時候都會不專心聽老師的說
話。

我是一個活潑的小孩，希望我長
大能更用心認真，成為一個善良的天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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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壽司的一天

3A  羅子峰

星期天，我建議媽媽今天晚餐吃壽司。

媽媽說：「不如我們自己做壽司吃好嗎？」我和妹妹齊
聲說：「好啊！」

媽媽帶妹妹到超級市場購買做壽司的材料，我們買了粟
米、沙拉醬、吞拿魚、腸仔、珍珠米和紫菜……

回家後，媽媽準備好所有材料，便吩咐我們洗手。首
先，我們用保鮮紙包著白飯，然後將白飯搓成飯團，再用紫
菜捲著飯團，放上自己喜愛的材料便大口大口吃下，真是美
味極了！

我和妹妹都很喜歡今晚的晚餐，希望下星期可以多吃一
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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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

3B 甄柏瑜

他是誰？

令鳥兒哼出悅耳的歌聲，

為大地增添了清脆的音樂。

他是誰？

為田野精心地打扮一番，

讓大地穿起了小姑娘的花裙子。

他是誰？

天上的雲兒被他吹散，

為天空披上了藍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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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記

3B 何泳姻

昨晚，我家突然停電了，周圍黑黑的，甚麼都看不見，
我驚慌地大叫起來。爸爸鎮定地說：「不用怕，我把手電筒
找出來就行了！」說完便摸黑去找手電筒。

沒有電的晚上，更加悶熱了，我也有點急躁不安了，站
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該怎麼打發這漫長的夜晚。媽媽
找來一把扇子搧着，讓我坐在她的旁邊，媽媽一邊搧着扇子
一邊講起她小時候的故事……我靠着媽媽靜靜地聽着，果然
沒有那麼熱了。

又不知道過了多久，電終於回來了，雖然恢復了光亮，
但我仍回味着媽媽的故事……

雪花

3B 葉繕僮

雪花是一個淘氣的小男生，

在高高的天上剪着零亂的白頭髮，

把地上的一切都蓋住了。

雪花是一個淘氣的小男生，

他偷偷地打開了冰涼的冷氣機，

把世界一下變成了一個大冰箱。

雪花是一個淘氣的小男生，

把陸地變成了一個光滑的溜冰場，

讓小朋友們快樂地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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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週

4A  蘇文聰

三月七日至三月十三日

一連三日的考試很快便結束了！這次是我最難忘的一
次考試，為甚麼？因為我終於首次在考試奪得完美的「一百
分」。

還記得考試的前一天，也即是三月七日，為了奪得一百
分，我便立下堅定的決心，更在頭上寫上「加油、努力！」
的字句，要自己整天全神貫注地溫習。即使有任何人打擾
我，我都全然不理，十分刻苦。

到了三月八日，是考試的日子，我十分細心地做着試
卷上每一道題目，只見試題一道比一道難，令我感到十分煩
躁，整個人就像一隻焦急的螞蟻。但當我回想起我在考試前
用功讀書的情況，我就更加堅定地向自己說：「我一定要奪
得完美的一百分！」我便更加專心地做考試卷！

三月九日，老師拿着試卷進入課室。當輪到我時，老師
興奮地大喊着：「蘇文聰，一百分！」當我聽到後，就像一
個快樂的天使，欣喜若狂。

當我拿試卷給媽媽看時，媽媽立刻拿了一份神秘的禮物
給我。我打開來看看，原來是我最心愛的水晶熊，裏面更附
帶著一張支持我的字條，上面寫著：「繼續加油、努力！我
們永遠支持你。」讓
我十分感動呢！

這次考試的經歷
真讓我畢生難忘呢！

34



我最喜愛的節慶食物

4B 伍永嵐

我最喜愛的節慶食品是甚麼？讓你猜一猜吧！年糕？
不是。火雞？也不是。給你以下的提示吧！

這種食品看上去像一個彎彎的月亮，又像一隻飽滿的
餃子。它的表面鬆脆無比，裡面的餡料有花生、芝麻、椰
絲……甜絲絲的。咬開它，「啪！」的一聲，就像吃薯片時
的聲音一樣，真有趣！它裡面飽滿的餡料立刻擠出來，而那
種濃濃的香味便立即撲鼻而來。呀！真想把它一口放進嘴裡
吃掉了！

對了，它就是油角──一種「人間美食」！

記得每年的春節，奶奶都會親自在家裡製作油角，而
我總喜歡當她的助手。首先，我們要去附近的菜市場購買材
料，如：麵粉、花生、芝麻……然後我們便回家分工合作，
開始製作油角。我負責搓粉皮，奶奶負責包油角，而媽媽就
負責炸油角。哇！剛炸好的油角，金黃色的，熱騰騰的，真
是很吸引呢！

每年的農曆年前夕，我們就是這樣熱熱鬧鬧地渡過一個
歡樂的下午，而油角亦成為我最喜愛的節慶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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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龍躍頭文物徑

4B 吳汶穎

十二月十九日是中文科進行實景寫作的日子，老師帶我
和同學們到龍躍頭文物徑進行戶外考察。

龍躍頭文物徑約有五、六個景點，包括有永寧村、永寧
圍、松嶺鄧公祠、天后宮和老圍，展現出圍村的歷史風貌。

首先，我們到永寧村參觀。那裡的石級凹凸不平，門
口的圍牆十分粗糙，門上的牌匾雖已褪色，但卻更顯古意盎
然。再往前走，便是永寧圍，那裡的門樓以粉紅石築成，因
日久失修，現已很破舊。

沿行人道前行，我們便到達天后宮。一走進去，便嗅到
一陣濃烈的香燭味，而且環境昏暗，地上還放置了兩個殘舊
的古老大鐘，大鐘已有三百年歷史，是村民用作酬神之物。

我們繼續向前走，便來到松嶺鄧公祠，那裡的牌匾上都
是古老的壁畫。內裡有幾個神像，神像的眼神嚴肅，令我有
點害怕。

我們踏着小徑往前走，圍村的風貌盡收眼底，終於到達
了老圍。老圍四面被圍牆圍繞着，牆磚粗糙，門口窄小，圍
牆上還建有兩個更樓，作防守之用。一進去，我們發現一口
水井，這口水井十分深，被生銹的鐵網圍着，原來這口水井
以往是村民的食水來源。

最後，我們拍照留念後，便乘校車回校了。今天能一睹
圍村的風貌，真是令我大開眼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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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週

4B 鄭烷桐

十月十二日至十月十八日

每當我看見這張相片，我便會想起四年級的第一次宿
營，真是令我回味無窮……

十月十二日，我帶著沉重的大背包，吃力地上學去。聽
過老師詳細的講解後，我們便上車出發了。

到達營地，我們先到房間放下行李後，然後便開始玩
歷奇活動──尋寶遊戲。大家在炎熱的太陽下都玩得汗流浹
背。我和同學們要分工合作，在營地找尋卡片的答案，寫在
紙上。雖然我們得不到第一名，但也玩得非常開心。

吃過晚飯後，我們便開始這晚的第二個活動──游繩，
我們要一個一個沿著木牆游繩而下。當我抬頭看見一幅六米
高的木牆時，我頓感心驚膽跳。當我看到鄰班的同學害怕得
哭起來時，更感到忐忑不安，我的心好像快要跳出來似的。
輪到我了，我一步步走上梯級，小心翼翼地穿上安全帶，用
力地抓緊繩子。我緊閉雙眼後，便慢慢地游繩下去。儘管我
很害怕，但是最後也能完成任務，我高興得手舞足蹈。這晚
回到營舍後，我便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第二天，吃過早餐，便開始最後一個活動──穿洞水
管，大家要訓練合作性。大家玩得全身濕透，真是又狼狽又
有趣。吃過午飯，我們便和營
舍揮手道別了。

第三天，我竟然病了，患
了感冒，可能是太累了吧！

這個星期的經歷，真是令
人非常難忘呢！

37



《我和好友之間的誤會》

4C 梁星云

我和老林是好朋友，我們唸幼兒園時已認識。在讀小學
時，雖然我們是同級不同班，但我們會一塊兒上學，一塊兒
放學，相處得非常融洽	。

記得有一次，輪到我當那天的衛生長，負責檢查每個班
的清潔衛生。當我走到老林那一班時，發現教室的地板有幾
塊垃圾，我就扣了他班幾分，誰知道那天正好是老林當值日
生。

第二天，老林被老師責罵，罰他要多掃三天地。當我知
道後，心裡忐忑不安，我以為他會因而惱我，不和我做好朋
友，一想到這兒，我就發呆了。放學後，我急忙走到他的課
室跟他道歉，可他對我說：「如果換了第二個衛生長，也會
這樣，這事你別放心裡吧！」

我聽了這一句話後，馬上拿起一塊布和他一起去打掃地
方，結果，那天的衛生長給了他班滿分。

這一件事令我和老林的感情日益加深，但是好景不常，
我和爸爸到了香港，離開了我的好同學和老師，還有我的好
朋友——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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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園

5A 楊健聰

昨天，我們一起去香港公園進行實景寫作。雖然這次是
我第二次去香港公園，但是我仍然感到很興奮。

到達後，我們便立刻去到第一個景點——「觀鳥園」。
我看到顯示牌介紹有超過六百多種雀鳥在這裡生活，令我讚
歎不已。往前走，我聽到不同的雀鳥在鳴叫，好像在歡迎我
們。我還看見有些雀鳥在吃玉米，吃得津津有味。突然，有
一群鳥飛過來，令我們大吃一驚。接近離開時，「壓軸戲」
更令人吃驚，我們從高處的木橋上向下看，看見一隻十分龐
大的鳥，那長長的嘴巴彷如一枝垂下來的筆呢！離開時，我
看到有一塊像靈芝的石頭鑲嵌在粗大的樹幹中，蠻有趣啊！

離開「觀鳥園」，我們便步行到人工湖。我看見荷葉讓
水沖刷自己，真是一個愛美的女子。湖中的錦鯉在輕鬆地游
泳，活像是一個婀娜多姿的舞蹈員。再向前走，遠遠望見一
些烏龜雕塑在湖中，造型栩栩如生，十分別緻。近看，牠們
竟然是如假包換的真烏龜呢！在前方不遠處，另外一條瀑布
傾瀉而下，我還以為是天上下着狂風驟雨呢！近看，瀑布像
在保護着內裡的山洞，不讓人進去。繼續向前走，前方的湖
中有些倒掛着的雨傘，有些像旋轉中的陀螺，有些像一個湯
碗，令人感覺像在世外桃源一樣。

接着，我們沿着長長的小徑走，不久就到達噴泉。洶湧
澎湃的水柱衝擊一座座聳立在水中的雪山，它們還發出嘈雜
的聲音。我仔細觀察，上游的水平靜如鏡，我終於按捺不住
心中的興奮，摸一下噴泉水，水冰涼冰涼的，我心中的壓力
也沖走了，舒暢極了。

經過小食亭，我們沿着樓梯拾級而上，便到達「溫室」。
在這裡我看到一些拖鞋蘭倒掛着自己的「兒子」——種子，
形態像蜻蜓點水般。再上一層，便是「旱區植物展覽館」。
這裡有很多不同形態、不同形狀、不同顏色的仙人掌。當然
也有仙人掌最大的特徵——密密麻麻的尖刺佈滿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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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軀，像在保護自己。我還看見豬籠草，它正在等候着獵
物，準備飽餐一頓。

離開「溫室」，踏上木橋，我們便要離開了。經過這次
參觀，令我感受到大自然之美，真令我畢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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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園

昨天，老師帶我和同學到香港公園參觀。

一下車，就到了可以通往「觀鳥屋」的小徑，四周一看，
有一隻可愛的小松鼠在爬來爬去，好像在熱烈歡迎我們的來
臨。

我們沿著小徑走了十五分鐘，終於到了「尤德觀鳥
屋」。一進去，便聽到流水潺潺的聲音，抬頭看到群鳥飛翔，
感覺到大自然的氣息，就像進入了仙境一樣。步進十來步，
有兩隻潔白無瑕的鳥兒互相依偎著，好像夫妻倆在互相扶
持。再走了幾十步，看見有白色、紅色、綠色的小鳥正在吃
玉米，十分可愛。幾隻「肥肥白白」的小鳥在玩耍、喝水、
吃玉米……突然，有一隻巨鳥走出來，看到牠，我也被嚇了
一跳，真的想不到鳥兒也會這樣大。

步行幾分鐘，來到「人工湖」，一隻隻龜坐在石頭上，
紋風不動，好像是假的，當有一隻在水中暢泳時，我們才知
道牠們是活生生的。我遠眺到從天上飛下來的瀑布，它像白
色的絲綢垂了下來；近看，像火箭射下來，十分有趣。

走了五分鐘，到達了噴泉。我們坐在梯級上，突然一道
白濛濛的水柱映入眼簾，那一強一弱，一高一低的水柱變幻
無窮，像是魔術師把水柱變成蚯蚓似的。走過第一個噴泉，
來到一間蘑菇形的小屋，細心一看，頂端流著水，摸下去，
嘩！十分清涼，頓時把炎熱的天氣趕走。

走了幾十級樓梯，大家都已氣喘吁吁，終於來到溫室
了。一進入，陣陣花香撲鼻而來，我看到燦爛的花朵，看
到一種像睡蓮的花朵還是綠色的，真的十分奇怪。溫室內
還放著小熊擺設，令靜態的溫室充滿童真和生機。水車不停
轉動，好像在為植物提供養分，還有一些稻草人，再仔細一
看，竟然是金屬做成的，令我十分驚訝。

再走上十幾級樓梯，就進入乾旱植物展區。那兒十分炎

5B 溫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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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但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仙人掌，有的像草菇、有的像節
瓜、有的像蚯蚓……還有毛絨絨的月兔耳、清秀的吊鐘花。
令我不能忘記的是小翠雲耳，因為這是我姨媽的名字，十分
有趣。

真的意想不到，參觀香港公園也能大開眼界，獲益良
多。最後我們依依不捨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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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生活習慣

5C  陳競賢

對於擁有不同文化和風俗的不同民族來說，健康生活的
定義可能各有不同。但毫無疑問，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是邁
向健康人生的不二法門。而要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我們應
該從飲食、運動、作息和心理等多個方面入手。

試想想，如果我們經常進食那些含高脂肪、高鈉和高糖
分的「垃圾食物」，我們的肚子便會成為如假包換的「堆填
區」，我們又怎能過健康的生活呢？反之，定時和適量地進
食富營養的新鮮食物，還要多吃水果和蔬菜，才是健康的飲
食習慣。

至於運動方面，適量的運動就好像定期為機器的零件添
加潤滑劑一樣重要。缺少運動的都市人，就好像長期沒有使
用過的打印機一樣，偶然你再想啟動它來列印文件時，就會
發現墨盒的噴嘴堵住了，不能正常運作。

作息習慣也是構成健康生活重要的一環。有幾次，我因
為很晚才完成功課，還要溫習默書，所以到了夜深才睡覺。
到了第二天，便帶着憔悴的臉容和疲倦的身軀上學，整天沒
精打采，上課時也不能集中精神。從這些親身經歷中，我深
深體會到作息定時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

現今社會的急劇變遷和來自外界的各種心理疾病。遠至
唐代，大醫師孫思邈已提出「五勞」可以致病的觀點。他說：
「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憂勞，四曰心勞，五
曰疲勞……」除疲勞外，其他都是心理因素，因此，我們要
保持心境平和，在面對逆境時懂得放鬆心情，才能達到身心
健康的境界。

要活得健康，不可以光靠空談。以上提到各種健康的
生活習慣，知易行難，但我相信只要有決心和恆心，坐言起
行，健康的人生已經離我們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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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流遇到他

6A 劉慧婷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去參觀歷史博物館。正當我們參觀
三國時代的展覽區時，我看到我最喜愛的歷史人物──關羽
( 又名關雲長 )。當我注視關羽的「青龍偃月刀」時，我突
然覺得它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一道白光出現後便把我吸
了進去。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有檀香味的床上，硬
硬的。睜開眼睛，見到的是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環境。陌生
的是，我未曾身處一個這樣奇怪的環境；熟悉的是，這種環
境好像是在古裝電視劇中似曾見過的。噢！難道我穿越了時
空，回到古代？想到這裏，我不禁尖叫了一聲。

這時，我的聲音驚動了帳篷外的人，一個臉上長有又黑
又長的鬍子、臉兒通紅的人走了進來，他的手上還拿着一把
「青龍偃月刀」。他被我盯得很不自然，向我自我介紹說：
「我叫關羽，字雲長。關某請問姑娘芳名？」我驚訝得很，
我竟然回到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小女子名劉慧婷，敢問
關將軍有何事？是否關將軍救了小女子一命？」「正是！在
下正與曹仁準備交戰，不料發現姑娘昏倒在營外。」

我正在思索他剛才說的曹仁交戰，便說：「小女子提醒
關將軍一句，小心曹仁所放的箭！」

第二天，關羽出去打仗。第三天，他縱使打勝仗，凱旋
回來，他還是被流矢所傷，原來我的提醒還是沒用的。他請
華陀來替他診症，華陀說：「關將軍，幸好你只是被流矢所
傷，肩膊只是擦傷了，不過箭頭上有毒，還須切去些肉，請
關將軍忍痛！」他笑了笑：「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
我看到他一邊被華佗刮骨療傷，一邊下棋，神態自若，他的
神勇不禁令我折服。

突然，「青龍偃月刀」再次發出白光，並說：「你差點
改變了刮骨療傷的歷史，回去你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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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睜開眼，我便回到了現代，家人說我已躺在床上兩日
兩夜。我翻開日記簿，立即記下我在古代的經歷。這段時光
之旅真叫我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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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上網習慣

6A 關志聰

我們可以利用上網來學習更多的知識，但香港約有兩成
的學童過份沉迷上網，導致學業荒廢。學童的上網習慣不是
已響起警號了嗎？我們作為學生的應要怎樣養成健康的上
網習慣呢？

第一，上網前應該要先限制使用的時間。雖然上網可以
學會更多的知識，但是也要適可而止。假如一個人每天用大
部份時間來上網，朋友紛紛遠離他，家人關係也會疏離，豈
不是弄巧反拙？所以我們應該限制使用時間，每天大約用半
小時至一小時上網就可。

第二，我們要瀏覽健康的網站和設立不良過濾系統。假
如有人經常瀏覽不良網站，那個人的思想和言行舉止就會被
不良資訊影響，結果會怎樣？大家可想而知。我們可以瀏覽
「雅虎」、「谷歌」、「維基」等健康網站，還可以設立「不
良過濾系統」。「不良過濾系統」是一個過濾色情、暴力、
驚嚇的資訊的系統，既可以防範電腦中毒，又可以防止我們
接觸不良資訊，可謂一舉兩得。

第三，我們要有自我保護意識。我們要避免把自己的
個人資料在網上公開，例如電話號碼、住宅地址、身份證號
碼……曾經有報章報導有人在網上公開所有個人資料，結果
那人不斷被人騷擾，個人資料被人盜用，最後更患上情緒
病。不慎處理個人資料會危害自身安全，因此我們要有自我
保護的意識。

第四，我們在上網時要注意健康。在上網時，我們的
眼睛與電腦螢幕應該最少相距三十厘米。
上網每隔十五分鐘就要休息一下，看看
窗外綠色的景物，還要保持坐姿正確，
這樣才能夠保持健康。

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所以我們應該培養健康的上網習慣，好
好利用它來探索世界，獲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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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笑了

6A 何思穎

我望著窗外的雨，一滴一滴地打在窗門上。我捧着一杯
熱茶，坐在窗前，想起了五年前的一件往事……

記得我在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回到家後，便開始
做作業。做著做著，我覺得苦悶極了，於是就偷偷地從書櫃
裡拿出了一本漫畫書……正當我看得津津有味時，媽媽走了
進來，看到我正在看漫畫書，便大吼：「思穎！你不在做功
課，在做甚麼？」我說：「不關你的事……」沒等我說完，
一巴掌就打在我的臉上。我哭了，大聲地叫道：「我討厭你！
我不想再和你說話！」我哭著跑回房間，大力地把門摔上。

窗外的雨仍然下着，房間裡的燈光顯得份外冰冷。我
望著窗外，感覺此時此刻的雨聲，仿似我的悲啾。這時，爸
爸推門進來。他坐在我的身邊，輕輕地握著我的小手。我總
覺得爸爸的大手是溫暖的，每一次都可以安慰我。爸爸望著
我，我似乎明白了很多，明白了我不應該這麼放肆，明白了
我不應該這麼無禮……

於是，我推開門，紅著臉走到媽媽面前，低聲地說：「媽
媽……對不起……」我抬起頭，望著媽媽，媽媽輕摸我的髮
絲，笑了。我的視線越來越模糊，矇矓中，我看到了媽媽的
笑眼中盈著淚水。媽媽緊緊地
把我摟在懷裡，說：「寶貝，
對不起！」

之後，我決心努力學習，
不讓爸爸、媽媽生氣，讓他們
多笑些。

手中的茶涼了，窗外的雨
越來越小，沙沙的雨變成牛毛
細雨。我喝了一口茶，便又繼
續埋首溫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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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遊記

6B  張子望

今天，我有幸和師生們一起到香港著名景點──山頂遊
覽。我們吃過午飯後，便精神抖擻地出發。

經過個多小時的車程後，我們下車步行到山頂廣場。
那裡人山人海，有的輕鬆地吃着冰淇淋，有的自由自在地購
物，有的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不久，我留意到附近一座
外形奇特的建築物──凌霄閣，它最特別的是屋頂，我站
在不同的角度觀看，它就有不同的形態，它有時變成一彎月
亮，有時變成一艘小船，有時又變成一座通往天邊的拱門，
真有趣！

我走過一條小路，途中嗅到咖啡的濃香，頓使我們精
神抖擻，提起勁上路。再經過詩情畫意的走廊後，我們走到
一座小亭子──獅子亭。我走進亭子往下俯瞰，第一眼看見
的是那馳名中外的維港美景，「太美了！太美了！」我心中
不禁讚歎着。從亭上俯望，原本高聳入雲的大樓不再高聳，
原本遙遠的天空不再遙遠，原本廣闊的維港不再廣闊。此時
此刻，我站在孤高的亭子內，彷彿感到人世間一切都是很渺
小、很渺小……

離開亭子後，我們踏着輕快的腳步走進盧吉道。那茂
盛的林木，那清新的空氣，那曲折的小徑，帶我走進獨特的
世界。兩旁的大樹盤根錯節，頑強地抓着泥土，為人遮風擋
雨，這種為人犧牲的精神值得敬仰。

我們再往前走，鳥兒吱吱地叫，微風呼呼地吹，陽光柔
柔地照，一切就像歡迎我們似的。在這追求速度的城市，我
們很難再有閑情緩緩地呼吸着最自然、最清新的空氣。

我們最後乘巴士回校，結束這美好的旅程。

這天，我不會忘記那清新的空氣、那動人
的美景、那悠閒的感覺。這一切一切，我是絕
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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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難

6C  梁文慧

唐僧三師徒眼看就要到雷音寺了，但突然風雨交加，天
上下起滂沱大雨。「師父，這麼大雨看來前進不了，不如我
們到前面那山洞避雨吧！」沙和尚指着前面的山洞說，唐僧
點了點頭，於是他們三人便去了山洞避雨。

這次糟糕了，原來這是「千年雪妖」的山洞，孫悟空一
行人又有難了。「嘩！怎麼這麼冷啊？師父，這兒到處也結
了冰，更寸草不生，要小心一些。」悟空說。「師父，這幾
天我們也不停趕路，沒睡過，不如先休息一下吧！」豬八戒
說。孫悟空說：「也對。」

誰知道「千年雪妖」居然回來了，她剛回來便見到唐
僧師徒在休息，心想：聽說吃了唐僧能長生不老的呢！就讓
我捉他來吃吧！她拿起冰腰帶，唸著咒語，把腰帶變粗。悟
空聽到動靜便立刻醒了，可惜那雪妖已把唐僧、沙和尚和豬
八戒用腰帶綑了起來，更被腰帶所發出的寒氣弄得結了冰。
「哈！孫悟空，如果你不快點打敗我，那三人恐怕會變成我
的晚餐了。」說罷，雪妖就拿起腰帶跟悟空大戰起來，但他
們大戰了二百個回合還未能分出勝負。

悟空心想：她的招式都是雪和冰，她一定是雪妖，但
雪妖最怕甚麼呢？啊！是火，對！火，為何之前我想不到的
呢？

悟空想到後，立刻跑下山，找尋火種。雪妖見悟空跑下
山，以為他逃走了，便說：「哈哈！大名鼎鼎的『齊天大聖』
居然逃走了，真是把我笑死了。哈哈哈！」

正當雪妖在準備烹煮唐僧三人時，悟空突然出現，他把
火種都往口裏放。之後他唸了唸咒語，就變得像一個巨人般
大，眼睛像一個圓圓的月亮，嘴巴像一個大大的血池，樣子
十分可怕，雪妖說：「你以為這樣便能嚇得到我嗎？」說完
之後，悟空把口張開，向雪妖噴火。「啊！不要，不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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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令雪妖元氣大傷，悟空很快便打敗了雪妖。

原來這雪妖在很久以前是天上掌管冬天的仙女，但她
有一次忘記把雪下到凡間，因此被貶入凡塵，最終變成了妖
怪。三藏看到她這麼可憐，便請求玉皇大帝原諒她，玉皇大
帝見是唐三藏的請求，便答應雪妖只要她改邪歸正，當人們
在大雪中迷路，幫一幫他們，五年後，就能恢復她的職位。

最後，唐僧師徒到達了雷音寺，成功取得西經，唐僧等
人也覺得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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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難

6C 羅海宏

過了一天又一天，唐僧師徒繼續前往西天。不久，他們
來到了一個特別的地方。那裏荒山野嶺，鴉雀無聲，膽小如
鼠的豬八戒緊貼著悟空，生怕有妖怪突然出現。

突然，周圍傳來一陣陣狗吠聲，嚇得他們立刻走到附近
的一個村莊裏。原來，這裏是惡犬山，山上有一隻妖精，村
民每天要給他大量美酒、山珍海味和水果，否則他便會來襲
擊村民。因此，山上的人幾乎也被這妖精嚇走了，現在只有
一百多個老村民在這裏生活。唐僧師徒知道後，當然決定要
幫助他們。

第二天，孫悟空正想找那妖怪出來打他一頓的時候，
突然，陰風陣陣，晴朗的天空變成了漆黑一片，並傳來了
一陣陣的狗吠聲，妖怪出現了！孫悟空立刻跳出來說：「你
這壞妖精，你是誰？我來收拾你！」那妖怪全身漆黑，鼻
子長，頸上還掛著一條令人毛骨悚然的項鏈。妖怪囂張地
說：「哈！哈！孫悟空，你忘記了我嗎？我是五百多年前，
你大鬧天宮時來制服你的哮天犬！我現在是世上最強的妖
精──哮天妖！」孫悟空心裏一驚，原來哮天犬離開了二郎
神到了凡間的消息是真的，而且他曾在悟空大鬧天宮時咬傷
了悟空的腿，法力應與悟空不相伯仲。

孫悟空也不管甚麼法力強不強了，馬上用金箍棒一棒打
下去，哮天妖也拿出從他主人二郎神偷來的「三尖兩刃槍」
應戰，二人一連打了八百個回合，勝負不分，二人也筋疲力
盡。豬八戒和沙和尚也出來助戰，哮天妖見形勢有變，立刻
變成一隻小鳥飛走了，悟空也變成一隻麻鷹追上去，二人繼
續鬥法，哮天妖使出他的必殺技──「哮天功」。牠發出震
耳欲聾的聲音，令孫悟空和剛趕上的豬八戒和沙和尚受傷。
接著，哮天妖使出從「托塔天王」李靖搶來的「玲瓏寶塔」，
把悟空、八戒和悟淨困在塔內。哮天妖也聽說吃唐僧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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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力大增，而且可以長生不老，於是捉了唐三藏回惡犬
洞。惡犬洞內陰森恐怖，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悟空在那猶如
牢獄一樣的寶塔內，用棒打寶塔、變成小蟲想飛走……但也
走不出來。

突然，他靈機一動，拔出一萬多根毫毛，變成多不勝數
的孫悟空，一起攻擊，衝出「玲瓏寶塔」，營救師父。悟空
等人都在惡犬洞與哮天妖大戰起來，悟空和哮天犬二人仍鬥
得難分難解，哮天妖使出「哮天功」, 可是對悟空並沒有作
用，因為他們已戴了耳塞，所以不受「哮天功」影響。孫悟
空正想一棒打死哮天妖時，二郎神出現，並帶了哮天妖回天
庭，哮天妖變回哮天犬了。

唐僧師徒繼續出發到雷音寺。終於到達了，他們都興高
采烈，多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最後他們都取得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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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rilla Doll
1A Leo Cheng

This is my gorilla doll.
It has big eyes and a black nose.
It has a big mouth.
It has a black hat and green shorts.
It has a yellow T-shirt.
It can jump.
It can fight and run.

My Good Friend
1B Terrance Lee

This is my good friend.
His name is Wymen.
He has a big mouth and a big nose.
He has a purple jacket and green trousers.
He can play and run.
He likes ice-cream.
He likes orange juice.
He is running in th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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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od Friend
1C Rainbow Tam

This is my good friend.
Her name is Rainbow Mak.
She has big eyes and a big mouth.
She has a blue and white T-shirt and blue shorts.
She can dance and draw.
She likes hamsters.
She likes to eat cakes.
She is skipping in the park.

In the Zoo
1D James Yu

This is Fun Zoo.
I can see two giraffes.
They are on the grass.
They are brown and yellow.
They are tall and big.
They have long necks.
They have small ears and long legs.
They like to eat grass.
They can walk and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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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Season
2B Jess Cheung

My favourite season is 
summer. It is hot and sunny. 
I usually wear a T-shirt, a 
cap and shorts. In summer, 
I can see many beautiful 
flowers and birds in the 
park. I like going to the 
sea too. I like swimming 
and eating ice cream at the 
beach.

My Favourite Classmate
3A Grace Chu

My favourite classmate is Ada Pang. She sits next 
to me. She is eight years old. She is tall and thin. Her 
eyes are big. 

I like Ada because she is a polite girl and she 
doesn’t shout at me or fight with me. She is my good 
friend because she takes care of me and she is always 
nice to me.

Ada’s favourite subject is English and she 
is very good at it. She goes to the library to 
read English books every week. She likes to do 

puzzles very much too. 
I am very happy to be Ada’s classmate 

because she is very nice and I like playing 
with her a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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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a picnic
3B Tsang Tsz Ho, Lucas

Last weekend, Ken and Sam went to the country 
park to have a picnic. The weather was sunny.

When they arrived, they flew their kites. Then, 
they were hungry so they drank some tea and ate some 
yummy food. 

In the evening, Ken and Sam wanted to go home but 
they couldn't find the way. Sam shouted for help but 
no one could hear him. Ken suggested that they should 
read their map but the map had been left at home. So 
Sam dialed 999 for help. 

At last, Ken and Sam got help. They were afraid 
but happy to be going home.

My favourite classmate
3B Ho Chi Ching, Justin 

My favourite classmate is Cedric Wan. He sits 
behind me. He is eight years old. He is short and thin. 
He has short hair. 

Cedric is nice because he listens to me and plays 
with me. He is kind too because he always takes care of 
me.

His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because he is very 
good at it. He loves doing sports. We always go to the 
playground to do sports together.

I am very happy to be his 
classmate. I like to play with him at 
school every day. I feel very happy 
because I lik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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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Jimmy’s 
Eating Habits

4A Hugo Hung

This is a report on Jimmy’s eating habits.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120cm tall and he weighs 75kg. He is a 
fat boy.

He has some good habits. He drinks a lot of water. 
Drinking enough water can help his body work well. Also, 
he eats enough fruit and vegetables. Eating enough 
vegetables can give Jimmy vitamins and minerals.

However, he has some bad eating habits. He eats 
too much fat and sugar. Chocolate and candies are 
often high in sugar. Sugar is bad for his teeth and 
heart. It can give him stomachaches too. He doesn’t 
eat enough grain products so he does not have enough 
energy. He always feels tired and he is weak.

To conclude, he has some bad eating habits that he 
needs to improve. He needs to eat more fruit and grain 
products to become healt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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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inful Experience
4C Natalie Chan

I had a painful experience when I was in K.2. One 
day, I played hide-and-seek with my father at home. I 
ran very fast to hide. However, I fell down and my head 
crashed onto the door. My forehead bled badly.

My father dialed 999 to call an ambulance. Later, 
the ambulance arrived and a beautiful ambulance-woman 
used a bandage to stop the bleeding. Then I was sent 
to Tuen Mun Hospital with my father. After a surgery, 
I had three stitches on my forehead.

 Although my father did not punish me after 
the incident, I got my penalty - I had a scar on my 
forehead. I learnt my lesson – I should not run at home.

4C Jenny Cheung

I am Jenny Cheung from Class 4C. I am ten years 
old. I am going to write about my goals and resolutions 
this year. 

Firstly, I will go to school early. I will go to bed 
early so that I can wake up early. Secondly, I want to 
gain more knowledge so I am going to read more books 
and newspapers. Thirdly, I want to get higher marks in 
the exam. I will watch less TV 
so that I can have more time to 
do revision.

To conclude, I hope I can 
be the best student in my class. 

Be a Good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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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uting
5A Maggie Nip 

Last week Mr and Mrs Chan went to Lantau Island 
to see the Big Buddha. On their way, they talked loudly 
and happily.

 After visiting the Big Buddha, they wanted to go 
home but they lost their way on Lantau Island. Mr and 
Mrs Chan felt very scared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which way to go. They walked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y 
hoped they could find a bus stop.

 “I see something! It looks like a bus!’ said Mrs 
Chan excitedly. Mr and Mrs Chan ran to the bus stop 
at once but they only found a bus leaving. It was 11:00 
p.m. It was the last bus on that day. They felt very sad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o home but they couldn’t.

 “Let’s set a fire first. It’s cold tonight,” said Mr 
Chan. Then they found some wood and started to set 
a fire. Unfortunately the fire burnt the grass nearby! 
“What should we do now?” asked Mrs Chan. Mr Chan 
used all of their water to put out the fire. They had 
nothing to eat or drink.

 Mr and Mrs Chan felt very hungry and thirsty. 
Luckily a man came past and saw them. The man gave 

them a tent and some food. The 
next morning, a bus came and they 
could go home by bus at last.

  From this experience, Mr and 
Mrs Chan learnt that they need to 
bring a map when they go hiking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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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ity – Hong Kong
5B Coey Tsoi

Hong Kong is a special and busy city. It has three 
parts –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People here are quite wealthy because it is a prosperous 
city. Hong Kong i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China.

Hong Kong is a diverse place. You can go to Ocean 
Park and ride on the cable car. You can play exciting 
games too. It is fantastic! You can go to Disneyland and 
take photos with cartoon characters. You can also enjoy 
the entertainment there too.

If you like shopping, you can go to Mongkok or 
Ladies’ Market. In Mongkok, you can buy fashionable 
clothes. Many young people go shopping there. At 
Ladies’ Market, you can buy cheap clothes and 
souvenirs.

Victoria Harbour is a great sightseeing spot. You 
can watch the famous Symphony of Lights and see the 
harbour view there. You will love them. You can go to 
the Peak too. You can go to the Sky Terrace 428 to 
see the view of Hong Kong. You can take photos there. 
You can also go to the Peak Tower where you can go 
shopping and eat some delicious food. It is an amazing 
place!

Hong Kong is a Gourmet Paradise. You can have 
hotpot which is made by putting food in a pot and 
cooking it. You can go to ‘Dai Pai Dong’ which provides 
cheap everyday food. You can also go to ‘Cha Chaan 
Teng’ where you can eat French Toast and drink 
‘Yuanyang’ or milk tea. It is yummy!

60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wasteful and very 
concerned about fashion. They throw away their 
kitchen waste and even threw away their iPhone 4s 
when a new model was released.

I think I am lucky 
to l ive in Hong Kong 
because I can live in a 
nice and goo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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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A Daisy Cheng

I want to be a vet when I grow up. To be a vet, I 
need to be caring so that I can take care of the sick 
animals. I also need to be patient and helpful so that I 
can make them feel better.

    I thought being a vet is a very meaningful job. 
When I was nine years old, my dog was sick. I took my 
dog to see a vet called Doctor Chan. He came to see my 
dog and checked his body. Doctor Chan told me that my 
dog had to stay in his clinic for three days. At last my 
dog got well and I thanked Doctor Chan very much. 

    To be a vet, I will try my best to make all the 
sick animals feel better. I want to make people know 
that they should take care of their pets.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I will study very 
hard. I will also learn to be patient and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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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To Be Good
6B Cheung Tsz Mong

Long long ago, there was a little monkey called 
Mike who lived on Alex Road. He was a naughty monkey. 
He always deceived people, made a fool of people and 
ridiculed people.

  One day, while Mr. Pig, Mike’s neighbour, was 
watching TV, Mike was playing ball games outside. 
Suddenly, Mike kicked a ball through Mr. Pig’s windows. 
Unfortunately, the windows broke. “Oh, no! My windows! 
You have to pay me for new windows!” Mr Pig said 
angrily and loudly to Mike but he ran away.

  Then, Mike met Miss Cat in a shopping centre. 
She went out shopping in a new beautiful dress. Mike 
wanted to play a trick on Miss Cat so he dumped a lot 
of dirty water onto Miss Cat. “Oh! My dress!” she cried 
sadly. However, Mike ran away immediately.

  Next, Mike saw Dr. Owl who was busy doing an 
experiment in his experiment room. Mike went into 
Dr. Owl’s room and burnt lots of firecrackers there. 
“Bang!” Suddenly a big noise came from the experiment 
room. It was blown up! “My experiment room!” Dr. Owl 
shouted. 

  After that, all the animals 
hated Mike. One summer day, 
Mike was sick. However, no one 
wanted to help him. He was very 
ill and sad.

  “I should be nice to others 
or no one wants to be friends with 
me!” he cried sa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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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Film 
Character

6B Joan Lee

My favourite film character is Woody. He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film called “Toy story 3”. He 
looks like a cowboy and he is Andy’s toy.

    Woody is good-looking. He is tall and thin. He 
has a long face, big eyes and a big mouth. He has short 
straight hair. He always wears a yellow shirt and brown 
jeans with a hat.

    Woody is creative because he can think of 
different ways to get away from trouble. He is also 
a brave toy. He always runs and jumps around. He is 
helpful and polite because he always says “thank you” to 
others. He always helps his friends in danger too. 

    One day, Woody was in Sunny Day Nursery’s 
toy room with his friends. He needed to get away to 
find his master who was in trouble. But his friends told 
him not to escape because it was dangerous. However, 
he did not listen to them. Although he could not find 
his master, he kept trying and finally he could see his 
master again.

I think Woody is a helpful toy 
because he saves everyone around him. 
He saves his master and drives the bad 
toys away for his friends. I have learnt 
to be helpful from him. I know I should 
never give up easily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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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Crystal Wong

Dear people on earth, 
How are you? I am King Bengal Tiger who lives in 

Bengal.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because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 tigers in Bengal are endangered now. We 
are facing great problems caused by you - the humans. 
I want to let you know how your misbehaviour affects 
our lives and puts us in danger.

 The first problem we are facing is that we have no 
place to live. You destroy our habitat because you cut 
down trees in our living place. We will become homeless 
now unless you stop destroying our habitat.

The second problem is hunting. There are hunters 
around our living places. They catch us for our fur and 
bodies to make money. Most of us will be killed unless 
you stop buying products made from us.

The third problem is not enough food. You poach 
other animals. Therefore, we do not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We will die of hunger unless you stop poaching in 
the wild.

I think we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W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live on earth too. Please kindly take 
actions to save our lives before it is too late! We 
don't want to be extinct on eart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Yours faithfully,
King Bengal Tiger 

A Letter from King 
Bengal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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