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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懂得魔法 

校內寫作比賽一年級冠軍 

1B 鍾藝曦 

 

假如我懂得魔法 

我會變出很多玩具 

與弟弟妹妹一起分享 

 

假如我懂得魔法 

我會帶家人一起飛上天， 

看看大地和海洋， 

我們可以游入大海看海洋動物。 

 

假如我懂得魔法 

我會變出一個大大的花園， 

裡面有各種各樣的花兒， 

其他人可以來我的花園看我種的花。 

 

假如我懂得魔法 

如果有人有困難的時候， 

我會幫助他們， 

我會變出各種各樣的工具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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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事 

校內寫作比賽二年級冠軍 

2A 勞綺敏 

 

有一天，小輝和朋友在公園裏玩耍，玩得興高采

烈。突然，小輝看到遠處有一個大大的黑影走來。黑

影越走越近，小輝睜大眼睛看清楚，發現有一個人騎

着一頭牛，慢慢地走進公園。 

小輝看見那個人後，說：「你是誰？來這兒做甚

麼？」那個人說：「我是來這兒帶牛做運動的。」小輝

又問：「你叫甚麼名字？」小輝看見他好像不明白他在

說些甚麼，所以他便自己玩。 

玩着玩着，小輝有個朋友突然不見了，那個騎着

牛的人知道後，便立刻幫忙。牛看見主人那麼焦急，「哞」

一聲，也馬上行動了。 

原來失蹤了的那個小朋友最喜歡牛，一聽到牛的

叫聲，便立刻跑過去。那個小朋友跟着牛跑，小輝看

見他回來了，十分高興。 

最後，小輝和朋友們向小哥哥和這頭牛說：「多謝

你們帶給我們快樂的一天！再見！」他們便揮手道別

後，大家就各自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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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狐狸先生的信 

校內寫作比賽三年級冠軍 

3C 陳心琪 

 

親愛的狐狸先生： 

你好嗎？你生活好嗎？ 

我覺得你上次實在太可惡了！如果我是老虎，知

道真相後，我一定會教訓你。雖然，我覺得你真的比

其他動物聰明，但是，你這樣做，對你一點好處也沒

有，只會令其他動物不敢接近你，令你愈來愈少朋友。

如果你想多交一點朋友，你先要對人好，這樣，別人

便會喜歡你。 

另外，你還要幫助別人。當別人遇到困難時，你

要幫助牠們，還有，你要做一個大方的朋友，當你的

朋友找不到食物，而你又有食物的時候，你便要請牠

們吃你的食物，可不要只顧自己啊！因為你的朋友會

覺得你很自私，不想跟你玩耍。 

其實，你不僅可以幫助你的朋友，其實，你也可

以幫助一些不認識的動物，這樣，你可以結識更多朋

友呢！ 

祝 

生活愉快！ 

 

朋友     

兔子上    

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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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的自述 

校內寫作比賽四年級冠軍 

4C 黎澆如 

 

今早天朗氣清，四周光亮亮的，正是我搜索獵物

的好時機！但當我看到我頭頂上的「漁民船」時，便

不禁回想起一年前發生過的重大事件…… 

一年前，我還是一尾懵懵懂懂的鯊魚。

有一天出門前，媽媽千叮萬囑叫我不要接

近「漁民船」，但我卻在途中看見一尾小

鯊魚在接近「漁民船」。正當我想大喊「救

命」時，一切已經太遲了…… 

一個殘暴不仁的漁民把小鯊魚捉起，並把牠的鰭

全都切了下來，多麼殘酷的啊！頓時令我覺得人類實

在不得不死！於是，我想咬死那個漁民，卻忽然想起

媽媽的話，所以我便痛心地回家去了！ 

回家後，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媽媽，媽媽也

為此事感到相當難過，所以我們都禁不住流下淚來。 

現在，我能夠生存到此時此刻，全都因我和同類

們過去的經歷，所以我在此衷心感激保育鯊魚的人們，

希望他們能繼續推動保護我們的文化，令我和同類們

能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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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魚公主 

校內寫作比賽五年級冠軍 

5B 李思慧 

 

今天，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發現自己身在海中，變成了

一條美人魚。咦？眼前有一條美人魚正在拯救一名男子，莫非她

就是人魚公主？一個洶湧的大浪湧來，我不禁大聲地說：「人魚公

主，危險！」她回頭對我說：「姐姐，你別擔心，我要救王子。」 

人魚公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王子救上岸。她忽然想到王

子見到她一定會害怕，於是立刻召喚在海底的姐妹到來商討應如

何解決。 

我靈機一動，向人魚公主提議道：「我可以施展魔法，令王子

暫時可以在水底生活。」人魚公主知道王子可以在水下生活，激

動不已，但當她想到王子可能會看到人魚公主沒有腳而驚慌時，

她又顯得有點擔心。不過，不消一會兒，她便說：「我的尾巴不是

拿來傷害人，王子應該不怕的！」她那樂觀的精神感動了人魚族

羣，於是，魚王便破例批准人魚可以和凡人戀愛。 

王子甦醒了！我看到他那迷人的眼神迷倒了公主。奇怪的是，

這個王子真的不怕公主。王子溫柔地向公主問道：「是你救了我

嗎？」公主說：「是，但你不怕我的樣子嗎？」王子笑笑地回應道：

「人不可以以相貌判斷對方，最重要的就是對方的心是怎樣的！」 

公主被王子的說話感動了，於是便問王子：「那你願意和我一

起生活嗎？」王子高興地答應了！ 

公主把王子帶到水底皇宮見魚王，希望他能答允他們的婚事。

魚王聽到了笑逐顏開地說：「王子，你要娶我的女兒，我當然開心，

不過你要愛我女兒一輩子，否則……」王子說：「沒有否則，魚王，

就請你立刻把我變成人魚吧！」「咻──咻──」一聲，王子便變

成人魚了。 

從此，他們在水底皇宮裏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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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來港 

校內寫作比賽六年級冠軍 

6B 廖耀彬 

 

「師父，師父！難道這裡就是傳說中的香港嗎？怎麼有這麼多奇形怪狀的東

西？」孫悟空坐在雲上，一臉疑問地對唐僧說道。「悟空，這可能是未來的新科技吧？

我們變成現代人下去瞧瞧好嗎？」話音剛落，悟空一行人就變成現代人下凡了。 

「哇！這裡有很多一座座的怪物，你看，人類都在它的肚子裡，不行，我得去

救他們。」悟空一臉正氣地說道。 

「等等，悟空，為師去問明白再作打算。」唐僧一邊說，一邊向一個路人走去。

「請問施主，這些一座座的東西是甚麼？我們從遙遠的地方而來，不太了解你們香

港的事物。」「哦，原來是外國人啊！你們所住的地方一定十分簡陋。這樣吧！反正

我有空，就當你們一天的嚮導吧！首先，這是高樓大廈，也就是一們所居住的地方。」

悟空一行人恍然大悟，原來這不是吃人的怪獸。隨後，師徒四人跟着這個嚮導往前

走去。 

「你們看，這輛是汽車，就是人們日常的交通工具，而且有許多類型，比如小

巴、大巴，還有與眾不同的地鐵輕鐵。」這時，豬八戒眼前一亮，流着口水地說：「這

裡有一股香氣，是有美味的東西吃嗎？」「美味的東西？當然有，來，我帶你們去。」

一會兒過去了，肚子鼓鼓的豬八戒一臉心滿意足的樣子坐在長椅。 

這時，悟空看見眼前店舖中正在播出《西遊記》，他看見裡的妖怪，連聲大喊，

一棒子就敲下去了，不知情的唐僧還以為他殺了生，連忙唸起了緊箍咒。悟空痛苦

地大喊「不要啊！不要啊！」這時那個嚮導說：「朋友，你怎麼把電視給打爛了？」

「電視？」「電視是播放圖像的東西，裡面的東西都是假的啊！」這時唐僧連忙停下，

而悟空明白後，道了歉，馬上帶着四人逃之夭夭了。 

「師父，奔波了一天，我們怎麼才能回去啊！」沙僧問道。「想要回去，必須得

到十個香港人身上最珍貴的東西。」天上忽然傳來一把聲音，原來是──觀音菩薩。

他們在街頭上吶喊着，卻沒有一個人理睬，正當他們要放棄之際，一個人加入了，

他給了悟空四人一隻戒指，「這應該是我最珍貴的東西了吧？」「你不怕我們騙你嗎？」

四人師徒說道。「怕與不怕又怎樣？也許我真的能幫助到你。」聽完這句話後，四人

熱淚盈眶，手中緊緊握着那一隻戒指。 

隨着這個人的加入，越來越多人也加入到這個行動當中，在互助互愛之中，無

疑他們已明白到了甚麼香港精神。也許這可能是一份任性，但這無疑是一份真心。

不到一會兒，珍貴之物已全部集齊，悟空一行人也不知說了多少句感激。在他們回

去的時候，他們對每一個人都下了催眠術，唐僧說：「讓他們忘記這一段記憶，讓這

段美好的記憶只留在我們的心中。」最終，他們克服了這種種困難，穿越時空回去

了。 

這時，一個留在原地的香港人自言自語地說：「我彷彿忘掉了甚麼東西，剛剛我

好像看到了四個人，他們好像變成了《西遊記》中的人物，而且我還得到一些重要

的東西……不要想了，這一定是做夢，怎麼可能會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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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的一天    

 

1A 洪梓榕 

 

    復活節假期的一天，我和媽媽、爸爸和姐

姐一起到長洲遊玩了三天。 

    長洲裏，有張保仔洞、酒店、小長城、石

刻和很多美食，那裏更有我最愛的鹹魚。 

    令我最難忘的是我們到張保仔洞探險。洞

口十分狹窄，入到洞內漆黑一片，大家要用電

筒照明，十分刺激。 

要回程了，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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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超級市場 

 

1B黃熙淵 

 

星期六，我和一家人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我十分開心呢！ 

在超級市場裏，我看見很多各種各樣的貨

品，有大大的西瓜，有甜甜的冰淇淋，還有圓

圓的雞蛋。我最喜歡吃西瓜。 

我們購物時，妹妹看見她最喜歡的巧克力。

她馬上跑過去，我叫她不要奔跑，可是她不聽

我的話，情況十分危險呢！突然，她摔倒了，

媽媽馬上跑過去扶起她。 

最後，我和妹妹都被媽媽責備，我明白到

在購物時不可以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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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食物 

 

1B 黎子謙 

 

荔枝味的冰淇淋 

 

我最愛吃荔枝味的冰淇淋 

它是白色的 

它是荔枝味的 

它是半圓形的 

就像一把雨傘 

我最愛吃荔枝味的冰淇淋 

因為它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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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雨 

 

2A 余梓燊 

 

有一天，天朗氣清．所以我約了柏喬、塱寬到草地上玩

皮球和拔河，我們都玩得很開心和投入。 

  當我們正玩得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天上掉了很多糖

果，塱寬立刻上前吃又美味又小巧的糖果，但是我和柏喬都

沒有吃，柏喬說：「這可能是一個計謀，目的是要令小孩子

蛀牙！」我半信半疑地說：「或許是吧！」 

  天上怎會突然掉下糖果呢？我們便到山上調查。之後，

有一位神仙從天上下凡，氣急敗壞地說：「天上有一個牙菌

膜怪，他想你們蛀牙，所以才下糖果雨，你們要小心啊！」

我們異口同聲地驚呼，過了片刻才說：「神仙哥哥，不如你

和我們一起再調查清楚吧！」之後，神仙用飛機載我們飛上

天空尋找牙菌膜怪。 

  來到天上，我們找到牙菌膜怪了，他正向地上丟糖果，

引誘天真的小孩子。我們立刻阻止他，並大叫嚇跑他。之後，

他的糖果全都散落地上，我心想：糖果真的很美味，不如我

把它們帶回家吧！神仙說：「糖果多吃無益，不如我把它們

變成玩具吧！」他把我們手上的糖果變成玩具，令我們喜出

望外呢！ 

  最後，我們便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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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雞蛋的蛇 

 

2A 勞綺敏 

 

一天，貪心的蛇偷去了母雞的蛋，母雞發現

後，她便和蛇說：「那是我的雞寶寶，你不能煮它

來吃的！」蛇狡猾地說：「我不理會蛋裏的是甚麼，

無論如何，我都會煮來吃的，哈哈！」 

母雞感到十分難過，過了一會兒，她終於想

到一個方法。首先，她用碎布縫了一件像狗的衣

服和帽子。然後，她穿上這件衣服和戴上帽子，

看起來就像一隻兇惡的狗。 

蛇回到家後，正準備將雞蛋煮來吃。突然,母

雞來了，她故作溫柔地問：「親愛的朋友，你在煮

甚麼？我也來嚐嚐！」蛇沒抬頭看看是誰，便說：

「我正在準備煮豐富的雞蛋大餐！」說完他便抬

頭一看，看見一隻巨大的狗！他嚇得渾身發抖，

立刻逃跑了。從此以後，蛇再也不敢偷雞蛋了。 

最後，母雞成功奪回雞蛋，和雞寶寶過着幸

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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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課堂 

 

2B 勞綺伶 

 

  有一天上常識課時，章老師教我們用橡筋圈

做了一條長長的繩子。 

我們用它來跳繩，我們都玩得很開心。這時，

一個同學跳得很快，一不小心便跌倒了，引得全

班哄堂大笑。這時，老師說：「你們不能取笑他，

應該教他怎樣跳。」老師說完後，我們羞得滿臉

通紅，頭也垂得低低的。後來，我們教他跳繩，

之後，他跳得很好呢！ 

  那天，我們做了很多玩具，有玩具車、玩具

房子、沙錘……玩得很開心。我們更明白了同學

之間要怎樣相處！這堂常識課真是令我難忘啊！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blog.ulifestyle.com.hk/blogger/marketing4241/2014/07/%E7%B5%82%E6%96%BC%E8%A7%A3%E9%96%8B%E3%80%8C%E5%B0%8F%E7%9A%AE%E7%90%83%E8%88%87%E9%A6%99%E8%95%89%E6%B2%B9%E3%80%8D%E7%9A%84%E9%97%9C%E4%BF%82%EF%BC%81/&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cq9OOyavNAhXBLKYKHbWwDsoQwW4IGzAD&usg=AFQjCNF7Af_ei13EFOqF_kZhsB251yHB9w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20070201/6771118&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cq9OOyavNAhXBLKYKHbWwDsoQwW4IFzAB&usg=AFQjCNGI2QNKcCkij4OV9-V-7OqTOi6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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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記 

 

2C 鄧梓聰 

 

  星期天，小志在球場踢足球的時候，突然，

烏雲密佈，下起了滂沱大雨。雨點「劈里啪勒」

地打在小志身上，以致他全身濕透。那時天文台

已發出十號颱風信號和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他還

說：「下雨踢足球，真好玩，哈哈哈！」其他人都

說：「黑色暴雨還踢足球？他真怪啊！」 

  回家後，小志覺得不舒服，他不停地打噴嚏

和流鼻涕。媽媽說：「你外出前沒有看天氣報告的

嗎？」然後，媽媽叫他躺在床上休息，連書都不

能看。電視、電腦那些就更加不用說了！小志悶

得發慌。 

  一會兒後，媽媽帶小志去看

醫生，醫生對小志說：「你患上了

嚴重的傳染性感冒，會傳染其他

人。你回去後一定要吃藥，每天

要吃四次，只可飲水，嚴重的話

更要住院。」 

  回家後，小志遵照醫生的吩咐，每天準時吃

藥，多喝水及休息。幾天後，小志終於康復了！

他高興得咧開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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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 

 

2C 鄧梓聰 

 

牙齒尖尖像圖釘， 

尾巴大大像枕頭， 

爪子尖尖像小刀。 

咦？是哪陣風 

把小草吹得搖搖擺擺？ 

啊！原來是你！狐狸先生！ 

 

狐狸是一個狡猾的小偷， 

最愛偷雞吃。 

狐狸是一陣狂風， 

最愛與別人賽跑。 

狐狸是一個不愛分享的小孩， 

什麼東西都說是自己的。 

狐狸是一個國王。 

每天吃香喝辣。 

 

狐狸呀狐狸！ 

難道你和孫悟空一樣， 

會狐狸「七十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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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同學 

 

2E 張恩翠 

 

我的好同學是周詩詠，我們在一年級認識。

她是個樂於助人和友善的人。 

她高高的，有黑色的長髮、高挺的鼻子、唇

紅齒白，十分可愛，所以我很喜歡她。 

有一次導修課時，我不小心把原子筆掉在地

上，詩詠立刻把它拾起來，並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很感謝她。 

又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她

最心愛的限量版玩具弄壞了。

我很慚愧，放聲地大哭了，但

她反而沒有責罵我，還扮鬼臉

逗我笑。 

我從這位同學身上學到了樂於助人和友善的

待人態度。我很感激她幫助我，我一輩子都會記

得她對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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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了？ 

 

3B 鄧焯楷 

 

誰來了？ 

使天上的雲， 

一朵朵被電得焦黑了。 

 

誰來了？ 

使膽小的樹木， 

一棵棵嚇得發抖，連樹葉也掉下來了。 

 

誰來了？ 

使山上的石頭， 

一個個興高采烈地排隊玩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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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感謝信 

 

3C 莊秋兒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您工作累不累？ 

  您每天都這麼早起床，勤勞地工作，直到晚

上才回家。您養育我，供我讀書；你為了整個家，

天天都不辭勞苦地工作。我真的十分感謝您！ 

  您像牛般勤勞，早晚都在工作；您像太陽般

温暖，時時刻刻都在照耀我，關心我。 

  我會努力讀書，長大後孝順您。如果我有很

多錢，我一定買一間房子送給你。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秋兒敬上  

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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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了 

 

3D 吳英秀 

 

誰來了？ 

洗亮了寬闊的馬路， 

使路上的傘花咧出牙齒在笑。 

 

誰來了？ 

澆灌著萬千的花朵， 

使漂亮的花兒唱起動聽的歌。 

 

誰來了？ 

飄落在翠綠的樹葉上， 

像晶瑩剔透的小水晶， 

在葉上快樂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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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3D 林穎涵 

 

大家好！我叫林穎涵，我現在九歲，十月份就十

歲了，我在五邑鄒振猷學校就讀，是三年級 D班的學

生，我覺得我是一個努力不懈和乖巧的孩子。 

  我有一頭烏黑亮麗的頭髮，我的臉上有一雙水靈

靈的眼睛、一個細小挺秀的鼻子和一張櫻桃小嘴。我

的身材適中。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很樂觀，因為每當我遇到一些

不開心的事，都會向好的一方面想，就像是在一個寫

作比賽中，我與全港、上海還有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賽，

雖然我很緊張，但我在心裏一直鼓勵自己：我一定可

以的！ 

另外，我是一個努力不懈和

做事認真的人，我在上課時十分

專心，而回家做功課時也很認真，

默書前會認真地溫習，有一次還

溫到通宵達旦。我在家裏也是十

分乖巧的，每當我自己做完功課、溫習完後，我便會

教我的弟弟妹妹做功課。我有空的時候，也會和我的

妹妹玩耍，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們認為我是這樣

的一個人嗎？我很期待你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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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愉快的學校旅行 

 

3D 黃穎妮 

 

  看著我家下的公園有小朋友在玩風箏，令我回想起二年

級的學校旅行，真是讓我感到十分愉快呢！還記得那天…… 

  二年級時，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老師、同學和我一

起到大欖郊野公園旅行。我們都十分興奮！ 

  到達後，我和同學們看見那裏有綠油油的草地，仰望天

空，萬里無雲、頓感氣候宜人。同學們立刻開始玩遊戲，有

的同學打羽毛球，有的玩捉迷藏，有的跳繩，而我加入了玩

羽毛球的行列。 

  過了一會兒，我和好朋友一起到小賣部買了一個五彩繽

紛的風箏來玩。當我們合力把風箏放到半空時，突然，風箏

被一陣強風吹折了！我和同學商量後打算再到小賣部買一

個新的風箏，但是我們的錢包裏沒有足夠的金錢呀！最後，

我們只好和其他同學玩別的遊戲了，但是我們也玩得很高興

呢！ 

  吃過東西後，是自由活動的時間了，我們繼續玩耍，突

然，天空下起一場微雨，我們只好走進涼亭避雨。避雨時，

我和我的好朋友便談天解悶。過了一會兒，老師告訴我們要

回去了！於是，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坐車回去。 

  我覺得那次秋季旅行雖然令人有點

失望，但也很愉快。失望是因為我們在玩

耍時突然下了一場大雨，可是，我和同學

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依然感到十

分輕鬆愉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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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的自述 

4C 曾逸然 

 

  我是一支鉛筆，我出生在一間文具店，叫做曾曾超人文

具店。我的身上有一個穿着藍色衣服的小狗圖案，我很喜歡

它，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令我看起來很特別。 

  有一天，文具店老闆將我放到架上出售，我很興奮，因

為我馬上就會看到我的新主人了！過了數天，有一位叫小超

的小男孩買了我，回到他家後，他幫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天明，

並要我陪他一起做功課、溫習和繪畫，有時候，他還會和我

與我的新朋友橡皮擦「大肥仔」一同玩耍，所以我每天都過

得很快樂。 

  後來有一天，我和「大肥仔」幫小超考試。過了幾天，

考試結果出來了，小超得到了一百分，我們都為他拿到了好

成績而感到相當開心。 

  那天，小超放學回家後，便馬上跟媽媽說他考試一百分，

然後小超媽媽說會送他一支新鉛筆，我聽到後很傷心，於是

「大肥仔」安慰我說：「天明，不要傷心，我有時間就會去

探望你呀！」我說：「謝謝你，不過到時候你也不知道小超

會把我放到那裏去了！」「大肥仔」安慰我說：「不要怕，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會去找你的！」我感動得哭了起

來，說：「我也會偷偷跑出來找你的，但我想我們很難再見

面了，不如我們好好珍惜今天，好嗎？」說完，我們便一起

玩耍。 

  第二天，小超拿到新鉛筆後，真的把我丟在一旁，再也

不理會我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的身上逐漸佈滿灰塵，

我多麼希望小超能夠重新再拿起我，哪怕就這麼輕

輕地撫摸我一下也好，所以我希望人們能夠好好珍

惜身邊的物件，不要再輕易地貪新忘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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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竟然會下雪 

 

4C 麥煒虹 

 

   今早，正當我在家裏專心致志地溫習時，我聽到樓下

有一位小朋友大喊：「下雪了！下雪了！」我心想：香港竟

然會下雪？哈哈！香港是不會下雪的！就在此時，一片晶瑩

剔透的雪花從窗外飄到我的鼻子上，令我忍不住打了一個噴

嚏。 

  香港竟然會下雪？我立刻把頭伸出窗外，發現外面正吹

着一陣又一陣刺骨的寒風，還飄着一片又一片斑白的雪花，

這時我才知道香港真的下雪了！我想：如果可以找朋友出去

賞雪，一定很有趣的！ 

  於是，我馬上打電話給穎蕎和錦渝，

問她們知不知道香港下雪了。一開始，

她們都不相信我的話，直到她們聽我吩

咐打開窗子看一看外面時，她們都不約

而同地說：「原來香港會下雪！」之後，

我便邀請她們一起去公園賞雪，她們都

異口同聲地說好。 

  然後，我們便來到公園賞雪了！哇，你知道嗎？銀白的

世界就展現在我的眼前。我們看到漫天飛舞的雪花，都不禁

欣喜地用手去接着它們，卻不料它們就在我掌心瞬間化成了

水。雖然如此，但我還是覺得它們很美麗。 

  最後，因為吃飯時間到了，所以我們便依依不捨地回家

去了。我心想：希望香港每年冬天都會下雪，那我每年都可

以有賞雪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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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遊記 

 

4C 利芷螢 

 

  望着手上的平板電腦，不禁令我回想起上星期三，朱老師帶

我們班到太平山頂進行實景寫作的情形。 

  那天，到達太平山頂中央廣場後，朱老師便帶我們向獅子亭

進發。獅子亭是一個觀賞風景的熱門地點，更是一個充滿着古樸

色彩的中國式亭台。那裏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小獅子石雕矗立着，

它們就像保安員一樣看守着亭台，無比威風。 

  沿路折返，乘搭電梯後，我們便來到三樓的觀景台。我從觀

景台上望過去，對面是由一位英國建築師所設計的、融合了中國

的古碗與拱守禮的凌霄閣，就像一輪巨型的月亮，令人感到十分

壯觀。再往下看，我更看到了一座座連綿起伏的山丘和一幢幢的

高樓大廈，十分漂亮。就在那時，我聽到了一些悅耳動聽的音樂，

令我頓覺身心舒暢。 

  過了一會，我們便離開了觀景台，並過了一條馬路後，來到

了盧吉道。盧吉道是一條林蔭夾道的小徑，我在那兒可以遠眺繁

榮的九龍半島，也可以欣賞鳥語花香的山景。而我從盧吉道望向

凌霄閣，凌霄閣卻又變成了一個巨型的獎盃，十分有趣。然後，

我們又再次回到中央廣場去。 

  回到中央廣場後，微風姐姐馬上便把微風吹到我的身上，令

我感到很清涼。之後，朱老師給予了我們一些自由時間，所以我

便走到古老的纜車上參觀，看看那些介紹太平山頂的小冊子。 

  很快，集合時間便到了！我再次回到中央廣場，突然，有一

大群雪白的霧從山上向我們的方向飄散過來，我們都懷疑是發生

山火了！但朱老師說旅遊巴士快要開走了，所以我們只好急忙地

離開太平山頂了。 

  我覺得這次來到太平山頂進行實景寫作，十分難忘，我們除

了能夠在那裏學習如何寫遊記，也能夠欣賞到與平日截然不同的

景觀，真是不能錯過的好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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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的自述 

 

4D吳景彬 

 

  在春風的吹拂下，我將頭頂的泥土頂開，看着春天的美

景，我陶醉於這美景中，突然，我發現我身邊有許多跟我樣

貌相似的植物。我連忙介紹自己：「我叫小草，我有嫩綠的

頭髮，我看起來很弱小，就像被風一吹就會被吹走一樣。我

身穿綠色的衣服，有時會換成淺綠色和黃色，請多多指教。」

我身旁的植物們說：「啊！我們的外形好像一樣，不如你加

入我們這個大家庭吧！」就這樣，我便成為了他們的同伴。 

  我和同伴一起開心地生活，我真希望我和同伴們可以一

直生活下去。但是有一次，我正在慢慢鑽進泥士裡時，突然，

有個小男孩拿着三根燃燒中的火柴走過來，他把火柴扔在同

伴們的旁邊，「霹靂啪啦….. 」在這聲音響起時，瞬間燃起

了熊熊大火，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同伴燒焦了的聲音，那時，

我急忙鑽進泥土裏才逃過一劫。 

  自此之後，我非常孤單，第二年春天，我鑽出來，我看

見的風景已不一樣了！我和同伴們居住的地地方已是一片

狼藉……. 

  人類的破壞，已經讓大自然傷痕累累了，人類啊！不要

再破壞大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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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老鼠 

 

4D何思程 

 

一鼠、二鼠和三鼠是十分要好的兄弟。有一天，三

鼠出門找食物。一鼠和二鼠留在家裏玩耍，突然有一隻

狼衝進牠們的家，捉走了一鼠。狼還對二鼠說：「如果你

要救牠，你就在森林的山洞裡和我決戰啦！」 

等三鼠回來後，二鼠就將整件事告訴牠，二鼠十分

激動，想立即去救一鼠，但可惜被三鼠阻止。三鼠擔心

地說：「山洞裡十分危險，不要去。」但勇敢的二鼠沒有

理會，還說：「但我不能坐視不理呀！」牠說完便衝去救

一鼠。最後二鼠因一時失手，也被狼捉住了。 

幸好，有其他同類見到這情況告訴三鼠。這次膽小

的三鼠雖然十分害怕，但牠更加害怕的是會失去牠最好

的朋友，所以三鼠鼓起勇氣到山洞救牠們。 

但是三鼠知道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夠成功救出牠

們的，所以牠唯有憑牠的智慧想辦法救牠們。三鼠靈機

一動，終於想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三鼠找了一些食物放

在狼家的入口，引誘牠出來。牠更放了一些瀉藥在食物

裡來教訓這隻狼。當牠吃食物時，便偷偷地進入牠的家，

救出了一鼠和二鼠。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要鼓起勇氣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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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的日子 

5A 鄭詩絲 

 

相信不少人都會有一件特別珍貴的東西，我也不例外。它不

是名牌手錶，也不是昂貴玩具，更不是時尚的衣服，它只是一枝

普通的筆，但那是一枝充滿愛的原子筆。 

  一直以來都是爺爺照顧我的。小時候，無論我被別人欺負、

無論我被人冤枉、無論我對爺爺沒禮貌，爺爺都會包容我，原諒

我。 

爺爺對我的愛永遠是那麼的含蓄，小時候的我，常常氣爺爺

的呢喃，總覺爺爺很嘮叨，惹得爺爺罵我。記得有一次，爺爺把

一枝普通、平凡、銀色的鋼筆送給我，我嫌棄它那平凡的外表，

沒有卡通人物的圖案，我真不想收下呢﹗只因爺爺的堅持，我惟

有將它放在房中一角吧﹗但很快，我又悄悄地塞回爺爺的手提包

裡。直到那晚，因為爸媽不想爺爺再那麼辛苦，便把我帶回家中。 

一天，我如常回到家中，「鈴……鈴……鈴」一陣電話鈴聲劃

破了屋內的寧靜，震動著我的心，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我強

行抑壓著我那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地，我拿起電話，制止了那

聒噪的鈴聲。「喂……」耳畔傳來爸爸焦急地說：「你……快來醫

院吧！爺爺好像不行了。」 

掛斷電話後，我急忙地趕去醫院，可惜仍看不到爺爺的最後

一面。在收拾遺物的時候，我看到那枝原子筆，我便把它放進我

的袋裏。最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枝原子筆是爺爺賺第一桶金的時

候買的，它陪著爺爺多年了。 

當我再次拿起這枝筆寫日記，就發覺越寫越溫暖，就像爺爺

對我的愛一樣永無減退。 

直到現在，爺爺對我的關愛及照顧，我仍然歷

歷在目，我後悔自己不能看到爺爺的最後一面，我

懊惱自己不懂得珍惜爺爺的愛，可是一切已來不及

了…… 

  我懷念那些年，我們一起的日子，更懷念與

爺爺一起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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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嶺南之風 

5A 周玟希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曾去過很多馳名的地方，但今天我要進行實景寫作的

地方是嶺南之風。這地方比起我曾去過的地方更美麗、更受歡迎！ 

  一看到這張美麗的相片──嶺南之風，我就想起那天的情景。嶺南之風是一個中

式公園，整個公園分為十大景點。 

  園內的建築物主要採用嶺南風格，如陶塑、瓦作、灰塑、石雕和木砌等等，而

假山石則以英德太湖石為主。是不是很特別呢？此外，園內掛有很多對聯，而且每

一副對聯都有它的特別意思！ 

  今天，我們三班五年級學生吃完飯後，立即收拾書包，懷着期待和興奮的心情

出發。 

  很快便到了目的地，下車後，我立即感受到大自然的氣息。那裡鳥語花香，沁

人心脾的花香撲鼻而來，一陣陣涼風向我們迎面撲來，十分舒服。春風就像一位慈

祥的母親溫柔地撫著我們的臉頰，使我們感到很舒暢。 

  我踏着輕盈的步伐繞過一條羊腸小徑，「嘩！好雄偉、壯觀啊……」我不禁讚歎

着，映入眼簾的是像一塊藍白色布匹的瀑布，看得我呆若木雞，真是美得無法形容。

欣賞過後，我繼續向前行。 

  過了數分鐘後，我已滿頭大汗了。我們先在大門前拍了一張大合照，正當我準

備進去的時候，一隻小鳥像歡迎我們似的在飛來飛去。一進去時，我以為自己誤入

了古代，這裡充滿中園的氣息，地上一片片黃黑色的地磚，雕刻得很精緻。旁邊有

一個池塘，池塘裡魚兒和小龜在游泳，就像一群可愛的小孩在自由自在地游泳似的。

清澈見底的湖水平靜得像一面鏡子，而湖中有一座栩栩如生的烏龜石雕坐蓮花之中。 

  經過一條具古代氣息的陝窄小型長廊之後，我們便到達了「群星邀月」。旁邊一

片片綠油油的小草如一班精靈活潑的童星在向我們展示才藝一樣。而長廊的雕刻技

術巧奪天工。兩邊石牆上的石洞奇形怪狀，十分有趣。 

  我們走過了一條小徑，旁邊有茂盛的樹木、燦爛奪目的花朵，吸引了很多蝴蝶

在翩翩起舞。突然，一副大型的棋盤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坐在棋子上休息，同學

們有的在欣賞風景，有的在作文，有的在談天，十分寫意。之後，我們走到遠望台

上俯視著水塘美景，一覽全園景色。 

  一會兒後，我們沿着一條小路來到「橋廊畫舫」。那兒的花鮮艷奪目，吸引了很

多勤勞的蜜蜂來採蜜。兩旁綻放的花朵就像仙子下凡一樣在爭妍鬥麗。 

  可愛的小鳥也正在橋板上迎步而來，彷彿歡迎我們的到來。當我正用手想撫摸

牠時，牠竟然不逃避我，更在我面前翩翩起舞，可愛極了！ 

  走進荔枝角公園，彷彿走進了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讓人陶醉，讓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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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了爬起來 

5B 楊睿騫 

 

  我成功了！我終於成功了！從今天開始，我便是五邑鄒振猷

學校籃球校隊的副隊長了！ 

  兩年前的今天，我未能擔任威風凜凜的副隊長，我只是個後

備小子。我每次比賽時只可靜靜地坐在觀眾席旁觀賽；練習時，

沒有人會理會我。我心想：可能是我球技欠佳之故而被人漠視我

的存在價值。因此我決定練好球技，發奮圖強，不要再被人瞧不

起，而是被人敬佩！ 

  從此，我利用休息時間去練習，每星期最少練習五天，每天

最少練習兩小時。雖然當中遇到不少挫折，但有不少人都鼓勵我。

我沒有放棄，從不氣餒，從錯誤中學習，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地

練習，我深信只要努力、不罷休，便能成功。 

  經過我一年半的努力，我終於成為了正選。雖然我當了正選

球員，但是仍距離我成功的目標很遠。於是我仍不斷努力，相信

終有一天我會成功。 

  半年後在一次練習中，教練開心地說：「楊睿騫，看見你有點

本事，半年間有很大的進步，我宣佈，你正式升為副隊長！」我

太興奮了！我真的沒有辜負曾經給我正能量的人。此一刻，我實

在太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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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發明 

5B 鄧晉雷 

 

現在的衣服功能單一，只可用來保暖，因此我發明了一款別樹一幟、

功能多元化，而且具人工智能的衣服，難道你們不想試試另類的衣服嗎？ 

今天，我要介紹的產品就是「多元化智能衣服」，它像你的全天候僕

人，只要你動動手指頭，即可滿足你所有的需要。 

它是以回收得來的舊報紙製成的，是環保的典範。雖然俗語說：「紙

包不住火」，但是它卻能防火、防水，因為我在報紙的纖維裡加入了防水

和防火劑，所以它能抵受潮濕的天氣和 200度的高温，就算太空人穿這件

衣服到太空也毫無問題。 

它能輕易改變質料的功能，因為它內置一個可以改變表面質料的裝置，

令你可以隨時配合潮流，令衣服物料作出不同的變化，可以在眾人之中突

圍而出。它使穿上它的人變得俊朗不凡，傲視同儕。 

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就是可以改變衣服的溫度，最高二百度，最

低負二百度，只需在手袖裏輸入你心目中的溫度便可，改變溫度只需要零

點零零一秒。此功能可令我們在不同的天氣下做到很多事情，例如：在嚴

寒的冬天可以外出購物、在火場內救火和救人。這個功能令到這件衣服變

得不平凡。 

現在幾乎人人都經常使用手提電話，但電話耗用很多電力。不想帶笨

重的「充電寶」上街？我們有辦法解決！這件智能衣服內置了充電設備，

有如一根羽毛般輕巧纖細。你只需要插入充電線即可替電話充電，這樣確

為大家帶來很大的方便！ 

你可能會問；「那麼多功能都用電，有足夠電源嗎？」我們可以保證

電源一定足夠！因為它是以用家活動的動力去產生電力。如果用家連續活

動了一個小時，產生的電力足以替四至五部手機充滿電，所以它可說是永

遠也不會停止運作的衣服。 

最後，你可能會覺得它有機會引發多種安全問

題，例如觸電、過熱等問題，但是這絕不可能會發

生的，因為我們的衣服都有絕緣功能，穿上它的人

是絕對安全的。 

這是一件功能多元化、高科技而安全的衣服。

我們會繼續努力，發明更多環保而又多功能的產品，

為人類的未來謀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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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螢火蟲電影觀後感 

5C 丘倩兒 

 

星期三下午，老師帶領同學們到禮堂觀看一部電影

──《再見螢火蟲》。 

電影中有兩個主角，哥哥名誠田，妹妹名小節。這

兩兄妹的媽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幸去世。他們的爸

爸是一個海軍指揮官，被美軍的炸彈炸死了。自此，兩

兄妹便變成孤兒，無依無靠。後來，他們在遠房親戚的

家寄居，無奈相處不來，唯有搬到一個廢棄的防空洞生

活。最後妹妹因營養不良而死，哥哥也敵不過饑餓而相

繼死去。 

這部電影令我深深體會到戰爭帶來的禍害：無數家

庭支離破碎，平民百姓飽受驚恐、饑餓和憂慮之苦。 

為甚麼會有戰爭這種殘酷的事情發生呢？發動戰爭

的人不就是只為了自己的利益嗎？為何不可和和氣氣跟

對方討論呢？現時，香港沒有戰爭，相比之下，我們已

經很幸福了。 

我明白任何事都不是必然的，我會學懂好好珍惜現

在所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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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的日子…… 

5C 龍文軒 

 

今天，我無意中從抽屜裏找到了一本帶點暗黃的相簿，裏面

有形形色色的相片，有的是我剛剛出生時拍的，有的是在我生日

時拍的，有的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拍的。突然，我翻到一頁，

為甚麼會有一個小朋友跟我合照的呢？呀！我想起了，這個小朋

友是我小時候的好朋友──傑明。 

小時候，我和傑明已認識了。有空的時候，我們會變成小狗，

在草地上不斷地奔跑，十分歡樂；吃東西的時候，我們會變成貪

吃貓，不斷地吃東西，十分高興；回家的時候，我們更會變成獵

豹，在回家的路途上比試一下身手，拼命跑回家，十分刺激。 

一天一天過去了，我們快要上小學了。當我們再次在回家的

路途上，傑明突然跟我說：「可能今次是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在這條

街道回家了，因為……我明天就要到美國去了，媽媽要我到美國

讀書，希望我能獲得更好的成績。」聽了他這番話，我十分驚訝！

因為在上一個月，我們還約定一起上小學呢！後來，我聽媽媽說，

原來他們要移民到美國生活，傑明要到那裏讀書，我感到很傷感。 

第二天，我們一家到了機場送別傑明一家。在進入禁區之前，

傑明依依不捨地說：「再見了！」然後，他們踏着沉重的腳步離開

了…… 

現在，我們都生活得很好。在香港，我有我的興趣、生活；

而在美國，傑明有他的新朋友，遇到不同的新事物。 

正所謂「人有悲歡離合」，但願在我們的人生路上，會再次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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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魔法書 

6A 白鎧渟 

 

有一天，我如常地到圖書館當值。在巡視書櫃的時候，我發現了一本

從未見過、厚厚的大書，書上鑲嵌了五粒不同形狀的寶石，但其中一粒水

滴形的寶石卻失去了光澤。 

我悄悄把書放到沒人看見的地方，待當值後自己借來看。借書後，我

一直沒時間看。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才記得那一本奇怪的大書。我把

它抬了出來，放在床上。我看見書上寫着一行蠅頭小字：「如果想進來，

把我放在枕頭下，再讓月光照射着。」我飛快地把書放在枕頭下，再打開

窗簾，然後便等待着，看看有甚麼事發生。等呀等的，竟不知不覺間睡着

了。 

突然，我被一個長相很漂亮的女生喚醒。我立刻爬起來，仔細地打量

她。她有一雙碧綠的眼睛，一頭長長的秀髮，還有……一條青綠色、像三

片大葉子的龍尾巴！我驚呆了，她問我是誰，我把名字告訴她。「來吧！

永恆之國發生大事啊！」我完全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正想問她時，

耳畔傳來一把聲音：「不用問，只須跟我走。」我只好照着做。 

她把我帶到一棵高大粗壯的千年古樹下，這棵樹高大得可以稱得上是

「世界樹」，它看起來像是已經活上百萬年一樣。我不禁驚歎起來，世界

上再也沒有這麼高大的樹了！她帶我進入樹心的房間休息。房間裡有一個

女孩，她的面容蒼白，看起來很虛弱。她的前額中央有一顆正在褪色的水

滴形寶石，我好像在那裡見過……「這裡是永恆之國，也叫龍之國。我叫

和風，是木元素的龍；她是水晶，是水元素的龍。除了我和她，還有金、

火和土。」我又聽到和風的聲音說，原來她能讀心、用心和人溝通，她還

能和所有生物聊天呢！ 

和風說：「龍之國正面臨危機，『永恆之水』突然消失了，那兒是水晶

的居所，所有元素的居所沒了主要的東西，便會變得非常虛弱了。她繼續

說：「我認為你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所以我約了金和土一起調查此事。」

為了不讓國民生疑，他們把我也變成半龍的模樣。 

途中，我們經過了火元素的龍──烈炎的家──火山頂。她不知道我們

的行動，她很有可能是那個令水晶變得虛弱的罪魁禍首──所謂「水火不

容」嘛！這幾萬年以來，水晶常常跟烈炎吵架，而烈炎又非常固執，令金

鈴（金）、和風、和迎春（土）都非常頭痛。 

我們終於來到已經乾涸了的「永恆之水」瀑布了。除了瀑布乾涸外，

其他湖水都乾透了，但奇怪的是周邊的樹木都有被燒過的痕跡，土壤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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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焦的味道。和風和迎春立刻便注意到這一點，和風把耳朵貼着一棵被燒

了枝葉的樹幹細聽它的話，而迎春就把耳朵貼着地上。 

過了一會兒，兩人立刻變得非常激動，我便知道誰是元兇了！這時，

烈炎到了，她非常憤怒地看着我們，因為她的行動被識破了。我向她說：

「為何你要傷害水晶？」烈炎說：「因為她的地位比我高，我不想被人看

扁！」我說：「地位不重要的，大家應同心協力，一起守護國家啊！」其

他元素都附和，並勸說烈炎把水源交出來。 

最後烈炎很後悔，她把水交回，瀑布和湖又有水了，而水晶也回復以

前的臉貌了。突然，我感到非常累，然後便睡着了。 

第二天醒來時，我已經回到現實世界了。原來只是一場很迫真的夢罷

了，但我發現手上多了一個東西──一顆天藍色的小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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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隻流浪狗 

 

6A 黃志軒 

 

  雨很大，很冷。 

我站在路邊，凝視着這個世界。 

路上的人沒有因為雨而停下自己奔波的腳步，就如同我每天

不停在流浪一樣。不一樣的只是他們有目的地，而我沒有。突然，

一輛大型貨車駛過一個水坑，濺起了一片水花。我想過避開，但

來不及了，無情的水珠狠狠地打過來，像皮鞭般一下一下的抽在

我瘦骨嶙峋的身驅上，好痛。 

  我四處遊蕩，在茫然中，我找到學校對面的一個小亭子來避

雨。突然，我眼前出現了一群穿着校服的小朋友正在回家途中。

他們走過來，有個學生指着我，大聲地說：「這隻狗又瘦又醜，真

難看，看來是一隻流浪狗，還是一隻『落湯狗』呢，哈哈……」

一陣訕笑後，周邊的人接着說：「打『落湯狗』！打『落湯狗』！」

話音未落，我已挨了幾腳，更有人用石頭砸向我。但我沒有生氣，

因為我只是一隻流浪狗！一隻沒人要的流浪狗而已。 

突然，有一把如銀鈴般清脆的聲音響起來說：「停手呀！」我

抬頭一看，是個漂亮的女孩，她的怒斥嚇怕了那羣孩子，他們一

哄而散。而我，已被打得奄奄一息，昏過去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躺在一間溫暖的房子裡，一雙溫暖的手

撫摸着我，這刻我才明白甚麼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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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終於笑了 

 

6A 馮梓晴 

 

  媽媽終於笑了！ 

  那天，我忘記了第二天要默書，到我發現時，已是晚上十時

半，已是睡覺的時間了！那時我太渴睡了，所以我把心一橫，決

定甚麼也不理，順其自然吧！我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不消一會

兒，便和周公約會去了！ 

  到了第二天起來，我便後悔了！原來……媽媽發現了！只見

她兩眼通紅，難道她……哭過？她終於開口了，她說：「妹妹，

你有溫習默書嗎？」對着媽媽，我說不了謊，我如實回答：「對……

對不起，我……我睡著了，沒有溫……溫習過……」這次真是令

她失望了！她的眼眶一紅，無情的淚水便奪眶而出，她甚麼也沒

有說，只是默默的轉過身，看着電視，默默的傷心、默默的流淚、

默默的…… 

  成績出來了！果然如我所料──不合格！放學後，我拖着沉重

的腳步回家，大概媽媽已知是怎麼一回事了，她親切的笑容、溫

馨的問候，通通消失得無影無踪，時間像凝固了一樣──我和她對

望了數秒，她冷冷地轉頭看電視，把我當透明似的；而我──只好

返回房間靜思己過，還有，想辦法哄媽媽。我想了很多辦法，還

是覺得寫信最好，文字可以真誠地請求她的原諒，又不用尷尬地

面對面道歉，一石二鳥。於是，我便開始用我的誠意和歉意寫這

封道歉信了。 

  兩天後，當我正納悶為何媽媽還沒

有反應的時間，她悄悄把一張信箋交給

我，然後對我笑了笑。我看到信上只寫

着「傻孩子」三個字，我含著淚抱著媽

媽，我們緊緊地擁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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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大澳 

 

6A黃敏萍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到處人山人海，車水馬龍，大家有沒有想過逃離繁忙的

都市，躲進一片清靜的樂土，把繁囂和煩惱都一併拋開呢？今天，我和老師、同學

一起去了與世隔絶的人間天堂──大澳遊覽，尋找俗世中的淨土。 

  經過約一小時的船程後，我們來到大澳碼頭。一下船，我已被四周優美的環境

吸引著，這裏海天一色，花香撲鼻，美景映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十分悠閒。 

  踏上迂迴的步道，沿著海旁向前走，途經一列一列的民居，看見路邊有很多供

奉神靈的擺設，粗糙的石頭堆疊而成的神壇，漆上鮮紅的顏色，排上彩帶，壇前放

著幾個已腐爛的水果，插著幾枝已燒掉的香枝，反映村民迷信但純樸的一面。偶爾，

飛來幾隻不知名的小鳥，吱吱鳥鳴，彷似跟我們唱歡迎歌。走到小路盡頭，我們便

來到古色古香的大澳文物酒店。這裡環境清幽，美景天成，綠樹成蔭，有如人間天

堂。酒店貯立在小山坡上，孤傲地望著大海，純白色的古典建築，與湛藍的大海互

相映襯。觀其優雅的外形，想不到它的前身竟是莊嚴的大澳警署，已經有 113年歷

史呢！ 

  沿路離開酒店，往小巷裡鑽，我們來到新基橋，觀賞大澳的獨特建築──棚屋。

在陽光明媚的下午，偶爾吹來陣陣夾着海水味的清風，令人宛如置身於「世外桃源」。

站在搖擺不定的新基橋遠眺，見到戶戶相連的棚屋，有如老兵守護著這條歷史悠久

的小漁村，風雨不改。這裡民風純樸，家家戶戶都敞開大門，老居民坐在屋前時而

閒聊，時而澆花，累了就睡個午覺，時間好像一直停駐在這兒，沒有因為時代的變

遷而有絲毫改變。 

  告別棚屋，穿過各式密集的小店，我們便來到了熱鬧的永安街。剛踏入小街，

撲鼻而來的乾貨香味已令人毫不猶豫掏腰包購買。香氣四溢的海產、琳瑯滿目的小

食、精緻可愛的飾物，令人目不暇給。有些人購買大如乒乓球的魚蛋，有些人購買

會唱歌的小貝殼，更有些人購買地道的特色小食。為何大澳總是擠滿人？因為濃濃

的漁村風味，加上特色小食和地道海產，吸引了不少遊客慕名而來。加上村民熱情

的款待，連我也買了不少手信呢！ 

  穿過有如蜘蛛網的街道，我們來到了最後一站，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大澳鄉事委

員會歷史文化工作室。工作室裡展出了大量古老的歷史文物，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要算是那頂喜轎了。本來是紅彤彤的喜轎，油漆雖已剝落，但仍掩不住那份喜氣

洋洋的感覺，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使用呢？  

  參觀完文化工作室，我們就要踏上歸途。在

這次大澳之旅中，令我最意想不到的是在繁榮的

香港，還可以看到一塊古樸而寧靜的地方，我希

望大家在追求經濟發展之餘，可以好好保護這片

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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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回到那一天 

 

6B 梁頌賢 

  每當我看到抽屜裏那部曾經非常先進的手機時，我便再一次懺悔，不

禁回想起兩年前所做的一件後悔事。 

  那是我十歲發生的事了。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在街上突然看見

前方有個身材魁梧的男士正在使用最流行的手機。我目不轉睛地盯着他，

心想：那不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手機嗎？要是我能得到它，我一定欣喜若狂！

它價值七千多元，爸媽又怎會買如此奢侈的東西給我？我現在只能看着途

人的手機「望梅止渴」而已。 

  可是，當我打算轉身離開時，那位男士的手機竟跌在地上，

他沒有察覺，懵然不知地離開了。我心中暗自一喜，如果我把手

機悄悄撿起，我便能把它據為己有了！之後，我的雙腳好像受了

惡魔的控制般，如箭似的上前拾起手機，再立刻神不知鬼不覺地

放進袋子裏，並把拉鍊緊緊拉上，生怕它在我回家途中掉了下來。 

  回到家中，我已經大汗淋漓，但我沒有擦去身上的汗水，反

而急不及待地拿出手機，津津有味地玩遊戲。太陽漸漸下山，爸爸端出美

味的餸菜，他瞥見我正玩着最新潮的手機，便嚴肅地說：「你在哪兒得到

這部手機？」我仍然低着頭，漫不經心地說：「在地上撿來的。」爸爸聽

後語重心長地說：「你做事一定要三思，弄清楚是非黑白。如果你現在改

過，還來得及的！」 

聽到爸爸的話，我立刻惱羞成怒，放下筷子便回房間去。就在這時，

天下起滂沱大雨，更傳來轟隆隆的雷聲，簡直是在憤怒地咆哮！這不會是

老天爺給我的警告吧？爸爸剛才的話和震耳欲聾的雷聲不斷在我耳邊迴

響着，使我內心連連掙扎，我是否應該把手機還給那位男士呢？最後，我

把手機放回抽屜，逃回被窩裏，明天才想辦法吧！然而，那一晚我根本輾

轉難眠，良心一直受責備，反思着早上所做的事情。 

第二天，我回到那條街上，希望尋回那位男士，並誠懇地道歉。可是，

我找了大半天，愈找愈焦急，根本找不到他！他昨天的心情會否跟現在的

我一樣七上八下呢？我就這樣找了一整天，仍是不見他的蹤影，上天始終

沒有給予我一個道歉的機會…… 

  自此之後，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可以重回那一天，我一定不會屈服

於貪婪之心，絕不向惡魔低頭！我一定會拍拍那男士的肩膀，把地上的手

機還給他，更衷心地對他說一聲：「對不起」！可惜，一切已成過去，我

不可能改變往事，現在我只能謹記過失，痛定思痛，當一個誠實正直的人

來彌補我從前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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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回到那一天 

6B 何泳姻 

 

每當我坐在大街的一角時，就會想起那乞丐瘦骨嶙峋的身影，

不禁心如刀割……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我因為家中發生的問題感到既憤怒

又難過：當初為甚麼要因為小事和爸媽吵架？為甚麼要讓媽媽如

此生氣？我竟因為任性令媽媽貧血入院……我實在很痛恨自己現

在甚麼都做不了，只能默默等待媽媽手術後的消息…… 

我漫無目的地走到公交車站坐下來。忽然，一個瘦削的身影

來到我的跟前停了下來，我抬頭一看，原來是個骯髒的乞丐啊！

他一定是來討錢的，真煩！我不禁用既嫌棄又鄙視的眼神看着他，

我們大概對視數秒，他終於打破沉默，顫着聲音說：「年輕人……

你有錢嗎？」果然是個行乞的人啊！我不耐煩地想：今天真倒霉！ 

豈料，乞丐竟厚着臉皮地說：「如果你……」他還未說完，

已被我打斷了話，我憤怒地吶喊：「閉嘴！」我忍不住把心中的

鬱悶發洩在他身上，甚至推了他一下，令他險些跌倒。他戰戰兢

兢地說：「對不起，打擾你了……但如果你沒錢乘車的話，請收

下……這些錢吧……」說完他便把零錢放在地上，一拐一拐地走

了。看着他步履蹣跚的背影，我歉疚地俯身拾起他的零錢。我緊

握着他給予的兩元，心中不禁暖暖的……可是，我又自責起來，

我怎麼會如斯殘忍？這兩元看似輕輕的，拿起來卻無比沉重。兩

元，也許是他整天的「收入」，但他卻願意犧牲，把它施予給素

未謀面的小女孩。 

我總是責怪自己，是不是傷了他的心？如果能回到那一天，

我一定會給他一個最真摯的擁抱，施予最坦誠的愛，

就像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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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One  

My Healthy Cake 
1D Odin Tsang 

 

Mum’s birthday is coming. I make a birthday cake for 

her. It is healthy and yummy. Here is the recipe: 

 

Ingredients: 

- flour 

- milk 

- eggs 

- sugar 

- butter 

- nuts 

 

Steps: 

1. Put in the milk and eggs. 

2. Put the flour in the bowl. 

3. Put the sugar in the bowl. 

4. Put the butter in the bowl. 

5. Mix them. 

6. Put the nuts on the cake. 

7. Put the fruit on the cake.  

 

 

 

 



40 

 

 

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Two 

My Healthy Summer Holiday Plan 
 

2D Janice Chow 

 

In summer, I have a healthy life.  

 

On Mondays, I go running in the park. On Tuesdays, 

I ride a bike in the playground. On Wednesdays, I 

dance in my bedroom. On Thursdays, I go swimming in 

the swimming pool. On Fridays, I skip in the park. On 

Saturdays, I eat healthy food at home. On Sundays, I 

play basketball in the playground. 

 

I am very healthy because I always do sports in 

summer. I love a heal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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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Three  

My favourite healthy meal  
 

3D Rainnie Lam 
 

I ate my favourite healthy meal last Wednesday 

night. At dinner, I ate some vegetables and a fish. Also, 

I ate some rice. Wow! The food was yummy. After 

dinner, I ate some fruit too. I ate some pears, apples 

and bananas. The fruit was so sweet! 

 

That was my favourite healthy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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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Four  

Green Restaurant 
 

4D Vinci Chan 

I am going to open a new restaurant. The restaurant is called 

“Green Restaurant”. Why is it called “Green Restaurant”? It is 

because I want Hong Kong people to eat more healthy food and be 

healthier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healthy food to choose from. 

That’s why I named this restaurant “Green Restaurant”. 

The food and drinks here are very good for Hong Kong people’s 

health. For food, we have corn spaghetti with fruit salad. Grain 

products (e.g. spaghetti and rice) are good for us. Why? It is 

because grain products can give us energy. They help us run, walk and 

jump. Fruit and vegetables are also good for us because they contain 

a lot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We all need to have a balanced diet so we need to have some 

meat too. It is why we provide pork chop with free drinks. 

The most special dish here is tomato and corn udon. The other 

restaurants always serve udon with meat only. Also, it is usually 

expensive. However, our udon is cheap, healthy and tasty. 

The most special drink is coconut water. Many people think that 

coconut water is not tasty. If you think so, then you are wrong. Why 

do they think coconut water is not tasty? It is because they buy 

canned coconut water. The coconut water here is tasty and swee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fresh. 

In our restaurant, we have some classes to teach you how to 

cook healthy food. We also have some healthy cook books. We also 

offer some vegetables colouring in books for 

children to draw in.  

I hope Hong Kong people will have a healthier 

and happier life.  



43 

 

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Five 

A Letter of My Father 
5B Sky Tang 

Dear Father, 

My father, you are not healthy so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advice to tackle your health problems. 

First, you always get tired because of your work. 

You are a manager of a Japanese restaurant. You 

always come back home at about 10:30 p.m. After you 

come home, you need to have a bath and watch 

television for two or three hours so you always sleep at 

about 1:00 a.m. However, it is not healthy. You should 

sleep before 11:30 p.m. 

Next, I think you are too thin. Although you eat 

two bowls of rice and a lot of vegetables and meat for 

dinner, you are too thin. You should do exercise twice a 

week so that you will be fitter. 

Finally, your teeth are unhealthy because you don’t 

brush your teeth at night.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every morning and night. 

Dad, I hope you can be healthier and enjoy your 

life. 

 

Lov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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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Six  

The ways to relax 
6A Kelly Chan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e best way to stay healthy is 

to relax. However, some people think that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playing video games can relax them. If you think so, then 

you are wrong. They are bad for your eyes. Then, how can you 

relax?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ways with you. 

First, sleeping is a way that you can relax. It will let your 

body totally relax. If you can’t sleep, maybe you can listen to 

some soft music. Remember not to listen to pop music. It 

won’t make you sleep. 

Second, you can enjoy nature by going on a picnic with 

your family or friends in the countryside. Hiking on the 

country trail will make you feel relaxed too. The fresh air 

makes you relaxed. You can also prepare some food for a 

picnic. Making food is also a good way to relax. 

Finally, you can do some sports. I like to ride a bicycle on 

a cycling path to the beach. The view is so beautiful. You can 

also go swimming. You can do two kinds of sports when you 

have spare time. It is a good way to relax. 

If you are always under pressure, you will feel moody and 

anxious. This will make you unhealth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relax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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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od friend 

1A Helen Chow 

 

This is my good friend. 

Her name is Miranda. 

She is short and thin. 

She has small eyes and short hair. 

She can skip and draw beautiful pictures. 

She likes cats and hamsters. 

She is singing on the stag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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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od friend 

1A Miranda Cheung 

 

This is my good friend. 

Her name is Helen. 

She is short and thin. 

She has long hair and big eyes. 

She has a pink dress and orange shorts.  

She has a green jacket too. 

She can draw, swim and skip. 

She likes dogs, cats and cows. 

She is playing in the park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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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un Zoo 

1B Eric Huang 

 

This is Fun Zoo. 

I can see some crocodiles. 

There are two crocodiles. 

They are in the pond. 

They are green and long. 

They have big mouths and sharp teeth. They have 

small eyes and long tails. 

They like fish and meat. 

They can swim and climb.  

 

 



48 

 

At the zoo 
1C Qustin Ling 

 

This is Fun Zoo. 

I can see some snakes. 

There are three snakes. 

They are on the grass. 

 

They are green and black. 

They are thin. 

They have small mouths. 

They have small eyes. 

 

They like leaves and meat. 

They can climb and swim. 
 
 

  



49 

 

My Best friend 

2B Chantelle Ip 

My best friend is Bella.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lives in Tuen Mun. She goes to school on foot. She is 

taller than me and she has small eyes and long hair.  

She is tidy and hard-working. She tidies her desk at 

home every day. She does her homework every day. 

She studies at home every week. Bella is a very good 

girl. I know Bella has a twin sister. They are both nice 

and helpful.  

I like Bella! She is my best friend! We are happy 

together. We both like English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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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st friend 

2C Melissa Cheng 

 

My best friend is Julia Chu.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lives in Tuen Mun. She goes to school by bus.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has big eyes and a small nose. 

She is hard-working because she studies every day. 

She is polite too because she always says ‘thank you’. 

I like Julia.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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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Activities 

2D Chow Ching Yan 

 

My favourite activitie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singing and swimming. 
 

I play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I play basketball at 

the basketball court with my coach.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because it is interesting and makes me 

taller. 
 

I sing at five thirty in the afternoon on Thursday. I 

sing at home with my mother. I like singing because it is 

relaxing. 
 

I swim in the summer holidays. I usually swim at 

three o’clock. I swim in the swimming pool with my mum 

and dad. I swim because it is exc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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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festival 

2E Dora Leung 

 

My favourite festival is Chinese New Year. It is 

in winter. It is cold and windy. I go to the flower 

market and the temple. I get red packets, visit 

relatives and watch fireworks. I eat turnip cakes, rice 

cakes and dumplings too. 

I like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I like going to 

the flowe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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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aths Lesson 
3A Andy Chan 

 On Monday morning, Mark and Tom were having a 

Math lesson in the classroom. They were doing sums. 

Mark was very quick but Tom was very slow. He didn’t 

know the answer. 

 Mark was unhelpful and rude because he didn’t help 

Tom. He even said, ‘Wow, you are slow like a snail!’ Tom 

was very upset and he kept doing sums with his fingers. 

Mark kept laughing at him. 

 After that, the teacher came and shouted at Mark. 

She said, ‘You are such a bad boy! Please say ‘sorry’ to 

Tom!’ Then, Mark felt regretful. He said, ‘Sorry, Tom!’ 

Tom forgave him and they became friends again. They 

were happy.  
 

 

 

 

 



54 

 

I am a big buddy! 
3C Olivia Chong 

   My name is Olivia. I am in Class 3C. I am 

hard-working. I do my homework nicely at home. Also, I 

am nice. I always like to share food with my friends. I 

am polite too. I always say ‘Good morning’ to the 

teachers. 

   I am good at music. My piano teacher teaches me 

to play the piano well. I like playing the piano because I 

like music. Also, I am good at sports. I run a lot in the 

park. It is fun. I am good at ball games too. I play 

basketball in the park. I like it because I want to be 

tall by doing more exercise. 

 I want to practise singing because I want to sing 

pleasantly. I also want to practise dancing because I 

want to dance beautifully. 

 I hope I can be a good big buddy!  
 

 

 

   

http://www.google.com.hk/url?url=http://www.clipartkid.com/girl-exercising-cliparts/&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iinar9m_zMAhWCkpQKHXGsDnI4FBDBbggXMAA&usg=AFQjCNGpy74uU-kpifGH1qzd9NXqFQxkqw
http://www.google.com.hk/url?url=http://clipartix.com/dance-clip-art-image-4202/&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xkqeNnPzMAhUDX5QKHcIpBjkQwW4IKTAJ&usg=AFQjCNGzO05iCAXG9EwaZImMc_cvBfc5Mg
http://www.google.com.hk/url?url=http://www.clipartpanda.com/categories/music-clip-art-for-kids&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0-6GonPzMAhXFI5QKHf6NCNAQwW4IFzAA&usg=AFQjCNF0Xv5zS8EeXFEynOM3Bm3yi2cQ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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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Classmate 
3D Rainnie Lam 

 

My favourite classmate is Jenny. She is nine years 

old. She sits next to Joe and in front of Mark. Jenny is 

thin. Her eyes are like stars. Her mouth is like a 

sausage. Her hair is like grass. 

Jenny is polite. She always says “thank you” to 

others. She is shy so she doesn’t like to talk to others. 

She is nice because she wears a smiling face every day. 

Jenny’s favourite subject is PE. She plays sports 

and runs well. She also likes Music so she always sings 

with me at recess. I think Jenny is good at music 

because she is in the school choir. She is good at PE 

and she is in the athletic team. 

Jenny is my good friend. When I am sad, she listens 

to me. When I am bored, she plays with me. I like 

Jenny because she is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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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riend 
4B Kelly Kwan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I have a lot. I want to tell 

you more about my friends, Branko and Bosco.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we have in common. 

We have small mouths and short hair. We have the 

same hobbies too! We like drawing,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nd reading books and we are the same age. 

 We also have differences. First, my favourite food 

is pizza. Branko loves to eat seafood and Bosco loves 

beef. Also, we love to drink different drinks. My 

favourite drink is orange juice. Branko loves to drink 

cola and Bosco loves tea. Also, I am the tallest. Branko 

is taller than Bosco. 

 We always play computer games and read books 

together. I think my friends are funny because they 

always tell me a lot of jokes.    
 

 

  

http://www.clipartpanda.com/clipart_images/then-those-friends-in-the-284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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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 Picnic 
4B Sheree Keung 

 
Date: 6th November, 2015      Weather: Cloudy 

Today, my schoolmates and I went to Hong Kong 

Baptist Assembly in Fanling for our school picnic. We 

went there by coach.  

 Do you know what I ate? I ate a lot of food. I ate 

sandwiches and a packet of red bean buns. Also, I 

bought an orange flavoured ice-cream. It was yummy! I 

made a Melody key chain too. It’s hard to make. Do you 

know what we played with the teacher? We played lots 

of games like hide-and-seek. I was tired after playing 

so I drank an energy drink. 

 However, something bad happened. When I ate the 

orange flavoured ice-cream, it stained my hands and my 

shirt. 

 I felt sad today because I was not lucky. I was 

scared my mum would punish me. I hope I will be luckier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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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ealthy Joe 
4C Melody Mak 

Joe was unhealthy. He loved eating junk food very much. 

He always ate a lot of chocolate, meat and potato chips at 

home. Also, he loved drinking soft drinks like Cola, Pepsi and 

Cream Soda. One day, he ate a lot of sugary food, salty food 

and fried food. It was all junk food. He loved buying food in 

the fast food shop for his lunch.  

The next day, Joe was playing some exciting basketball. 

Joe ran slowly and he was very tired and weak. He was 

unhappy but his fit classmate sat on the bench and 

comforted him at recess. His classmate’s name was Ivan. Ivan 

gave Joe a tissue. Joe was sad and upset. Joe thought Ivan 

was very helpful. 

Then, Joe went back home. Joe’s mum thought Joe was 

very fat so she took Joe to see a doctor. Dr Wong said, “You 

need to eat healthy food.” Joe ate healthy food every day. 

He ate a lot of rice, a lot of vegetables and a little meat and 

fish. Now, he is strong and feels glad. 

We can learn from this story that we need to eat more 

dairy products, grain products and vegetables. They can make 

you healthy. We need to eat less junk food because they are 

bad for us and they can make you fat. Also, 

we must drink a lot of water and do more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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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4C Martha Hung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rtha. I am nine 

years old.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eight of 

February. I live in Miami Beach Towers. I study at 

F.D.B.W.A. Chow Chin Yau School. 

I like reading books. I often read books with 

my sister at night. We read books at home. I like 

reading books because they stop me from feeling 

bored. 

I like playing table tennis. I often play table 

tennis with my classmates in the morning. We play 

table tennis at school. I like playing table tennis 

because it is exciting. 

I like surfing the net. I often surf the net 

with my sister. I always go to FDCCYS website to 

do homework. We surf the net at home. I like 

surfing the net because I like doing the homework 

on the website. 

I hope I can meet more helpful friends 

because they can share my happiness and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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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rrible Experience 
                              5B Sky Tang 

 
Foggy                            25th May, 2016 

 

    What a horrible and unfortunate day! Today I 

went to the canteen with Kaedon at on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e waited in the queue at a food 

stall hungrily. I could eat like a horse! 

     I bought a bowl of hot noodles and I held it 

without a tray. It was hot like fire! I wanted to find 

a seat but I couldn't! I felt so hungry. Suddenly, a 

boy called Peter crashed into me. He was running in 

the canteen when he spilled a bowl of hot noodles on 

me! It felt painful. I was upset. 

     Then a helper helped us to clean up. Peter said, 

"You can go to the hospital to see the doctor and I 

will pay for it. Sorry!" I said, "Never mind. I’m okay. 

But please don’t run in the canteen anymore." Peter 

promised he would never run in there again.       

Today, I felt angry about this accident. However, 

I was grateful that no one was injured. I hope 

everyone will behave well in the public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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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Cleaning Robot 

5C Chloe Yau 

Music Cleaning Robot is a robot.  It is big and 

heavy.  It is made of metal and plastic.  It is very 

hard. 

People who need to clean the house will like this 

robot.  We can use it at home.  When you are tired,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oo.  When you are sleeping, 

it helps you clean the house.  It is very easy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You only need to put the key into the 

hole and it’s done.  Sometimes if you are very tired, 

you can press the massage button and it will massage 

you. 

I think this robot is a good invention for people 

because it is helpful.  If you are busy, it helps you by 

reducing your workload. 

 
 

  

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sBnfUPkVX3BAA19S1ygt.;_ylu=X3oDMTI0NGU4M2dw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M3MWFhZjBhNzY4MTY5MGI1YWNmZmRlNjhjM2ZlNzNiMARncG9zAzEyNwRpdANiaW5n?.origin=&back=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cleaning+robot&imgty=clipart&n=60&ei=UTF-8&fr=yfp-t-403-hk&fr2=sb-top-hk.images.search.yahoo.com&nost=1&tab=organic&ri=127&w=163&h=128&imgurl=cdn5.coloringcrew.com/coloring-book/coloring/cleaning-robot_163.png&rurl=http://robots.coloringcrew.com&size=+5.9KB&name=<b>Cleaning+robot</b>+coloring+page&p=cleaning+robot&oid=71aaf0a7681690b5acffde68c3fe73b0&fr2=sb-top-hk.images.search.yahoo.com&fr=yfp-t-403-hk&tt=<b>Cleaning+robot</b>+coloring+page&b=117&ni=21&no=127&ts=&imgty=clipart&tab=organic&sigr=10u2h03fr&sigb=15d9slrvd&sigi=1239lqv2b&sigt=113auq8ct&sign=113auq8ct&.crumb=1qErwiB2djH&fr=yfp-t-403-hk&fr2=sb-top-hk.images.searc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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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ire fighters 
6A Addison Fung 

Did you see the news last Sunday? There was a 

fire in a flat in Mong Kok. Many fighters came 

because there was a huge fire. Although they put 

out the fire and all the people were rescued, many 

of the fire fighters were hurt. Therefore I want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braveness. 

A fire fighters’ job is to respond rapidly to fires, 

carry out both land based and marine based 

fire-fighting operations effectively, to respond 

expeditiously to ambulance calls and to provide 

effective, efficient and advanced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Their job gives us a safe place to live and work. 

However, sometimes their job is dangerous and they 

may get hurt or even die, although this rarely 

happens. 

From fire fighters, I have learnt that I should 

never ever play with fire because life is important. I 

will also try my best to help people in need and 

prevent all kinds of f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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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angered Animals 
6A Felix Cheng 

Dear people on earth, 

How are you? I am the King of Africa Lion. I am very angry 

since you make us endangered. Therefore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tell you about your bad behaviour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you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We are endangered because people hunt us. Also, there has 

been a loss of prey and we don’t have much habitat. Also, you 

pollute the air and cause air pollution. The weather is so hot. 

There is global warming. 

We will be extinct unless we get your help. You should stop 

hunting us and stop destroying the forests. You need to set up 

conservation areas. Also, use less paper so that you can cut down 

fewer trees. Therefore, we will have more habitat. You shouldn’t 

build houses or factories near the forests. Don’t cut wood to 

build houses. You can use other things such as bricks to build 

houses. You can build houses in the city too. 

We live on earth together. The earth is ours, not only yours. 

Please protect us. Don’t make us extinct. Otherwis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can only see dead lions in the museums. Don’t 

be so cruel and selfish. 

 Yours sincerely, 

 King of Africa 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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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B Margaret Yan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have a dream job. When I was a child, 

I loved dressing up in beautiful clothes. Therefore I want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 when I grow up. 

When I was six, I was watching TV while I was eating potato 

chips. I saw many models walking in the fashion shows on TV. 

They wore the clothes which were designed by famous designers. 

The clothes were fashionable. “If I become a fashion designer, 

I’ll design fantastic clothes. When I watch TV, I’ll see a lot of 

models wearing my clothes.” I said to myself.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 I need to be creative so that I can 

have more ideas for my designs. Also I need to be good at arts so 

that I can draw beautiful pictures.  

I really want everyone to know my design and I can become 

world famous.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I will study at art school and 

practice drawing every day because I need to improve my 

drawing skills. I also need to read more fashion magazines to get 

more ideas. 

I hope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when I grow up!  

 

 

https://thumbs.dreamstime.com/z/fashion-designer-woman-beautiful-young-measuring-dress-mannequin-4098327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