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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元喜小作家」

楊潤玲校長

  杏林子是台灣著名的作家，但原來這位大作家的教育程度只是小學畢業。她小時候患了類風濕

性關節炎，終日臥牀，以「書」為伴。就是這樣，杏林子由「喜愛閱讀的人」變為「醉心寫書的

人」。她一生以著作和愛去激勵及祝福身邊的人。

  《童心創作樂》是「元喜小孩」的寫作平台。我很欣賞大家敢於創作，樂於分享的精神，你們

用文字與別人分享你們的感受，那怕是喜、怒、哀、樂，都會令人百看不厭；亦會被大家那份真、

善、美吸引着。

  一如過往，今期《童心創作樂》除了刊登同學們的中文作品外，亦加入了一些英文創作，內容

更多元化。雖然這些文章不是甚麼驚世巨著，卻充分反映同學們對寫作的熱忱和興趣。期盼每位讀

者都能細味欣賞，分享這群「小作家」的成果，並給予他們鼓勵和支持。而是次《童心創作樂》可

以成功出版，除了要欣賞孩子們的積極創作外，亦要衷心多謝全體中英文科老師，感激他們平日對

學生循循善誘的教導；更要多謝家長們背後默默的付出和支持。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本文集！這本

文集正好見證着師生及家校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後，盼望大家能夠繼續努力，打開你們的心

窗，用文字記下你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為日後的成

長留下美好的回憶！更希望今日的「元喜小作家」，

他日能像杏林子這位出色的作家一樣，透過文字，去

服侍身邊每一個人，把愛和喜樂帶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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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食物

1A 李孝昕

  我最喜歡的食物有兩款，第一款是壽司卷。壽司卷的材料有雞蛋、紫菜、飯、玉米、青瓜和

蟹柳。它的形狀是圓圓的，吃的時候加醬油，十分美味。

  第二款是祖母做的菠蘿炒牛肉。每次祖母做這道菜的時候，都會加進大量菠蘿，菠蘿的味道

酸酸甜甜，令我食慾大增，所以我每次也會添飯呢！

老師點評：孝昕的描述很仔細，老師也很想試試祖母的廚藝呢！

我生日了

1A 林子謙

  一月二十五日是我的生日，那天，我的家人和我一起慶祝。

  爸爸給我買玩具，媽媽給我買蛋糕，爺爺奶奶為我準備好吃的晚飯。吃完晚飯後，大家一起

唱生日歌和吃蛋糕，真的很開心。

老師點評：很高興的一天呢，能與家人一起慶祝生日，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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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謝謝您

1A 祝曉瑩

  讀幼稚園的時候，有一位老師教了我三年，她叫陳老師。她的樣子美麗，有時溫柔有時兇

惡，皮膚很黑，有一個很可愛的兒子和很愛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在我讀甲班的時候，會時常到學

校和我們玩，非常開心。

  畢業旅行那天，陳老師和我一起玩水，我弄得全身濕透，是她幫助我換衣服和抹身，好像媽

媽那麼細心和溫柔，這溫暖的感覺還在我心時常蕩漾着。

  感謝您！陳老師。我愛您。

老師點評：既能描述陳老師的外型，又能描述跟她一次難忘的經歷，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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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馬老師

1A 許文昇

  馬老師是我的老師，她教了我四年，從幼小班到高班一直教導我，細心照顧我，我很喜歡她！

  馬老師教我守規矩，學排隊，又教我做勞作和寫字，還教我唱歌跳舞，並進行大肌肉活動。

  此外，馬老師常常照顧我，每天吃早餐、吃水果、吃午餐和吃茶點時，都教我祈禱、收拾餐具

和清潔，又陪伴我午睡，在我生病時還餵我吃藥，十分照顧我。

  一直以來，馬老師很愛護我，在我犯錯時，她包容和教導我，常常鼓勵我，又會送我貼紙和曲

奇餅。

  我很感激馬老師四年來的教導和愛護，我會做一個好孩子來報答她。

老師點評：能仔細描述馬老師教導你的情境，末段更能作出對老師的承諾，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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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真好吃

1A 曾浩朗

  我最喜歡吃的食物是水果，有西瓜、青葡萄和紅蘋果。西瓜又大又好吃，青葡萄又甜又多

汁，紅蘋果又爽又可口。我們要多吃水果，才會身體強壯。

老師點評：認同！多吃水果對身體有好處。描述水果用字豐富多變，很用心！

我的願望

1A 容浚鏗

  四月十日是我的生日，那天晚上，爸爸媽媽帶我到酒樓吃飯，點了我喜歡吃的菜。吃過飯後

便吃生日蛋糕，我許了一個生日願望，就是快高長大。

  為甚麼我希望快點長大？因為生日那天我又大一歲了，距離我十八歲成年，還有十二年。爸

爸説我十八歲就可以報考駕駛執照，因為我喜歡像爸爸一樣，駕駛汽車，每逢假日便可以到處遊
玩。希望我的願望能成真呢！

老師點評：有趣的生日願望！希望你十八歲時能成功考取駕駛執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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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海洋公園遊玩記

1B 曾錦浚

  我今年過了一個很難忘的日子。

  星期六早上， 媽媽帶我們一起去海洋公園玩，我和哥哥一起玩了很多機動遊戲。

  下午，我們去了一間主題餐廳吃飯，突然有一位服務員推了一部食物車來到我面前，媽媽神

秘地說：「請你打開。」我伸手打開，看見一個很漂亮的生日蛋糕，還有主題公園的卡通人物陪

我玩，這個生日很快樂。

老師點評：真是一個驚喜的生日呢！老師也祝福你快高長大！

上海遊記

1B  黎思妍

  今年聖誕節是我難忘的一次節日。

  我們一家去了景德鎮、上海和杭州旅遊。我和哥哥第一次坐飛機的商務艙，我們很開心！

  我們在景德鎮陪表弟一起過生日，在上海看了東方明珠塔，在杭州遊了西湖。

  這個聖誕節很充實、很開心，所以很難忘！

老師點評：有機會外出增廣見聞也是難得！你也記述得具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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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一次難忘的節日

1B 張思言

   今年聖誕節，媽媽帶我和弟弟去了報佳音。

   平安夜那天，我們到火車站報佳音。我們在唱詩歌和送禮物給途人，他們

都很開心。他們收到禮物時的笑容也使我也感到滿足。

  多謝媽媽帶我和弟弟去報佳音。這個聖誕節，真難忘！

老師點評：施比受更有福，幫助別人的確是很快樂！

難忘的聖誕派對

1B  林紫澄

  在聖誕節這個節日，我都想起有聖誕老人、禮物、聖誕大餐、聖

誕派對、燈飾和有人報佳音⋯⋯

  每年的聖誕節，我都十分開心和難忘。但今年的難忘事情就是在

學校舉行的聖誕派對，老師分配同學們準備食物回校分享。當天吳老

師亦準備了很多禮物抽獎，有同學打扮成聖誕老人在走廊派禮物，同

學們都玩得很開心。我期待每一年聖誕節的來臨。

老師點評：的確是既難忘又新鮮的節日！希望你享受每一個校園生活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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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次難忘的節日

1B 陳巧瑩

  今年我過了一個難忘的聖誕節。那天，我們一家人跟外婆阿姨和舅父們一起到酒店吃聖誕自

助餐。

  那裏的食物很豐富，有聖誕火雞、蛋糕、糖果等等。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天，十分快樂。突

然，聖誕老人出現了，我們都很驚喜！他還送禮物給我和哥哥，又跟大家一起拍照。這真是一個

難忘的聖誕節呀！

老師點評：果然是驚喜重重的節日，欣賞你描寫得很仔細！

我的老師

1B  陳思霖

  鄧老師是我的英文老師，她是一位很友善的老師！她的課堂很有趣，我們都很喜歡。

  王老師是我的數學老師。她是一位溫柔的人！她的課堂很有趣，還很令人驚喜。她還是我的

音樂老師。

  吳老師是我的中文、視藝老師，也是班主任。她是一個嚴格的老師。

  所有的老師在我做好時表揚我，在我做得不好時鼓勵我，我會努力學習。

老師點評：老師欣賞你對三位老師都描述得很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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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難忘的東京之旅

1C 譚紫柔

  今年聖誕節節，我們一家人去了日本東京旅行。

  這次的行程，我和姐姐先在台場溜冰，再去了迪士尼樂園兩天，還去了箱根浸溫泉。

  雖然天氣很冷，但是很好玩呢！我們都玩得很開心，真要感謝主耶穌和家人。

老師點評：真令人羨慕啊！實在很難得可以和家人外遊增廣見聞，真要感謝主耶穌對你一家的愛眷。

精彩的聖誕慶祝

1C 黃梓喬 

  我最難忘的節日要算是聖誕節了，因這天也是我爸爸的生日。

  今年，我們一家去了吃自助餐。食物的款式很多，也很美味。接着，

我們去了嘉年華會遊玩。那裏有機動遊戲和攤位遊戲，十分有趣。

  今年的聖誕節，我們一家人都過得很快樂，真要感謝耶穌。

老師點評：真是既充實又愉快的聖誕慶祝，真要感謝耶穌的降生帶給我們滿有愛和喜樂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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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我的老師

1C 黃文洛

  溫柔的曾老師是我們1C班的班主任，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頭長長的秀髮。

  她教我們中文科、普通話科和成長課，她是一位很有愛心的老

師，我很感謝她常常耐心地教導我們、鼓勵我們。

老師點評：謝謝文洛，我也希望看見你每天快樂成長，發揮天父給你的潛能！

回味小一百日宴

1C 張 弦

  學校今年為我們小一學生舉行了百日宴，代表我們在學校裏已經學習了一百天。

  這一天，學校準備了紅雞蛋、生日帽、禮物及超大蛋糕，替我們慶祝，我十分開心！真的感

謝學校和老師對我們一切的付出！

老師點評：那天確是令人難忘！看見你們不斷成長，得到家人和師長的愛眷，真替你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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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中秋節的趣事

1C 張 晴

  每年中秋節，我們一家人都會到外公、外婆家吃團圓飯。飯後，我們會再到公園玩花燈、吃

月餅和賞月。

  今年中秋節有點特別，因外婆提議我們一起做湯圓，我興奮地

說：「好啊！」我們一起搓的湯圓有大有小、有圓有扁，相當有

趣，吃起來比以往的湯圓更好吃呢，真難忘！

老師點評：外婆的提議真好呢！我也很喜歡吃湯圓，中秋節吃一家親手搓的湯圓，真是人

月兩團圓！

快樂的聖誕聯歡會

1C 李芷凝

  聖誕節是我最難忘的節日，因為這天學校會舉行聖誕聯歡會。

  在聯歡會上，我們可以一起吃聖誕大餐、玩遊戲，還可以和同學們交換聖誕禮物及參與「天

才表演」。我很喜歡和同學們一起過聖誕節呢！這天令我十分難忘。

老師點評：是啊！聖誕節真令人感到興奮快樂！看到你們精心準備的食物和多才多藝的表演真教我難忘呢！實在感謝主耶穌賜我

們快樂的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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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我的常識科老師

1D 蘇子嵐

  梁主任是我的副班主任，她教我們常識科和生活課。

  梁主任有又長又黑的頭髮，還有一個像草莓的嘴巴，十分可愛。

  上課時，有學生不專心，梁主任會很嚴厲，所以我會謹記專心上課。

  我十分喜歡梁主任。

老師點評：梁主任知道一定會很開心。希望你能喜歡上常識課，加油！

一次生日

1D 姚梓樂

  我的生日是在一月十九日。那天我們一家人到海洋公園慶祝生日。

  那裏有企鵝館、鯊魚館，還有海豚表演。晚上我收到草莓蛋糕，還有超人玩具。

  那天我玩得真快樂啊！謝謝爸爸和媽媽給我一個難忘的生日。

老師點評：欣賞你有一顆感恩的心，相信爸爸和媽媽知道一定會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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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最喜愛的節日

1D 袁芷喬

  農曆新年是我最喜愛的節日。每逢新年的時候，我和家人都會去拜訪長輩和親朋好友，說一些

祝賀的話，領取紅封包。

  有一次，我跟外婆到中國內地過新年，我們買來一些煙花，在空曠的地方點燃起來。五光十色

的煙花真漂亮啊！這是我最難忘的節日。

老師點評：我也喜歡過年，因為能和家人相聚，真熱鬧！

猜猜他是誰？

1D 許恩祈

  這位老師是我其中一位喜歡的老師。

  他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鏡，有烏黑的頭髮，他常常穿運動服，脖子上掛了一個哨子。

  他上課時非常嚴格，還會責備同學，不過他也愛説笑話，耐心地教導我們，所以我十分喜歡他。

老師點評：我猜你說的是數學課的鄭老師，對嗎？希望你享受上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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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最難忘的節日

1D 梁樂行

  聖誕節是我最難忘的節日，因為是主耶穌的生日，所以給我很快樂的感覺。

  聖誕假期前，我會用心為老師和同學準備聖誕卡和禮物。學校會舉行聖誕派對，我們可以交

換禮物和享用美味的食物，大家都十分高興。

  我希望聖誕節時可以和家人享用豐富的聖誕大餐和觀看迷人的燈飾。假如我可以收到一間玩

具店作為我的聖誕禮物，我一定會欣喜若狂了！

老師點評：你的聖誕願望應該會讓聖誕老人很頭疼。如果只是一份玩具應該比較容易實現呢！

難忘的六歲生日

1D 黃詠琦

  今年，我六歲生日剛巧碰上長假期，爸爸和媽媽為我預備了一個特別的慶祝活動。

  當天早上，我們一家人到達順德長頸鹿農莊遊玩。首先，我們到動物園參觀，我看到很多動

物，例如：長頸鹿、大象、老虎、河馬、袋鼠等，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接着，我們玩了很多機動遊戲，例如：碰碰車、空中單車、老爺船等，真是刺激又好玩。

  最後，我們回酒店吃豐盛的自助餐。今年生日，真是開心又難忘！

老師點評：嘩！你的生日過得真特別，一家人也玩得很開心，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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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第三次龜兔賽跑

2A 方琛樂

  烏龜和兔子經過兩次跑步比賽後，誰也不服輸，牠們準備進行第三次比賽。

  烏龜知道自己走路慢吞吞， 於是牠決定要穿滾軸溜冰鞋。而兔子打算走捷徑。

  比賽開始了，烏龜直衝向終點時，兔子才發現烏龜穿了滾軸溜冰鞋。牠們兩個都焦急地衝向

終點。

  結果，牠們兩個都被石頭絆倒了，同時飛到終點站。這次龜兔賽跑分不出勝負。牠們感到很

歡喜，並懂得互相欣賞起來。

老師評語：行文流暢，琛樂的想法很有創意，結局出乎意料，寓意很發人深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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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第三次龜兔賽跑

2A 林琛柔 

  烏龜和兔子經過兩次賽跑後，誰也不服輸，牠們準備進行第三次比賽。

  烏龜先下安眠藥在兔子裏的提神咖啡，接着就到比賽場地找一條捷徑給自己。而兔子不知情地喝

下了加了藥的提神咖啡。

  比賽開始了，兔子突然感到很累，便坐在石頭上休息一會兒。烏龜不慌不忙地用捷徑走向終點。

  結果，因為兔子在比賽時睡着了，沒有完成賽事。烏龜又勝出比賽，感到很快樂。這故事教訓我

們不可以輕視別人，要認真做每一件事情。

老師評語：可憐的兔子沒有時刻儆醒，又再一次在比賽中落敗。欣賞琛柔能運用心情詞語來營造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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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新學期開始了

2A 梁心陶

  新學期開始了，我感到很擔心，因為我已經是二年級的學生了。

  中文默書已經派發，我取得了滿意的成績。我要繼續努力，下次要做得更好。

  不知道我的英文默書會不會取得一百分呢?我相信如果我繼續努力的話，一百分這個目標便

離我不遠了。

老師評語：老師欣賞心陶嘗試運用三段來寫作，深信有志者事竟成。

換牙經歷

2A 梁芷嫣 

  第一次換牙時，我感到很害怕，因為我害怕流血。現在，我已經不再害怕換牙，我已經掉了

六隻牙齒。

  第一次換牙，是我的門牙很鬆得很。爸爸温柔地說替我把它拔出來，我害怕得立刻哭了起
來。這時，弟弟和妹妹一起走來安慰我。他們說：「別擔心，不要害怕！一下子便沒事了。」

  我閉上眼睛，爸爸輕輕搖動門牙。它果然一下子便掉了下來。原來換牙不會流很多血呢!

老師評語：老師欣賞芷嫣在文章中滲透着家的溫馨，爸爸對女兒的貼心，年紀小的弟弟和妹妹對姐姐的善解人意，令怕血的芷嫣

也在不知不覺中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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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快樂的戶外學習日

2A 鄧卓諺 

  今天是戶外學習的日子，我們二年級學生到大棠渡假村進行學習活動，我十分興奮。

  當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我們首先在學校集合，然後一同乘坐旅遊車到目的地。一下

車，我看見天上有很多蜻蜓在飛舞，好像在歡迎我們似的。我們全班拍了一張大合照後，便自由

活動了。

  好朋友和我玩「狐狸先生幾多點」的遊戲，可以減輕壓力和增加知識外，在面對遊戲結果成

敗得失時，也可以學習到勝不驕敗不餒的做人態度。

  最後，我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營地。這天的旅程真愉快!我不但欣賞到漂亮的美景，還

透過遊戲增進了同學間的友情呢！   

老師評語：文章內容充實，卓諺能運用不同的關聯詞串連句子，也能邊寫邊記述心情，令全文洋溢着快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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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給同學的慰問卡

2A 李彗希

親愛的志明：

　　我知道你在上星期的學校運動會的跑步比賽受了傷，我感到很擔心。你請了三天病假，我很

掛念你。你不用掛心跟不上學校的課程，我會為你寫手冊，並會把功課送到你家裏。請你多加休

息吧！

  祝

早日康復﹗

                                   同學

                                     彗希

一月六日

老師評語：慰問卡格式正確，彗希能在文章中表達對同學的關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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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難忘的戶外學習日

2B 王芷潤

  十一月八日是學校的戶外學習日，老師帶領我們到元朗棠度假村遊玩。那天，爸媽也陪伴我去了。

  我們坐旅遊巴前往，下車後，大家首先集合拍了一張大合照。那裏的環境幽美，空氣清新。

  下車後，我看見一個小型遊樂場。之後我和浠桐一起去跳彈床。我們玩得很開心。到了中午，我和

浠桐一起吃午餐。吃完午餐後，我和浠桐一起去公園玩。突然浠桐跌倒了，我連忙扶她去醫療室。我一

直陪伴她直到回學校。

  這次戶外學習日是我最難忘的一天。

教師評語：芷潤真是個善良、關心別人的好孩子！

我升上二年級了

2B 梁澧業

  新的學年開始了，今年我二年級了。我的班主任是林樂山老師，她教我們體育、常識和宗教科。

  我認識了兩個朋友 : 一個是梁藝軒，另一個是許漢峰。我今年的任務是努力讀書，因為我想獲得好

成績。我喜歡體育課，因為我喜歡玩皮球。

  我很喜歡陳元喜的老師，因為他們很友善，而且充滿愛心地教導同學，令我們每天都感到很快樂。

老師評語：寫得很好，加油！希望你能享受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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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換牙的難忘經歷

 2B 張爾雅

  猶記得我讀幼兒園時，曾看見一些哥哥姐姐的口腔裏出現了一個洞，我心裏又害怕又好奇。

  我讀高班時，有一天我刷牙的時候，發現我的門牙開始鬆動，還有一點痛。

  很奇怪的事出現了，我發現一顆很小很小的牙齒從鬆動的牙齒後面鑽了出來。後來我問媽媽
那顆牙齒是甚麼，媽媽回答我那顆牙齒是恆齒。

  那顆鬆動的牙齒愈來愈不穩，我吃東西時感到很痛，後來媽媽說：「吃蘋果吧！」於是我就
每天吃一個蘋果，這個辦法也沒有用。後來，我乾脆自己把那顆牙齒左右擺動，最後我真的把那

顆牙齒拔了下來了。

老師評語：能仔細地記敘牙齒脫掉的過程，使人看了也覺得牙齒快掉出來了，真棒！

期待着我的新牙齒

2B 許漢峰
  上星期，我在家裏自己拔掉了一顆牙齒。

  這顆牙齒已經鬆了一個月了，當我吃菜的時候，非常的不方便。

  有一天，當我吃水果的時候，感覺嘴裏多了一片硬硬的小東西。原來那是我的牙齒，我那鬆動
了的牙齒終於脫掉了。

  當我的牙齒脫落了之後，我很開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掉的牙齒。但是我吃東西的時候，有一
點兒不方便，因為我的牙齒之間有個洞，希望我的新牙齒能快點長出來啊！

老師評語：寫得十分認真，能把牙齒脫掉的過程及感受寫得仔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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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新學期開始了

2B 黃馨妍

  新的學年開始了，今年我升上二年級了，我覺得自己長大了。我認識了很多新同學，其中我

最喜歡是吳振峰、梁禮業和許漢峰。

  我們班換了一個新的班主任，她是林樂山老師，她戴着黑色眼鏡，看起來很溫柔，我喜歡這

位新的班主任。

  記得讀一年級的時候，我不能自己完成功課，現在我已經可以完成大部分功課了，媽媽都誇

我變懂事了。我覺得只要努力學習，新學期才會有好成績，我要加油！

老師評語：內容合適，能仔細記敘升上二年級後的變化，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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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和2B班度過快樂的時光

2B 林殷悅

  十一月八日是學校的戶外學習日，我們一同到元朗大棠度假村遊玩。那天，奶奶也陪我同

行，我覺得很興奮。

  我們坐旅遊巴前往。下車後，大家集合拍了一張大合照留念，那裏栽種了很多花草樹木，環

境幽美，空氣清新，令人心曠神怡。

  然後，我們一起快快樂樂地前往小型遊樂場，我們馬上入內玩耍。我玩了盪附有手圈的秋

千，我一抓，就會站在地上，但我的奶奶就不同了，她可以十五秒內站起來，我覺得她很厲害。

十五分鐘過後，我們一起玩集體遊戲，我們玩了「一元五角」、「松鼠搬家」等遊戲。

  我和奶奶度過了難忘的一天，真開心！

老師評語：寫得非常好，直到現在，老師也記得跟大家一起玩集體遊戲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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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新學期開始了

2C 譚 芯

  新學期開始了，我看見班上有很多新的面孔，我要從新認識新同學的名字。

  回想一年級的時候，一年級的教室在二樓，但是現在二年級的教室在四樓。每次我走到四樓

的時候，我的雙腿就會發酸，我覺得很痛呢！

  二年級的功課比去年困難了很多，但是我會努力地學習和溫習功課。

  今年，還多了弟弟和我們一起上學，我真開心啊！

老師評語：新的學年，確實很多事情都有轉變，芯芯這麼厲害，相信你很快便適應，能開心地享受校園生活。

          時間過得真快，連最小的弟弟也升上小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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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令人懊惱的牙齒

2C 袁梓逸

  還記得在二零一九年七月，我的乳齒還沒掉下來的時候，恆齒已生長出來了。

  爸媽當時知道後都很擔心，他們吩咐我要多點用我的牙齒，例如：要我吃雞腿和硬的食物，

還有刷牙的時候也要多刷那隻乳齒。不久，我睡在沙發上拿電話和爸爸談話的時候，那隻乳齒就

突然掉下來了。

  乳齒雖然掉下來，可是長出的恆齒在口腔的位置不正確，所以我又要常常用舌頭推一推恆

齒，希望恆齒可以排列整齊些。

老師評語：這也是個好方法！希望你的恆齒能長回合適的位置，那你和爸媽便不用擔心，你長大後也不用糾正牙齒呢！

35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開心的聖誕聯歡會

2C 蕭楷龍

  今天，我和小童群益會的朋友一起參加聖誕聯歡會。

  黃姑娘先教我們做聖誕派。我和媽媽分工合作先將酥皮捲好，然後再一起做松果和草莓聖誕

老人。我們將松果和草莓聖誕老人插入焗好的酥皮中，一個聖誕派就完成了。

  過了一會，我們便玩遊戲和一起吃大餐。食物都是由每個家庭自己帶備的。我們一起開心地

吃東西，食物有咖喱魚蛋、香腸、雞翼和啫喱等等。

  最令人心動的環節是抽獎活動，每個人都會抽到一份相應的禮物。我抽到一輛玩具汽車，妹

妹抽到一個洋娃娃，我們都很開心。最後我們還一起拍大合照。

  今天，我過了一個非常令人難忘的聖誕聯歡會。

老師評語：欣賞楷龍用心寫作，把當天的情況仔細地記述下來。

          這次聯歡會的活動非常豐富，你還可以和家人一起參與，真盡

興。我也想學做聖誕酥皮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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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最喜歡的歷史人物

2C 王君信

  我十分喜歡閱讀中國歷史故事書，其中我最喜歡和欣賞的人物便是岳飛了。

  岳飛擅長打仗，他是一位傑出的元帥，經常都能想出策略，他打仗百戰百勝。岳飛是一位忠

心的人，他背上刺着「精忠報國」四個字。

  我十分欣賞岳飛對中國的付出和貢獻。

老師評語：欣賞君信深入淺出地介紹岳飛這歷史人物。君信愛看歷史故事書，對歷史事件十分了解，是個歷史小博士呢！

戶外學習日

2C 周子文

  今年的戶外學習日在十一月八日舉行。那天，天氣很好，我和同學一起乘坐旅遊車到大棠渡假村。

  到達大棠渡假村，我、同學和老師先一起拍一張大合照，然後就可以自由活動了。

  那個渡假村非常大，有很多活動可以參加。我和同學一起玩彈牀，爬繩網，盪巨型秋千和踢足球。

  很快便到了集合回程的時間。那時，我心想：為甚麼時間過得那麼快呢？希望下一次戶外學習日快

一點到來。

老師評語：大棠的設施真多元化，適合不同愛好的人士使用。原來那兒有巨型秋千，那個秋千同一時間可以坐多少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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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換牙經歷

2C 呂世梃

  記得第一次換牙的時候，是我六歲的那年，換牙的過程令我十分難忘。

  當時同年的同學都開始換牙了，看見同學不見了他們的門牙，我覺得十分奇怪。不久，我的

門牙亦開始搖搖欲墜，令我吃不到硬的食物，甚至連說話時都很不便，十分痛苦。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有一天的早上，我起牀時發現我的門牙不見了。原來，我的門牙在我

睡夢時脫掉了。後來，媽媽在我的牀邊找回這隻掉了下來的門牙。

  再過了不久，新的門牙開始長出，令我十分興奮。

老師評語：世梃的換牙經歷很特別，而且很舒適，牙齒在不知不覺中脫掉，實在不錯呢！幸好你沒有在睡夢中吞掉了牙齒啊！

媽媽生病了

2D 邱紫盈

  媽媽生病了，她的肚子很痛，她在醫院住了幾晚。

  到她回家的時候，我看見她十分辛苦，她走得很慢。第二天，在媽媽起床的時候，我幫忙照

顧她，例如：幫她穿襪子、拿東西和倒水。真希望媽媽快點康復，可以陪我玩和教我做功課呢。

老師評語：你真乖！也希望你媽媽可以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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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清潔社區你我做到

2D 曾愷琳

  大家以為清潔社區是一件很難的事嗎？其實，絕對不是很難，只要我們不要隨便丟垃圾便可

以了。記得，我去了兩次日本，我發現日本的街上是沒有垃圾箱，但他們的街道仍保持得很整潔

的，我希望香港也如此整潔呢！

老師評語：保持清潔，人人有責！

換牙經歷

2D 梁予呈

  我有兩次很有趣的換牙經歷。第一次是在快餐店吃漢堡包的時候脫掉的。當時，我以為吃

的漢堡包裏有骨，我把它吐了出來，爸爸突然發現我口中的門牙不見了一顆，後來才發現這粒

「骨」其實是我的牙齒。第二次是在家裏脫掉的。當時，我和弟弟正在玩耍，弟弟的手不小心拍

到了我的口，我的大門牙馬上掉在地上。這兩次換牙的經歷都沒有令我感到痛楚，十分慶幸！

老師評語：你的換牙經歷既有趣又難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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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種綠豆

2D 林樂軒

  聖誕節的假期作業，常識科的林老師給我們佈置了一項任務，就是種綠豆，並記錄它的生長

過程。我覺得很有趣，也很期待。

  開始的第一天，我首先準備好需要用的物品，例如：棉花、杯子和已經泡了一天水的綠豆種

子。接着把綠豆種子放在已經墊好棉花的杯子裏，把水澆到種子上，最後蓋上濕毛巾，每幾個小

時澆一次水。第三天，我發現綠豆已經長出了嫩芽和莖部，我繼續幫它澆水。第五天，小豆芽的

莖部，愈長愈高了，還長出了兩片大葉子，看着它慢慢長高，我覺得好開心呀！

  通過這次觀察種子的生長，我明白了植物需要細心的照顧和愛護，這個過程不但有趣，而且

特別有成就感呢。

老師評語：能把種植的過程仔細寫出來，並分享感受，很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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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戶外學習日

2D 邵紫盈

  今天是星期五，天氣晴朗，陽光明媚。老師帶領我們去元朗大棠度假村上戶外活動課。

  首先，老師和我們一起拍大合照，然後安排大家分組。分組後，同學們便去了不同的設施遊

玩，例如有攀石場、單車徑和手工坊等。

  接着，我和同學一起去做手工，有個同學的媽媽送了一個心型玻璃瓶給我，我非常感謝她。

開始時，我把五顏六色的沙子裝進瓶子裏，我覺得非常漂亮，然後我用水筆寫上自己的名字便大

功告成了。通過這個活動，我明白了同學之間要互相幫助。

  今天，每個同學的臉上都充滿了燦爛的笑容。我真想每天都過戶外學習日呢。

老師評語：相信當天大家都玩得很高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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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換牙經歷

2E 張子蕎

  昨天，我和家人在吃飯的時候，回想起我第一次換牙的經歷。

  那是在我六歲的時候，有一天，忽然「卡」的一聲，牙齒鬆了，我連忙告訴媽媽，媽媽說：「不用

怕，公公會替你將牙齒拔下來。」於是，我抱着我心愛的布偶，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坐在沙發上，十分害

怕。公公將線綁在我的牙齒上，輕力向上拉，牙齒就拔下來。這根本一點也不痛呢！之後我便有冰凍的雪

糕吃了。

  經歷後，我發現原來拔牙也不是很辛苦的事，公公和媽媽們都稱讚我勇敢呢！

老師評語：你真厲害，這麼快就克服了換牙的恐懼。

新學期開始了

2D 崔譽騰

  新學期開始了，由九月二日開始，我便是一個二年級的學生了。一年級的朋友被分配到不同

的班別，我心裡有點記掛着他們！現在要重新認識新同學和新老師，大家都要慢慢地適應。

  二年級的功課比去年多，內容較深，老師的要求嚴格，我們都要專心學習，才能跟上進度。

  今個學期，我很高興被老師選為班長，又可以參加普通話朗誦和英詩朗誦隊。我會努力讀

書，希望獲得好成績。

老師評語：希望你好好享受二年級的新生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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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戶外學習日

2E 王子昂

  戶外學習日的早上，我很興奮。上到校巴我很好奇等一下會有甚麼遊戲可以玩。下了校巴，

眼前的景象讓我心情很舒暢。

  聽了工作人員的注意事項後，我們就開始自由活動了。我跟同學玩了乒乓球、羽毛球和機動

遊戲，我們玩得很開心。我還做了一個五顏六色的彩沙瓶做紀念。我把不同顏色的沙子，一層一

層地鋪在瓶子裏，然後蓋上蓋子，就大功告成了。

  這次戶外學習日，我不僅玩得開心，還學會創意手工，讓我非常難忘。

老師評語：你還留下了紀念品，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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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跳彈床

2E 薜翔升

  十一月八日是我校的戶外學習日，當日是晴天，我懷着愉快的心情和同學一起乘坐校車出

發。之後我和同班同學可喬，一起排隊跳彈床。

  在整個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跳彈床，因為我成功地在空中轉圈。在教練的教導下，我

學會在彈床上平衡身體。雖然在空中轉圈的過程中，我失敗了，並跌倒在旁邊，但是我沒有放

棄，我再接再勵地嘗試，最後我終於成功了，並轉了六次。

  最後，我明白「失敗乃成功之母」，永不放棄的態度，終有成功的一天。

老師評語：你真棒，這麼短時間內學會了一種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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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新學期開始了

2E 李昊宸

  秋天來了，天氣漸漸地涼了，新學期又開始了。我不知道同學們這個學期的目標是甚麼呢？

讓我說說我的目標吧！

  我的第一個目標：測考成績要比小一的成績進步。

  我的第二個目標：自己準時起床，不用媽媽叫醒。

  我的最後一個目標：學會下圍棋。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我會早睡早起。上課專心的聽老師講課，課後好好溫習課本的知識，不

明白的及時問老師。希望我可以達成我的目標！

老師評語：希望你能達成目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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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換牙經歷

2E 黃可喬

  我在六歲半時才第一次換乳齒。

  記得當天，我吃完蘋果後，發現下顎右邊的牙齒有點鬆脫。但是，這個情況持續了近兩個星

期，牙齒只是搖搖欲墜，仍然未脫落。

  於是，媽媽決定用她小時候脫乳齒的方法，就是把毛線綁在鬆脫的牙齒上，用力一拉⋯⋯結

果，除了牙齒，還有血水、淚水和我的哭聲。

  還好，媽媽說家裏有一個「傳統」，就是每換一隻乳齒，都會有一杯冰淇淋來止哭止痛。

  至今，我已經吃了四杯冰淇淋呢！

老師評語：媽媽的「傳統秘方」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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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聖誕假期

2E 陳曦悅

  聖誕假來臨，但不幸的是哥哥生病了，所以媽媽取消了外出旅行計劃。等到哥哥稍微好一點，爸

爸媽媽帶我們來到了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遊玩。

  二十四日這天，太陽笑眯眯地照着大地，天藍得像大海一樣，我們來到了美麗的蓮花山公園。一

大片綠油油的草地上有許多人在玩耍、跑步、放風箏、找石頭⋯⋯我抬頭望向天空，看見了許許多多

不同形狀和顏色的風箏掛在天上，就像一艘艘漂在大海上的小船，我興奮極了，趕緊大叫：「爸爸，

我想要放風箏！」爸爸說：「好，不着急，我們先找一個地方搭吊床。」一聽有吊床玩，我和哥哥都

開心地跳了起來。

  我們找了一個蔭涼處去搭吊床，爸爸媽媽把吊床兩頭分別綁在兩棵碗口粗的樹幹上，我就迫不及

待地想爬上去。但吊床搖搖晃晃地，我又有點害怕。最後，爸爸把我抱上吊床，我直直躺在裏面，用

吊床兩側的布把自己包起來，假扮自己是一顆小豌豆。媽媽輕輕搖晃着吊床，我覺自己好像變成了一

個小寶寶一樣！我讓哥哥也來試試，結果他說他不敢，真是個膽小鬼！

  可惜這天一直沒有風，所以爸爸放了幾次風箏都失敗了，不過，我還是很開心，因為我還可以玩

挖洞洞、找樹葉、做陷阱等各種好玩的東西。哥哥和其他從香港來的小朋友玩扔飛機，玩得滿頭大

汗。累了，我們就坐下來喝喝飲料，看看媽媽朋友送來的羅爾達系列故事書，真愜意！

  晚上，我們去吃最喜歡的火鍋，店員姐姐還送給了我一個粉色的首飾盒做禮物，我開心極了！這

個假期有遺憾也有歡樂，不管怎麼樣，它都是一個愉快的假期。

老師評語：從你的文字中，老師也能感受到你的假期生活充實、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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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早晨的公園

3A 羅冬儒 

  一天早上，我和外婆、弟弟，一起到我家附近的公園散步。

  一踏進公園，就聽到鳥兒美妙的叫聲，又看到漂亮的花兒，有紅的、藍的、黃的、橘的⋯⋯

花兒散發着一陣陣清新的香氣。

  蝴蝶在花叢間飛舞，魚兒在小河裏玩耍，柳樹在河岸隨風舞動。從小河的倒影中，看見綠油

油的草地和蔚藍的天空，真美啊！

  外婆在小河旁做運動，我也伸展一下手腳，我看見原來早晨的公園真漂亮！還唱起歌來：

「秋風輕鬆多清爽，抬頭望遠方⋯⋯」那一刻，我覺得整個公園充滿動感和活力！

老師評語：描寫景物豐富，能從多感官描寫景物。結尾部分加入唱歌的片段，歌詞抒發的情感與情境吻合，有畫龍點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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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快樂的聖誕節

3A 羅凱琳

  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我到百貨公司選購一些禮物，然後到美美的家參加聖誕派對。

  我一踏進美美的家便被五彩繽紛的佈置吸引着，還有那棵閃着耀眼光芒的聖誕樹，真的漂亮

極了！我和朋友們玩了「音樂椅」和「猜歌名」遊戲之後，便開始進食豐盛的聖誕大餐。桌上放

滿許多美食，如烤火雞、咖喱牛腩、沙拉、蘑菇湯⋯⋯

   到了我們最期待的環節，就是交換禮物了。在交換禮物的過程中，我們都表現得很興奮，其

實禮物是甚麼並不重要，重要是我們互相向大家表達節日的祝福心意。

  到了晚上，我會合詩班成員一起到街上去報佳音，我們唱着詩歌，希望將聖誕節的意義傳給

街上的人。

  這一天真的過得既開心又有意義，我感到很滿足呢！

老師評語：文章的文句通順，修辭技巧高，選材得宜，內容除了讓人能感受節日氣氛外，更能從中了解節日的意義，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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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節愉快的體育課

3A 羅啟立 

  星期三上午，我們上了一節愉快的體育課，這節課老師帶領我們做各式各樣的運動。

  先是跑步，小明只要兩分鐘就已經圍繞操場跑了五圈，其他同學就要三至四分鐘。

  之後是跳高，別看小立個子小，他大腿很有力，一跳就跳到半空然後着陸，同學們都熱烈地

拍手掌。欣學說：「你也很有本事，下一次就和你比試一下！」小程說：「加油！小立你做得到

的！」再玩一會兒，體育堂就完結了。老師說：「我們下一次可以玩足球、籃球或跳遠。」

  最後，小明和小立都很享受這節體育課，他們明白到人人都有自己的長處，有人跑步較厲

害，有人跳得較高。

老師評語：能就體育課中的兩項活動進行描述，動作描寫細緻，且能加入同學的對話情節，展現課堂愉快的氣氛。結尾段帶出領悟

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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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給表哥的一封信

3A 梁滈桁 

親愛的家明表哥：

  你好嗎？你已移民到英國一年了，我很掛念你。

  剛剛過去的中秋節，我們一家吃晚飯後，爸爸、媽媽帶着我和兩個弟弟一起到公園玩傳統燈籠，

燈籠裏面是放蠟燭的。

  爸爸忽然提議和我們用燈籠玩「尋寶遊戲」，遊戲的方法是爸爸收起一件物品，我們三兄弟在黑

暗中提着燈籠一起尋找。遊戲中最快尋到寶物的人是我呢！

  不過在尋寶的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意外，弟弟只顧找寶藏，沒發現手中的燈籠着火了，嚇得他連

忙把燈籠掉在地上，由爸爸把火弄熄，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你的中秋節又怎樣過呢？希望你明年中秋節能回港，與我們一起過吧！

  祝

身體健康

                                     表弟

                                       滈桁上

十月十日

老師評語：文中向表哥詳細地描述了中秋節的活動，更交代了遊戲中的一個小意外，充滿童趣。相信表哥看了，一定很希望回港

加入你們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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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跑步比賽

3A 黃梓皓 

  一個炎熱的夏天，小光、小智和其他沙田區的學生，在沙田運動場進行跑步比賽。

  比賽開始了，他們都奮力向前，希望取勝。小智想着：「不好了，我現在落後了，所以我要

加把勁呀！」小光心想：「我現時領先，不可以讓別人追上！」然後，因為小光想得太入神了，

一不留神就被石頭絆倒了。

  小智回頭一看，發現小光跌倒了，馬上跑到小光的身邊，把他扶起來，小光問：「為什麼你

要扶起我，不去終點取得勝利？」小智說：「因為我聽了媽媽的話，她說：『友誼第一，比賽第

二』。」小光說：「謝謝你！」

  最後，雖然今次比賽他們都落敗了，卻贏得了友誼，假日還常常一起玩耍、練跑呢！

老師評語：能運用人物描寫，特別是心理描寫和語言描寫尤佳，既能交代情節、突顯人物性格，又能帶出故事中道理，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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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發成績表

 3A 林紫盈 

  今天老師派發成績表時，小平十分期待，可是小力卻顯得忐忑不安。

  當小平翻開他的成績表時，他高興地說：「太好了！我所有科目都得了甲等了！」小力沮喪

地說：「我的中、英、數三科都不合格⋯⋯」說着，他便開始哭過不停，更一邊哭一邊說：「為

什麼不合格的會是我呢？」

  小平安慰小力說：「不用灰心，我可以取得好成績，是因為我專心上課、努力溫習，如果你

也努力溫習，一定會有進步的！」」小力聽了點了點頭，然後就不哭了。

老師評語：同學在人物描寫時，在人物收到成績表前和成績表後，展現了鮮明的對比。此外，老師尤其欣賞喻意部分所表達的

「成敗得失非偶然」之意，希望其他同學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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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節愉快的體育課

3B 溫倬霆   

  一個熱烘烘的星期五，體育老師帶我和同學到操場上了一節愉快的體育課。

  首先，我們做熱身運動。然後，我們圍着操場跑步。接着，老師幫我們分組，我心想：我想

和張瑋傑一組。老師說到我時，我很緊張，她說：「 溫倬霆可以和張瑋傑一組。」我竟然真的可

以和張瑋傑一組，我很開心。

  跟着，老師宣布說：「我們今天踢足球。」老師先教我們踢足球，然後，我們一起試踢，接

着我們愈踢愈好。

  跟着，我們進行足球比賽。比賽開始了，老師吹哨子，我們便飛快地踢球。一會兒，我們終

於把球踢入龍門，老師稱讚我們說：「你們跑得很快，表現真好啊，連那麼強的對手也可以打

敗。」我們一點也不驕傲，我還謙虛地說：「老師，大家都踢得很好呢！」老師說：「好。」最

後，我們愉快地回課室去。

  我覺得今天很累，但是很開心，因為我可以和同學玩耍。這天，我們真是上了一節愉快的體

育課。

老師評語： 欣賞你能夠具體及詳細記述一次愉快的體育課，內容緊扣題目而豐富，語句流暢，文章結尾能再以「開心」回應文章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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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不求回報

3B 歐汛沂

  一天，我在沙田市中心上數學課。下課後，我便在商場附近閒逛等姐姐下課。

  那時，我看見一位小姐手上拿着很多東西，心急如焚地快步走過來。當她走過我身旁時，不

小心掉下一個信封，我立刻把它撿起來，追上去，希望把信封遞給那位小姐。可是，因為她看不

見我追着她，所以她沒有回應我，我便叫道：「小姐，小姐，你的信封掉了。」那位小姐聽到我

的說話便轉身看看我，還從我的手上接下了信封。雖然她沒有說謝謝，但是她瞇起眼睛，向我點

點頭就沿着她原來要走的方向走了。那一瞬間，我不但感到快樂，還覺得很滿足。

  從這件事中，我學會了「助人為快樂之本」，雖然我幫過的人沒有報答我，但是我也心滿意

足了。

老師評語：欣賞你能夠不求回報地幫助有需要的人。文章內容能夠緊扣題目要求，而且仔細描述事情的細節，使讀者猶如親身經

歷這件事一般，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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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件好人好事

3B 吳汶謙

  星期天，我和媽媽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我們在途中看見一位老婆婆拿着一袋很重的東西慢慢地走着。正當她踏上梯級時，啊!她不

小心從梯級上跌倒，我們連忙衝上前扶起老婆婆，還幫她拾起掉在地上的東西。老婆婆的腳流着

血，媽媽細心地幫老婆婆消毒和包紮傷口。

  最後，我們送老婆婆回家。當到達目的地時，老婆婆很感激我們，還稱讚我是一個好孩子。

那天，我真的很開心，因為能夠幫助別人。

老師評語：欣賞你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而且描述得很仔細，讓讀者也能感受到你的用心，也能以學到的道理總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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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一次快樂的生日

3B 陳樂妍

  每一個小孩都期待生日的到來，我也不例外。我度過最快樂的生日是在別人的生日會上。

  去年某一天，媽媽、我和弟弟參加了一位朋友的生日會，它在一個私人會所舉行。一踏入場

地，我就被精美的佈置深深吸引，全場有很多氣球扭成的「公主」，每位「公主」都十分逼真漂

亮。此外，裡面有一座很大的充氣城堡，我和弟弟迫不及待脫下鞋子跳了上去。

  過了一會兒，音樂響起，一位魔術師站出來表演精彩的魔術，我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最後，我和弟弟吃了一個長髮公主造型的蛋糕，漂亮又美味。

  這個生日會十分快樂，因為我認識了很多朋友，也玩得十分高興。

老師評語：欣賞你能具體及詳細描述生日會的各種細節，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也能運用好詞豐富文句，使文章內容更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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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發成績表

喆3B 吳睿喆 

  今天上午，我和同學在課室裏等待王老師派發成績表，大家的心情十分緊張。

  當老師走到我的座位時，我感到忐忑不安，全身顫抖。我心想：不知道我的成績如何呢?不知道

會不會很差呢?當老師把成績表派給我時，我的心幾乎跳了出來!我立刻把成績表打開，「嘩！」原來

我的成績很理想，我興奮得手舞足蹈。

  可是，坐在我旁邊的小天卻很傷心，因為他的成績很不理想，他垂下頭在哭。我立刻安慰他說：

「小天，不要太難過，只要你下次努力一點，成績就會進步。」

老師評語：欣賞你能記述事情的起承轉合，也能記述你心情的變化，讓讀者也跟着你的心情變化而經歷喜與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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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難忘的生日

3B 劉 洋 

  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是我的生日。

  早上，媽媽做了長壽麪給我做早餐，她祝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然後，我便開開心心地上
學了。放學之後，我做完功課了，便和爸爸媽媽準備一起到酒店吃自助餐。每年，我們都會和鄰

居張爺爺一起吃飯過生日。

  當我們走到他家門口按門鈴，發現他家大門虛掩，推門進去一看，發現他躺在地上，暈了過

去，我們立即打電話叫救護車送張爺爺到醫院搶救。經過兩至三小時的搶救，張爺爺終於醒了。

醫生說：「還好你們及時將他送來醫院，不然就救不回來了。」接着，我們替他辦好了住院手續

之後，便回家吃晚餐了。

  雖然今天沒有慶祝我的生日，但是我也十分開心，因為我救了張爺爺，今天的生日過得真有

意義！

老師評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雖然沒有美味的自助餐，但度過一次最難忘和有意義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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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快樂的聖誕節

3B 潘俊亨

  聖誕節的早上，我剛睡醒就看到房裏的聖誕樹上掛着一隻聖誕襪。

  突然，爸爸走進來跟我說：「聖誕快樂！快點拆禮物吧。」我便走過去，然後打開聖誕襪，看

到裏面放着我渴望已久的限量版機器人，我高興得跳了起來。

  踏出家門，我看見樓下大堂擺放着裝有五彩繽紛燈飾的聖誕樹，玻璃門上也貼上了聖誕老人的

貼紙，洋溢着濃濃的聖誕氣氛。

  走到路上，街頭上人頭湧湧，隨處可見穿着聖誕服飾的人，有的戴着聖誕帽，有的戴着馴鹿的

頭飾，還有的穿着全套聖誕老人服裝⋯⋯一到晚上，整條街的聖誕燈飾都亮起來了，燈光璀璨，別

有一番風味。

  晚上，我們一家到餐廳裏吃了一頓豐盛的聖誕大餐。

  今年，我度過了一個開心愉快的聖誕節。

老師評語：能仔細描繪聖誕的景色，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讓讀者也

能感受到濃濃的聖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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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發成績表

3C 岑日雋

  今天，老師派發成績表時，小拉和我都感到忐忑不安。

  我緊張地打開成績表，我發現自己竟然在中、英、數、常等科目都取得甲等，我高興得大聲

歡呼起來。

  突然，我聽到耳邊傳來陣陣哭聲。我慢慢地轉過頭，發現小拉在哭泣。我偷偷地看看他的成

績表，頓時目瞪口呆，原來他有幾個科目都考了丁等，還有一些科目是零分呢！我心想：小拉一

定很難過，要安慰他才行。我輕聲安慰小拉：「不要緊！下次再努力！」

  我鼓勵小拉後，他心情好多了。他立志以後要勤奮向學，每天做練習，並一直堅持下去。

  最後，小拉在期考時考上了全班第一名呢！

老師評語：行文流暢，日雋善用對話及形容詞營造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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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給子琪的賀卡

3C 林子量 

親愛的子琪：

  恭喜你在馬拉松比賽中獲得季軍，我為你感到自豪。馬拉松是一項考驗耐力的長跑比賽，全程

有四十二公里。你能夠完成賽事已很不簡單，全靠你每天努力不懈地鍛鍊自己，才有今天的成果。

  我希望你能再接再厲，在日後的比賽中再創佳績。
                                    朋友

                                      子量

十二月十日

老師評語：賀卡格式正確，正文部分簡略介紹了馬拉松比賽的特點。子量亦在文末鼓勵子琪在以後的比賽再顯威風。

好書推介

3C 林子樂 

  今天，我想向大家推介一本書，是林子川的《約瑟：得勝者》。

  這本圖書告訴大家約瑟的生命是充滿了戲劇色彩。他得到父親的偏愛，使他為人自負，也導致

他與手足相殘。雖然他被背叛，被賣往外地，又受到主母的誘惑，但他仍然能對人有憐憫的心腸。

  從約瑟的經歷中，我們看到上帝的作為，實在令人驚歎萬分。

老師評語：老師欣賞子樂能夠對《約瑟：得勝者》這本書的內容重點簡略向讀者介紹，讓人有想立即借閲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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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給表哥的一封信

3C 楊衍悅  

親愛的恩強表哥：

  你在英國生活得怎樣?你習慣在英國的生活嗎?我很想念你呢！

  我今年的中秋節玩得很高興，爸爸媽媽帶我到附近的公園賞月去。我一邊吃月餅，一邊玩燈

籠，十分滿足。報章報導今年中秋節仍有很多人玩熒光棒，但熒光棒是很不環保的玩意兒呢！

  爸爸媽媽説暑假會帶我來英國探望你們，我期待跟你會面。時間不早了，見面再談。

  祝

生活愉快

                                     表妹

                                       衍悅

十月九日

老師評語：格式正確，衍悅能在書信中記述中秋節的所見所聞，並抒發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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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跑步比賽

3C 鄭日燊

  今天，我在沙田運動場的陸運會參加了四百米的跑步比賽。我看見小平和小強也參加了這個

比賽。

  比賽開始了，小平和小強的實力不分上下。不過，小強突然衝上前，小平漸漸落後。小平為

了取得勝利，吸了一大口氣，心想﹕我必定要領先。他奮力向前衝，一不小心，絆倒在地上： 

「哎喲！」小平受傷了，小強也看見了。

  小強立即停下腳步，關心小平道： 「你還好嗎?」小平苦笑答： 「我沒事兒。」小強聽罷，

緩緩地扶他起來。小平很感謝他。他們一起走到終點，取得「最具體育精神」獎。

  最後，他倆成為了朋友。同學們能互相幫助，體現友愛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老師評語：行文流暢，日燊能善用對話及心理描寫來增加文章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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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早晨的公園

3C 詹梓進

  今天風和日麗，陽光普照。太陽公公一早就向我微笑。我吃過早餐後，便休閒地到附近的公

園散步。

  一踏進公園，四周十分清靜。我聽到一些小鳥吱吱喳喳地唱着悅耳的歌曲，一路上鳥語花

香。花園内的花兒五顔六色，有紅彤彤的，有黃澄澄的，還有藍晶晶的⋯⋯五彩繽紛的蝴蝶在花
間翩翩起舞，好像小女孩在跳舞。

  再往前走，在公園中央是一個噴水池，清澈的池水像一面光滑的鏡子。噴泉忽高忽低，十分

有趣。魚兒在池中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十分寫意。

  一陣陣微風輕輕地吹過來，草兒隨風舞動，好像在向我打招呼。我看着蔚藍的天空，呼吸着

新鮮的空氣。我感到很舒服，我感到很愉快。

老師評語：老師欣賞梓進能在文章中運用多感官及動靜態的手法來描寫公園裏的所見所聞。以形象化的的比喻及擬人來引起讀者

的聯想，並以心情詞語串穿全文，令人也不知不覺地心曠神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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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跑步比賽

3D 梁冠一

  星期天，我和熙峻到沙田運動場比賽，大家既緊張又興奮。

  比賽開始了，熙峻跑得像一匹馬一樣。快到終點的時候，突然，熙峻聽到「呯呯」的聲音。他回

頭一看，他看見我被石頭絆倒了。他立刻把我扶起來，然後跑到終點。

  我感到很開心，我非常感謝他。我明白了幫助別人的重要。雖然我們沒有取得第一名，但是我會

繼續努力，希望下一次取得好的成績。

老師點評：文句通順，能描述跑步比賽的經過，也能在末段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學會的道理。

愉快的假期

     3D 郭曉霖

  去年暑假，我們一行十六人到布吉旅行，經歷了一個愉快又刺激的旅程。

  我們參加飛索活動，當我們到達目的地後，工作人員協助我們配上安全裝備，檢查妥當後，我們

便一起出發走到月台。

  開始時，我既緊張又害怕，但經家人鼓勵後，我便根據工作人員的指示，腳一伸，整個人就由一

個月台滑到另一個月台。看見美麗的景色後，我緊張的心情也放鬆了。到達另外一個月台後，家人稱

讚我真是一個勇敢的孩子。

老師點評：這真是一個難忘的經驗，我也想試一試這個刺激的活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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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難忘的一天

  3D 鄭多多

  今天早上，我和媽媽到獅子山遠足，沿途的風景很美麗，有的地方還有小瀑布呢！遊人們有

的在小瀑布旁寫生，有的在拍照，好不熱鬧。

  我們走到半山腰的小橋旁邊便停下來休息，我們一邊喝水，一邊欣賞四周美麗的風景。突

然，我們聽到「哇」的一聲，原來有一隻小猴子想搶媽媽的水瓶，我毫不猶豫地衝過去嚇走小猴

子，並抱着媽媽 ：「媽媽，你不用害怕，我會保護你的！」媽媽 ：「哈哈，我的女兒真勇敢。」

老師點評：你真勇敢，但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呢。

爸爸的小時候

3D 楊夏天

  談到勇敢的事，就不得不提我爸爸的小時候跳水的那件事了。

  那天，爸爸看見爺爺下海撈魚，爸爸也想跟着做。那時不懂游泳的爸爸便「撲通」一聲跳下

去，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爺爺立時把爸爸救到岸上。

  事後，爺爺對爸爸說：「你這小子真勇敢，還不會游泳就下水。」

  當爸爸把這事跟我說時，我也是哭笑不得，原來爸爸小時候是那麼頑皮的。

老師點評：內容豐富，文筆流暢，描寫生動，希望你不像你爸爸的小時候那麼頑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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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我不怕打針

3D 馮瑞匡

  有一天，老師説：「同學們明天要打防疫針，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同學們都很害怕打針。
回家後，我對爸爸説：「老師説明天要打針，但我很害怕。」爸爸説：「你不要害怕，只要你勇
敢，就不會感到痛的。」

   第二天，打針的時候，老師對我們説：「誰想第一個打針呢？」我想起昨天爸爸對我説的
話，我便勇敢地説：「我想第一個打針。」

  打針後，老師稱讚我説：「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原來爸爸説的話是真的，勇敢就不會
感到痛的。

老師點評：下一次你可和害怕打針的人分享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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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早晨的公園

3D 陳 悦

  一大清早，我跟爸爸到我家附近的公園散步去。

   一踏進公園，我就聽見可愛的小鳥在樹上唱出悅耳的歌聲。在小池塘裏的小魚自由自在地游

來游去。五彩繽紛的蝴蝶隨着美妙的節奏翩翩起舞。

  再往前走，在公園中央是一個噴水池，噴出來的水花像蘑菇。一班小孩子們在噴水池旁邊跳

大繩，玩得十分開心。

  啊！早晨的公園真美麗，以後我要多陪爸爸到公園散步。

老師點評：文筆流暢，能生動描寫公園的動態活動，用詞豐富。

69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第一次學自行車

4A 孔樂然

  去年十月，爸爸教我學會了騎雙輪自行車。

  剛開始，我有些害怕，坐上自行車的座板，還沒蹬兩下，我就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這一

跤，摔得可真疼啊！在爸爸的鼓勵下，我爬了起來，可是面對眼前的這輛雙輪自行車，卻畏懼得

不敢再嘗試。

  爸爸見狀，為我扶着車頭把手，一再鼓勵我繼續試試看。看着爸爸那雙有力的手臂，我再次

勇敢地騎了上去了，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爬起來再試，我摔了好多跤。但這一次又一次的大膽的

嘗試，幫助我總結一些方法，我漸漸可以掌握着車頭。每當車身往旁邊歪，快要倒下時，我就及

時地用左腳當支點，把車停下來。 

  在不斷的嘗試中，我終於學會了騎自行車。我的腿上，這裏青一塊，那裏紫一塊。看着這些

傷痕，我有一種成功的自豪，而這些難看的傷痕，也成為了我永遠難忘的回憶。

老師評語：不只在學習騎車上要不怕困難，迎難而上，在學習上也一樣。希望你能把此次的經驗應用在未來的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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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的第一次

4A 袁匡庭

  我第一次打乒乓球比賽─「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當時在歌和老街體育館，我的心情

非常緊張。

  當我進去的時候，我的腳震得差點兒站不穩，媽媽說：「你別緊張，太緊張會影響表現呢，

好像平時和朋友打的時候一樣，就可以了。」我嘗試平伏自己的心情，冷靜下來！

  工作人員說：「請袁匡庭到四號枱比賽！」我的腳又開始震了，這時教練拍拍我的頭說：

「匡庭，放鬆心情去享受比賽，做好自己就可以。」比賽賽制五局三勝，第一和第二局我實在

太緊張，未能表現出應有的水準；第三局開始，大家球來球往，十比六時我心想：反正都是會輸

的，盡力打好這局就算了⋯⋯怎料，輕鬆的心態下，我越打越起勁，竟然追到十對十，還勝出這

一局，我興奮得跳起來。場外的教練、媽媽和姨姨都驚訝得目瞪口呆。

  我的信心回來了，乘勝追擊，鬥志和意志都滿滿的，一分、兩分、三分⋯⋯第四局也勝出

了，對手傷心得哭了出來。最後一局，大家都收拾好心情，拼命地打，每分都緊貼着，十分激

烈。我緊張得手心冒汗，結果⋯⋯

  最後我輸了，媽媽跟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這是你第一次比賽，你還有很多機會，只要

從失敗中學習就會有成功的一天。」對，雖然這次我輸了，但我會盡力做好自己，會繼續努力！

老師評語：你真棒，既會踢毽子，又會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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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生病記

4A 李昊栩

  疾病，是惡魔，把我困在家裏；疾病，是巫婆，把我的自由變走了；疾病，是怪獸，將我的

世界弄得亂七八糟。

  生病的滋味很難受，平時活蹦亂跳、精力充沛的人，突然變得病懨懨，有氣無力得像一隻無

助的小貓。

  猶記得我一年級時，有一次，全班同學在學校打完預防針後，就回教室上課了。上體育課

時，有一些同學覺得手有麻痺的感覺，我有種不祥的預感，心想：我到底會不會生病呢？但老

師卻說這是正常的，我心裏很迷惘，我會生病嗎？回家後，我的預感成真了。當我做功課時，就

開始發燒了！那個可怕的惡魔─疾病，在向我招手呢！我發燒時就像一隻紅通通的蝦子。媽媽

立即乘的士帶我到威爾士親王醫院看醫生。在候診時，我就像一隻無助的小貓躺在媽媽身上。醫

生診症後，判斷我得了感冒，開了一些藥給我。吃了藥後，我就退燒了。但鼻塞讓我呼吸不到空

氣，要用嘴巴呼吸。苦澀的藥讓我難以下咽。平時我喜歡的食物，突然變得不想吃了，感冒的感

覺真難受。

  經過幾日的休養，我終於把它─那個可怕的惡魔，徹底擊退。其他也想把我困在家裏的惡

魔也被我“驅逐出境”，重拾健康的感覺真好！同時我也感到父母的關愛。我以後要多吃健康的

食物，不要再讓那些可恨的惡魔「有機可趁」。

老師評語：你的文筆很生動，完全看得見你對健康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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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4A 俞樂均

  近日，我對飛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我最喜歡的一本書也跟飛機有關，書名是《噴射

機引擎的科學》。作者是中材寬治，由溫欣潔翻譯為中文，此書共有二百二十頁。

  書中的內容共有六部分，分別是：噴射引擎的工作職掌、從螺旋槳到噴射引擎、噴射引擎、

啟動噴射引擎的系統、噴射引擎的儀表和噴射引擎從起飛到降落。其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關於

全引擎停止的部分。如果火山灰被吸入引擎，你猜猜會怎樣？它會導致引擎內的渦輪機內的齒輪

卡住，令風扇葉片停止運作。這還會影響測速和測高裝置的異常運作和顯示，最差的是全引擎停

止。這時飛機便不可運作。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本書？因為除了書本內容有趣外，作者儘量不用專業用語，運用簡潔易明

的詞語，使我明白內容。而且，作者舉了很多生活例子，例子也配上了很多我能理解的圖片，幫

助我能理解書中的內容。

  如果你問我，這本書給予多少評分，我會給滿分，因為它令我更進一步的認識飛機的構造，

也引領我學習更高深的飛機知識。

老師評語：只怕老師看了這類的書也不能完全明白，你竟能看懂，真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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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我的第一次

4A 鄭婥彤

  猶記得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媽媽一起乘車出去玩。那時的我喜歡跑來跑去，蹦蹦跳跳。

  印象中我和媽媽牽着手乘扶手電梯上車站月台。到達月台時，我看見列車車門開了，我的小手就從媽媽
手裏一溜，一枝箭般跑進了車廂。媽媽當時在我身後叫着：「不要跑呀！要等媽媽一起上車啊！」但這時車

門發出「嘟─嘟─」聲，隨即馬上關閉了。我看着門外的媽媽焦急地不停說話，但我完全聽不見她在說

甚麼⋯⋯此時列車已開出，很快就看不見媽媽了。

  我站在車廂中，不知所措，發呆了一會兒，然後開始害怕起來。車門中擠滿了人，令我感到恐懼。身邊
的人都是陌生人，全世界好像只剩我一個人似的，心跳快得讓我想哭。這時媽媽的樣子和說過的話出現在我

腦海裏。我想起媽媽剛才對我說：「今天我們要去馬鞍山，我們乘坐的是馬鐵，上車後列車經過不同的車站

直往馬鞍山，沒有中轉站。」

  這個時候，列車停了下來，廣播說這是第一城站，我沒下車，然後是石門站，大水坑站⋯⋯我開始焦急
了，到底還要等多少個車站才能到達馬鞍山呢？我眼睛瞪着車門，手抓得緊緊的。列車終於到達馬鞍山站

了！車門一打開，我便離開了車廂，在月台上的椅子上坐下來，耐心地等媽媽乘下一班車來找我。但是我心

裏仍有些擔心，擔心如果等不到媽媽來要怎麼辦才好呢？想到這點，我的心又開始亂跳了起來─媽媽說過

遇到甚麼事情都要冷靜，這樣才能想到解決的辦法。

  我一直左顧右盼，想看看有沒有站務員，心裏默念着媽媽的手機號碼，想找人致電給媽媽。這時有列車
到站了，車門一打開，媽媽便跑了出來，緊緊地把我抱着，媽媽抱得很大力呀！我見到媽媽就哭了起來，媽

媽安慰我，雖然媽媽沒有責罵我一頓，但我知道自己錯了，令媽媽很擔心，因為我的行為真的很危險。

  我已日漸長大，更明白了做甚麼事前都要想清楚，要想別人的感受，也要學習照顧身邊的人。

老師評語：真驚險，幸好你夠冷靜，但真的可一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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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第一次離開媽媽

4A 方紫喬

  兩年前的暑假，我「歡天喜地」地到達了佛山體校，進行一個月的寄宿乒乓球培訓。

  到達體校後，媽媽把我的日常用品和床單放置好後就跟我道別。我好像小鳥一樣自由自在地

飛翔，因為沒有人管我，做甚麼事情都可以，真開心啊！

  乒乓球的培訓終於開始了，我既努力又認真地練習，不知不覺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第一次

沒有媽媽在旁，我可以隨意選擇我喜歡的東西吃。我吃了十隻香脆雞翅膀和喝了兩杯可口可樂，

多滋味啊！當然，還少不了我的至愛─抹茶雪糕！

  但是到了晚上，我的心情就不一樣了。雖然打了一整天的乒乓球，身體已經很疲累了。但是

無論我怎樣嘗試，怎樣「數綿羊」還是睡不着。忽然，我想起來了，原來我早已習慣了和媽媽一

起睡覺。我眼泛淚光，心想：為何現在媽媽卻偏偏不在。午飯的時候，我還覺得媽媽不在真好，

但現在我十分盼望可以見到她一面。都是我不好，平時不聽媽媽的話。媽媽，請您原諒我吧！想

着⋯⋯想着⋯⋯我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這段經歷是我體會到：無論我在哪裏都需要媽媽，因為在晚上的時候，如果沒有她，我就無

法入睡。雖然有了媽媽在旁，我就不可品嘗我最喜愛的雪糕，但是我寧可不要雪糕，也需要您

─媽媽！

老師評語：幸好你這麼快就發現了媽媽的重要性，別忘了爸爸也很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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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生病記

4B 許晴希   

  上星期二，我發燒了，所以沒有上學，要留在家裏休息。

  當天，爸爸和媽媽都要上班，外婆在家陪着我，照顧我。我仗着自己生病，不斷地吩咐外婆

替我做事。每次外婆總是說：「好的，讓我來幫你。」外婆又替我煲藥，又餵我喝粥吃藥，又幫

我收拾房間⋯⋯

  下午當我剛睡醒，打算下牀去洗手間的時候，我發現外婆弓着背在廚房裏忙着，好像很辛苦

的樣子。這時候我才發覺一直以來我只顧自己，沒有理會外婆的辛勞。突然間我覺得很慚愧。

  這次經歷之後，我才明白我們不應該只顧自己，也要顧及他人。當我長大後，我一定會好好

照顧長輩，不要讓他們辛勞。我很感謝他們對我的照顧。

老師評語：欣賞你文章所表達出來的情和愛，更欣賞你在最後一段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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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第一次拔牙

4B 林珈羽  

  去年暑假，我有一顆牙齒蛀得太厲害了，所以醫生要我把壞牙拔掉。

  這是我第一次拔牙。我忐忑不安地躺在自動椅上，心情既緊張又害怕，我還怕得哭了起來。

醫生溫柔地對我說：「別害怕，不會疼的！」聽到醫生的話，我就鼓起勇氣，長大嘴巴讓醫生幫

我檢查。

  醫生先幫我打麻醉針，然後再等了一會兒，等我嘴巴全部都麻痺了，她就拿起鉗子幫我拔

牙。不消兩分鐘，壞牙就被拔出來了！一點都不疼！醫生稱讚我是個勇敢的孩子。她還送給我一

個鴨子形的髮夾。我感到很開心。

  我再也不害怕拔牙啦！但我也不想再拔牙啦！

老師評語：我們會面對很多人生的挑戰，希望一起樂觀地面對，就好像你的第一次拔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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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一件令我難忘的事

4B 劉頌恩

  有一件事令我非常難忘，那就是去台灣參加了一場硬地滾球賽。

  今年四月，我隨學校參與了台灣生命教育之旅，其中一項活動是參加硬地滾球賽。那場比賽

最特別的是有殘疾人士參與呢！

  參賽的人士必須用繩綁着手腕和手臂。綁好後，我頓時覺得不能伸展自如，我怎麼拾球呢？

那時我真的感受到了殘疾人士的不便。他們連生活都不方便，更何況還要參加球賽呢！

  我很費力地把球拾起來，向主球拋去，球不聽指揮地拋向另一邊。我反覆多次都沒有撞到主

球。手都痠了，我不免有些氣餒。對手是坐輪椅的小雪，她活動不便，手有些殘缺。小雪很自如

地將球滾向主球，拋了多次都很成功。小雪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我四肢健全，行動自如，遇到困難就很氣餒，就想放棄。經過這次體驗，我明白成功要有堅

韌不拔的毅力。在生活和學習中遇到困難都不應該輕易放棄。

  現在，每當我遇到困難時，就會想起那次難忘的體驗。

老師評語：很勵志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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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生病

4B 涂 哲  
生病了，不用上學！

 但是，功課仍然要完成。

  生病了，不能到公園玩耍！

   只能休息再休息。

    生病了，不能吃香噴噴的炸雞！

     只能吃清淡的白粥。

      生病了，不能喝汽水！

       等待你的，只有苦澀的藥水。

        同學們，不要以為

       生病不用上學

      是件快樂的事

     要保重身體

    迎接一次又一次的考試

老師評語：最欣賞的是你運用階梯形的寫作格式。生病令我們情緒低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是一種調整，身體和心情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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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雄劍（古詩）

4B 梁正謙  
今日出土重見天

削鐵如當年

衝出古墓尋雌劍

相思悠悠兩千載

老師評語：題目“雄劍”和詩中的雌劍相呼應，以點出“相思”，並加上時間長度兩千年，讓人浮想聯翩，發出歎息：在兩千年

的時間長河裡，雄劍掩埋土中，雌劍在人世間有多少令人傷悲的經歷？在這兩千年中，人世間又有多少悲歡離合？詩

歌的意境深遠。如第二句和第四句最後一個字能押韻就非常完美了。

我的第一次

4B 蕭衍揚   

  在成長中我們都會經歷人生的第一次，而我也不例外。我由出生至今，經歷無數次第一次，

也學習到很多很多。近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踏單車。

  記得那一天，我下定決心要學好踏單車。首先，我坐上單車後，爸爸扶着我的單車，叫我把

腳放在腳踏上，然後我便用力地踩。爸爸在後面雙手扶穩單車，單車晃晃悠悠向前慢慢地行走。

我不知道爸爸甚麼時候放開了手，我竟然能自己踏單車啦！並且能夠自己踏幾十米！真不敢相信

我已經成功了。

  以後，我會勇敢地面對所有的難事，像第一次踏單車那樣。

老師評語：文章流暢、自然、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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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眼中的妹妹

4C 曹海欣

  我今天想介紹一個人給你們認識，你們猜猜她是誰？他就是我的親妹妹了。她有一雙黑黝黝

的眼睛、一個櫻桃小嘴，她有一頭齊耳短髮，笑起來臉上還有迷人的小酒窩呢！

  我悄悄地告訴你們吧！我的妹妹很粗心大意的，我記得有一次她打破了家裏的碗，後來爸爸

大發雷霆盛怒之下，罵了妹妹一頓。

  雖然我說她粗心大意，但也不是說她沒有優點，我覺得她的優點有 : 樂觀、開朗和節儉。其

實我覺得她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來的，就是⋯⋯懶惰了一點。

  我和你們說吧！其實我妹妹也算膽小的了。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有一次我們一家一起

去海洋公園的鬼屋走一圈，我妹妹走着走着，有一個人在我妹妹面前放了一塊鏡，她看了看鏡中

的自己，嚇得躲到我身後，我對她說：「妹妹不用怕的，看看這裏，只是一塊鏡子呢！」我們出

來後，妹妹嚇得泣不成聲。

  我的妹妹是我最愛的家人，我會好好珍惜這個好妹妹！

老師評語：你今次作得很好呀！能運用反問、對話描述，使妹妹的性格更突出，而且詞語運用恰當。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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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我眼中的姐姐

4C 葉穎心

       我的姐姐名叫王曉螢，她有一頭短短的秀髮，鼻樑上架着一副啡色的眼鏡，還有一個櫻桃小嘴，

她有點肥胖，看起來十分可愛。

       姐姐是一個很勇敢的女孩子。有一天，媽媽要上班，姐姐和我在家裏玩，正當我們玩得得意忘形

時，我突然看到地上有一隻蟑螂，我馬上大叫：「姐姐，救命啊！我看到蟑螂，我們快點跑呀！」

姐姐說：「不用怕，我已經打死了蟑螂。」我用仰慕的眼神對姐姐說：「姐姐，你很厲害呀！」姐

姐說：「你試想一想，你比蟑螂大，一下子就能把蟑螂踩扁了，所以不要怕了。」我說：「知道

了。」就是因為這一次的事情令我覺得，姐姐就像超人一樣勇敢。

  姐姐也有樂於助人的一面。記得有一次，我和姐姐去買水果，姐姐看到有一個老婆婆丟掉了手

提電話，老婆婆很傷心，然後姐姐幫老婆婆找回手提電話，老婆婆說：「謝謝妳，妳幫我找回電

話，我買了很多水果，給妳一些，好嗎？」姐姐說：「不用了。」老婆婆說：「你幫了我，我一定

答謝妳的。」姐姐說：「好啦，謝謝您，老婆婆。」然後我們開心地回家去了。

  姐姐很大方，她把全部我想要的東西都給我，即使她很想要的都會給我。

  我有一位十全十美的姐姐，我真的很滿足呢！

老師評語：你的姐姐真的很疼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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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敏思的難題

4C 梁希雯

  今天小息時，敏思和小元是值日生，所以要留在教室裏。敏思上完洗手間後，回到課室時，

看到小元在教室裏踢球，更把玻璃窗打碎了！敏思目睹整個過程。

  她內心十分掙扎，思考着應否把真相告知老師：我應告知老師嗎？可是，如果我告知老師，

我和小元的友誼就會被這事破壞了！

  而小元那時正想到：啊！怎麼辦？老師會很很⋯⋯非常非常⋯⋯生氣地罵我！他想着想着便

放下足球不顧而去了。

  敏思想：不可以再讓小元錯下去了！我要告知老師！敏思因為不想破壞自己和小元的友誼，

所以私底下請求老師：「老師，請你千萬不要跟小元說是我告訴你的。我會勸他認錯的，請老師

也不要罵他呀！」老師聽了敏思的話後，原本生氣的她，也笑着答應了敏思。

  第二天早上，老師裝着生氣地問：「我最後多問你們一次，是誰踢破玻璃窗的？」被敏思勸

過的小元，終於開他的金口了，說：「老師，是我做的，我願意承擔責任，請你罰我吧！」老師

笑着說：「小元，雖然你做得不對，但你勇於認錯，所以我今次不罰你，但你下次不可以再在課

室裏踢球了。」

  經過這次經歷後，敏思和小元成為了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老師評語：文章有創意，能記述敏思的掙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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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黑驢的故事

4C 方啟行

  經過兩次的教訓後，黑驢的性格有了很大改變，牠變得有責任心和樂於助人。

  過了幾天，主人買了一隻白驢，主人帶白驢和黑驢出門搬書本到書店，但白驢生病了，令黑驢

想起了之前的事。於是黑驢心想：如果白驢病死了，那我不是要幫她搬所有貨物嗎？然後黑驢連忙

上前幫忙。白驢說：「謝謝你。」

  又有一次，黑驢走到橋上時細心地對白驢說：「你一定要留神和小心，否則就會掉進河裏。」

  最後黑驢順利送了很多貨物到書店，這時，黑驢看見人們開心的笑容，牠十分滿足，還被主人

稱讚呢！

老師評語：內容豐富、切題，能加入對話使文章更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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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學騎自行車

4D 珀廸樺

  六歲生日的時候，爸爸在自行車店裡買了一架兩輪黑色的自行車給我，店員為我們詳細地講

解自行車的結構。回家途中，爸爸說：「我回去可以教你騎自行車了！」

  一個小時後，爸爸在自行車場上開始教我一些基本的常識，他說：「騎自行車前一定要佩戴

頭盔，確保安全及檢查好自行車的剎車功能是否正常。」說明之後，爸爸便先扶着我騎車，然後

他就慢慢地鬆開手，他叮囑我向前看，身體保持平衡，很快我便掌握了騎自行車的技巧了。

  經過多次的跌倒後，我終於成功可以騎自行車了。那時我才明白：努力及不怕失敗是成功的

第一步。雖然那時我的身體已感到很疲累了，但是我很自豪！因為我終於學會騎自行車了。

教師評語：老師也為你感到自豪，因為你明白及體驗到只要努力及不怕失敗是成功的要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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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暑假的生活

 4D 高梓然

  「哎！暑假那麼快完，是世界末日啊！」我說。媽媽說：「不如我們回顧一下吧！」

  七月十三日是暑假的開始，我便在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九日參加了一連五天的日營，之後又

到我最喜愛的遊船會玩呢。

  到了八月，我又參加了社區中心另一個宿營。那裏可以買東西吃的，而我買了甜品吃呢！我

還參與了不同的活動呢，例如：打乒乓球，踢足球、學中寫，學數學⋯⋯

  最後，家人又帶我到東京旅行呢！第一天，我們在機場酒店過夜，第二天我們就乘坐飛機去

東京了。我們到了東京的摩天大廈、富士山、迪士尼樂園⋯⋯我希望下次可以再多去一次東京，

因為實在太好玩了！

  這就是我暑假的生活，我真的很不想回校呢，因為我的暑假太快樂了。

老師評語：欣賞你肯寫！可詳細分享你遊東京時某一件最難忘事件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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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宿營

4D 劉進熙

  暑假的時候，我和教會的朋友一起參加宿營，我期待了很久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宿營。

  那天早上，我起床之後便去刷牙洗臉，然後收拾去宿營的物品。當時媽媽出去買早餐給我

吃。媽媽回來後，我們吃完東西就出發了。我們坐巴士到達集合地之後，先吃了些東西，還有喝

了些飲料，這是冷凍飲料，因為那天天氣太熱了，有三十多度呢！吃喝之後，我們在集合地點等

候朋友。最後大家都到齊了，有一位鯉魚門的員工，陪着我們乘搭連接巴士去鯉魚門營地。到了

我們的房間放好行李後，我們首先去了騎馬，很開心呢！

  騎完馬後，我去騎自行車。不知不覺到了時間吃晚飯了，我們吃完晚飯後，還吃了些冰淇

淋。吃完後，已經天黑了，我們回到房間，洗完澡後，我們去了一間沒有人的房間玩「狼人」。

我覺得在晚上玩有些恐怖，但也很好玩。到了最後一場，我也一起玩，當朋友說我是狼人的時

候，我用必殺絕技對付她們，就是「哭」，我哭了一會兒，就沒有人來說我是狼人了，但其實我

真的是狼人。遊戲結束了，大家對我的信任差了一點，幾乎沒人再相信我。我們回到房間，大家

都累得很快便睡着了。

  這是我第一次宿營，在那天我玩得非常開心，我想再多玩一次「狼人」這個遊戲呢！

老師評語：第一次宿營既開心又難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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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遊長隆樂園

4D 李芷柔

  暑假開始了，我生日是在暑假期間，所以爸爸和媽媽帶我去珠海長隆玩。

  出發那天，我們先乘坐大巴去過關，然後再坐大巴轉乘的士去酒店。我們的酒店有兩層，本

來當天想去長隆樂園玩，可是因為下雨，所以沒有去。

  到了第二天，這天陽光猛烈，爸爸說：「我們今天可以去長隆樂園玩了。」我們便興高采烈

地去乘坐巴士到長隆樂園。我們等了很久巴士還沒到，我們只好坐的士去。

  我們一下車，我的好朋友也剛剛坐完穿梭巴士下車。突然，後面有人拍打我，我嚇了一跳，

原來是好久不見的好朋友，我很高興，我們便一起玩了很多機動遊戲。

  最後，我們玩得很累，我媽媽說：「我們要回酒店休息了，快說再見吧！」我們只可依依不

捨地離開。這天真是最難忘的一次經歷呢！

老師評語：能寫出難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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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遊迪士尼樂園

4D 鍾梓筠

  我人生第一次去迪士尼樂園是在幼稚園高班畢業的時候，當時我十分興奮呢。

  爸爸陪我一起去迪士尼樂園，我問工作人員拿了很多可愛的貼紙呢。我們很快到了午餐的時

間了。吃午餐時，突然有一位同學不小心打翻了汽水，他害怕得哭了起來。

  後來，我們一起拍畢業相片，還與米奇擊掌。拍照時，我穿的衣服是深粉紅色的，戴上黑色

的帽子，十分神氣。回學校前，爸爸還買了一個米奇的玩偶給我。最後，工作人員在我手上蓋了

一個透明的印章。

  這次經歷令我十分開心，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去迪士尼樂園遊玩呢！

老師評語：很好！第一次去迪士尼樂園既開心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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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雙月灣度假村

4D 溫婷茵

  暑假的時候，因為香港非常混亂，所以我們回了深圳外婆家。有一天，媽媽說：「爸爸，不

如你開車帶大家到一個地方玩吧！」爸爸說：「好！」

  然後，媽媽記起她的朋友說位於廣東惠州市雙月灣一個度假村很好玩，於是媽媽告訴爸爸雙

月灣有一個度假村，爸爸便帶我們自駕遊去雙月灣度假村玩。

  我們去到度假村，然後去取房卡。我們進入房間放下行李後，首先我們去吃了一頓豐富的自

助餐，那裏有很多食物，例如：三文魚、羊肉串、牛／羊排⋯⋯回到房間後，我們便換上泳裝，

準備到游泳池玩闖關，真的非常好玩刺激呢。

  第二天，我們要回外婆家了，這次遊玩經歷真的很難忘啊！

老師評語：你的暑假既好玩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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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繁忙的聖誕節

5A 蔡潁臻

  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早上，我睜大眼睛，看一看時鐘，拍一拍肚皮。嗯，我真的變成聖誕老人了。

  梳洗後，我立刻吩咐小精靈製作全球幾百萬小朋友的聖誕禮物。吃過豐富的午飯後，開始出發派

發禮物。嗯⋯⋯由我家出發去鄰近的歐洲，然後亞洲，再去南美洲和北美洲，最後到非洲和大洋洲。

完美！

  到了大概十二時，坐上我的飛天雪橇，帶着精靈們出發了。飛啊飛，飛啊飛，這玩意還真好玩！

哇！到達挪威了，我和精靈們紛紛降落到小朋友家的屋頂，把禮物送到每家每戶，又從高處俯瞰繁華

盛世的燈光，不禁感嘆這城市的繁榮。如是者，我興高采烈地把禮物都發完了。

  回到家裏，回味着這難忘的一天，然後慢慢地等待明天變回原來的我。

老師點評：首段寫得尤佳，能吸引讀者繼續閱讀文章。內容有趣，能想像當聖誕老人後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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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學年目標

5A 潘家銘

  新的學年開始了，我決定訂立一些新目標。

  新的學年我希望考試成績有所進步，因為快要升中了，我決定要考到理想的成績，升讀心儀

的中學，所以這一年的考試成績非常重要。

  為了增長知識來奪得好成績，除了上課專心之外，還要趁着假期和休閒時間到圖書館溫習和

多看一點圖書。假如在上課時遇到不會的問題，應該積極舉手向老師發問。

  在家裏，我會善用時間，多做一些補充練習來鞏固所學，不會整天都看電視和顧着玩。

  這個學期我一定要發憤圖強，按照上面的約定，努力達成目標，升讀理想的中學，令爸爸媽

媽不用擔心我。

老師點評：欣賞會為自己訂定目標之餘，更能列出實行的方法。希望你能達成目標，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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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那天，我迷路了

5A 劉鎧晴

         今天是戶外學習日，來到鶴藪郊野公園，看着密密麻麻的樹，令我回想起一段迷路的經歷。

      就在剛過去的暑假，我和家人到馬鞍山郊野公園野餐。那裏環境優美，鳥語花香，樹木高聳

入雲，真是美不勝收！我們坐在草地上一邊吃食物，一邊欣賞風景。

          忽然，一隻色彩斑斕的蝴蝶飛到我的手上。我立即拿起照相機，想把這一刻拍下來，不過

手一動，蝴蝶便飛進樹林裏了。我立刻隨着蝴蝶跑進樹林。不知不覺，我已經離野餐的地點很遠

了。當我想回去時，我卻迷路了！

        我驚慌失措，只能在樹林裏徘徊，尋找出口。我心想：怎麼辦？我該如何離開？我愈想愈害

怕，手心不斷冒汗。突然，有人大叫：「鎧晴！鎧晴⋯⋯」我回頭一看，原來是爸爸，我立即跑

上前，跟隨他回去。

  從此以後，我學會了不要獨自離開，令父母擔心。

老師點評：首段能運用倒敘法，吸引讀者追看。描述環境用字精煉，正文亦能運用心理描寫，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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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記

5A 葉瀚文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天，因為我今天竟然迷路了，我當時驚慌失措，事情是這樣

發生的。

  今天爸爸媽媽對我 ：「我們去商場買食物和飲品吧！」到達商場後，爸爸發現忘了帶錢，

所以他便去了附近的銀行去提款，而媽媽則去了洗手間，我在一間商店前等待他們。

  我等着等着，回頭一看，看到我最喜歡的玩具車，我立刻走到商店裏看玩具車。過了一會

兒，我便走出商店找爸爸媽媽，我人生中最害怕的一件事現在就發生了—我找不到爸爸媽

媽，所以不斷徘徊着，嘗試找他們，可是過了好一陣子，還是找不到爸爸媽媽，我發現我迷路

了，心裏非常焦急。但我記得爸爸媽媽說，如果迷路了，千萬不要走來走去，所以我決定站在

原本的位置。

  十分鐘過後，爸爸媽媽終於找到我了，我很是感恩！從此我學到了迷路的話要保持冷靜，

更重要的是不要再為了看玩具而擅自離開。

老師點評：能詳細記述一次迷路的經歷，末段又能記下感受和學會的教訓，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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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當一天聖誕老人

5A 阮學津

  去年聖誕節的時候，我為了給媽媽一個驚喜，所以我決定扮演聖誕老人，送上禮物。

  那天早上，我起牀後就立即穿上聖誕老人的服飾。聖誕老人的裝扮很有趣，紅彤彤的帽子，

白茫茫的鬍子，黑漆漆的皮鞋，看起來很神氣。我跑到鏡子前，看看我的衣服，心想：嘿嘿，我

現在是一個聖誕老人了。

  這時，媽媽買完菜回家了。我立刻躲進房間偷看媽媽。一會兒，我把放在衣櫃裏的禮物拿出

來，然後踮手踮腳走到媽媽身後，我甚至不敢大口呼吸，怕被媽媽發現。這時，我大叫：「媽

媽，聖誕快樂！」媽媽嚇了一跳，她轉過來，看看我這身衣服， ：「真是一個可愛的聖誕老人

呀！」

  我把禮物送給她，她立刻拆開禮物，發現了一個可愛的布娃娃，然後珍而重之地放到桌子

上， ：「我每天只要看到這個布娃娃，就會想起你的心意。」

  去年聖誕節，我當了媽媽的聖誕老人，為她準備一個大驚喜，我真的很快樂呢！

老師點評：善用外貌描寫，描述給媽媽製造驚喜的一段尤其細緻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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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錯了

5A 布曉婷

  「我真的對你很失望！」這一句話不停在我腦海中浮現，令我不禁覺得慚愧萬分。

  上星期的某一個值日生當值日，我如常在教室裏清潔，當我經過我的好朋友—小美的桌子

時，看見一枝非常精緻的圓珠筆。啊！這不是前陣子我希望媽媽買給我的那一枝嗎？但當時媽媽

拒絕買給我。

  我忽然想起個壞主意，就是把它藏起來。於是我一邊靜悄悄地把它放在口袋裏，一邊東張西

望，怕給人發現，我的心不停噗通噗通地跳。當我正想離開的時候，原來一個同班的風紀同學正

盯着我呢！他已經看到我的一舉一動，然後拔足找老師去。

  我頓時感到驚惶失措，不一會兒，班主任張老師和那位風紀同學來找我，那位風紀已經

一五一十告訴了老師，生氣的張老師質問我。我低着頭，滿面通紅，顫抖地承認過失。「我真的

對你很失望！」張老師大失所望地說，然後我被記了一個小過。

  放學後，我寫了一張道歉便條交給小美，我對她說：「真的對不起，我知錯了。」她說：

「不要緊，我們仍然是好朋友。」接着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從眼角中流下來。之後，我們手牽手

離開學校。

  對不起小美，對不起張老師，我以後再不會貪心和犯同樣的過錯，令你們失望。
 

老師點評：內容豐富，能運用多種描寫手法，用字精煉流暢，末段又能記下感受，實屬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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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論平板電腦

5B 林若翹

  平板電腦是現代非常普及的智能工具。無論在學校、辦公室或家裏，我們都會使用平板電
腦，它跟我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其實，平板電腦只是一種常用的智能工具，談不上對人有

益還是有害，關鍵是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它。

  首先，平板電腦能夠輔助我們進行電子學習，增長知識。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家裏，我們也能
輕易透過平板電腦完成老師指派我們的電子課業。加上平板電腦十分輕便，方便攜帶，可以代替

書本，有助減輕書包的重量。其次，平板電腦有很多不同的功能，通過互聯網，我們可以利用社

交平台與朋友聯繫，也可以玩各式各樣的網上遊戲，給我們提供娛樂。

  由此可見，平板電腦的確能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可是，過分地使用平板電腦也會為我們帶
來不少壞處。

  沉迷於使用平板電腦上網或玩電子遊戲，會影響我們正常的生活。學生沉迷於使用平板電腦
容易荒廢學業；父母沉迷於使用平板電腦會減少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使家人的關係變得疏離。有

關注團體調查發現，八成受訪中學生認為平板電腦不可或缺，近兩成人更曾因使用平板電腦的時

間過長而與家人發生衝突，傷害家人之間的感情。

  除此之外，長時間使用平板電腦會影響身體健康，甚至影響睡眠質素。因此，我們不應長時
間使用平板電腦，每三十分鐘應做一次眼部放鬆動作，避免過分疲勞。

  總括來說，平板電腦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為我們及社會帶來方便，也能令人沉迷，影響身
體健康。因此，我們要以正確的態度使用平板電腦，注意節制，適可而止。

老師評語：若翹能兩面思考，從正反兩面寫出平板電腦的利與弊，內容豐富，論據充足，並能引用調查結果論證，佳！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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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凱勒小傳

5B 李雅欣   

  海倫‧凱勒（1880-1936）是一個既勇敢又堅持不懈的女作家。

  海倫‧凱勒出生於美國。在她十九個月大的時候，猩紅熱奪去了她的視力和聽力。不久，她

更喪失了語言的表達能力。然而，在她既黑暗又寂寞的世界裏，安妮‧莎莉文老師的出現，使她

得到悉心照料。在老師的指導下，海倫憑着自強不息的精神和頑強的意志，一點一滴地克服了生

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生活的障礙。

  自此，海倫學會了說話和讀書，能夠流暢地和他人溝通。她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哈佛

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完成大學教育的盲聾人士。海倫知識淵博，能掌握英

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及希臘文五種文字。

  如果她對自己的遭遇感到憤憤不平，她絕對可以躲在陰暗的角落裏放聲痛哭，等待別人憐憫

與服侍，相信沒有人會責怪她。可是，她並沒有放棄自己。

  最後，海倫‧凱勒憑着堅持不懈的精神、永不言棄的信念，她成功地為自己的人生塗上了最

亮麗的色彩。

老師評語：雅欣的文章內容充滿正能量，能從海倫‧凱勒一生不平凡的經歷，展現美好的生命特質，成為我們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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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第一次打籃球

5B 蘇子朗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有很多「第一次」，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第一次打籃球。

  記得在我四歲的某一個星期日，爸爸和我到田心籃球場去打籃球。到了籃球場後，爸爸先教

我做熱身運動和拉筋，然後教我跑步的姿勢和技巧，接着教我籃球比賽的規則，最後教我打籃球

的不同技巧。

  在爸爸的指導下，我學會了運球、投球和偷別人的球。因為運球的技巧需要多一點時間練習

才純熟，所以我練習了半小時。我做得最好的是直跳投球，爸爸稱讚我動作十分標準。爸爸還跟

我分享他打籃球的心得，說：「偷別人的球要看準時機，不可掉以輕心，最好的就是既偷到了

球，又沒有失位。偷到球後，就要馬上帶球上籃得分。」他又鼓勵我說：「職業籃球員的訓練十

分艱辛，他們每天需要練習五小時運球和五小時投球。還有，一些退役的籃

球員會當教練去指導一些新晉的籃球員。因此，如果你希望將來成為職業籃

球員，現在就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和努力，才能實現夢想。」

  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爸爸教導了我很多打籃球的技巧，又分享他的心

得，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打籃球的樂趣。

老師評語：內容充實，子朗能說明很多打籃球的技巧，爸爸就像一位專業的籃球教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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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5B 張綺喬

  今年九月，我升讀五年級，在這學年裏，我終於可以跟我最好的朋友鄺雅翹在同一班裏一起上課

學習。

  記得從一年級開始，我倆已是一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小息時，我會跟她一起到操場去跳繩或

談天。她和我在各方面都很相似，我們都擁有一頭長長的秀髮，一顆善良的心和一把甜美的聲音。但

在性格方面，我們有少許分別，我的思想開明，注重公平，而她則常寬恕別人，愛欣賞美麗和卓越的

事物。

  有一次，我們一同參加了學校的高年級普通話集誦隊訓練。放學後，我們照常練習，老師要我們

拿着水瓶到練習室練習，因為我們練習時要經常喝水。我們開始練習時，因為沒有放水瓶的位置，所

以我們只好拿着水瓶來練習。當老師教導我們做一個動作的時候，因為空間不足，我和鄺雅翹竟互相

碰撞，更把手中的水瓶打翻了。我們不約而同地跟對方道歉，又異口同聲地說不要緊，接着，我們便

合力把地上的水擦乾。

  還有一次，我們一起到上海參加交流活動，恰巧我們在酒店住宿被編排同房。到了晚上，老師要

我們關燈睡覺，但我們覺得環境實在太黑了，於是我們一起商量解決的辦法，最後我們決定開着近門

口的燈睡覺，因為關燈後漆黑一片，實在太恐怖了！

  種種經歷過後，鄺雅翹與我的感情日益深厚，我們現已成為一對好同學、好朋友，甚至好姊妹！

老師評語：綺喬段段生活的點滴能將與好友之間的友誼娓娓道來，感情真摯，祝願你們友誼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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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欣賞的歷史人物

5B 陳頌熙

  在《三國演義》中，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歷史人物。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是中國三國時期蜀漢一位政治人物和軍事家。他為人足智多謀、料事如神，

有着胸懷坦蕩的大智慧。在「三顧茅廬」的故事中，於東漢末年，劉備曾三次拜訪諸葛亮，邀請他

下山幫忙擔任軍師，由此可見，劉備對諸葛亮才智的賞識。

  此外，諸葛亮博學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火燒連環船」的故事中，他能洞悉何時颳

起東風，把握時機，協助周瑜成功戰勝曹操。這就是歷史上一場重要的戰役—「赤壁之戰」。

  諸葛亮除了機智過人外，他也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他盡心盡力輔助先帝，又感激先帝的大恩

大德，繼而扶助後主治理國家。他處事公平公正，讓人心服口服。

  總括來說，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實在令人敬仰。

老師評語：欣賞頌熙熱愛閱讀，熟悉歷史故事，能寫出人物的優點，並舉出相關的例子加以說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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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記一則

5B 高曉晴
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我如常回到學校上課，可是，有一位我們全班都不認識的老師走進教室。大家不約而同地產
生了一些疑問：這位老師是誰呢？班主任到哪兒去了呢？後來，這位老師說班主任生病了，這星期都不會

回校上課，而她是來代課的。她把話說完以後，同學們都很擔憂。上課時，我發現這位代課老師很嚴厲，

因為有一位同學欠交功課，代課老師就要求他在小息時去見她。

  星期二，代課老師在課堂上和我們玩了很多有趣的學習遊戲，我們都玩得興高采烈。不過，她給了我
們五份功課。有些同學說功課太多，代課老師就叫她們出來，和她們講道理。

  星期三，有很多同學欠交功課，代課老師的處理方法果然跟星期一一樣，要求他們在小息時去見她。

  星期四，代課老師沒有像之前那樣跟我們玩遊戲，說笑話，她嚴肅地問我們誰沒有交功課，因為還差
一本數學作業。這時，我們全班鴉雀無聲，大家都怕被代課老師責備。後來，一位同學從座位站起來，承

認自己沒有交功課。結果，代課老師原諒了他，而我們也鬆了一口氣。

  星期五，這是代課老師和我們上課的最後一天，我們都依依不捨。雖然代課老師對功課的要求很嚴
格，但是我們都很喜歡上代課老師的課，因為我們在課堂上都很開心。在小息時，我們全班同學聚在一

起，商量為代課老師辦一個小型的歡送會。在歡送會上，代課老師很感動，她和我們拍了一張大合照作為

紀念。

  這一周，我的心情很複雜：開心的是班主任下星期便會回來了，傷感的是代課老師要離開了。雖然我

不知道日後還會不會再見到這位代課老師，但我一定不會忘記她的。

老師評語：在周記中，曉晴記述了一位處事認真的代課老師與同學們相處的情景，課堂的點滴積累成最後的不捨之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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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

5C 許政樂

  今天，我要介紹一位很愛我的人，她的個子很高，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和一頭長

長的秀髮，她就是我的媽媽。

  還記得，小時候媽媽經常陪伴着我、煮飯給我吃、和我玩玩具⋯⋯可以和媽媽一起渡過日

子，我總感到非常溫馨和快樂。

  隨着時間的增長，我也開始長大，要上幼稚園了。當時我知道不能和媽媽一起上學，我感到

悶悶不樂，心裏非常傷心，但仍硬着頭皮上學。到放學回到家裏，媽媽總會為我準備美味的晚

餐，我能品嚐到媽媽煮的飯菜，總是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吃完飯後，媽媽又會教我做功課，得到

她悉心的教導，我才明白書中的知識。因此我非常感謝媽媽一直以來的照顧和陪伴。

  雖然有時候父母會因為我們犯錯而責罵我們，但他們為我們付出的，卻是那麼浩瀚和偉大，

所以我們都要珍惜那愛我們的父親和母親。

老師評語：先從外形描述媽媽，使讀者有概括印象，再舉出不同事例，以及當中對媽媽的感激之情，全文把你與媽媽的相處情景
娓娓道來，情感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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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5C 王嘉煒

  自我懂事以來，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就是我的爸爸。

  從幼稚園開始，我的爸爸每天辛勤地工作，他下班後會教我讀書及認字，無論他工作多麼辛

勞，他都會耐心地教我做功課。

  上了小學後，我的爸爸還陪我參加很多體育活動，因為爸爸的運動非常出色，我也對運動很

有興趣，爸爸教我很多球類活動的技術和當中竅門，令我獲益不少。而且爸爸很少打我罵我，我

犯錯時他只會耐心地對我說道理。

  總括來說，在我心目中爸爸是一個出色及值得尊敬的人，他是我學習的好榜樣，將來長大後

我要好好孝敬他。

老師評語：行文流暢通順，能從幾件描述爸爸的事例當中，展現爸爸對你的關懷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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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難忘事

5C 林曉穎

  我暑假最難忘的就是第一次領養小狗回家。

  在暑假完結的一個月前，我從大圍領養小狗，他的名字叫小黑，我第一次遇到牠的時候，心

情十分興奮，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渴望養小狗，這天爸爸媽媽終於決定帶我去領養一隻小狗。

  小黑有圓圓的眼睛、長長的尾巴、闊大的耳朵⋯⋯十分可愛。當我帶牠回家後，牠就像一個

探測機，低下頭四處探測我的家，真有趣。由於牠是第一次認識我們，所以牠有點害羞，每次當

我們想抱起牠，牠都會立刻逃到我們的沙發下面，場面十分惹笑。

  第二天，我準備和牠去散步，出門的時候，他的耳朵會好像蝴蝶的翅膀一樣，上上下下的揮

動，將翅膀在飛一樣，我猜牠必定是很興奮了。當我們回家了，天也黑了，我第一次和他睡覺，

當牠上來的時候，我輕輕撫摸牠，牠的毛髮很柔軟，就像布娃娃，我就這樣抱着牠睡着了。

  這兩天過得真開心！我會一直照顧小黑，和牠成為好朋友，一起生活下去。

老師評語：把小狗的動態描寫得十分仔細，令人能想像牠可愛的模樣。文中也能呈現你領養小狗當中的喜悅和興奮！飼養寵物不簡

單，希望你能當個負責任的好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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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平板電腦

5C 莫梓康

  現代社會中，平板電腦成為了每一個學生學習的必備工具之一，而我覺得平板電腦有好也有壞。

  首先平板電腦擁有上網的功能，使用者可以隨時搜尋網上資料，如果你有空餘時間，還可以隨時

玩網上遊戲呢！那多好啊！

  不過，平板電腦也不是完美的，它也有其壞處，例如長時間使用，可能使我們與家人的相處時間

減少，令大家感情疏遠，我也不敢只顧玩平板電腦，因而忽略與家人的關係。另外，過分迷戀玩網上

遊戲更可能會上癮，影響我們日常生活。

  其次，如果長時間使用平板電腦，過了一段時間便會損害視力，得到近視眼。而經常做「低頭

族」，也會損害頸椎的健康。

  根據我上述的論據，我認為平板電腦也好也有壞。我們享

用它帶來的各種功能和方便的同時，也不能沉迷於遊戲，要正

確及適當地使用平板電腦，才能發揮出它最佳的功能。

老師評語：能以正反兩面講述平板電腦的好處及壞處，當中舉出不同生活化例

子，令文章結構緊密易明。

106



童心創作樂

學游泳記

5C溫子皓

  上星期我去了游泳，這可是我第一次游泳啊！那天，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去顯徑游泳池游泳。

  到了泳池，我們先換衣服，換好泳裝後馬上跑出去，爸爸說：「你想學自由泳、蛙泳、背泳還

是蝶泳？」我說：「這麼多種泳式，我先學蛙泳和自由泳吧！」

  爸爸先教我蛙泳，因為他說蛙泳是最容易的，他又說：「學蛙泳最重要的動作是翻、跟、蹬這

三個動作。」他做了幾個示範，我仍不是太明白，他叫我按他剛剛示範的動作做一次，我就嘗試一

下，於是他在旁邊細心指導和糾正我，我反覆再游了幾遍，終於游得純熟了。我叫爸爸看我游得如

何，他說：「很好，第一次游泳就這麼快學會了，我準備教你自由泳了！」

  爸爸說：「自由泳很難呼吸的，要小心！」由於我看過有關自由泳的短片，所以我不再想爸爸

教我怎樣游！我自己在池裏游了又游，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地游了幾次，仍覺得呼吸很困難。爸爸

說：「你太心急學自由泳了！」我灰心地說：「那好吧！那能教我背泳嗎？」爸爸點點頭，說：

「你今天游得很好，但是每種泳式都必須反覆練習，才能純熟啊！」我點了點頭，表示明白。

  今天我學會了游泳，既開心又興奮，學到了新的本領真難忘啊！

老師評語：內容豐富，把爸爸教你游泳的過程寫得仔細、具體，也能詳查當中失敗與成功的過程，結尾道出個人反思，令全文更為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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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第一天

5C 吳芷瑩

  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這是我第一天上小學的日子，我又戰競又期待。這一天，我很早就爬

起床了，滿懷興奮，吃了一個麵包就急不及待上學去了。

  上學的第一節是中文課，教我的中文老師是陳老師。上課時她教了我和同學一些生字，又給

我們看一些有關中文的影片，還向我們問了一些語文問題。

  其中一道題目她請我起來回答，我立刻把答案說出，可是卻錯了，所以同學們立刻大聲地取

笑我。可能他們覺得我太笨了，因為同學取笑，令我感到很難過。後來我再嘗試回答老師下一道

題目，幸好這次我答對了，老師也鼓勵我，所以他們直到放學也沒有再取笑我。

  在第一天上學，雖然被人取笑，但老師十分友善，使我不再擔心，我在不同的課堂上學會了

很多知識，也在小息時認識了很多新同學，真的令我很

期待往後在上課的日子。

老師評語：以首天上學作主題，選材特別。把上課情景記述通暢，也展示你

當中的緊張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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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香港學校朗誦協會的信

5D 余 悅

親愛的香港學校朗誦協會主席和委員：

  你好！我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5D班學生余悅，我參加了本屆由 貴會所舉辦的詩詞獨誦，獲

安排於2019年11月18日下午在沙田麗豪酒店進行比賽。然而，我今天收到學校的來電通知該項比

賽因公眾活動而需要取消，我感到十分失望，希望您們能夠安排改期，讓我和其他為此次比賽而

努力練習的參加者有機會參賽。

  猶記得那天老師邀請我參加比賽，我的心情又驚又喜，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朗誦比賽。我

擔心自己在台上的表現欠理想，膽小的我又害怕面對失敗，同時因着沒有其他相熟的同學和我一

起參加，還有其他不同的原因，令我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才鼓起很大勇氣，決定參加比賽！

  在練習過程中我克服了很多困難。例如：在練習初期我會因着聲調高低和抑揚頓挫的表達經

常忍不住笑起來，往後才能漸漸克服。此外，當我初次站在課室裏朗誦時，我的聲音就像小貓咪

在叫喚，老師和同學根本聽不到我的聲音⋯⋯我經過不斷練習，終於能夠充滿信心大聲地朗誦。

這些改變都是因着老師和媽媽對我的鼓勵和陪伴，才讓我有今天的進步和成果。

  眼見比賽在即，我決心努力準備是次比賽，每天回校第一時間會找老師練習，晚上在家也勤

力練習⋯⋯老師和家人都說我付出的努力一定不會白費，相信定能在比賽中取得理想的成績，我

也是十分期待這次比賽，相信其他參加者的心情必定和我一樣。然而，當我接到學校的來電告知

我參加的比賽因公眾活動而取消那刻，我感到十分失望，傷心得哭了起來！我相信有不少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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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跟我一樣。我希望主席和各委員可以再安排另一個日期讓我們進行比賽，不要辜負每個參加者

付出的努力。希望能收到您們的回覆，謝謝您們閱讀我這封信。

  祝     

工作愉快  

                          參賽者

                            余悅（比賽編號823889）敬上                                                           

 十一月十三日

備註：隨函附上我在家中練習的照片，請主席和各委員看看我努力的成果。謝謝！

老師的話：從字裏行間能夠明白你失望難過的心情，然而，這卻是寶貴的一課。盼望你能夠從這次經歷中明白人生路上會遇到不同的「意
外」—意料之外的景況和事情，從而學會珍惜機會。你不用沮喪，因為你明年可以再次報名參加，加上現時每年也有不少機構

舉辦朗誦比賽，可以讓同學報名參加。你可以平日多練習朗誦不同文章，好好準備，迎接明年的比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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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學年目標

5D 林子軒

  相信不少學生在新學年初會為自己訂下一些目標，我也不例外。今年升讀五年級的我為自己所

訂定的目標有以下幾項：減肥、各科的學業平均分達至乙級，並在我最喜歡玩的電競遊戲《荒野亂

鬥》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暑假過後，我發現肚子裏的脂肪增厚了，身形也長胖了，為了健康緣故，我決心「消滅」它。

我深信只要透過恆常運動可以有助減脂，我計劃每天到籃球場上打不少於一小時籃球。相信幾個月

後，我便能夠變成一個身高和體重都合標準的五年級學生。

  此外，我期望這學年各科的學業成績可達至乙等或以上，為了能達成目標，我決定每天儘快把

功課完成，然後預留時間温習當天老師在課堂上教授的內容和預習。並且在考試前早作準備，努力
温習。我還下定決心這學期不欠交功課，準時上課不遲到。

  當然在課餘也要有娛樂時間，所以我的第三個目標是在我喜愛的電競遊戲《荒野亂鬥》中取得

優異的成績。我知道想獲得好成績，過程中最要緊是要專注和有耐心，並且不能半途而廢。

  突然，我想到第四個目標，那就是我要先訂立一個時間表。如果我懶散度日，只顧玩樂，以上

所訂的目標恐怕也不能達成，因為時間管理和實際行動是同樣重要的，我會向着目標，努力邁進。

老師的話：欣賞你為自己所定的目標明確清晰，並能有理條地列出實踐的方法。若你能持之以恆，加上不輕言放棄的決心，相信

必定達至成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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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的反思

5D 陳展軒

  今天是本學年第一次家長接見日，爸爸帶我和弟弟吃過早餐後便一起回校見老師和領取成績表。

  我們先到五樓弟弟就讀的班別見老師，弟弟的班主任稱讚弟弟平日上課専心，功課認真，十分乖
巧⋯⋯我十分羨慕，心想：爸爸必定感到高興和欣慰。

  接着，我們一起到六樓我的課室外等候見老師。起初，我以為只有班主任，怎料原來是正、副班

主任一起接見，那刻我的心情十分緊張。

  當我從老師手上接過成績表時，我感到失望，因為我的成績不太理想。班主任說我已比去年進

步；副班主任發覺我早上第一、二堂經常精神不足，引致未能専心上課。副班主任問爸爸有關我的作
息時間，爸爸告訴老師我晩上十時半睡覺，老師聽後認為早睡或許有助我早上專心上課，她問我可否
每天提前半小時睡覺，我跟老師說：「可以。」兩位老師鼓勵我多參與課堂活動，在各方面繼續努

力。之後，我和爸爸、弟弟一起回家去。

  回到家中，我反思自己生活和學業的不足之處，並決心晚上早點兒睡覺，那麼我便能專心認真地

上每一節課。

老師的話：欣賞你在家長日後的反思，盼望你坐言起行，並好好實踐對老師的承諾，相信如果你能夠持之以恆，必定會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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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來當義工

6A 李曉彤

  今天是星期六，我的好友—區栩澄邀請我去賣旗。我因為還沒有嘗試過，所以感到很新鮮，二

話不説便答應了，賣旗的地點是人流較少的顯田。

  一開始，我略欠主動拿着旗袋光站在一旁，等待着路人自動走過來跟我說要買旗，然後我再把

旗袋推前給他們投進錢幣，活像一台存款機。原來媽媽早已在附近盯着我，即使她目光銳利，用眼

神指示我要主動一點，但我還是很害羞。

  終於我鼓起勇氣，主動向路人賣旗，來買旗的人一下子變多了，果然很有效。但好景不常，人

流開始變少了，經過的人也紛紛拒絕。我想：現在的人都那麼冷漠的嗎？我坐在一旁，把旗袋隨便

扔在一旁，垂頭喪氣地滑着手機。顯然，我感到灰心，已放棄了。當我看手機看得脖子也痛，拉一

拉筋時，卻發現—「旗袋呢？」我驚慌失措地四處張望，我甚至連背包也翻轉尋找。「妳在找甚

麼？」媽媽發現我的奇怪狀況了。「旗袋嗎？」我聽到後，看了她一眼才發現原來她藏起來了。我

高興地拿着旗袋，「還以為妳不在意呢！」後來，我重新燃起鬥志，積極地向路人賣旗，買旗的人

漸多，人流多得差不多連一個籃球場也容納不下呢!

  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已到了下午六時。我拿着沉甸甸的旗袋往數錢的地方前進。結果我賣掉的

旗是最少的，雖然有些失落，不過賣旗幫助別人是十分有意義的。我一定會再次參加賣旗活動的！

老師評語：敘事有條理，而且能加插一些緊湊的情節，也能適當地運用語言描寫及心理描寫，不錯！末段能適當地反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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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給同學的一封信

6A 黎寶琳

親愛的六甲班同學：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多年來的陪伴，陪伴我走過每個難關。感謝你們陪伴我度過了非常多個重要的時

光：「小五生活營」、「陸運會」、「戶外學習日」、「境外交流團」以及「中國文化日」等活

動，都是因為你們而令這些活動添上了色彩！

  每當我難過的時候，你們總會用那天使般的笑容去安慰我；當我開心得大笑時，你們總會陪

我一起瘋，一起笑。還記得有一句金句：「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這不剛好是我

們六甲班平日的寫照嗎？

  最後再告訴你們一句話：「與你相識，我感到無比幸運。友誼永固！」希望大家都能考進理

想中學。

  祝

前程似錦！

                                  同學    

                                    黎寶琳

十月十九日

老師評語：淺白的文字，卻能真情流露地表達對同窗之情的珍愛，末段的祝福，就像一股暖流湧進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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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給外祖父的一封信

6A 李晴真

親愛的祖父：

  您好嗎？您在天國的生活如何？我十分掛念您呢！

  我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我的照顧，您每天都為我們煮晚餐、接我放學。即使您多勞苦和疲

累，也從沒有抱怨和説一聲「很累」。您就像我們一家的大樹，無論外面的風有多強，您也會一
直保護我們。現在，您可以真正地休息了，您就好好享受一下在天國的生活吧！

  之前每天放學後，您也會千叮萬囑我不要顧着玩，要用心做功課。現在沒有人提醒我了！我

十分想念您的聲音，我也十分想念您溫柔的笑容，令我們獲得安全感和友愛。有您在的日子多麼

幸福，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再次沐浴在您的慈愛下，再次在您的呵護下成長！

  您的恩惠比山高、比海深，是我永遠報答不完的，也沒有機會報答，但我知道您希望我身體

健康，用功讀書，我必定會達成您的遺願！

  祝

生活愉快！

                                    孫女

                                     晴真敬上

十月十八日

老師評語：感情真摯，在信中流露着對外祖父的思念之情，使人為之動容，產生共鳴！文句精煉，非常好；相信在天上的祖父也

會以晴真為傲！

115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

6A 鄭馨兒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我會進行一些可以紓緩壓力和進行一些與家人共聚天倫的活動。

  首先，我們小學生平日上課有很多功課，同時有各式各樣的默書和測驗，令我們壓力很大。

所以我希望用這一天來紓緩壓力，令自己放鬆。我計劃在那天在房間裏自己看書和聽音樂，因為

當我自己獨處時，我就會放鬆和平靜下來，有助於紓緩壓力。而且，我可以看一些知識性的書，

讓我同時增廣見聞。

  再者，我們的父母平常也要上班，沒有時間陪伴我們。我期望這一天也可以和家人共聚天

倫，好好相處。我想在那一天到公園打羽毛球，和家人切磋球技。進行活動時，我希望可以和家

人增進感情。同時，我們小學生和上班族一般也沒有時間做運動，所以我希望藉着打羽毛球的活

動，一邊共聚天倫，一邊鍛煉身體。

  此外，我希望可以全家人坐在沙發前看電影，進行電影分享，分享各自的看法。我們可以把

燈關掉，然後蓋着被子，一家人互相依偎在被窩裏。我

認為這樣可以促進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令彼此更瞭解。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我希望可以獨自紓緩壓力和

與家人共聚天倫。不過，我最希望的是實際上真的有這

一天。

老師評語：能有組織地鋪陳自己的看法，每段的闡述部分見深度，非常好！

116



童心創作樂

畢業營趣事

6A 方仲言

  三日兩夜的小學畢業營，是我最期待的事情，那些美好的片段仍在我的腦海回蕩......

  入營那天，天朗氣清，雖然有點悶熱，但無阻我興奮的心情。在營內我最喜歡的活動是「黑夜

尋寶」遊戲，當中的規則是根據不同的提示，去尋找與集齊所有密碼便能獲勝。活動在晚上進行，

我們已急不及待拿着手提電筒，與室友分頭行事，我們分別在長椅、燈柱、牆壁等地方搜尋提示，

過程十分激烈，我們跑得滿頭大汗，但我們十分享受，最終以第二名勝出，大家都興奮極了！

  晚上回到房間，便開始我們的房間派對，我們分別拿出我們的零食，如薯片、蝦條、果凍杯等

食物一起分享，還有些同學觀看足球比賽，有些同學玩大富翁，有些同學因太疲倦而睡覺了，我們

更玩至淩晨時分也不願睡覺，十分暢快！

  這次畢業營令我過得既充實又難忘。我們快將升上中學，快要分別了，十分不捨，然而這次畢

業營的回憶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中，願我們友誼永固。

老師評語：文句佳，相信這次畢業營已成為6A同學的美好回憶，謝謝你的分享。深信長大後，大家回首小學的青蔥歲月時，令我

們懷緬的都是同窗之間的那份純真、真摯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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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令我驚喜萬分的經歷

6A 李夢霖
  三月四日那天是我的「好日子」—生日，這天是我等待已久的日子，我心裏既期待又興奮，不知道家人和朋

友會為我帶來甚麼呢？

  那天早上醒來時，看到家裏跟平常日子一樣，空無一人，冷冷清清。看到這一幕，心裏好像被人潑了冷水一

樣，難受極了！「唉！爸爸媽媽又上班去了！難道他們忘記了我的生日？難道今年我真的要孤伶伶地過生日？還

是爸爸媽媽根本當我的生日算是件小事，不再愛我了？」我萬念俱灰地自言自語。

  我已經把生日這個念頭放下，按照平常的生活習慣做功課，看書、畫畫⋯⋯但是我心裏卻是悶悶不樂的⋯⋯

  直到中午，「叮噹—」門鐘忽然響起，我疑惑不解地想：這個時候還有誰會回家？於是我看了看 「防盜

眼」，發現原來是爸媽，心裏有一絲暗喜，急急忙忙地前去開門。他們用七彩繽紛的氣球為我佈置房間，有紅

的、黃的、藍的⋯⋯漂亮極了！接下來，他們還送我一個生日蛋糕。 蛋糕設計得非常精緻，蛋糕上還有我最喜

歡的卡通人物！媽媽用她靈巧的手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蠟燭。他們笑嘻嘻地為我唱生日歌，頓時，我心裏感到很溫

暖。

  「汪汪！」的叫聲隱隱約約地傳入我耳邊，我朝着聲音找尋，「汪汪！」的聲音越來越大。忽然，一個大箱

子不停地搖動，我看了看爸媽，然後把箱子打開。一隻毛茸茸、胖乎乎的小狗跑到我腳前，我激動地抱着可愛的

小狗，手舞足蹈地跳了起來。其實我一早就想養小狗的，但是由於我對毛有點敏感，所以老是被爸媽拒絕，但是

沒想到他們竟然會把小狗當做我的生日禮物。我熱淚盈眶地說：「爸⋯⋯爸媽媽，謝謝你們！」爸爸媽媽笑說：

「你喜歡就好了。」最後，我和爸媽一起度過了歡樂的時光。

  這一次的生日是我最難忘和驚喜的，我要感謝父母為我準備了那麼多的節目，令我的生日變得多姿多彩，還

送給我一隻可愛的小狗，他們做的一切，都是一個出發點，那就是愛！

老師評語：語言活潑生動，能巧妙地在文章的開頭佈置懸念，讓主題「驚喜」更突出及鮮明; 善用語言及心理描寫，使讀者彷彿置

身在場景當中而產生共鳴，是難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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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一次令我感動的探訪體驗

6B 關天佑

  每當我看到案頭上的那偵照片，我就會記起那次探訪老人院的經歷⋯⋯

  猶記得在數年前，老師帶了我和同學探訪一所老人院。在往老人院的路上一片綠蔭，環境恬

靜。突然，校巴停了在一棟大廈附近，那就是我要探訪的老人院了。

  到達老人院後，老師安排了我與長者談天，我所探訪的是一位風霜滿面的老婆婆。她在一年前

患上了心臟病， 丈夫已經因病去世了，兒子更在數年前鋃鐺入獄。我聽後感到十分驚訝。心想：這

位老婆婆真是可憐！雖然老婆婆經歷了如此大的磨難，但是她卻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放棄人生，

反而更積極面對。聽到這裏，我不禁眼眶有點濕。回想起我平時常常因噎廢食，常常因為小小的錯

敗就想放棄，而老婆婆經歷如此多挫折卻沒有放棄人生，令我不禁感到十分慚愧。

  接着，我們和長者們玩了一些遊戲，我們還送了一些禮物給長者們。看到他們的笑容，我也感

到如陽光般溫暖。

  夕陽西下，我們快要離開了，突然有一把聲音跟我說：「小朋友！」我回頭一望，竟然是剛才

與我談天的老婆婆。她從錢包裏拿出僅僅剩餘的一百元，放進我的手裏，並說：「小朋友，我行動

不便，希望你能夠把這一百元捐給有需要的人。」突然，一股莫名其妙的暖流湧上了我的心頭。

哦！那是感動！我拿着那暖暖的一百元，怎不教人感動呢？

  老婆婆，你放心吧！我是不會辜負你的期望的！

老師評語：欣賞你以倒敘手法把一次探訪的體驗具體刻劃出來。內容豐富細緻，且能把與長者間的微妙互動仔細描繪出來,豐富情

感洋溢在字裏行間，文筆也十分流暢，用心之作也！老師也很欣賞你對長者的關愛和自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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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掙扎中的決定

6B 劉兆峯

  那個星期四，是多麼的難忘！是多麼的有意思！因為，在那一天，我幫助了一個有急切需要

的人！

  記得在星期四的下午，我如常回補習社補習。到了補習社後，迎面而來的卻是一位正慌忙地

翻找背囊的學生，於是我好奇地問道：「你怎麼了？你好像被甚麼困擾着呢？」

  「我⋯⋯我的錢包不見了，我需要錢包付車費回家。現在它不見了，我怎樣回家？」

  就在這時，補習老師催促我快點做功課，不然就會罰我留堂一小時，還會向家長反映事件。

  雖然我真的不想被老師嚴重處罰，但是，如果不幫助這可憐的同學，他就可能回不了家，被

困在補習社裏！

  我的內心掙扎了好一會兒，終於決定來一個「大搜尋」。

  花了二十多分鐘去搜尋錢袋後，總算在教師桌下找到了他的錢包，解決了他的憂慮。

  錢包是找到了。但是換來的卻是我被留堂的後果。

  黃昏的時候，當媽媽詢問我為甚麼這麼遲才回家的時候。我結結巴巴地說：「我為了幫人找

錢包，所以被補習老師罰留堂和責罵了一頓⋯⋯」我本以為又要受第二次的責罵。沒想到媽媽竟

然說：「算了吧，你也是為了幫助別人。這次就不責怪你了。」

  媽媽的這句話，令我想起了一句古時諺語：「助人為快樂之本」。

老師評語：欣賞你能以活潑的文筆把自己的內心掙扎具體刻劃出來。文章中的對話也用得恰到好處。老師也很欣賞你寧願自己捱

罰也要幫助有需要的人。相信媽媽不但不責怪你，還暗裏欣賞你呢！正如我欣賞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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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週末狂歡》讀後感

6B 陳卓諾

  《週末狂歡》是一個情節曲折的寫實故事，猶記得故事裏不負責任的哥哥盲目地揮霍金錢，沒

有想及後果。正當他詭計快要得逞的時候，衝動的妹妹卻因買了一條冰棒，而拆穿了哥哥一直的謊

言，實在大快人心。同時，作者用了細緻的文筆描寫哥哥和妹妹的心理變化，讓讀者可以清楚地跟

着他的思路走，令我印象深刻。

  在我看來，故事中的哥哥是一個不負責任和自私的人。首先，他在兩節課間休息的時候買了很

多零食，完全沒有想到那是他跟妹妹的飯錢，十分自私。再者，他們回家的時候，哥哥連妹妹去買

冰棒都不知道，可見他並沒有照顧好妹妹，沒有做到哥哥的責任。如果我是哥哥，我一定會控制自

己不買零食，且會照顧好妹妹。

  另一方面，在我眼中，妹妹也是一個衝動的人。因為她還沒付錢就吃了冰棒，真是十分衝動。

如果我是妹妹，我會先問准哥哥還有沒有錢，並且待付錢後才吃冰棒。絕不會這麼衝動任性。

  總的來說，這個故事令我學會了做人要負責任，且不要衝動說謊，免得樂極生悲。

老師評語：欣賞你能扼要歸納故事內容，且能對故事人物初步進行分析和評價，代入感也很強，文筆也自然流暢，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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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閱讀報告—醜小鴨的讀後感

6B 伍逸喬

  《醜小鴨》這個故事想告訴我們，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判斷事物，要用心靈的眼睛去看美的本質。

  故事中，醜小鴨本是一隻又大又醜的小鴨，牠常常被哥哥姐姐們排擠欺負，直到有一天醜小鴨非

常難過，終於忍不住逃離了這個地方。

  就在醜小鴨這段逃出來的日子，牠經歷了很多波折。例如：被大公雞啄、被人取笑⋯⋯這些事都

令牠非常失落，幸好牠後來遇到一位充滿愛心的農夫把牠救活。

  不久，春天來了，醜小鴨終於苦盡甘來，牠撲了撲翅膀，向湖邊飛去時，竟看見自己映在水中的

影子十分漂亮！原來牠變成了一隻美麗的天鵝！因此牠不禁向造物主獻上讚美。

  從這故事中，我體會了：只要你肯努力，

挫折和磨難反而會使你獲得更大的成功！

老師評語：欣賞你的分析能力，能寫出《醜小鴨》故事背

後欲帶出的精意，這童話故事真的既寫實又具

啟發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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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

6B 鄭可悠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我會進行一些可以讓我增廣見聞，共享天倫和紓緩壓力的活動。不過我有

個特別的要求，就是增加的一天一定要是星期二。

  假如一星期多了一個星期二，我一定會去參加粵語話劇團。我想多一個星期二的其中一個原因就

是因為粵語話劇團是在星期二舉行。平時的我根本沒時間參加這個我喜歡的活動。如果多一個星期

二，我一定會去參加。除了滿足心願外，還可增廣我對話劇的見聞。

  假如一星期多了一個星期二，我還會拉着爸媽的手到處去遊玩。爸媽一般都是在星期二放假，如

果多了個星期二，我一定會拖着他們到大嶼山看看大自然、到海洋公園玩玩刺激的機動遊戲、到電影

院觀賞幽默的喜劇⋯⋯那多美好啊！平時繁忙的爸媽就可以和我共享天倫之樂了！

  假如一星期多了一個星期二，我還會做一些紓緩壓力的活動。我會在這天做手工、聽放鬆心情的

音樂、看一本刺激的科幻小說或是一本浪漫的愛情小說等，做個「宅女」留在家裏，遠離俗世的煩

囂，好讓我能盡情紓緩壓力！

  你看，我是多麼的希望多一個星期二啊！如果⋯⋯真的有多一個星期二，該會是多棒呢？

老師評語：欣賞你富新意的構思，而且語句活潑流暢，感情也真摯細膩，且能運用「總分總」結構來組織說理，很不錯的嘗試啊!

看來一週中的「星期二」對你尤其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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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助人為快樂之本

6B 宋鎧朗

  古語有云：「助人為快樂之本」，這句話表示了幫助別人會令自己也會感到十分快樂。所

以，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做的一件好人好事吧！

  事緣，我屋邨的巴士站與屋邨範圍只隔着一條樓梯，儘管議員已經絞盡腦汁要求有關部門在

那裏增設升降機，可是遲遲未見有關部門行動，因此令無數行動不便的人經常在那裏上不得、落

不得。

  一天放學，我乘巴士回家時，就在那樓梯上看到一位拿着拐杖的老婆婆不知所措地愣在那

兒。我心想：她一定是上不去了，等我扶她上去吧！可是，我想起今天有數之不盡的功課，要快

點回家做功課才行，又打消了心中幫助別人的念頭。但突然間腦中又想起幫助別人是對的，我的

心裏那一刻真的充滿了矛盾！

  經過一番掙扎後，我還是決定走過去幫助老婆婆。當

我扶助她上樓梯後，老婆婆不但很感激我，事後還致電到

學校稱讚我呢！真令我感到喜出望外呢！

  經過這件事之後，我終於更深體會「助人為快樂之

本」的道理。

老師評語：欣賞你借用古人諺語帶出主題，而且文筆活潑流暢,情感真摯。老

師更欣賞你那份樂於助人的精神，甘願放下私利去幫助別人！你

真的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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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一件助人小事

6C 戚桐敏

  在世上，有很多遇到困難的人是需要我們伸出援手去幫助的，有人會坐視不理，也有好心人努

力去幫助他們。

  在街上，時不時出現一些傷殘人士在討飯。他們可能付不起昂貴的醫藥費，也因行動不便而找

不到工作，而每個人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

  前年，媽媽帶着我去做義工。我們到不同地區的街上找這些人，努力去幫助他們。其中最讓我

深刻的是一位老婆婆。她坐在小巷吃着發霉的麪包，她的脊椎有問題，所以不能挺胸，每天都推着
小車去收紙皮或罐頭。我們和她一起收，聽完她和她先生的故事後，我突然靈機一動，從書包拿出

今天功課輔導班導師給我的麪包禮券和一些錢給她。老婆婆笑了，我們也跟着笑。

  我們要多做有意義的事，不要浪費時間，做義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多做好事，大家都開心，

何樂而不為？

老師評語︰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要，能盡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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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

6C 薛芷欣

  假如一星期增加一天，我會進行一些可以活動身體和與動物相處的活動，因為做這些活動可以

紓緩壓力和強身健體。

  在那一天，我覺得和朋友一起打籃球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打籃球可以活動身體，多做運動可

以強身健體，我們平日可以做運動的機會太少了。而且與朋友一起打籃球，還能增進友誼。

  除了出外活動，我還會想留在家中，與我家的貓好好相處，因為多與動物相處可以達到療癒及

減壓的效果，放鬆身心。我還可以邀請我的朋友帶着他們的寵物來我家。我們一起與牠們玩耍，紓

緩平日的壓力。

  最後，我發覺如果一星期增加一天，可以做的事非常多。但現實只有星期天，卻沒有星期八，

我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每一天。

老師評語：我們每天想做的事太多，但時間有限，只能好好分配時間，善用每分每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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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畢業營週記

6C 葉芷蘊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第一天，我們才剛到營地，因為坐了挺長時間的車，所以大家都睡眼惺忪的。我們回到房間，把行李

放好後，就出去集合了。這天我們共玩了兩次尋寶遊戲，第一次玩的時候，我因為太累而沒有精神，所以

死氣沉沉，完全不想玩。不過晚上的尋寶遊戲反而很激烈呢！大家一聽到有人叫：「找到了！」就衝過

去，希望可以輕易找到答案。到了睡覺時間，我已經筋疲力盡了，但其他同學卻還精神爽利，在房間裏唱

歌、吃零食，在開派對似的，我連在夢境中都能聽到她們唱歌的聲音。

  第二天早上，我完全起不了牀，因為昨天玩得太晚了，我疲憊不堪，只想睡覺，最後還是用我剩下零

點零一的意志力起了牀。吃完早餐，我們玩了個遊戲，這遊戲大概是想讓我們知道要開始規劃以後的前路

吧。這個遊戲也讓我想了很多，像是以後還升不升學，如果不做獸醫，還能從事甚麼職業之類的問題。

  到了中午自由時間，老師們來了探營，同學都超級熱情地去迎接，而我和老師見了一面後，就在公園

裏視野最廣闊又最安靜的地方坐着，觀察四面八方正在發生的事情，像是老師坐在一起談天，同學在公園

追逐。這樣安安靜靜地坐着也很不錯。到了晚上，可能是因為大家都累了吧，所以只是在牀上談一談心

事，大約十一、二點我就睡了。

  第三天是最後一天了，我們在惜別會上回顧這三天的照片。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對我們說：「以後你們

畢業了，別說三天兩夜，想約幾個朋友出來見上一面都難。」這句話真的很對，以後大家去了不同的中

學，見面的機會也少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剩下的時間啊。

  我原以為這次的畢業營和生活營一樣，目的是訓練我們獨立生活，後來才發現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畢

竟我們也長大了，要學的東西也不同了。不過這次畢業營真的非常珍貴，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老師評語：你完全能體會到畢業營的意義，真替你感到高興，願你能好好珍惜餘下的小學校園生活，將來回首，也感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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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我來當義工

6C 李秋琳

  今天，我要回學校參加基督少年軍的活動，到大圍火車站參與賣旗活動，將籌得的款項捐給

慈善機構。

  我們到火車站集合，老師先幫我們分組和宣佈我們要到哪一個地方賣旗，然後一起拍一張大

合照後，我們就可以進行賣旗活動了。

  一開始我的心情非常興奮，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活動。沒想到原來賣旗一點也不

容易。因為在炎熱的夏日賣旗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幸好我們是在天橋底賣旗，不然真的會中

暑呀！我對經過的路人說：「請問要不要買旗？」可是沒有人回應我，有些路人還說：「買甚麼

旗？浪費金錢！」

  當我心情慢慢地跌入低谷的時候，有一位阿姨走過來對我說：「我可以買一支旗嗎？」我立

刻回答：「可以，可以，謝謝您支持我們。」我們的袋子慢慢地變得沉重起來。最後，我覺得非

常開心，希望下次可以再參加這類活動。

老師評語：過程雖然辛苦，但想到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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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來當義工

6D 林卓菲

  一個星期三，我和公益少年團的團友一起參加了一個拜訪老人院的活動，出發前，我們還用

了精美的包裝紙來包着禮物來派給佳安家老人院的公公婆婆。

  當天在活動出發前，我感到無比的開心，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小義工活動，我的心情就像

彩虹一般美。老師告訴我們要和公公，婆婆說話，我的心情很慌張，因為我不善於和陌生人說

話，真的很難為情呢！後來，我發現老人們是非常健談的。之後，我們還跟他們玩、唱歌和說故

事，他們也樂在其中呢！

  最後我們是時候要和老友記告別了，我們都很捨不得呢！原來，當義工是多麼的有趣，多麼

的快樂呀！我的心裏甜滋滋的，樂悠悠的，我感到很溫暖。

  那天，我學會了「施比受更為有福」和「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老師評語：這是一個很好的經歷，期望你將來參加更多義工活動幫助更多的人。行文尚算流暢，若詞彙運用得豐富些，文章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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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週末狂歡—閱讀報告

6D 呂希彥

  我認為《週末狂歡》是一篇令人有些驚喜的文章，而且結局也令人覺得有些意外。在這書中

的哥哥原本可以放學後和妹妹用媽媽給的飯錢吃午飯的。可是，他卻因為自己不能自制及易受誘

惑，在兩次課間休息中花了一半的飯錢去小賣部買零食，因此到了中午便沒有錢買午餐。可是，

他想出了一個能掩人耳目的計劃，想就此蒙混過關。就在他快將成功的時候，貪吃的妹妹卻從雜

貨店裏買了一條冰棒，讓他瞞天過海的計劃，就此破滅。

  在我看來，故事中的「我」是一個不稱職的哥哥。首先，他因為媽媽給了他飯錢，就能令他

上課不專心，證明了他對金錢的慾望很大。而且在課間休息時，他見到別人買甚麼就買甚麼，根

本不能控制自己。

  至於妹妹，雖然她天真，但是很貪吃，不但不肯聽從媽媽的吩咐去吃客飯，還跟他的哥哥同

流合污去了麥當勞吃漢堡包。而且在故事的結局，她尚未買下那條冰棒就在上面咬了一口，她事

先應該和哥哥說一句再買。

  在《週末狂歡》中，讓我學到的道理是我們凡事應該先想清楚後果才做，不能尚未想清楚就

去做。

老師評語：分析全面，內容充實具深度，文章結構鋪排完整，惟末段可多作一點自我反思或表達一下故事中你領略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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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樂

我來當義工

6D 關靜怡

  一聽到要做義工時，我都覺得沒有意義和非常沉悶，而且是一件浪費時間的活動，所以我從

未做過。自從五個月前的義工活動後，我的想法就徹底改變了。

  一天，我的一位好朋友吳心言發了一個短訊給我，她說：「這個星期六，你有時間嗎？不如

我們一起去參加義工活動吧！」我心想：義工活動？大都是賣旗、去海灘收集垃圾等，現在是夏

天外出多熱呢！還是不去了。正當我想回覆時，我又想：她是我的好朋友，不答應她好像不太

好。兩個想法不停在我腦海中徘徊。最後我還是答應了，原來這次義工活動是去探訪老人院。

  到了老人院時，我有一點緊張，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性格。到達時，我看見他們帶着笑容來

歡迎我們，我們一起玩遊戲和談天，我的義工經歷真的不夠，所以我特別珍惜這些時間，去跟身

邊有義工經驗的人學習，真是十分開心。我們玩了一些小遊戲，我看見那些長者玩得非常開心

時，我忽然覺得令人開心是很容易的事，別人開心時，自己也會很開心。

  經過這次義工活動，我深深明白到做義工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只需花一些時間，就可以令

人開心，所以我很期待下一次的義工活動。

老師評語：這次義工經歷確實令人有很大的啟發！內容尚算豐富，有層次，鋪排得很暢順，惟注意適當地運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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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週末狂歡讀後感

6D 梁洛珩

  《週末狂歡》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它的結局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當我以為故事中

的哥哥可以瞞天過海的時候，妹妹卻買了一條冰棒，令哥哥的奸計沒有得逞。這個結局真是大快

人心啊！此外，作者還很細緻地描寫哥哥的心理變化，令讀者可以清楚理解哥哥的內心世界。

  我覺得故事中的「我」是一個不稱職的哥哥。首先，他沒有做到答應媽媽的事—照顧好妹

妹。另外，他的自制力也很差。在美食的誘惑下，他就把金錢花在不該花的地方。而且，他也是

一個狡猾的孩子，因為他想到了奸計去欺騙媽媽和妹妹。

  我覺得故事中的妹妹是一個貪吃的人，因為她趁媽媽不在的時候，吃了媽媽平常少給他們吃

的東西，如漢堡包和零食。

  我十分明白要盡責做好一件事並不容易，但如果我是故事中的哥哥，我會努力做好答應了媽

媽的事，照顧好妹妹，不要辜負媽

媽對我的期望。我會在決定做一件

事前，先想清楚後果，不會貪一時

之快、不輕易受誘惑，這就是《週

末狂歡》讓我明白的道理。

老師評語：內容合適，文句順暢，能按故事

的重點作分析，亦能針對故事反

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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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nster Friend – Broj

1A Ngai Cheuk Nam

My friend Broj is a monster. 

He has one big eye and one small eye.

He has three big ears.

He has two big mouths.

He has two big noses.

He has six long arms.

He has one long leg.

He has eight long horns.

He has ten sharp teeth.

His head is big.

He is happy all the time.

I like him because he is 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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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lassmate

1A Kong Cheuk Kiu Charis

This is Violet.

She is six years old.

She is in Class 1A.

She likes purple.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kind, caring and helpful.

An Alien – Pe Pe Tam

1A Tam Tsz Chin Cosette

This is Pe Pe Tam.

She has three eyes. They are big.

She has two ears. They are small.

She has four arms. They are long.

She has two tails. They are short.

She has three legs. They are long. 

She has long hair. 

She has one mouth. It is small.

She has two noses. They are big.

She has two horns. They are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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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Member

1B Chan Hau Ying Vienna 

This is Hadrian Chan.

He is nine years old.

He is my brother.

He is a student.

He is in Class 5B.

He likes to play with robots.

I like Hadrian.

He is nice.

My Toy

1B Leung Hui Yu Hugo 

This is my Beyblade.

It is black and silver.

It is bigger than a candy.

It is made of plastic.

It is sharp.

It has thre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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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riend

1C Chan Pak Hei Ocean

This is Sunny.

He is three years old.

He is in K1.

He likes toy cars.

I like him because he is fun.

My Classmate

1C Cheung Yin Nuji

This is Candace Fok.

She is six years old.

She is in Class 1C.

She likes toys.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nice and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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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nster Friend – CaCa

1C Cheung Ching Charis

My friend CaCa is a monster.

She has one small eye.

She has four big ears.

She has three big mouths.

She has one small nose.

She has two short arms.

She has one short leg.

She has six short fingers.

She has long yellow fur.

She has ten small teeth.

She is happy all the time.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lo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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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Zoo

1D Ching Hoi Lam Ashley

  This is Fun Zoo. There are three hippos. They are grey. They are in the pond. There are two 

pandas. They are black and white. They are under the tree. There is one monkey. It is brown. 

It is under the tree. There are two giraffes. They are brown and yellow. They are on the grass. I 

love this zoo.

My Dear Sister

1D Ho Ching Ching Chloe

  This is On On. She is eight years old. She likes ice-cream. She likes 

English too. She is in Class 3B.

  I like On On because she is nice. She can sing nic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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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Zoo

1D Tsang Siu Wang Rex

  This is Fun Zoo. There are three lions. They are brown and yellow. They are on the grass. 

There are four bears. They are brown. They are under the tree. There are two deers. They are 

brown. They are on the grass. There are four wolves. They are black and grey. They are on the 

grass. This is a nice zoo.

My Good Friend

1D Yuen Tsz Kiu Chloe

  This is Shula.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is my classmate. We are in 

Class 1D. 

  Shula is pretty and short. She likes reading books with me. I like to play 

with her because we are goo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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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chooling

2A Lai Pak Hei Adrian 

  What do you feel on these days?

  Sometimes I feel happy because I can watch more cartoons with my brother.

  Sometimes I feel surprised because the homework is less and easier.

  Sometimes I feel bored because I cannot meet my friends.

  Sometimes I feel worried because I see many people queue for masks.

  Sometimes I like studying at school more than staying at home.

  I hope we can meet again soon.

My Best Friend

2A Hussain Amir Khan

  My best friend is Rex. He is seven years old. He is short. He has short and straight hair. He 

has big eyes and chubby cheeks.

  He is tidy. He tidies his bedroom every week. He is honest. He never tells lies. 

  We play together on weekends. I like him because he is helpful and cheerful. 

  I hope we can be best friend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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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B Siu Hin Kiu Ellery

 My name is Ellery Siu.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Sun Tin Wai. I come to school on 

foot. I have one brother. My father is a driver. He drives a lorry. My mother is a clerk. She takes 

care of the paper work. I love my family.

Me and My Family

2A Huang Chun Chak Eric

  I am Eric.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one cousin. He doesn’t live with us. I live in Shatin. I 

live with my mother, my father, my grandma and my grandpa.

  I go to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n Shatin. I come to school by MTR.

  My mother is a teacher. She teaches English. She is gentle. She looks after my family.

  My father is a general manager. He runs a company. He works very hard. He is outgoing. 

He likes sports. 

  I have a big family. It is full of love. I feel happy in my family.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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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B Leung Lai Yip Silas

  I am Silas Leung.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one sister. I live in Shatin. There is a bus 

station near my home. I like playing different games with my family.

  I go to Christian Alliance H. C. Chan Primary School in Chun Shek.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like the computer room most because I like computers.

  My father is a sales manager. He manages his business. He is funny. He makes funny 

faces.

  My mother is a flight attendant. She looks after people on the plane. She is kind.

  My family is great. I love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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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B Lo Yuen Ching Stephanie

  I am Stephanie Lo.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I live in Sha Tin. 

There is a train station near my building. 

  I go to Christian Alliance H. C. Chan Primary School in Tai Wai. I go to school by bus. I like 

talking to my friends at recess at school. 

  My father is a builder. He builds houses. He is funny because he likes making funny faces.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my family. She takes good care of me, especially 

when I am sick.

  My family is kind. I love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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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C Lee Yi Shan Shanice

  I am Shanice Lee.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no brothers or sisters.

  I live in Tai Wai. There is a garden near my house.

  I go to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t is in Tai Wai.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My father is a technical specialist. He fixes technical issues.

  My mother is an accounting officer. She prepares financial reports.

  I love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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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od Friend

2C Yuen Chi Yat Aadi

  My good friend is Mike. He is eight years old. He is tall and thin. His mum is a doctor. She 

helps sick people. His dad is a fireman. He puts out fires.

  Mike comes to school on foot. We play at school every day. We like the same game, 

‘Minecraft’. We like watching Minecraft videos on Youtube in our free time. We like Creeper and 

Enderman.

  I like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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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Animal

2C Wong Kwan Shun Justin

  Do you know any animal that is a good builder?  It is my favorite animal, the beaver! I first 

saw them in a zoo in Australia. I think they are very cute and I love them.  

  Beavers are the second largest rodent in the world. They are famous for building dams 

and their homes are called lodges. They use sticks, mud and tree trunks to build their homes in 

rivers. They use their homes to store food, rest and eat. They do not need to hibernate in winter. 

I think they are very clever.  

  However, I am sad to know that people hunt beavers for their skin and organs. They use it 

for making medicine and other goods. I hope people can love and protect them. I wish I can see 

beavers in the wild next time but not in th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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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2D Leung Yu Ching Ian 

  I am Ia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have one brother. I live in Ma On Shan. There is a minibus 

stop near my home.

  I go to Christian Alliance H. C. Chan Primary School in Tai Wai. I go to school by bus.

  My father is an observant person because he always spots the mistakes in my homework. 

He is a system analyst. He develops business solutions by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y mother is a kind person because she always takes care of others. She is a housewife. 

She takes good care of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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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ail to My Friend

2D Lam Lok Hin Louis

To: mike.chan@email.com

From: louis.yu@mail.com

Subject: About me

Hi Mike,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myself.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ve in Sha Tin. I go to school on foot. 

I have one sister. Her name is Ada. My dad is a bus driver. He is kind and hard-working. My 

mum is a nurse. She helps sick people in the hospital. She is caring.

Can you tell me more about yourself, Mike? Write soon!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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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ey’s House Rules

2D Tsang Hoi Lam Hailey

1. Take off shoes before entering the house.

2. Wash your hands after taking off the shoes.

3. Finish homework before playing games.

4. Tidy up the table after dinner.

5. Read story books before going to bed.

6. No eating in the bedrooms.

My Best Friend

2E Cheng Lok Hei Kris

  My best friend is Aden. He is seven years old. He is funny. He has small eyes and big front 

teeth. He wears a pair of blue glasses.

  Aden is friendly. He plays with me when it is recess. Aden is helpful. He lends me a pencil if 

I forget to bring one. Aden is polite too. He says ‘thank you’ when I help him.

  Aden’s dad and mum are Christian. Aden and I go to church together on Sundays. I hope 

we can keep our friendship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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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ime   

2E To Tsun Yat Tobe

  Due to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we can’t go outside or go 

to school. Mum asks me to stay at home so I have a lot of free time.

  At home, I play video games, build LEGO with my baby brother, eat ice-cream and French 

fries. I sometimes draw pictures with my baby brother. 

  I miss my friends, my classmates and my teachers. I hope I can go to school as soon as 

possible.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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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ate My Toys

2E Wong Ho Kiu Aliza

  I have a lot of baby toys that I don’t play with, so I donate my toys to charity. They are my 

presents that my family gave me. I put the donated toys into one big box, and we take them to 

the Salvation Army for the children in need.

  My dad and mum support my actions to donate my baby toys. We can share our love and 

happiness with othe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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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oll – Wa Wa        

              2E Wong Hiu Yu Anna

  My favourite doll is a frog called Wa Wa. ‘Wa Wa’ means frog in Chinese. It has big eyes, a 

small nose, a big mouth, pink cheeks, short legs and yellow pants.

  Wa Wa goes wherever I go. I eat candies, sleep, do my homework and go to drawing 

classes with it but I can’t bring it when I go to school. When I am scared, I hug it tight. I don’t like 

Mum putting it in the washing machine.

  One day, Wa Wa was lost. I was very sad and I cried. I couldn’t find it. At last, I found it 

under my bed. I was very happy. 

  I love Wa Wa. I hope it will not be t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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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s Birthday

3A  Liao Tsz Ching Amy

  Today is Grandma’s birthday. Grandma is very happy. Dad, Mum and Tom are very happy 

too. They go to Mimi Centre to celebrate. They want to eat dim sum. 

  They go to Mimi Centre to find a place to eat dim sum. They go to the directory and find 

Yum Restaurant. Then they go to Yum Restaurant, but it is closed. They are very disappointed. 

Tom suggests going to Mimi Hotel to have a buffet lunch.

  Finally, they go to the hotel and have a buffet lunch and they are very full and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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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ly to Miss Kwok’s Email During the Class Suspension 
Period

3A Cho Kai Yeuk KY

Dear K.Y., 

How are you doing? How is your holiday going so far? Is it boring? Is it busy?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after you wake up? Did you learn anything new this holiday? 

Love to hear from you soon!

Yours, 

Miss Kwok

Dear Miss Kwok,

I am OK. I am busy with homework every day. Every day after I wake up, I play with my toys 

before breakfast. I have learned about a new Pokemon. Its name is Mewtwo. The attached 

photo is Mewtwo. My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is Mewtwo. What is your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Yours,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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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Review

3A Chung Lok Yan Sofia

  I love KFC. It is a fast food shop in Ma On Shan. It opens 24 hours every day. I think the 

children will enjoy the food there.

  The most delicious food in the restaurant is chicken. The taste is salty. It is just a little bit 

spicy. It is crunchy too.

  It is a good restaurant because all the people can go there all the time. Moreover, the food 

is cheap in KFC.

  I give it a score of 10 out of 10. I strongly recommend you all to ea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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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Storybook

3B Chan Tsz Long Coby

  My favourite storybook is Smile, Crocodile, Smile. It is my birthday present.

  In the story, there are Ruby Rabbit, Liam Leopard, Max Monkey, Zoe Zebra and the main 

character is Clarabella Crocodile. Clarabella Crocodile needs to brush her teeth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she has a lot of teeth and she has no time to play. Finally, her friends give her a 

long toothbrush. She is happy at last.

  I like Clarabella Crocodile because she has a lot of friends. I learn that I need to help people 

when they are in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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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s Birthday

3B Poon Chun Hang Eric

  Today is Grandma’s birthday. Grandma, Dad, Mum and James go to Mimi Mall to celebrate 

Grandma’s birthday.

  Grandma says, ‘Let’s go to Yum Restaurant.’ They walk to the second floor, but Yum 

Restaurant is closed. They are disappointed. James says, ‘I want to go to Mimi Hotel. I am 

hungry. Let’s go to the third floor to have a buffet lunch.’

  At the end, they go to Mimi Hotel on the third floor to have a buffet lunch. They are happy 

because the food is yummy. Today is a happ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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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Storybook

3B So Tsz Ki Kiki

  My favourite storybook is 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Kids. This book is bought from a 

bookshop by my daddy. 

  The characters include a big bad wolf, seven little sheep and a sheep mother. One day, the 

sheep mother goes out to find some food for the seven little sheep. Then, the big bad wolf wants 

to eat the seven little sheep. Finally, the sheep mother and one of the sheep save the other six 

sheep. 

  I like this book because it is very interesting. I recommend it to others because it is so 

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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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Review

3C Shum Yat Chun Jon

  I love Genki Sushi. It is a Japanese restaurant in Shatin. It opens from 10 a.m. to 10 p.m. 

every day. I think all people can go in. Octopus sushi is sweet and the octopus is just a little bit 

spicy. Udon is salty. Everyone likes the spring onion on it. 

  It is a good restaurant because the food is tasty and the restaurant is clean and romantic. 

I give this restaurant a score of 9.9 out of 10. The 0.1 score deducted is for the long wait. I 

strongly recommend you all to dine there.

160



童心創作樂

A Reply to Miss Kwok’s Email During the Class Suspension 
Period

3C Chim Tsz Chun Matthew

Dear Miss Kwok,

How are you? My parents and I are fine. Thank you! During the holiday, I keep reading a lot of 

different books. I play with my toys and play Chinese chess. I also watch news every day.

In the morning, I do my homework through online learning and watch some videos such as 

National Geographic every day.

I play basketball with my dad every week. Sometimes I run with my lovely cousins. I keep 

learning Hip Hop Dance and visit my grandparents every week too.

At first, I feel bored, but my mum tells me that sometimes when we face some difficulties, we 

learn to change our attitude.

I miss my teachers and the classmates. I hope we can go back to school soon.

I want to share some of my photos during my holidays with you. Some are my creative toys that 

I made by myself.

I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letter.

Yours,

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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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Lam Restaurant

3C Lam Tsz Lok

  Lam Restaurant is a Japanese restaurant in Kowloon. It is open from 9 a.m. to 7 p.m. every 

day except Mondays. I think it is a good choice for everyone.

  Sushi and sashimi are the best dishes in the restaurant. They are very fresh and tasty. Beef 

udon is also nice in this restaurant. You should order one in cold winter.

  It is a good restaurant because the food there is delicious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are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e decoration is in Japanese style. It makes 

me feel like I’m in Tokyo. I like dining there with my family.

162



童心創作樂

If I Have an Air Bus

3D Wong Lik Tang Likton

  If I have an air bus, I will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I will travel to Japan, Ireland, America… 

and a lot of other places. The air bus can be driven on the road and fly in the sky.

  I will be the pilot of the air bus. I will fly to anywhere I want.

  However, I need to pay the money for fuel. I need to earn money by myself. So I think I 

need to take the passengers on board.

My Helper Had a Baby!

3D Fong Chak George

  Yesterday, my helper gave birth to a baby at 10 a.m. in Indonesia. It is a baby boy and it 

weighs 3.6kg.  

  My helper’s name is Yanti. She loves Hello Kitty. She left me and my family and went back 

to Indonesia one year and three days ago. I really want her to come back because I miss her 

so much. She has stayed with me and my family for eight years! The day when I was just born, 

she came to my home to take care of me.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I thought she was my family 

member, like a sister. When I grew older, I knew she was my hel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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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lace I Visited at Christmas

3D Yang Ha Tin Summer

  Christmas was finally here today! We packed up for a trip and went to Chimelong Water 

Park. When we got there, first, we went to see the play. 

  Then, we went to a double suite that had been ready for a long time ago, We had a good 

sleep there. 

  The next day, we just went to the Water Park. I was sprayed with a large bucket of water as 

soon as I got there! Ah!

  And then I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being sprinkled with water in buckets, there was a water 

slide and it was fun.

  Time flew by and we went with our tiring bodies back to the double suite we booked. We 

would be up early the next day, ready to check out and go home. This was an unforgettable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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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Now and Then

4A Chiu Tsz Nok Enoch

  Hong Kong fifty years ago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oday. A lot of things are different. 

  For the games children played, they played hopscotch, hide-and-seek and Chinese chess 

50 years ago. Now, we play electronic games.

  For transportations, there were buses 50 years ago. Now, we have MTR trains. We have 

minibuses and taxis too. But the taxi fee is very expensive. 

  For places to shop, they went to wet markets 50 years ago. The food was fresher and 

tastier. Now, we have shopping centres and supermarkets, and you can buy things on the 

computer.

  For electronic products, they had film cameras 50 years ago. Now, we have DVD players, 

MP3 players, smartphones and electronic games. 

  I like Hong Kong in 2020 because I can play computer games.

165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All About Me

4A Lam Ying Yi Chloe

  My name is Chloe and my surname is Lam. I am nine years old and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first of August. I live in a small city in China and a small place in Hong Kong – Shatin 

with my four family members.

  I am tall and thin. My face is a bit round and a bit oval. I have short black hair and I never 

wear it in a ponytail or a pigtail. I have a pair of small eye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I am 

friendly because I always make friends. I am also dishonest because I sometimes tell lies. I am 

careless too because I always make mistakes. I think I make the silliest mistake in the world!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reading books and playing sports. I like reading because I can learn 

from books. I like science books the most because I’m curious about science. I like playing all 

kinds of sports but I like badminton the most. It is because I can jump while playing it. My dad 

said if you jump a lot you can be taller! I like it because I can train my muscles too. I can be 

stronger day by day by practicing.

  I want to be a writ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like reading books. I think lots of people like 

reading too and I hope everyone can enjoy reading and learning from books.

  I will work hard to achieve my dreams!

166



童心創作樂

All About Me

4A Hui Ning Kwan Noelle

  My name is Noelle, spelled N-O-E-L-L-E. This year I am nine years old, a primary four 

student. My birthday is on 27th March, next year this day is the exam date. I’m very unlucky. I 

live in Tai Wai but I was born on Hong Kong Island. 

  I am a girl. I have big eyes and I like them very much. I also have a round mouth, it is very 

red. I am fat and short. I want to keep fit and be a taller girl but I can’t. I’d like to talk too, talking 

makes me delighted. I am not a sporty girl and I will tell you why later.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dancing, skipping, swimming, drawing, reading, sleeping and eating. 

I just said why I’m not a sporty girl because I only like three kinds of sports. I like sleeping and 

eating too. I have two cats in my home, they are all older than me. My favourite animals are 

cats. My favourite food is egg because it is sweet. 

  I want to be a gynecology docto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a gynecology doctor can witness 

new lives every day and it is very meaningful! That’s all about me!

  I will work hard to achieve my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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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Unforgettable Summer

4B Chan Shun Chit Dave

  Last summer holiday,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Other than 

sight-seeing, our main purpose was to join our friends Miranda and Jeroen’s wedding party.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join a wedding party outside Hong Kong. I was excited. We were well-

dressed to go there. We were allocated different tables. Different country flags were set on each 

table, I wondered why.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at besides me. ‘Oh! I see. The flags 

are representing their countries.’ They were from Germany, Canada, the Philippines, America, 

France, Denmark, and of course, Hong Kong (me). We talked in English all the time.

  There was a dancing time after dinner. We danced with live music which was played by 

a pianist and a saxophonist. It was so romantic! I danced with Miranda and many friends. We 

danced until 1 a.m.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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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My Life without Minecraft for One Week?

4B Kan See Pok Clement

  My life without Minecraft for one week is boring! I am bored to death without my precious 

Minecraft. If I don’t get some Minecraft time, I cannot play with my dad. If I cannot get some 

Minecraft time, I won’t have any dangerous adventures or mining. If I cannot get some Minecraft 

time, I cannot build houses either! Therefore, I have to EARN some Minecraft time. But how?

  First, I can earn two-hour free time if I am self-disciplined. Therefore, I can use the free 

time to play Minecraft on Saturdays and Sundays. Second, my mom says I can earn five more 

minutes a day if I practise my piano, which means I can earn two and a half hours in total for 

the whole week. However, if I don’t behave, my mom can cancel all my precious free time, my 

MINECRAFT TIME!!!

  Well, I am confident I can earn the free time for playing Minecraft. So, going back to the 

question, one week without Minecraft? Possible, but it is unlikely. What if it really happens? Well, 

I think I might want to BEG MY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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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riend from a Special Place 

4B Chan Ho Yan Olga

  Yesterday, I brought my friend Jane to Ocean Park.

  First, we looked at the sharks. Jane asked, ‘What are those things? They are cute!’ I replied, 

‘Don’t you know what sharks are? By the way, sharks are not cute.’ Jane said, ‘Of course I don’t 

know what sharks are. We don’t have those in Asgard.’ I wondered, ‘Are you an Asgardian?’ 

Jane answered, ‘Yes, I can show you now.’

  Then, Jane brought me to Asgard. I found out that Jane was the princess of Asgard and the 

God of waters.

  What a craz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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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ut Me

4C Wong Yui Ching Jeremy

  My name is Jeremy Wong. I am nine years old. My birthday is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August. I live in Sha Tin with my family.

  I am tall and fit. I have big eyes, a small nose and a big mouth. My hair is short and black. I 

am helpful because I like helping others. I am the school prefect and I look after the lower form 

pupils during recess. I always help teachers too. I am a hard-working pupil so I study very hard 

every day. 

  I am good at sports.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table tennis and basketball. I always 

play table tennis on Fridays with my friends. I enjo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my dad. My favourite 

animal is lion because they run very fast. My favourite food is ice cream because it is yummy.

  I want to be a fireman when I grow up. I am brave and strong. I want to save people’s lives 

when they are in danger. It is a meaningful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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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ut Me

4C Leung Hei Man Hailey

  My name is Hailey. I am nine years old. I was born on 23rd October. I live in Tai Wai. I study 

in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 am tall and thin. My face is long and thin. I have big eyes, a big nose and a big mouth. My 

hair is long and I usually tie it in a ponytail. I am polite because I always say “hello” and “please”. 

I am funny too because I always tell jokes.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because they are exciting. I sometimes play 

computer games on Sundays with my brother. I also like going ice-skating and skipping because 

they make me happy. My favourite animals are kittens. They are cute. I like eating potato chips, 

ice cream, sushi, beef and rice. They are yummy.

  I want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am good at drawing. I will work 

hard to achieve my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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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Sick after an Overnight Stay

4D Lee Tsz Yau Angie

  Tim went to his cousin’s home last Saturday. Tim stayed and played video games with his 

cousin overnight. The next day, Tim got a sore throat and a fever with a temperature of 39°C. 

He had to stay at home and rest. He told his drama teacher that he could not attend the drama 

rehearsal. The teacher was disappointed because he knew that Tim got sick because he was 

playing video games overnight. Tim felt very sorry and he promised he would not do that again. 

Getting Sick after an Overnight Stay

4C Chen Man Hin Judson

  Tim went to his cousin’s home last Saturday. They played video games overnight. The 

games were exciting. They felt very happy. 

  The next day, when Tim woke up, he felt sick. His body temperature was 39˚C. He had a 

sore throat too. He felt very unwell and sad.

  At nine o’clock, Tim went to school for the drama rehearsal. His teacher and classmates 

saw him. The teacher said, ‘What happened to you? Are you okay, Tim?’ Tim said, ‘I am sick, Mr 

Chan.’ Mr Chan told Tim’s parents that he was sick. His dad took him to see a doctor. Then they 

went home. Tim went to sleep at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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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ut Me

4D Lau Chun Hei Gordon

  My name is Gordon Lau. I am nine years old. I was born on 12th March. I study in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I live in Sha Tin with my mother, father and sister. My 

favourite cartoon is Lion King.

  I am tall and thin. My face is round. I have small eyes, a small nose and a small mouth. I 

am polite, helpful and hard-working. I always say “good afternoon” to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I 

always help others and do revision too.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because it makes me happy. I always play 

badminton on Wednesdays with my mum. I also like swimming because the water is so cool. My 

favourite animals are dinosaurs. They are lovely. I like T-Rex best. I like eating chocolate, sushi 

and French fries. They are very yummy.

  I want to be a chef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like cooking and eating. I will give food to poor 

people because I want to help them.

  I will work hard to achieve my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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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Sick after an Overnight Stay

4D Chung Tin Wing Alexis

  Tim went to his cousin’s home last Saturday. He stayed overnight to play video games. The 

next day, Tim’s temperature was not right. He had a fever and a sore throat.

  On Monday, Tim still had a sore throat. When people talked to him, he did not say anything. 

The teacher felt strange and asked him, ‘Why aren’t you talking today? Do you have a sore 

throat?’ Tim didn’t say anything but nodded. He felt sorry.

  At last, Tim was better. He didn’t have a sore throat anymore. He could talk well. He felt 

happy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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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Pancakes

5A Hui Yan Lam Yannie

  Pancakes are my favourite food. When I was little, my mum often made me some pancakes 

for breakfast. During last Christmas holidays, I learnt how to make yummy pancakes. Let me 

share the recipe with you.

  First, pour 70ml of milk, one egg and 120g of pancake power into a mixing bowl. Then, mix 

them together. After that, pour the mixture into a pan. Next, fry the pancake until it is light brown. 

Finally, put the pancake on a plate. Put some cream and strawberries on the pancake. 

  My pancakes taste delicious and looks good. I need to be patient and hardworking to make 

yummy pancakes. Banana, chocolate, bacon and cheese are also good to eat with the pancakes.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mum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panc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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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 I Admire: Lionel Messi

5A  Ip Hon Man Marco 

  The person I admire is Lionel Messi. He is my favourite football player. He is famous 

because he is one of the top football goalscorers in the world.

  Messi was born in Rosario in Argentina in 1987. He is now 33 years old. He has been a 

football player for 26 years. Messi first played for a club in 1994. He was only seven years old. 

He played for Newell’s Old Boys. Then, he got his first golden ball in 2009. He i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Messi is a humble person. He accepts that he can’t win all the time. He is also sympathetic. 

He tries to do his bit to make people’s lives more bearable.

  From Messi, I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 be hardworking and helpful. I hope that I can play 

football well like him and help lots of people in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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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cky Restaurant

5A  Lau Hoi Ching Coby

  I have decided to open my own wacky restaurant. My restaurant is called ‘Under The Sea’. 

The theme of this restaurant is about the sea.

  There is a colourful seashell outside the restaurant. The windows are in a round bubble 

shape. When you enter my restaurant, you can see all the customers sitting on the beautiful 

seashells. All the tables are made of glass. There are many fish swimming under the ground.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bubbles moving. It makes you feel like you are really under the sea. 

The restaurant is really dark, with only a few lights.

  All the waiters dress up as jellyfish.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you should not wear 

colourful or new clothes. You should wear old clothes because there may be water on the floor 

and the waiters may splash some water on you!

  Here are some rules of the restaurant:

  You should not eat seafood here.

  You can only order some juice. No water is provid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using disposable straws is not allowed.

  My restaurant will be opened 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a party next Saturday. Feel free to 

come if you hav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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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lass Hike

5B Chan Chung Hei Hadrian

  Last Friday was our class hiking trip. On that day, we went to Lion Rock Country Park. We 

were very excited.

  Our class went there with Principal Yeung and the two class teachers. We took many 

photos with them along the hiking trail.

  When we were walking up the hill, we saw a lot of beautiful birds, butteries as well as 

flowers and so on. All of us felt relaxed on the way. We really enjoyed the wonderful view on the 

top of the hill.

  After that, we had our lunch at 

the barbecue site. We shared the 

yummy food and played games 

together.

  At last, we got back home 

before sunset. Although the hiking 

was tiring, we enjoyed it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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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 I Admire - Emma Watson

5B Lam Yeuk Kiu Kristie

  The person I admire is Emma Watson. She is one of my favourite actors.

  Emma was born in 1990 in Paris. She is 29 years old now. She first acted on TV in 2007 

when she was 17 years old! She is Hermione Granger in Harry Potter films. She acted in nine 

Harry Potter films and fourteen other films. She tried her best in all of them. She is now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Emma is an outspoken person. She is not afraid to stand up for what she believes in. 

Moreover, Emma is courageous too. She uses her own experience to encourage others. Her 

courage always encourages others to speak out. 

  I really love Emma’s inspiring quote, ‘Young girls are taught, you have to be the delicate 

princess, Hermione told them that you can be the warrior.’ From Emma Watson, I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 work hard and be more outspoken. I hope I can inspire others with my own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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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Chrysanthemum

5B Leung Sin Ling Violet
4th December, 2019

Dear Chrysanthemum,

  I am writing to say sorry for laughing and teasing your name!

  On the first two days of school, I laughed at you. I said your name was too long and didn’t 

fit your name tag. I also said you were named after a flower. I even wanted to pick you and smell 

you. I did something really bad to you. 

  This was wrong because Mrs Twinkle said that ‘Chrysanthemum’ was a good name. I 

shouldn’t laugh at you or be mean to you. I should be nice to you and get on with you. 

  I promise that I will never laugh at you. I will change my name from ‘Victoria’ to ‘Lily in the 

Valley’. Can we be friends, Chrysanthemum?

                                       Love,

Victoria

181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A Letter of Apology to Chrysanthemum

5C Mo Yin Yan Adrian

Dear Chrysanthemum,

  I am writing to say sorry for something dreadful I have done. I feel very guilty now.

  On the first two days of school, I laughed at your name as I thought it was too long and 

couldn’t fit on your name tag. It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s so I thought it was strange.

  This was wro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real meaning behind your name. If I knew it 

meant that it was perfect, I would not laugh at you. Moreover,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all of the classmates were laughing.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I am sure it made you feel 

miserable and dreadful because we didn’t care about your feelings. We never thought it would 

hurt you so much.

  Next time I will think carefully before I act. I hope you will forgive me for being rude. You are 

always my good friend.

                                       Love,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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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 I Admire - Albert Einstein

5C Ng Tsz Ying Kelly

  The person I admire is Albert Einstein. He is my favourite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He died in 1955. He has been well-known since he contributed a lot to Physics.

  Albert Einstein was creative because he developed several theories about gravity and 

motion through observing everything in daily life. In 1921 h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Physics.

  He was genius and hard working. H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learning Mathematics when he 

was young. He never stopped learning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knowledge was important.

  After knowing his life story, I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 be eager to learn new things so 

I have decided to work harder. I hope I will be a 

successful person lik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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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People Brings Happiness!

5D Lui Hailey

  Alberta likes to help others. He thinks helping people brings him happiness. A week ago, 

he went shopping for food in a shopping mall. At the mall, he found a girl crying. She was very 

frightened. Albert comforted her and learnt that she had got lost.

  Therefore, they went around to look for her mum. Then they went to the information desk 

and asked the customer service officer for help. Meanwhile the little girl wanted to keep looking. 

At that moment, her mum also came to the information desk. She was also very worried. When 

they saw each other, they ran to hug each other. Albert was very touched to see that. 

  The little girl and her mum were very thankful to Albert. The girl’s mum thanked Albert and 

gave him a little gift. He was very pleased. Albert was very happy that he could help. Helping 

others is a very meaningfu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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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Bob

5D Cheung Sum Yu Stella

Dear Bob,

  I am unhappy about your behaviour in school and at home. In school, Bob you usually 

quarrel with your classmates in the classroom. I think that is not good. I think you should get on 

with your classmates.

  At home, you usually shout at your little sister. I think that is not good.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her. You don’t share potato chips with your little sister. You should share potato 

chips with your little sister. Also, you usually laugh at your little sister when she fails in the test. 

You should help her with the test. 

  Bob, you should get on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r little sister. You shouldn’t talk rudely 

to them.

                                        Love,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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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iddle

6A Chan Ho Yeung Owen

I am thinking about a family member. 

Let’s see if you can get the right answer.

She is neither as beautiful as a peacock nor as ugly as a witch.

Sometimes she is fierce like a tiger. 

But sometimes she is gentle like a lamb.

She is always busy like a bee.

But she would spend her spare time playing with me.

Who is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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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A Li Mung Lam Moon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police officer because I am enthusiastic about helping 

people. I enjoy helping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Also, I am caring. At school, I am a prefect 

and I take care of P1 students. I always help them solve problems.

  If I become a policewoman, I will fight crimes, protect people and their property, investigate 

cases etc. I need to find evidence and witnesses to solve the cases. 

  Police officers need to be strong because they need to pass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They 

need to be intelligent so that they can investigate cases in wise ways. In addition, a police officer 

needs to be proactive. When they see someone in need or in danger. they need to rescue and 

help them fast so that the people can be safe.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do more exercise 

in my spare time so that I can stay fit and strong. I am going to talk more with my teacher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oo because a police officer needs to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Being communicative is good for police officers to solve cases because they need to ask 

witnesses questions in an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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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 being a police officer is a challenging and dangerous job, it is meaningful. I can 

make Hong Kong a safe city and help needy people. I know that being a police officer is not 

an easy job. I need to face lots of difficulties but I will not give up. I will try my best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I hope I will be a successful police officer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be proud of me and call 

me their hero som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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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Naughty Danny

6A Lee Ching Chun Jade

  Danny was a naughty boy. One day, he broke a vase while he was playing football at home. 

Mum was angry. She wanted to hit Danny so Danny rushed out of his home and got away.

  He was afraid that he would be punished after he went back home. He marched far away 

from home. Then he felt a bit hungry and he started looking for food. 

  Suddenly, he noticed that there was a small house. He was so starving that he almost 

fainted. He quickly dashed into the house to check if there was any food. ‘Oh my God! Food! I’m 

sure that the owner won’t blame me if I eat the food. I’ll tell him or her what happened to me and 

all will be fine!’ he gasped excitedly. He sat down and gulped the yummy food. ‘It’s so delicious! 

Even though I’m full, I still want to eat more! Yum!” he murmured with a huge smile.

  He took a bite of an apple. Unexpectedly, he turned into a pig! He was shocked and scared. 

‘What’s going on?’ he yelled.

  Then, a little fairy appeared and said, ‘You are such a greedy boy! At first, I thought that you 

were a poor little boy so I used my magic wand to make some food for you! But you were not 

satisfied! You wanted more and more! Turning you into a pig is a punishment!’ Then the fairy 

vanished.

  Danny regretted everything but he knew it was too late to realize his mistake. After that day, 

Danny tried not to be greedy even though he was a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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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B Kwan Tin Yau Arthur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teacher. I want to be a teacher because it is a meaningful 

job. If I become a teacher, I will teach my students. I will also organize activities and take care of 

my students too. 

  Teachers need to be patient and caring so that they can care for their students. They can’t 

be lazy because they need to mark homework. It is also good for teachers to be smart and 

efficient. They need to mark a lot of homework and dictations.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get a bachelor’s 

degree in education. I am going to have teacher training too.

  My mother is a teacher. She is always very tired after she comes back home, but she 

enjoys her job very much. I think that is because being a teacher is meaningful.

  I hope I can be a teacher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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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st Friend is an Alien…

6B Chan Wing Yan Yana

  One day, I discovered that my best friend Zach is an alien. Zach is a friendly, sporty and 

outgoing cute guy and you just don’t think he could be an alien.

  It all started on Monday when I invited Zach to stay at my place overnight. Since it was a 

school holiday on Tuesday, I figured that it shouldn’t be a problem. But Zach seemed to hesitate 

about it but in the end, he agreed.

  We played video games, talked about stuff and just goofed around. However, weird things 

started to happen after the lights were out. I was lying on my bed, with Zach on the floor next 

to me when I heard something strange. It was a low hum at first but it got louder. I looked at 

Zach and saw him glowing light blue. I whisper-yelled, 'What on Earth are you doing, Zach?' He 

smiled and said, ‘It’s about time you find out.’ 

  We sat up and he started talking, ‘You see, I might look like a human, but I’m not actually 

from Earth. I’m from a planet far away from here called Leptria. People from Leptria divide 

themselves into six different clans: Air, Water, Earth, Fire, Light and Darkness. Each clan has a 

special ability.’ 

  I asked, ‘Which clan are you from, Zach?’ He said, ‘I haven’t decided yet. Most of us 

followed our parents’ footsteps. If we don’t, we will be labelled as outcasts. In Leptri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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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b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lan. My dad came from Light, while my 

mum came from Darkness. My parents’ love for each other is forbidden. That’s why people call 

our whole family traitors and outcasts. I have a right to join either Light or Darkness, but I can’t 

decide. I want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both, then maybe I can go to different planets and find other 

aliens.’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but you need to face it. Love can’t be forbidden, your parents 

are not wrong,’ I said. ‘Our family came here to hide a few years ago. When I reach 18, I need to 

go back to Leptria and face it,’ Zach continued. ‘So you are an alien?’ I blurted out. My question 

caught Zach off guard, he nodded. ‘This is my disguise. My real form is the same but I have a 

dark blue skin tone with gold swirls, a mix of Day and Night.’ 

  Miraculously, we slept well that night but when I woke up, all I can think of is that my best 

friend Zach is an 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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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the 35th Anniversary 
School Musical

6B Lau Siu Fung Arthur

  In the 35th anniversary school musical, I was the actor of ‘The Dark Lord’, an evil sinister 

character in the story who wanted to take away all colours from the world and replaced them 

with pitch black. However, he was soon defeated by the four angels known as Gabriel, Michael, 

Raphael and Uriel.

  I rehearsed a lot and had spent countless hours on the training, in order to reach perfection 

while performing. I must admit that in the end, it was all worthwhile. Some might think it was 

just like a short simple act under the spotlight, but behind the scenes there was a lot of hard 

work, sweat and commitment. The practice took way more time than the show itself. But,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 all paid off in the end.

  I am grateful to my parents for supporting me in the performance. In fact,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put in such effort and hard work. Teachers, actors and actresses, we all did, especially 

our teachers. All the special effects, lighting, backdrops, music and costumes were all organized 

by our teachers, to such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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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i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ve learnt that ‘success is the result of self-belief, hard 

work, learning from failures, loyalty,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and persistence.’ If you set goals 

which you want to achieve, you must go after them with full determination or you will be like a 

ship that has set sail with no destination. If you achieve your goals, you will soon find out the 

prize will take you to places that amaze you in the bes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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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Review of Coco

6C Leung Tin Yu Tobie

  Coco is a 3D-animated fantasy film. The director is Darla K. Anderson.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Miguel and Hector. The year of release is 2017.

  The film is about a twelve-year-old boy named Miguel who loves music and he wants to be 

a musician. He wants to follow his dream but he is not feeling understood by his family. Miguel 

goes on an adventure in the land of the Dead and learns an important lesson about both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long the journey.

  There are plenty of twists and turns throughout the movie that prevents the story from 

feeling stale. It’s full of Mexican music and culture. Coco is colourful and vibrant, blending a 

number of unique personalities.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film with great message and characters. The film conveyed a 

message that we should never give up. I will recommend the film because the plot was very 

exciting and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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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t to Australia During Summer

6C Wong Yat Fung Andrew

  I have visited a few countries during different summers. I have visited Australia this summer 

holiday. It’s my favourit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cities and I visited Sydney and Melbourne. 

  In Sydney, I visited Sydney Opera House, Sydney Observatory, Darling Harbour and also 

China Town. 

  I visited Scenic World of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I tried Scenic Railway, Scenic 

Skyway and Scenic Cableway. I think the most exciting part is Scenic Skyway. It’s because the 

floor is made of glass and there was extremely windy. I was very afraid that the skyway would 

fall down. 

  My father and I went on a camp in Sydney. We walked around the campsite at night and we 

slept in the camp. We saw wild kangaroos.

  In Melbourne I visited a farm. There I saw a lot of animals. I saw kangaroos, parrots, koalas 

and I also watched the sheep shearing show. After that we went to Philip Island to see penguins 

and they were very small and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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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D Kan Lok Lam Lincoln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Chan is my class teacher and he tells me a lot 

of stories about his funny work. I want to be a teacher because I am caring. I enjoy teaching 

people. Also I am hard-working and always want to talk to different people.

  If I become a teacher, I will teach P.E. and tell children how to be strong. I will teach them 

the skills of different sports as well.

  Teachers need to be caring so that students will love them. They cannot be shy because 

they need to talk to students and parents. It is good for P.E. teachers to learn different sports as 

well so that they can teach students.

  I am going to study hard so that my dream can come true. I am going to do more exercises 

to make me strong. Also, I am going to learn different sports.

  I hope I can be a P.E. teacher when I grow up. Maybe your child will be one of my students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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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Review of Avengers: Endgame

6D Leung Yui Chit Mario

  Avengers: Endgame is an exciting film. It is a superhero film. The directors of this film are 

Anthony Russo and Joseph Russo.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is film are Captain American, Iron 

Man, Thor, Spiderman, Hulk, Black Panther and Thanos. The film was released in 2019.

  The film is mainly about Thanos who has infinity gloves. He wants to own all infinity stones. 

Avengers need to prevent Thanos from collecting infinity stones so they return to the past and 

collect the infinity stones. Avengers fight with Thanos and his soldiers. They win the fight but 

Black Widow and Iron Man die. Finally the Earth is peaceful. 

  The plot was compact, moving and rich. The characters were amusing. The music was very 

exciting. 

  I think the film conveyed a message that we need to be brave and cherish all we have. I 

feel it is a thrilling and exciting film. I recommend this film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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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ife As an Insect 

6D Lee Ryan Nathan
19th October, 2019                               Sunny

  Today is a super exciting day. I went out with my brothers and friends to find food for winter 

and bring the food back to our mother in the ant nest, like every day. On our way back, I saw 

white ants in front of our ‘palace’. I asked them why they were there. Usually they don’t stand 

there if there is a predator. They replied to me, ‘There is a boy named Jordan. He has killed a lot 

of insects like snails, spiders, worms and destroyed the nests. His pet is an anteater.’

  While we were talking, I felt something like a super mini elephant at my back. I turned my 

head and I saw an ant killer – the great anteater!

  We ran into the nest as fast as we coul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Gordon my friend was 

almost eaten by the anteater. Luckily, the air force – a flying ant saved him.

  The queen – my mum called more friends to help – butterflies, bees, worms, scorpions, 

beetles, mosquitoes, flies, mantis and snakes. They chased Jordan away out of the forest and 

back to the city. 

199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顧問：楊潤玲校長
編輯委員會：
陳芳玲老師    張進思老師    鍾詠嫻老師    吳漫怡老師
曾婉君老師    陳慧慧老師    李健玲老師    鄧可澄老師
馮感靈老師    茹麗娟老師    趙  健老師    黃敏勤老師
丘小梅老師    鄭佩雯老師    汪荷奇麗主任
馮智鵬助理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Ms Alice Tung  Ms June Tang  Ms Vicky Tse  Ms Nicole Yip
Ms Pauline Tang  Ms Sandy Chung  Ms Katia Leung  Ms Selyne Wong
Ms Gloria Kwok  Ms Vincy Lee  Mr Canny Ng  Ms Evelyn Chan
Mr Kenny Fung  Mr Ivan Law  Mr Vincent Chan  Mr Michael Duffy
Ms Kirsty Bain  Ms Shelley Oosthuizen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