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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二零二零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遇上冠狀病毒病，

教育局為了抗疫而讓全港學校停課，同學們未能回校上課，

但欣喜同學們仍能「停課不停學」，努力利用網上學習進行自

學，不斷力爭上游。在下學期裏，雖然老師有大部分時間未能在

校園內看見同學的笑臉，但在視像課內看見同學們能積極上課已

甚感欣慰，偶然聽見同學說一句「老師，我很掛念你啊 !」，真讓

老師們樂透半天。

　　今年首次以網上徵稿的方法收集《童心集》的稿件，包括：

封面設計、感恩篇作品……原以為反應一定不如理想，但卻

讓老師喜出望外，同學仍能交出水準之作，令今年的童心

集能順利出版。由此可見沙小同學的自主學習能力又邁進

一步了。

　 「高展示，多讚賞」對孩童健康成長，努力學習

起了關鍵的作用。因此，本校每年均出版《童心集》， 

讓 同 學 能 互 相 欣 賞 及 學 習。《 童 心 集 》內 滿 載

了 各 級 同 學 優 秀 的 文 章、 具 創 意 的 視 藝 作 品。

《童心集》內的每一份創作都是同學們的心血結

晶，雖非精雕玉琢的上乘之作，但卻充滿童真童

趣，一篇篇動人的文章，顯現了同學的內心世界；

一幅幅色彩豐富的畫作，展現出同學的想像力；

一件件細緻的立體創作，發揮出同學無限的活力，這

都見證了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孩子是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的世界潛藏著無窮的創

意與真摯純樸的情感，只要我們給予他們悉心的栽培，他

們的創作才華定能發出耀目的光芒。

　　盼望各位能細味每篇作品，體會沙小每位小作家的

學習及創作歷程，用童心去觀察身邊的事物及感受生

活中的真、善、美。

蔡子芬主任



1.  天上的彩虹像彩色的橋。
2.  天上的白雲像可愛的小羊。
3.  一顆大樹像一把雨傘。
4.  昨天，我、姐姐和哥哥在花園裏玩耍。
5.  星期六的上午，我和家人在公園裏做早操。
6.  星期日，我和同學在公園裏玩遊戲。
7.  我愛校園裏的老師，因為她們每天教我們用詞語造句。

1.  我愛吃西瓜，也愛吃香蕉。
2.  我愛游泳，也愛拍球。
3.  弟弟會寫字，也會看書。
4.  她買了美麗的鮮花，也買了大大的花瓶。
5.  我愛跑步，也愛騎自行車。
6.  我愛吃鮮魚，也愛吃米飯。

中文科作品

3

造句 1A  衛家凝

造句 1B  譚靜雅

1.  姐姐在家裏吃美味的冰淇淋。
2.  詠文在地上拾起一片枯黃的葉子。
3.  可愛的小兔在地上跳。
4.  我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休息。
5.  活潑的小狗在地上跑。
6.  小小的魚兒在河邊游來游去。

造句 1C  葉曉彤

1.  晚上，我和小明在家中用心地做功課。
2.  早上的時候，我到百貨公司買玩具去。
3.  早上的時候，同學們在課室專心地上課。
4.  早上的時候，公公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努力地做早操。

造句 1D  葉濤駿

1.  在家裏 , 我會摺衣服和抹桌子。
2.  在學校裏，我會做功課和溫習。
3.  每逢星期五，爸爸都會到市場買美味的水果和果仁。
4.  星期日的早上，我和媽媽到文具店買文具。

造句 1E  張希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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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的工人在家裏認真地打掃，她覺得十分辛苦。
2.  一個清涼的秋天，我們一家在公園裏愉快地放風箏。我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可以一邊享受清涼的風，一邊享受活動的樂趣。
3.  暑假的時候，媽媽忽然叫我和姊姊在家裏幫忙做家務，我和姊姊感到十分

驚訝。
4.  上星期六，爸爸、媽媽帶我和姊姊去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家探望他們，我和

姊姊都十分開心。
5.  媽媽說：「從現在開始，誰最乖巧，我會給她一份神秘禮物。」我和姊姊聽

後立即做功課。

看圖造句、供詞造句 2A  林靖然

看圖作文《參觀汽水廠》 2B  陳誦文

　　今天上午 , 老師帶我到汽水廠參觀，我們到達後，導賞員介紹汽水廠
的製造過程，我感到十分吸引。導賞員還給我品嚐美味的汽水。
　　之後，導賞員帶我們看汽水的藝術品和製作過程。我們一面聆聽，一
面紀錄下來。
　　回到學校後，老師問我們：「你們在汽水廠裏學到甚麼知識呢？」同學
告訴老師：「我們學了製造汽水的方法。」
　　我感到十分興奮啊！

看圖作文《媽媽的生日》 2C  梁嘉升

　　十月十五日是媽媽的生日，小美十分苦惱，因為她在想要送給
媽媽甚麼的生日禮物。
　　想了一會兒，小美終於想到了 ! 她知道媽媽很喜歡花，於是她
畫了一張生日卡，上面畫了彩色的花朵。她還寫了：「媽媽，祝福
妳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小美希望媽媽喜歡這張生日卡。
　　到了媽媽生日那天，小美把生日卡送給媽媽，媽媽很感動，還
緊緊擁抱了她。

看圖作文《學校開放日》 2D  胡心祈

　　上星期六，現代小學在校舍裏舉行開放日。
　　當天，很多家長、嘉賓和附近的居民乘搭旅遊巴士到學校
參觀。
　　學生們又興奮又期待地站在校門外，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來
賓到來。
　　學校預備了一連串的精彩活動：有在禮堂的才藝表演，有
在教室的得獎視藝作品展覽，還有在操場上有趣的攤位遊戲。
　　大家都樂此不疲，他們都很喜歡現代小學的各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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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學們一個個走上跳箱，以正確的姿勢跳到地墊上。到了小麗，她站
在跳箱上，臉色緊張，兩腿發抖，不敢往下跳。江老師就說：「別怕，
你嘗試跳下去吧！」同學們一起鼓勵小麗，還大聲地就說：「加油！你
一定會成功的！」

2.  今天，媽媽帶我去奇趣天地買我最喜歡的玩具，我高興地對媽媽說 :
「謝謝您！」

3.  昨天，我和爸爸一起到郊野公園遊玩，突然下起小雨，我們立刻跑到
涼亭去。

4.  因為我努力地溫習，取得了好成績，媽媽便同意買一些玩具給我。

看圖造句、供詞造句 2E  陳朗天

《中秋節》 3A  董伊晴

　　中秋節的晚上，爸爸、媽媽和我在屋苑內的公園參加中秋慶祝晚會。
　　正當我排隊玩攤位遊戲的時候，我和家人突然聽到一陣小朋友的驚呼
聲，原來是一位年約六十歲的老伯伯正在表演雜耍。他跳上一架單輪單
車，手中拿着一條繩子，一面前前後後騎着單車，一面左右手交替揮動着
手中的繩子。這件事情很有趣，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伯伯表演雜耍，
而且他的表演十分精彩，令現場的觀眾樂在其中。
　　那天，我感到很開心和難忘，因為我不但在攤位遊戲中得到很多獎
品，還看了精彩的雜耍表演和魔術表演。最重要的是，能夠跟家人一起度
過中秋節，真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啊！

《日記一則》 3B  曾繁卓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陰
　　今天的天氣不太好，可是我很早就起床了，因為今天媽媽會帶我
到位於長洲的救世軍白普理營遊玩。我們先乘港鐵到中環碼頭，再乘
四十五分鐘的船程到長洲去。船到岸後，我到一間便利店買了一支蘋果
汁，再走了半小時便到達營地。
　　到了營地後，我們與朋友會合，再一起聽營長講解營地規則。營地
裏有很多設施，包括：籃球場、羽毛球場、攀石場……我聽後，心裏想
着每一項設施也很好玩呢！
　　營長講解完營地規則後，我馬上去借用籃球跟哥哥和朋友一起玩。我在比賽中入了兩
球，哥哥入了四球，比賽結果是十二比八，我們取得了勝利。之後，我們去借用羽毛球，
可惜已被別人借用了。於是，我去問營長：「我可不可以參與攀石？」營長說可以，我高
興極了，因為我十分喜歡攀爬。跟着，我戴上保護裝備，再爬上六米高的攀石牆。我爬了
兩次，第一次我爬到一半已經沒有力氣，第二次我已經可以征服它了！大家都說我是「小
小蜘蛛俠」呢！

　　我休息了一會兒，聽到媽媽大叫：「我們可以開始燒烤了！」我
馬上跑到燒烤場，看見食物在熊熊烈火上烤熟，一定十分美味呢！
　　最後，我覺得今天十分高興，真希望可以與朋友再來這裏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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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圖書》 3C  李卓妍

　　我很喜歡看書，你知道我最喜歡哪本書嗎？就是這本《老鼠記者》了。
　　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有三個。第一，就是內容豐富，因為這本書有很多
事情發生。第二，就是角色有趣，因為書本裏的主角－－謝利連摩史提頓經
常做錯事，弄出很多笑話。第三，就是故事刺激，因為主角尋找小偷時，情
節突然變得十分緊張。
　　我覺得這本書的內容引人入勝，因為書的內容越緊張，我就越能代入角
色中。

《日記一則》 3D  廖浚滔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早上，我們一家人到澳門旅遊。
　　我們首先乘火車到旺角，然後再轉乘港珠澳大橋巴士到澳門，我
們途中要經過香港和澳門口岸。

　　我們上車後，爸爸在看風景，媽媽在睡覺，而我和哥哥在玩耍。但巴士開得很快，所
以我就不小心跌倒了。
　　下車後，媽媽責罵我和哥哥，說行車時玩耍易生意外，所以我答應媽媽以後不會再在
車上玩耍。

《一次的讚許》 3E  郭彥朗

　　每個人都會被讚許，我在星期五被一位叔叔讚許，我的心情好像喝了蜜
糖水一樣的甜絲絲。
　　早上，爸爸、媽媽和我在一間大型的超級市場裏買了又甜又美麗的橙。
　　有人想買橙，可是這裏的橙已賣光了，剛好我們手上有兩個橙，可以給
他一個。
　　結果，我們給叔叔一個橙，他對我們說：「謝謝你們﹗你們心地真好！」
爸媽也讚許我是個有愛心的孩子。

《瘦西湖遊記》 4A  曹洪鳴

　　上個月，我和一家人到揚州的瘦西湖遊玩。
　　首先，我去了二十四橋。為甚麼要叫二十四橋呢 ? 因為這橋長二十四米，
寬二點四米，欄杆二十四根，台階二十四層。整座橋是由漢白玉砌成的，我覺
得很華麗。
　　然後，我們走了一段小路，才到五亭橋。五亭橋以前因為戰爭，所以橋上
的五亭全都被摧毀，但後來得到修復。我覺得五亭橋非常壯麗。
　　最後，我們走到五亭橋附近的白塔。白塔比例勻稱，玉立婷婷。全白色給
人感覺非常聖潔。
　　瘦西湖真是美啊 ! 難怪古人會說：「煙花三月下揚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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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遊記》 4A  嚴焯盈

　　正值假期，我、爸爸、媽媽和弟弟到了位於澳洲的悉尼和
布里斯班旅遊。
　　到埗悉尼的晚上，我們首先出發到悉尼歌劇院。歌劇院呈
帆船形，矗立海面，還會發光發亮，我們進入歌劇院欣賞富藝
術氣息的畫作，然後欣賞一望無際的夜景，令我大開眼界，非
常浪漫。
　　我們離開悉尼，到了位於布里斯本的三姊妹岩。那裏寒風
刺骨，可是三姊妹岩卻雄偉壯觀，滿臉光采，看着看着，那片
岩石真像三個人依偎着！令我的幻想力大開。
　　最後，我們來到龍柏野生動物園，我抱住毛茸茸的樹熊合
照，我們還餵了可愛的袋鼠！此地實在令我眼界大開！
　　今次到澳洲旅遊，不僅令我樂而忘返，還令我留下難忘的
回憶！

《怎樣培養健康的上網習慣》

4A  張欣熙 　　在日常生活中，互聯網是我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雖然為我們帶
來許多方便，但過分沉迷上網卻會影響我們的學業。
　　我們不但可以運用互聯網的翻譯功能翻譯其他語言，又能上網搜尋
資料。但互聯網也會影響我們的視力和學業。所以，我們便要培養良好
的上網習慣。第一，我們每天不能上網多於三十分鐘。第二，我們要在
足夠的光線下上網，也要讓雙眼得到適時休息。第三，我們應盡量觀看
有意義的網站或影片。
　　互聯網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不少方便，但過分沉迷上網卻會影響我們
的學業，所以，我們便要培養良好的上網習慣。

《周記》 4B  關柏謙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星期一，我們登上飛機後，數個小時便抵達北京。我感到好奇，
北京片皮鴨的味道是怎樣的 ?
　　到了北京，我們感到非常肚餓，便向提供片皮鴨的餐廳跑進去。
我們首先點了一道片皮鴨，原來這個餸菜有一叠麫皮 ! 她說這是用來
包着片皮鴨來一起吃的。
　　第二天，我們去看「鳥巢」，它比起我平時真實的鳥巢大很多，我們還在這裏拍照。
　　星期三，我和家人到了「水立方」。那個「水立方」真漂亮，不但顏色優美，還會變色。
去到北京，「鳥巢」和「水立方」都是值得觀賞的景點啊 !

　　接連這幾天，我們一起四處觀光和吃北京的地道小吃。我感到很難忘。
　　這一周，不但令我增廣見聞，還加深我對中國的認識，亦可以給我放鬆
一下來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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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動物 - 樹熊》

4B  何瑞朗
　　樹熊是我最喜愛的動物，牠是夜行動物，因為牠的新陳代謝較慢，所
以每天要睡十七至二十個小時。
　　在我年幼的時候，我的表哥到澳洲旅行。回來的時候他買了一隻樹熊
玩偶送給我，就這樣，我開始認識牠。
　　樹熊和袋鼠很相似，牠們的身體上都有一個袋，這個袋是用來載着幼
熊用的。成年的樹熊身長約七十至八十公分，耳朵大約是五至六分分，腳
掌的大小約十至十六公分，牠的全身都是灰色的。
　　樹熊的性格懶惰，牠的睡覺時間較長。牠睡覺時候的樣子十分可愛，
所以我真的喜歡牠。

《怎樣培養健康的上網習慣》

4C  周詠渝 　　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的功勞最大，因此我們要好好善用及培養健康
的上網習慣。
　　互聯網是通訊工具之一，我們可以利用電子郵件、即時交談、臉書等，
分享我們的生活點滴，拉近大家的距離。在學習上，我們可在互聯網瀏覽
或搜尋資料；在娛樂方面，互聯網提供網上遊戲或音樂等。
　　長時間上網會使睡眠不足，有些人甚至通宵玩網上遊戲或觀看電影，
導致沒有精神上學，影響學業。此外，長時間上網對眼睛造成很大的傷害，
容易患上近視，甚至出現青光眼等眼疾。長期低頭看電子產品，導至頸椎
和脊椎勞損。頻上網，缺乏與家人、朋友和師長溝通，令人與人的關係疏
離，心靈孤單，影響身心健康。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是很重要，我們要適當地分配時間，每天放學完成
功課後可上網十五至三十分鐘，令眼睛不會受損。晚上吃飯後要和爸爸媽
媽傾談，互相溝通和關懷；有目的地上網，例如看英文或普通話拼音、閱
讀文章、聽聖詩和聖經故事；瀏覽學校推薦的網站，既安全又能增加學習
機會。
　　現今科技發達，互聯網在日常生活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謹記
要正確地使用互聯網，培養健康和良好的上網習慣，這樣，對個人和各方
面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 4D  黃佩詩

　　大大的腦袋，圓圓的小手，每天吃着那香甜可口的銅鑼燒。臉上總是
掛着笑容 , 十分可愛。這是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多啦 A 夢。
　　它有一個十分神奇的百寶袋，裏面裝着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例如：
竹蜻蜓可以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時光機可以穿梭以前和未來；
縮小電筒可以把人縮小成螞蟻一樣似的……如果它的好朋友大雄遇到不同
的難題，它就會拿自己的法寶幫助大雄，去教他怎樣做。
　　多啦 A 夢有一個最明顯的缺點，就是非常害怕老鼠。只要它一聽到老
鼠這兩個字 , 就會嚇得膽顫心驚，簡直是太可笑了 ! 為甚麼它那麼怕老鼠 ?
因為它的耳朵被老鼠咬走了，所以它很怕老鼠。
　　這就是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多啦 A 夢，既可愛又無所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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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煎太陽蛋》 5A  趙子謙

　　我學會煎太陽蛋了，回想起第一次煎太陽蛋的過程，感到既害怕又緊張。
　　今天早上，我打算煎太陽蛋做早餐，便悄悄地走進廚房，打開冰箱拿出了
三隻雞蛋。我首先把鍋洗乾淨，放下一些油，然後，準備把雞蛋打破，可是頑
皮的雞蛋像一條小魚一樣在我手中游走了，「啪！」一聲，我呆呆地望着在地
上粉身碎骨的雞蛋，它就這樣在我手中犧牲了。但我沒有氣餒，再次嘗試，又
拿起第二隻雞蛋，經過第一次的教訓，於是我緊緊地拿着它，可是這次我用力
太猛，蛋殼破了，蛋黃、蛋白和蛋殼像鼻液黏在手中，它又再次壯烈犧牲了。
我心想﹕難道我就這樣被一隻雞蛋擊敗 ? 我再嘗試把雞蛋小心翼翼地放在鍋
裏，看見透明的蛋白緩緩流出來，蛋黃在吱吱地唱歌，它的身體就開始膨脹起
來，黃金般的蛋黃加上雪白的蛋白像一個火紅紅的太陽，我終於明白為甚麼它
叫「太陽蛋」了。接着，加上一點醬油，小心翼翼地把它鏟起來，我終於大功
告成了。它香氣四溢，令我垂涎三尺呢﹗剛巧爸媽起床了，我邀請他們品嘗我
第一次煎的太陽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還對我的廚藝讚不絕口。
　　經過這件事後，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話，
不管事情有多難，只要我們下定決心，堅持不懈，永不放棄，就可以把事情做
好。

《香港的特色美食》 5A  王恩翹

　　香港的特色美食多不勝數，有雞蛋仔、咖喱魚蛋、燒賣等等，口味大眾化，價錢也不貴。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的兩位好友從外地來港度假，我當然要帶他們品嘗雞蛋
仔和咖喱魚蛋。兩種美食都是始於五十年代的香港，雜貨店為免浪費破裂的雞蛋，於是把麵粉
和牛油等食材加入蛋漿裏，然後倒進雞蛋狀的模具烘焗，鬆軟可口的雞蛋仔便製成了。
　　近年雞蛋仔推陳出新，造出不同特色的風味，例如 : 香芋雞蛋仔、朱古力雞蛋仔、雪糕雞
蛋仔、牛油雞蛋仔……每次一粒一粒地放進口裏，那種難以忘懷的幸福感，總令人百般滋味在
心頭。
　　至於咖喱魚蛋的魅力也不遑多讓。用竹籤輕輕刺穿柔軟的魚蛋，送入口中，醬汁四濺，誘
人的咖喱味道直撲味蕾上的每一角落，舌頭好像在跳舞，肺腑好像在聊天，心情頓時開懷舒暢。
　　根據大公網在二零一二年做了的一項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每天吃掉五十五噸魚蛋，
也就是三百七十五萬顆，平均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吃魚蛋。你看 ! 其瘋狂愛戴魚蛋的程度
就清晰顯示了香港人的選擇，難怪魚蛋多年蟬聯成為香港最暢銷的小食。
    香港是「美食天堂」，街頭小食更是多姿多采，令人垂涎欲滴，特別是雞蛋仔和咖喱魚蛋，
三五知己良朋又怎能錯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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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風洞遊記》 5A  何哲柏

　　去年三月，我和爸爸、媽媽去了位於馬來西亞的黑風洞旅行。
　　到了洞前廣場後，我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我從沒有看過這麼美麗的
景色，果然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廣場上有很多鴿子聚集在一起
找東西吃，場面非常壯觀。這裏也有一些人訓練牠們唱歌，還唱得很動聽
呢！廣場四周鳥語花香，十分有詩意。再往前走，我們就會看到巍峨、壯
觀的大佛，它高約一百四十米，令人歎為觀止。
　　接着，我們穿過一個具備當地特色的巨大拱門，看到一條長長的階
梯。我一邊拾級而上，一邊欣賞風景。雖然很累，可是只要你回頭一看，
就會覺得非常值得，因為站在梯級頂俯瞰腳下的風景，真是很優美呢！
　　走進洞裏，洞裏有很多石灰岩山丘，陽光從岩頂照射下來，令人彷彿
到了「人間天堂」。石灰岩上還有很多美麗的圖案，色彩絢麗，簡潔壯觀。
　　我愛黑風洞的景色，在我心中它可以和桂林的風景並列第一呢！

《寫一種植物 --- 蘆薈》 5B  黃一樂

　　蘆薈是熱帶、綠草本植物，也是一種深受人們愛戴的植物。很多人在室內、室外種植這
種植物，我家也不例外。媽媽為了淨化家裏的空氣和有助於我的視力，所以在書桌上種植了
一盆我最喜愛的蘆薈。為甚麼我最喜歡蘆薈這種植物呢 ?
　　首先，蘆薈外觀上葉簇生、大而肥厚，兩面有鋸齒。常見的蘆薈有：木立蘆薈、中華蘆
薈和大葉蘆薈。蘆薈不但是一種觀賞性很強的植物，還是一種被譽為「空氣淨化機」的植物。
　　其次，蘆薈有很廣闊的功用，如：食品方面可以做成上等的美味佳餚；在美容和保健方面，
有消炎、清熱排毒的功效；而在醫藥方面，人們經常把它製作成蘆薈膠，有止癢、收斂傷口
和止血的功效。蘆薈真是生活中的好幫手啊 !
　　最後，蘆薈竟然像人一樣有自衛能力。蘆薈葉子兩面有鋸齒，當有人想採摘它的時候，
它可以用它的鋸齒來保護自己，一不小心就會被它刺傷，所以蘆薈也是一種很有靈性的植物。
　　綜合以上的原因，蘆薈是一種質樸而實用的植物，和我們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這就是
我最喜歡的蘆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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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 5B  傅君怡

　　媽媽的頭髮烏黑色的，旁邊有一點兒髮鬚。她的眼睛像那明亮的黑珍珠一般又大又
圓。每當我看着她的眼睛時，都感受到媽媽對我的愛意。
　　當我在學習上遇到煩惱時，媽媽一定會鼓勵我。她會坐在我的旁邊，認真地跟我一起
解決煩惱。有時我不開心的時候，媽媽就會慢慢走到我前面，溫柔地安慰和撫摸着我，使
我重新振作起來。
　　記得有一次，我在數學科的考試中，因不夠時間完成作
答，我的心情十分低落。回到家時，我怕媽媽會責怪我，所
以我立即跑進我的房間裏低聲哭泣。媽媽好像知道我的成績
不理想，便隨即進入我的房間抱着我，用溫柔的聲線跟我說 :
「不要緊！只要你平日多練習，下次一定會做得更好的。」
這一刻，我的心情平伏下來了，讓我感受到媽媽的關懷備至。
　　媽媽經常說：「失敗乃成功之母，不可以因為一些挫折和
困難而氣餒。」這句說話令我遇到失敗的時候，再也不會氣
餒了。

《我最喜愛的一道中國菜》
5C  郭芷晴 　　我最喜愛的中國菜是魚香茄子煲。它十分美味，媽媽常常煮給我吃。

而且每逢佳節，我和家人都會上館子吃這道菜。
　　這道菜的材料有：免治豬肉、茄子、鹹魚等。首先，將茄子放在碟內蒸五分鐘，並倒去
水分。然後爆香鹹魚，再加上免治豬肉兜炒後，加入茄子就完成。別看這道菜做法簡單，但
想要把這道菜煮得美味，其實要下很多工夫才能做得好。
　　別看茄子的價錢便宜，其實它有很豐富的營養價值。茄子含豐富的維生素 E 和維生素 P。
每一百克茄子中含維生素 P 七百五十毫克，比其他蔬菜高出很多。而維生素 P 的作用是保護
心血管，有助預防高血壓，特別適合老年人和孕婦食用。

　　為甚麼我那麼喜歡吃這道平民化的粵菜呢 ? 那
是因為它載滿了媽媽對我的愛，所以我百吃不厭。
雖然這道菜很平民化，但它可是色、香、味、形俱
全呢 ! 我希望我能學會做這道菜，將來可以煮給媽媽
吃，回報她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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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尊敬的人》 5D  盧蕾茜

　　是誰，帶我來到這個世界？是誰，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又是誰，下班後帶着疲累的身軀幫
我溫習？她就是我偉大的媽媽。
　　媽媽臉上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對含情脈脈的柳葉眉，一張能言善辯的小嘴巴，旁人
都說她活像一個可愛的洋娃娃，我卻說她是敬仰的女神。
　　記得有一次我的成績不太好，媽媽便陪我一起苦攻至深夜。當媽媽垂下頭教我的時候，一
條銀絲映入了我的眼簾，它就像一根刺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頓時鼻子覺得酸酸的。於是，我
下定決心考好這一科，一定要她為我而感到驕傲 !
　　又記得有一次，因為在吃飯前我吃了一些零食，於是連飯都
吃不下。媽媽見到了，便狠狠地責罵了我一頓，我一怒之下便隨
手將飯碗打碎。媽媽急忙地走過來，我想：糟糕了！媽媽一定會
打我。怎知，她着緊地說：「茜，有沒有受傷呀？讓媽媽看看妳
的手。」我慚愧得低下頭，心想：媽媽對我這麼好，我卻向她發
脾氣，我真是不濟 ! 眼淚就一滴一滴地掉下來了。
　　媽媽每天不辭勞苦地操勞家務和準時上班，下班後還要照顧
我，她真是個勤勞又盡責的人啊﹗只要細心回想一下她所做的種
種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媽媽是我最尊敬的媽媽，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我永遠也
會愛護她 !

《一位我尊敬的人》 5E  梁沛琳

　　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叔叔，他戴着一副圓圓的眼鏡，不論春夏
秋冬，他也會穿着一套整齊的黑色西服。最特別的就是他的頭髮，
像戴上了一頂黑色的頭盔，十分有趣。
　　叔叔是個孝順父母的好兒子。因為爸爸和姑母工作都很繁忙，
平日很少時間能陪伴祖父和祖母；但叔叔無論工作有多忙碌，也會
抽時間陪伴他們。如有時間的話，他還會帶我到公園玩耍呢！
　　我最欣賞他為人十分慷慨大方。當老闆一發薪金，他都會問我
們有甚麼需要購買，盡量滿足我們的需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叔叔給我的一個勉勵，他說：「凡事只要自己盡了力就可以了，失
敗乃成功之母，妳要繼續努力呀！」這句話教導了我，要像叔叔那
樣勤奮和不屈不撓。
　　總的來說，叔叔不但孝順父母，而且慷慨大方，是一個值得我
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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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機器人》 6A  劉健希

　　我創造了一個機器人，它是醫療機器人。
　　醫療機器人擁有小巧玲瓏的身形、牢不可破的外殼，使用再生能源 ( 例如
太陽能 ) 充電的電池。
　　你別看它小小的，它可以以火箭般的速度衝往現場進行初步的急救，拯救
生命危殆的人。而且，它身上還配備一應俱全、應有盡有的救援用品，尤其附
有的伸縮座椅，方便運送病人或傷者到醫院。
　　它還懂診症呢 ! 它的掃描器能快速診斷病人患的是甚麼疾病，能省去要經
過一連串林林總總的檢查才能得知病因的麻煩。還有，它的頭殼裏有微型晶片，
這可以隨時隨地輸入和翻查病人的資料了。
　　除了診症，它還能做手術呢！它便可以準確無誤並快速地完成手術，避免因失誤導致病人有嚴
重後果的情況。
　　最後，希望這個醫療機器人能在不久的將來被科學家發明出來，拯救人們的生命，造福人群。

《閱報後感》 6A  李晉安

　　我平日因為生活忙碌，並不會經常閱讀報章和報道，但今天我在空閒時閱讀報章，看到一篇報
道，大大的標題吸引了我：拾荒求生的艾朗，講述在中國雲南省元陽縣有一名十一歲的男孩，名叫
艾朗，因家境貧窮而要到垃圾山拾荒。

　　對於這篇報導，我感到唏噓無奈。家徒四壁的艾朗每天大清早便起床，趕到
垃圾山拾荒，冒着被垃圾車撞死的危險，為的只是餬口求生。
　　同時，我對艾朗的生活感到悲傷。由於他長時間在滿佈蒼蠅、臭氣熏天的骯
髒環境工作，他常常患上皮膚病和呼吸道的疾病，可謂貧病交加。每天，他辛苦
地工作了整個早上，取得的收入卻只能聊以卒歲。
　　他的慘痛遭遇使他如涸澈之鮒。因此 , 我會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募捐計
劃，並鼓勵家人及朋友一起支持募捐計劃，盡全力幫助艾朗和其他貧困兒童。同
時，身處香港過着富足生活的我要懂得感恩和珍惜，並要常常幫助有需要的人。

《假如我擁有一間動物園》

6A  朱灝強
　　假如我擁有一間動物園，我最想養的動物是甚麼？當然是熊貓了。
　　首先，熊貓身上有兩種顏色，牠們的耳朵，四腳和眼圈都是黑色，其
餘部分則是白色，樣子十分可愛。牠們總是懶洋洋的，加上牠們身體肥胖
和一對「黑眼圈」，一定可以吸引很多小朋友來觀看牠們。熊貓吃竹子的表
現也十分有趣，牠們咬竹葉，然後用力撕出來，就像小孩吃牛排一樣！我
想一定令很多熊貓愛好者慕名而來。
　　其次，現今存活野生熊貓數量稀少，只剩下一千多隻，是因為牠們的
食物：竹子常被人類砍掉，而且，如果熊貓生了雙胞胎，熊貓媽媽會放棄
較遲出世的寶寶，導致熊貓數量下降。因此我希望在我的動物園興建一所
「大熊貓繁殖基地」，提升熊貓的數目。
　　最後，熊貓是中國國寶，我在動物園裏飼熊貓，這就象徵愛國。熊貓對中國十分重要，希望可
吸引很多中國內地人前來多認識熊貓。
　　我愛護熊貓，努力給牠們好的居住地方，否則我們日後就只可以在照片裏認識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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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接待計劃》 6B  楊思恩

　　我的家庭參加了一個名為「交換生接待計劃」。我十分期待來自英國中學生—瑪莉來我家
暫住。她將會在我家裏住上半年，希望我能帶她適應新生活，令她對這個繁華的城市留下深刻
的印象。
　　初來報到的瑪莉，可能對香港略有所聞，但相信更多的是陌生的感覺，因此我會盡我所能，
協助她適應香港的生活。
　　首先，英國人是用英文溝通的，但香港大多數人都是說廣東話。
要是她碰上一個不懂英語的人，便會增添幾分尷尬的氣氛，所以我會
在她身邊充當一位翻譯官，翻譯兩國千變萬化的語言。除此之外，我
還會在空閒的時候教她一些常用、簡單的廣東話，令她在自己單獨外
出時不用旁人協助。
　　其次，我家的屋苑範圍也不小，所以我會畫一幅簡潔易明的地圖，
讓她隨身攜帶，十分方便，而且我還會在地圖上寫上附近商店的名字，
同時加上英文注釋，可以讓她邊逛邊學呢！
　　外國人吃飯，用的是閃閃亮亮的刀叉，但中國人用的卻是樸實的
筷子，瑪莉定必很不習慣，我會耐心教她使用筷子的。
　　最後，我要留意牀的軟硬度了。英國人喜歡較硬的牀，而我們則
喜歡軟綿綿的牀。對瑪莉而言，要睡在軟綿綿的牀上，未免會感到不
適，所以我會利用牀板和毯子，做一張軟硬度適中的牀，希望她在這
半年內每一個晚上都能睡得香甜！
　　一切都準備好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難以掩飾興奮的心情，期盼瑪莉的到來。

《我真幸福》 6B  蔡詠沂

　　如果有人問我幸福嗎？我會肯定地回答：「我真幸福」。可能你對幸福的理解是擁有電 
腦、玩具、某一方面的天分……雖然這些東西也令我幸福，但其實令我幸福的不止這些。
　　我的媽媽十分偉大，她與其他媽媽與眾不同。我的媽媽放棄了她喜歡的工作，全職照顧我
起居飲食，當我取得成功時，她會稱讚我；當我失敗時，她會鼓勵我，令我重拾自信，教導我
從錯誤中學習。媽媽對我那無微不至的照顧，令我感到我真幸福。

　　一說到學習方面，我十分榮幸出生於香港。因為我享有十二年免
費的教育權利，還可以自由出入境，方便到世界各地參觀不同的古蹟，
或到外國留學，增廣見聞，擴闊眼界。
　　我擁有跳舞的天份，令我真幸福，我小時候十分喜歡學習芭蕾舞，
我不但擁有跳舞天份，加上我天生比較柔軟，有利我學習舞蹈，事半
功倍。
　　雖然我有不少的長處，但我也有缺點。我天生筋骨柔軟，所以我
在力量方面有所不足，有時候我會因疲倦而半途而廢，但我已下定決
心改掉這個壞習慣，做所有事情也不輕言放棄。

　　我覺得我無比幸福，擁有追求理想的素材。我會善用母親給我的愛、學習機會及天賦才能
這些「優質材料」，盡心盡力，把它們烹調成一道「出色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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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職業》 6C  林心悅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理想，如果沒有理想和目標，那就和一隻沒有舵的
船一樣，活在世界上都沒有甚麼意義了。人們應該抱有理想，努力向自己的
理想和目標奮鬥，邁向光明的前途。
　　當老師告訴我們，學生應該有遠大的理想和目標的時候，我就立刻恍然
大悟，明白到一個老師對學生的啟發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教師，小
孩便不能獲得教育。教師就好像在沙漠中的駱駝般，長年累月，不辭勞苦，
使千千萬萬個小朋友，成為社會裏有貢獻的棟樑，所以從事教育工作，成為
一位老師是我的目標，也是我的理想職業。
　　我一向尊敬老師，敬佩他們有教無類的精神，以及他們孜孜不倦的工作
態度。因此令我對教師工作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現在，我正大步邁向我的目標和理想。我希望能成為一位有教無類的好教師，具備豐富的學
問和高尚的人格，所以我今後一定要加倍努力，充實自己的學問，培養自己的品德情操。只要我
有恆心，我相信總有一天，我一定能夠實現理想，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師。

《我真幸福》 6D  王俐穎

　　我的生活就如一面清澈的湖水，如此平靜，雖然我很冒失，但也沒
有太多波瀾起伏。我覺得我真幸福。
　　我幸福，我擁有最溫馨的親情。我依稀記得有一次吃完飯後沒多久，
我就開始上吐下瀉。我一開始覺得沒甚麼大問題。後來我發現自己全身
發冷，而且吃完就吐，根本沒有消化食物。
　　爸媽摸了我的額頭，發現我有點發燒。儘管他們第二天需要上班，
他們還一直守在我旁邊。
　　我幸福，我擁有最溫暖的友誼。其實我覺得朋友不需要每天都見面，只要她在我不開心的時
候出現，與我談心、聆聽我的傾訴就夠了。雖然我的朋友不多，但起碼她們是真心待我好。
　　我幸福，我享有學習的機會和老師的教導。如若不是老師的悉心教導，我根本不可能掌握這
麼多知識。除了知識，老師還告訴我許多道理，讓我不斷成長。老師身為我們的長輩經歷的比我
們都多，經驗也一定比我們豐富。所以老師的話，我們也會銘記於心。
　　我覺得我很幸福，因為我擁有父母的愛、朋友的關心和老師的教導。我所經歷的每一天，讓
我學會了樂觀，樂觀地面對，自己也會比較快樂。

《我最喜歡的長輩》 6E  黃譓真

　 「望着你講，也許更易，濃於水的三個字，從我降世一開始到永遠不休止。」大家知道這首
歌在寫給誰嗎？大家記得是誰無時無刻在照顧你的嗎？還記得誰在你生病時照顧你嗎？還記得
誰幫你準備三餐嗎？沒錯，她就是媽媽，也是我最喜歡的長輩。
　　我的媽媽在幼兒園工作，是一名老師，雖然是上半天的工作，但是她還要幫我煮晚餐。
　　媽媽性格非常溫柔，例如我寫的字一點也不漂亮，但她不但不生氣，還會一筆一劃地指點
導我，還有我默書不合格的時候，她不會火冒三丈，反而心平氣跟我說：「下次要努力！加油！」
　　還有我喜歡她的原因是因為我有一次生病發高燒，媽媽整晚沒有睡
覺的，幫我倒水，量體溫等等。
　　這就是我偉大的媽媽；這就是我無微不至的媽媽；這就是我喜歡的
媽媽；這就是我印象深刻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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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媽媽：

您好 ! 我想跟您分享一本讓我學會很多事情的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小仙子跟你說感恩》，這本書讓我學會的是感恩。出版社是
小樹苗。故事中，其中一位小仙子名字是雷絲納，她天天也不滿，因為她一想到的
事不能馬上做，她就怒髮衝冠，最慘是她身邊的仙子。因為每一次雷絲納生氣時，
她都會埋怨身邊的仙子，令他們很為難。幸好，最後雷絲納懂得感恩，她說：「我
一想到的事不能馬上做，我就生氣。我沒有想到，另一種環境，會給我另一種機會，
讓我做其他事情呢 !」

小仙子雷絲納的故事，讓我認識到什麼叫感恩。感恩之心，讓我對周圍美好的
事物，不論大小，心存感激。感恩之心，讓我更能好好地與人相處，心靈更加快樂。
感恩是一種美德，一種正面的態度，不管我們身處怎樣的環境，心存感恩之心，我
們就生活得更好。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看為敬上

十一月五日

親愛的思敏表姐：

你好嗎 ?

最近，我看了一本挺有趣的書。書名是《穆里亞的吃人森林》。

這本書是講述「小龍」冒險隊五位成員無意中闖入了位於古時代的森林。當中，
他們需要判斷方向、躲避災害和動物的襲擊，並且要發送求救訊息以維持生命。他
們設法離開這可怕的「吃人森林」，但一直失敗收場，還滿身傷痕。

過了幾天，他們發現了這個森林的所有植物，居然是有生命、會思考，實在是
異常恐怖。最後，他們游到海中央，避過了火山爆發這一劫。穆里亞的文化也隨着
森林埋藏到深海。

我誠意推介你閱讀這本書，因為這本書讓我領略到團結的重要性。五位主角靠

着彼此互相扶持，才能逃出生天。假如他們一意孤行，拋棄同伴，不相信對方，逃
脫的機會可說是十分渺茫。

不說了，希望你有空能回信給我，說說你現在的生活吧 !
表妹
丞琳敬上

十一月二十二日

6A               黃丞琳

5B               蘇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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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心悠

5A               王恩翹

親愛的美琪：

呈分試快到了，看見你一副憂戚鬱悶的愁容，相信你是感到片刻的困惑無助。

請你放鬆一點，我想介紹《快樂的小路》一書給你閱讀，每次看完後，我的心
情總會豁然開朗，喜上眉梢。

「悲觀的人，迷失在痛苦的漩渦中；樂觀的人，很快便爬出深淵。」這是作者
區樂民醫生的座右銘。對的，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呈分試雖然令我
們壓力稍增，然而，只需分配好溫習和作息時間，辦法總比困難多，彩虹往往會在
雨後出現，天空常藍也時刻存於我們心中。

 生命，是造物主的巧妙安排，還是無意識的偶然出現 ? 書中曾講述樂天是「沒
有翅膀的天使」，他一出生便缺了一雙手臂，但他沒有氣餒，積極上進，最後學懂
用腳寫字、吃飯、梳洗等等，大學畢業後更成為社工，服務人群。

如果快樂是終點，世上其實有數不盡的道路皆能通往快樂。美琪，就讓我倆一
起經歷更多書中感人的故事，一同踏上更多精彩璀璨的旅途。

好友
恩翹

四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祖母：

您好嗎 ? 最近天氣漸漸變冷，您沒有著涼嗎 ?

祖母，最近總見您忙碌於烹飪，我便想起一本好書 --《小家庭幸福食桌—一百
道滿足家人胃口的百變料理》，我認為這本書一定很適合您的。它從醬料、佐料到
甜品等一一介紹，作者—包點菲師奶又會介紹有趣的點點滴滴；親子廚房、烘焙廚
房和食材採購攻略。

另外，它的插圖精緻又精美，資料實用又可靠，配搭口味變化多端，真令我垂
涎三尺啊 ! 同時，我又掌握到幾個秘訣：下廚不是大人的專利，親子廚房製作美食，
慢慢培養出良好的感情及小家庭掌廚人精打細算須知，學好食材收納和保鮮，教我
嚴選優質豬肉、牛肉入饌，令我獲益良多呢 !

祖母，我十分期待您的回信啊 !
祝您

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孫女
悠悠敬上

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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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區承謙

親愛的媽媽：

您好 ! 我給您介紹一本書叫《大偵探福爾摩斯》，這本書我十分喜愛，這本書
令我學會了不少知識。

這本書是由作家厲何改編和創作的。書中內容豐富，關鍵字如成語或比較深奧
的詞語會用美術效果突顯出來，讓我看起來不會感到枯燥乏味。

在書中，我最喜歡的人物是大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他在作家厲何的改編下
變成了狗，, 而華生也變了貓，讓我看得津津有味。福爾摩斯披風衣，口含煙斗，大
偵探作風。他謹慎嚴密，處變不驚，每一個案子都不會放過任何線索，總要查過水
落石出為止。

從這本書裏，我能學到許多成語，令我的語文寫作水平能力不斷進步外，更能
從福爾摩斯身上學到了遇到困難時能鎮定自若，靜心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以前
做功課總是馬馬虎虎，遇到不會算的數學題總是直跺腳。自從看了這本書以後，嘗
試冷靜分析題目，用不同思路去解題，數學成績也提高了不少。

媽媽，如果您有時間的話也看看這本書吧，我相信您一定會喜歡看的。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承謙敬上

十二月三日

18



Preface
“The art of  writing is the art of  discovering 
what you believe”.

~ Gustave Flaubert

　　 Why is writing good for students? It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learn 

to write at a primitive age because writing helps to cultivate their emotional 

growth,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nurture their overall well-being. 

In order to become a good writer, parents should encourage and expose 

their children to read a lot of English materials. Books are one of the 

easiest methods to develop their basic writing skills and expand fluency in 

vocabulary.

　　 Another approach is eLearning or online learning writing skills. 

Nowadays, eLearning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educational platform to 

inculcate within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as well as with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s. This is a wonderful channel for students to access updated 

materials anytime or anywhere,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vel of self-

motivation in studying and the flexibility to learn at their own pace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m. We can term this a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s an educator, I believe eLearning writ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thereby making it a life-long learning tool. The 

future of eLearning is the way forward and there will be more opportunities 

to captivate young learners at an early age. My favourite quote is:

“Fill your paper with the breathings of  your heart”.

~ William Wordsworth
  

 Miss Linda

19



English Writing

About Me 1A  Sin Yat Yu, Chelsea

Hello. My name is Chelsea. I am in Class 1A. My class 
teachers are Miss Sham and Miss Yeung.

Look in my school bag.   There is a pencil case.  There are 
four pencils.  There are two rulers.   There is a lunchbox. 

My Family Members 1B  Chan Wai Sen

My uncle
He is my uncle.
His name is Leo.
He likes to swim.

My mother
She is my mother.
Her name is Liko.
She likes to read.

Happy Birthday! 1C  Ng Sze Wing, Letisha

Adam: Happy birthday, Ruby!
Ruby: Thank you, Adam.
Adam: How old are you now?
Ruby: I am six years old.
Adam: Here is a present for you.
Ruby: Thank you. Is it a doll?
Adam: No, it is not.
Ruby: Hmm…What is it?
Adam: It is a puppet.
Ruby: Oh, I like puppets.
Adam: Make a wish now. Blow out the candles.
Ruby: Great! Let’s eat some of a birthday cak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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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Toy 1D  Yiu Sen Tsun, Jovia

This is my favourite doll. Her name is Elsa.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has a big head. She has two small eyes 
and a small nose. She has a small mouth. She has two 
long arms and two long legs. She is wearing a blue and 
white dress and blue shoes. 

Monster 1E  Tsang Sin Yau

It is my monster.  He is tall and thin.  He has three eyes. 
They are small.  He has two noses. They are big.  He has 
five arms and three legs.  His arms are long and his legs are 
short.

He has four fingers and four big ears. He has a big 
mouth.  I like this monster very much.

My Day 2A  Lam Ching Yin, Dorothy

My name is Lam Ching Yin, Dorothy.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ai Wai.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day. I get up at a quarter to 
seven in the morning. I go to school at sev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have lunch at a quarter to one. I like rice with beef for 
my lunch. I do my homework after lunch.

I brush my teeth before I go to bed. I go to bed at a 
quarter to ten.

My friends in the park
2B  Fung Long Hei, Adrian

Jacky and Helen are in the park. Look at Jacky. 
He is wearing a blue T-shirt. It suits him. I like his pair 
of shorts. They are brown. His trainers are red. His 
trainers look good on him.

Look at Helen. She is wearing a pink jacket. 
It suits her. I like her cap. It is red. Her jeans are 
purple. They look good on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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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my friend 2C  Lau Hui Yat

21st October, 2019
Dear Jessica,

How are you? I am happy to be your pen friend.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ai Wai. I go to Shatin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my father, mother 
and me. I like running and playing games. My favourite food is 
bananas.   

Write back soon.
Love,
Alex

My Town 2D  Chan Pui Lut, Selina

This is a lovely town. 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things and great shops. I like ABC Toy 
Shop best. It is opposite the supermarket. I like the shopping centre too. It is between the 
hospital and ABC Toy Shop. There is a museum behind the bookshop. There is a fun place in 
the town. It is the park. It is next to the school. The bookshop has many books. I like it very 
much. It is in front of the museum. Come and see my town!

My Ideal Lunch 2E  Cheung Wai Ying Natalie

I have my ideal lunch at on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tray is red and it looks like a piece of meat. The meal is 
thirty dollars.

There is a lot of food in this meal. There are some 
sausages. There is some salad with tomatoes. There is some 
meat. It is delicious. There isn’t any bread. There isn’t any 
rice. There are some noodles. It also comes with apple juice. 
This meal is big and t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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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rm Visit 3A  Tung Yi Ching, Melody

On Sunday, Sam and his parents visit Happy Farm. It is 
hot and sunny. Sam wears a hat, a T-shirt and shorts. His mum 
wears her sunglasses and his dad wears a cap. They feel excited.

First, they go to the field. They see a lot of crops. Dad 
is interested in corn. Mum takes photos of carrots. Sam is 
interested in strawberries and watermelons. He thinks they are 
sweet.

Later, Sam walks around the farm on his own. Suddenly, Sam sees two children throwing 
stones at the ducks and ducklings. ‘What are you doing?’ Sam shouts. ‘We are throwing 
stones at the ducks and ducklings because they are very noisy!’ the girls say. ‘It is wrong to 
do that because they live here,’ Sam says.

Then, a farmer walks past the pond and hears what they say. The farmer says angrily, ‘You 
two are very naughty! Come to help clean my farm now!’ and he says to Sam, ‘I will treat 
you watermelon juice because you are a good boy.’

Mary and The Frog 3B  Tsang Van Cheuk

Mary is in the classroom of Class 3B. She is in a General Studies lesson. Miss Lam 
is talking about frogs. The classmates are listening to Miss Lam.

After, Miss Lam shows a frog to Mary and her classmates. They all feel excited. 
They keep on asking questions to Miss Lam loudly.

Suddenly, the frog jumps out of the box. It jumps on Mary’s shoulder. 
Then, it jumps out of the classroom. The classmates are very scared. Miss 
Lam tells the classmates to sit down, not to move and keep quiet. Miss Lam 
wants to catch the frog but she cannot catch the frog. The frog is so fast! 

He jumps in the music room and the computer room. He jumps in the 
classroom of Class 3B. Mary catches him and puts him into the box. Miss 
Lam says, ‘Good girl! Good Job!’ The General Studies lesson is finished. 
Mary says, ‘What an exciting lesson!’

Mary and The Frog 3C  Cheung Ho Chun, Luke

Mary is in 3B Classroom. She has a General Studies lesson. Miss Ng talks about “Frogs”. 
The children are interested in frogs. 

Then, Miss Ng takes out a tank and shows a frog to the class. A boy asks, ‘How tall is the 
frog?’ Miss Ng replies, ‘It is twenty centimetres tall.’ 

Suddenly, the frog jumps onto Mary’s body. She yells, ‘Help me! I’m scared!’ The children 
run away.

Finally, Miss Ng catches the frog and puts it into the tank. The children clap their hands. 
The class go on with their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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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a post card 3D   Liu Nga Ying

Dear Tom,
Greetings from Hong Kong!  I’m with my family in Hong 

Kong.  We are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Hong Kong people get red packets.  At night, we go 
to my uncle’s house.  We eat reunion dinner at my uncle’s house.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lasts for seven days in Hong Kong.  
People eat special food and play games.  It is a lot of fun.  I feel 
happy because I can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with my family.

Farms in Green City 3E  Chan Ngo Ga

There are three farms in Green City. Ms. Cheung owns Happy Farm. There are 
ten sheep in Happy Farm. It produces wool.

Mr. Fok owns Yummy Farm. There are forty cows in Yummy Farm. It produces 
milk, butter and cheese.

Ms. Wong owns Fresh Farm. There are forty-one chickens and thirty cows in 
Fresh Farm. It produces eggs, cheese, milk and butter.

This is the end of my report.

My Plant 4A  Chan Ling Yi, Miracle

Last month, I got a plant from Uncle John as a birthday gift. He told me to take good 
care of it and I promised him to do so. My parents and I were overjoyed!

Then I watered it and put it in the sunshine. I applied fertilizer on it. It grew taller and 
stronger day by day! Finally, it grew lushly and became a lovely rose plant.

However, on a cold and windy winter day, the wind blew the rose 
petals and leaves off the plant. The wind destroyed my roses! I was very 
sad.   

Luckily, Uncle John was a gardener so he taught me to cut away the 
dead parts. Then I planted it whole-heartedly again.

I gained hope again, and I planted it hopefully like before. At last, it 
came alive again and blossomed beautifully! And I even found there were 
roses of different colours! I was on cloud nine and thanked Uncle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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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ing Strong and Fit 4B  Sung Hei Yiu

At ten o’clock yesterday morning, Peter was in the street. He 
bought some curry fish balls from the hawker because they were 
cheaper and more delicious than other food. He felt great.

At night, Peter was on his bed. He vomited badly. It became worse 
later. Peter’s mum asked,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No, I feel 
horrible,’ said Peter.

Peter’s mum took him to a clinic. Peter told the doctor what he ate 
before and how he felt. ‘You should not eat the fish balls from hawkers 
because they are dirty,’ said Dr. Wong.

Peter learned how to be a strong boy. He thought, ‘I will not eat the dirty food from 
hawkers anymore. I have to eat healthy food and do more exercise.’

New Three Little Pigs
4C  Lau Wing Lok And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three little pigs, Ted, Robert and Jimmy. They wanted to 
build their own houses.

Ted was twelve years old. He was the tallest. 
He was 40kg. He liked reading so much but he 
was lazy.

Robert was ten years old. He was 42kg. He 
liked dancing but he was so messy.

Jimmy was the youngest, he was eight years 
old. He was 48kg and he was 135cm. He liked 
drawing and he was hard-working.

One day, the three little pigs left their mum’s house and walked along the road. Ted saw 
some hay and said, ‘I am going to build a house with hay. It will be 10m2.’ So Ted started to 
build the house. Robert saw some sticks and said, ‘I am going to build a house with sticks. It 
will be 20m2.’ So Robert started to build the house. Jimmy ordered some bricks to build his 
house. He said, ‘It will be 30m2 and beautiful!’ And he started to build his house.

Three days later, a big bad wolf came. He saw Ted’s house. He said,’ Open the door and 
let me come in!’ But Ted said,’ No! Do you want some cakes?’ The wolf said, ‘No.’ So the wolf 
blew the house down. Ted ran to Robert’s house. The wolf said,’ Open the door and let me 
come in.’ Robert and Ted said,’ No!’ So the wolf blew the house down. Robert and Ted ran to 
Jimmy’s house and Jimmy said, ‘ Does my house look good?’ And the two little pigs said,’ Yes 
and let us come in!’ So Jimmy opened the door.

The big bad wolf said,’ Open the door and let me come in!’ The three little pigs said, 
’No!’ So the wolf blew and blew, but the house was still there! The wolf said, ’I just want a 
home and some food, sorry for blowing your house down.’ The three little pigs said, ‘That’s 
ok, we will build our houses with bricks.’ And they all had a house, even the wolf!

I learn that we need to be helpful and hard-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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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Picnic 4D  Leung Ming Chun

I had a school picnic at Sai Kung Outdoor Recreation Centre on the fifth of November. 
I went there with P.3 to P.5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We went there by coach. 

When I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I first went to the assembly hall. I listened to the 
introduction from the staff of the camp. He talked about some special venues, like the 
canteen, the archery range and the swimming pool.

Then, I played on the slide at the children’s 
playground. This is the biggest playground I have ever 
visited! I also had some snacks there. After that, I went 
to the karaoke room with Jeanie. She sang a lot of 
songs there. She has the best voice I have ever heard. 

Next, I went to the canteen to have lunch. I played 
basketball with Mr. Chan after lunch. I had a lot of fun!

Finally, we went back to school by coach at two 
o’clock. I like the camp site very much. I hope I can visit 
there again.

A School Trip 5A  Wong Yan Kiu

Derek and his classmates went on a school trip yesterday. They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by bus.

Next, Derek and his classmates went hiking on a trial. They saw a cow eating grass and 
two beautiful butterflies flying in the sky. Derek thought the scenery was very wonderful and 
the air was fresh too. They were very excited.

Then, they went to a garden to have a barbecue at noon. 
They had some chicken wings, fish balls, sausages, steak and 
some juice. Derek said, ‘I am starving. I could eat a horse!‘ They 
were over the moon. They had the barbecue happily. 

After two hours, they finished the food. They had their free 
time. Derek’s classmate suggested, “I have an idea. Let’s play 
together!’ Derek replied,’ This is a great idea.’ After that, some of 
them played hide-and-seek. Some of them sang songs and played 
the guitar. Some of them took photos.

Suddenly, they saw a squirrel in the forest. ‘The squirrel is hurt! 
Let’s help it!’ Derek said. They put a bandage on its knee. Five minutes 
later, the squirrel looked better. It crawled to the forest slowly. They 
were surprised. 

In the end, they went home by MTR happily because they did 
something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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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me 5B  Hiu Tsz Wang, Wesley

Early this morning in the park, a robbery happened. A first-aider was helping an 
injured boy to treat the wound on his head.

After ten minutes, Detective Brown arrived at the scene and asked the police officer 
about the crime . The police officer said, ‘I saw the boy chasing a long hair woman 
because the woman stole the boy’s bag.’

Then, he interviewed two more witnesses. One of 
the witness said, “I heard the boy shouting, ‘Hey, give me 
back the bag!’ and he chased after the woman. Then, 
the woman hit the boy with something and ran away 
quickly.”

When Detective Brown was looking for clues in the 
garden, he found a phone with bloodstains on the grass. 
Clever Detective Brown knew that the phone belonged to 
the robber because he found some fingerprints on it.

Finally, he knew who committed the crime. It’s time to arrest the suspect. This crime 
taught us not to rob things from others.

A School Trip 5C  Kwong Tsz Ching

Derek and his classmates went on a school 
trip yesterday. They went to a country park with 
their teachers. When they went up the mountain, 
they saw a lot of flowers and trees. They were very 
excited.

At noon, Derek and his classmates took out 
their food from their bags. They had a barbecue. 
They ate some sausages and chicken wings. They 
all ate with relish. ‘It’s delicious!’ Derek said. They 
were happy.

Then, some children played hide-and-seek. 
The other children sang some songs. Derek 
played the guitar. They were over the moon.

After a while, the teacher said, ‘Boys and 
girls, it’s time to go home!’ After they packed up, 
they went home by school bus. They were very 
happy. What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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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me 5D  Chan Chun Hei

Early this morning, a robbery happened at the park 
exit. When Detective Brown arrived, the victim was sitting 
on the bench near the exit and a paramedic was treating 
the wound on his head.

Then the policeman told Detective Brown what all he 
knew.  ‘The robber hit the boy on the head and she ran 
away. The boy wanted to catch her, but he failed. Then the 
paramedic treated the boy’s wound on his head.

Detective Brown interviewed one witness – Mrs Chan. She said, ‘I saw the robber 
use a thing to hit the boy’s head! I was so scared. I couldn’t see what the robber used to 
hit his head.’ Detective Brown said, ‘Thank you, Mrs Chan!’

After that, Detective Brown looked around to find clues. In a bush, he found 
something. He said, ‘Oh, it’s a mobile phone! But why were some bloodstains on the 
phone? Maybe the robber used this phone!’ Next, Detective Brown saw a girl. There 
were some bloodstains on her hand, so he shouted loudly, ‘Hey, you! Come over!’ The 
girl heard him and ran away! Detective Brown chased the girl. Finally, the policeman 
arrested her. Detective Brown said to the policeman, ‘Thank you!’

A Big Fish 5E  Chui Hei Man, Hailey

Last Sunday, Ricky went fishing in Fun Fun Park with Wilson. Ricky did not know 
how to fish but he tried it. They were excited.

After five minutes, Wilson caught a fish and he felt very happy. An hour passed, he 
caught many fish. He told Ricky that he had caught many fish and he wanted to have a 
rest. However, Ricky got nothing and his bucket was empty. He felt sadder and sadder.

Suddenly, Ricky felt something moving. He 
tried hard and pulled the fishing rod up. Yeah! 
He caught a big fish! It was a big fish. It looked 
yummy and it was strong. He went to Wilson’s 
home. He wanted to tell him that he caught a 
big fish too.

Then, Ricky saw Wilson at his home and he 
told him what had just happened.

And Ricky showed him the big fish. They 
were happy. At night, they had the fish for 
dinner. It was yummy. They loved fishing very 
much! From then on, they went fishing together 
every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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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about a new pet rabbit
6A  Fung Sze Ching

Last Monday morning, I went to school early. Then the school 
started. My class teacher, Miss Lee came into the classroom with 
a huge metal cage. ‘There is a cute rabbit inside and it has gray 
hair,’ I shouted.  One of my classmates, Ben, clapped his hands 
loudly. Another classmate, Joe, was over the moon too. Miss Lee 
said, ‘It is named Spot. All of you need to take turns to take care 
of this rabbit.’ 

After a few days, it was my turn to take care of Spot. I had 
a partner, Joe to help me with my work. We took out Spot and 
put it on a brown chair. Then we started to do the cleaning. 
When I was clearing away the rubbish from the cage, Joe went 
to the locker to get some hay for Spot. After we cleared all the 
rubbish inside the cage, we poured some water and added some 
vegetables for spot. When the cage became clean, we wanted to 
put Spot back into it. Suddenly, both of us found that Spot was 
no longer on the chair!

We both felt shocked. Soon, we 
started to look for Spot in different 
ways. Joe lay on the ground to look for 
Spot. I called out Spot’s name all around 
the school but Spot still didn't show up. 
We felt frightened.

Just then, I noticed that the door of the principal’s office was 
open. I looked inside the office and found that Spot was sitting 
on the chair. It looked like the headmaster. We were so surprised.

Since then, I have learned that I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pets 
carefully and always keep an eye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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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ckpocket 6B  Tong Tsz Long

Last Saturday, I went jogging in a park. 

I sat down on a bench and got some water. I saw an old 
man and a man sitting next to me. The old man was reading 
the newspaper and the man was looking at the old man. I was 
confused why the man was looking at the old man. Oh! The man 
tried to steal the old man’s wallet from his pocket. He was a thief! 
When I saw that, I was nervous. My lips were stuck with glue 
because I could not talk. 

Therefore, I sneaked behind the tree 
silently. I took out my mobile phone 
and called 999, ‘Hello! A man stole an 
old man’s wallet. We are at Shatin Park 
now!’ The police replied, ‘Okay! We will 
call some police and catch the bad guy!’

Suddenly, the thief ran to New Town Plaza and I screamed 
loudly, ‘Help! There’s a thief running towards New Town Plaza!’ 
Then a Kung Fu master ran to the plaza like a thunder. He 
punched the thief but the thief avoided the attack and the Kung 
Fu master used side-kick and kicked the thief down. The thief was 
bleeding and hurt badly. All of a sudden, some police arrived and 
saw the thief. They were shocked and asked, ‘Who did this to the 
thief?’ No one answered the police but only the Kung Fu master 
shaking his body. The police asked him, ‘Did you attack him?’ The 
Kung Fu master replied, ‘I just want to…’ The police asked other 
people about it, the police arrested the Kung Fu master and sent 
the thief to the hospital.

I learnt that we cannot attack people or 
we will be like the Kung Fu master, although 
he just wanted to help arrest the t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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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about a new pet rabbit
6C  Wong Pak On

Last Monday, our beautiful teacher, Miss Cheung, came into our 
classroom. She has curly hair with a colourful skirt. Miss Cheung asked, ‘Do 
you know what I bring to you guys? A dog, a cat or a rabbit?’ Everyone 
shouted, ‘A rabbit!’ ‘Correct!’ Miss Cheung answered. ‘Now, we have to 
choose some people to take care of the rabbit. Who do you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 rabbit?’ ‘I am very careful and kind. I will not get the rabbit lost.’ I said. 
At last, Miss Cheung chose Alex and me to take care of the rabbit.

At recess, we helped to clean the cage and put the hay in the cage for 
the rabbit to sleep. After ten minutes, the rabbit was gone. We found that 
the door was opened. I shouted, ‘Alex, you didn't close the door! You let the 
rabbit get out of this room.’ ‘Maybe not. It might be still in the classroom, 
let's find it,’ Alex replied. After we searched the classroom, we didn't find it. 
‘You are so careless, Alex. I think Miss Cheung should choose Tom to take 
care of the rabbit. He is kind, polite and careful. If he were here, we should 
not get the rabbit lost,’ I said. ‘Let's call Miss Cheung, she will find the rabbit,’ 
I said. ‘No,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we lost Miss Cheung's rabbit. Although 
Miss Cheung is kind, she will be angry this time.’ ‘Let's go to find the rabbit. 
Maybe it jumps into another classroom,’ Alex guessed. 

We went to different floors and all the classrooms but we didn't find it. 
Suddenly, we heard some sound, just like the sound making by the rabbit. It 
was from Principal’s room. When we went into Principal’s room, we saw there 
were so many pets in the room. We also saw Miss Cheung's rabbit there. We 
felt surprised that Principal’s room was a ‘Pet land’. There were so many pets.

In the nick of time, we asked the principal to keep the rabbit. He was over 
the moon because he could keep a new pet.

At this time, I learned that we have to be calm to solve the problem, what 
a luck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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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about a new pet rabbit
6D  Cheung Na Last Monday, Miss Pang bought a pet rabbit for my class. I 

was so amazed. It was as white as snow and it was kept in the 
cage. We thought the rabbit was white so it was named White. Miss Pang 
said, ‘Oh, the name is so cute. I like the name.’ We laughed when we 
heard Miss Pang said something like that. My classmates Hugo, Sam and 
Max were excited but I was worried how to take care of White.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cage was as dirty as a pig so we needed to 
clean the cage. Hugo and I went to school early so we helped clean the 
cage. We wanted to give White hay and water so we opened the cage 
door.  Then White hopped out of the cage and sat on the chair. However, 
we didn't pay attention to the rabbit. I said, ‘Before cleaning the cage, I 
think it is a difficult job but now I think it is a fun job.’ Hugo replied, ‘Yes! 
Now we are working like a dog.’

After a few minutes, we finished cleaning the cage. After that, we didn't see White. I was 
so worried. Hugo looked everywhere in the classroom. However, we could not find White. 
Then we told our classmates to find White together. We were all so upset and worried. 

Then, Miss Pang came to the classroom. We told her about the rabbit. Miss Pang was 
calm and asked us where rabbits like to live. Max answered quickly, ‘I think rabbits like green 
grass and trees.’ Miss Pang said, ‘Yes, I know where White is.’

Then we found White in the garden. We were delighted and yelled, ‘Oh yes! We found 
White!’ Since then I have learned a lesson that I need to be calm 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ur surroundings.

A Pickpocket 6E  Yeung Ho Yat

Last Saturday, I went jogging in the park. I saw a pickpocket. I ha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t was a good day to do exercise last Saturday, so I went jogging happily in Shatin Park. 
After jogging, I felt thirsty and tired. Therefore, I rested on a bench and drank some water.

Then, I saw a young man and an old man sitting on the bench next to me. The old man 
was reading the newspaper while the young man was trying to steal the old man’s wallet 
from his pocket quietly.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I wondered, ‘Oh my god! The man wants 
to steal the old man’s wallet. What should I do?’

I was frightened, so I hid behind a tree. Then, I took out 
my mobile phone and called the police softly and calmly, 
‘A pickpocket is stealing an old man’s wallet. Please come 
quickly!’

Later, the police came. The thief saw the police and tried 
to run away. In the end, the police arrested him. After this 
incident, I learnt that I should be brave and stay calm when 
fac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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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B, Block A,
White Building,
Shatin, N.T.

11th November, 2019

Dear Marcus,

How are you? Do you enjoy your school life in Canada? I hope you are 
having a good time. I want to go there too. Christmas holiday is coming 
soon. Will you be back to Hong Kong at that time? I will look at the 
beautiful Christmas lights with my family in Tsim Sha Tsui. We will also 
have a Christmas buffet in a hotel too. I hope you can join us at that 
time.

My school held a reading competition last month. I read a lot of books 
this period and I found reading is more interesting than what I think of. I 
have read a book and find it so meaningful.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This book is called ‘The Secret Garden’. This story is very famous 
and has been made into many TV series and films. The story took place 
in Victoria times. People travelled by horse and carriage,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ich people could afford many servants. The main character, 
Mary Lennox’s parents were killed by cholera when she was ten. Then, she 
was sent to England and lived with her rich uncle in his large house. One 
of the servants told Mary that there was a secret garden in her large 
house. One day, Mary found a key to the secret garden in the ground. As 
soon as she entered the garden, it became her own world. Before long, 
she heard cries in one room and behind a door she found Colin Crave, her 
cousin. He was so weak and could not walk. When Mary took him in his 
wheelchair to visit the secret garden, he began to recover.

I think Mary and Colin are very poor. Although they live in a large 
house and many servants look after them, they are unhappy. Their parents 
do not talk or play with them. They are so lonely all the time. I do not 
live in a large house and I do not have any servants either. I am happy as 
my parents love me. They play with me during holidays. My mother cooks 
delicious food for me every night. This story teaches us we need to cherish 
everything. This book has 75 pages and I spent only two days to read this 
book. It is quite challenging for me as the book is suitable for secondary 
students.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wishes,
Cy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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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Z, 38/F
Carado plaza
3rd November, 2019
Dear Jay,

How are you? How is your new life in Japan?

I have read a book and found it so interesting.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it. This book belongs to Natural World Series.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sharks but I don’t like sharks because they are so horrible. They have 
a lot of sharp teeth and very big mouths. They can eat anything even 
people.

My favourite part in the book is how the sharks bite the big fish. For 
example, sharks take a test bite of prey before eating. They can use many 
rows of teeth to bite the food they want.

I have learned a lot of sharks’ name from this book. Let me tell you. 
For example, Hammerhead shark, Nurse shark, Great white shark,  
Whale shark and so on. I have also learned the sharks’ strengths are 
better than human's. Even in deep, dark water, a shark can see its prey. 
They always grow new teeth and use more than 10,000 teeth up in their 
lives. Whale sharks are the biggest sharks but they have tiny teeth and 
can only eat tiny animals called ‘plankton’. Hammerhead shark’s head is 
like a giant hammer. Its wide head is great for hunting. When Great white 
shark bites its prey, its eyes roll back into its head. This action can protect 
its eyes. Mako shark is the fastest shark. It can swim up to 20 miles per 
hour and can leap clear out of the water to catch preys. There are about 
375 different types of sharks. Sharks can be a danger to people but 
people are bigger danger to sharks. Millions of sharks die in nets set to 
catch other fish. 

This book is interesting because I can know more about sharks and I 
like the pictures from the book because they are all real photos.

This book is challenging to read so it’s better for primary four or 
above. Do you like this book?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wishes,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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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1,
Sun Tin Wai Estate, 
Shatin , N.T.

21st November, 19

Dear Charlie,

How are you? I know you like reading books now. In the past, you 
never read books and only play so crazily.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books.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favourite book to you now, hope you like it.

The book belongs to a series about National Geographic. This book 
is called ‘Almanac 2020’,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Let me introduce the 
book to you. First of all, there are amazing animals, such as female Asian 
elephants don’t have tusks; no tigers have the same pattern of stripes; 
an adult male tiger can weigh the same as eight 10-year-old kids; and a 
cheetah can cover 26 feet (8m) in one stride… all you can find the answers 
in the book.

Also, there are so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such as some 
cool inventions. For example, floating Island, the Lilypad floating ecopolis 
is designed to float in the ocean. Fueled in part by wind and solar power, 
the island concept could provide up to 50,000 residents with an eco-
friendly home and the ultimate oceanfront view. You can get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 know you like playing some games. Let me recommend some games to 
you, such as some puzzling pictures. They help you to train your brain and 
show your visual alertness. ‘Find the hidden animals’ often blend in with 
thei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you can find the animals from the pictures. 
Also, there are some jokes to make you laugh.

I love the book very much because there is some interesting 
knowledge and fun. Also, there are many good pictures inside the book, it 
will attract you to read. I usually spend few hours to read this book every 
day.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wishes,
Ni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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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Jayden,

Why did I choose this story? I chose this story because it was 
attractive and educational. Also, it taught me a lot about ‘Love’ and 
‘Respect’.

This book was about a little boy called Charlie. He lived near a huge 
chocolate factory which belonged to a strange man who called Willy 
Wonka. Charlie and lucky children won a tour to the factory with Willy 
Wonka. In the end, the four lucky children all had an accident but Charlie 
didn’t have so Mr. Wonka gave the key which could go to the chocolate 
factory to Charlie as a prize. However, Charlie rejected the prize because 
he loved his family. He would like to stay at his house rather than at 
the chocolate factory. Mr. Wonka was in doubt but he respected Charlie’s 
decision even though he didn’t understand. Charlie showed his unconditional 
love to his family. Without expecting anything in return, he just gave the 
best things to others. I have learnt that love is not just a feeling. It’s a 
commitment and above all a sacrifice.

Besides, I think that ‘Love’ is the precious present in the world. 
Although Mr. Wonka owned a huge chocolate factory, he was lonely and 
unhappy. However, he felt relaxed and glad when he met his father again. 
When someone else’s happiness is your happiness, that is ‘Love’.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we should learn how to show respect and love 
to others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We are members in this city. We are 
in a big family.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mong Hong Kong people. We 
should be humble and unite in our city. I love this city. I love everyone in 
Hong Kong.

Above all, I sincerely recommend you to take time and read this 
wonderful inspiring story and I’m sure you won’t regret it if you do so!

Warm wishes,
Chloe

Titl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uthor: Ronald Dahl; illustrated by Quentin Blake
Published by: London: Puff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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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tin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Sun Tin Wai Estate
Shatin, N.T.
25th November 2019

Dear Miss Mak,

How are you? Are you busy now?

I have read a book recently and found it so interesting.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it. This book is called ‘The Chocolate Chase’ which belongs 
to a series. It is written by Mr. Geronmino Stilton whose name is also used 
in the book as the main character. My favorite character is Geronmino 
because he is very clever and has got a detective brain. 

The story was about a group of mice living in the New Mouse City 
and every mouse looked forward to celebrating the spring by giving one 
another yummy chocolate eggs in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 This year, 
a special priceless jeweled Mouseberge Egg was stolen in the museum. 
Geronmino, the editor of the most popular newspaper in the cit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heft case. He searched for 
the clues and analyzed every detail in the crime scene, including the 
footprint, blond hair left on the ground and the shape of broken glasses. 
He articulated all sorts of information and pinpointed several suspects. 
Eventually, he figured out who the thief was and got the Mouseberge Egg 
back.

Through reading this detective story, I learnt to see things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analyze thing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is can help me 
exercise independent judgement.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as you would not 
know who the thief is until you have read all the chapters. The pictures in 
the book are beautiful and these can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story 
clearly. I would recommend the book for the children of ages 11 or abov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wishes,
Yan Hoi Lam, Ha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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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數學魔術師　　　作者 : 櫻井進
　　從這本書中，我學會了超神速心算。首先由其他人列出三組不
同的五位數，接着你再列出兩組不同的五位數，然後將五組數字相
加，你可用比計算機還要快的時間就可以算出答案，是不是很有趣
呢？原來只要明白了每一個數字的關係，任何人也可以做得到的。
　　用數學的原理思考，變出各種神奇的魔術，既好玩又益智。數
學的世界裡，充滿各種不可思議，若能學會所有數學魔法的奧妙，
一定能成為出色的數學魔術師。

書名 : 用故事的方式學數學　　作者 : 中田壽幸 ( 原作 ) 蘇暐婷 ( 譯 )
　　在 < 用故事的方式學數學 > 這本書中，我明白了故事人物所犯的數
學錯誤的解法，例如常犯又易犯又簡單計算的規律錯誤。故事中的主角因
常想一夜之間變成有效率的收銀員，雖然很快，但亦很快忘記了計算方
法。一條又一條看下去很複雜的題目，只要能理解明白，就很容易懂得。
　　我一向對數學不是很大興趣，這本書透過故事來教導數學，令我覺得
數學不再無聊，反而增加了對數學的興趣，相信當大家看完這本書，都會
發掘出它那無窮無盡的趣味呢！

書名 : 數學王國奇遇記（我與數學形影不離）    作者 : 紙上魔方
　　我從這本書知道，原來鋪地磚也有很多數學學問的。人們通常在
揀選正方形和正多邊形時，考慮美觀的同時，還考慮到它們的對稱。
要鋪滿一個平面，中間又沒有空隙，就要使拼接的角之和為 360 度。
　　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關於數學的知識。正因為這樣，我們應該好
好靈活運用數學的巧妙，啟發思考，才能更有效率地運用在建築、飲
食、醫學等範疇中。

書名 : 明日數學王 10 立體圖形的性質　　作者 : Gomdori co
　　為甚麼行李箱是長方體？在 19 世紀法國的貴族社會流行穿長版
真絲洋裝，旅行時會把洋裝放入行李箱，然後使用船或馬車搬運。現
今世界知明品牌 LV 的創始人 - 路易威登，以前是幫上流捆綁行李的
工作。因行李箱的蓋子是圓弧形，導致行李箱難以堆疊，於是他製作
了長方體行李箱，這種行李箱方便收納，而且容易堆疊。
　　我明白了同一個容量的容器放不同的東西，數量各有不同。例如
20mL 的容器有三個，一個是長方體，一個是正方體，一個是球體，
把液體放進去，容量會一樣。如果把固體放進去，數量會各有不同。

書名 : 數學王：趣趣算數第一課   作者 : 石珠湜，崔淳美，沈珍京
　　初初我以為奧數學很艱深，但看過這本書，越覺數學有趣。這本書
也令我提升了自己的數學水平和對數學充滿了信心，讓我數學成績步步
高升。
　　我對這個新的體驗覺得很有趣，令我了解更多數學的知識，而且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運用得到的，所以我覺得數學確是千奇百趣，而且十分
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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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螞蟻王國數學大戰　　　作者 : 曾桂香。紙上魔方著
　　這本書當中有個這樣的故事：螞蟻族的傑克和五隻飛行螞蟻需
要潛入蝎子巢穴。經過觀察，發現蝎子守衛每 2 分鐘會有 3 秒的放
鬆時間，而他們距離巢穴有六厘米。智者傑克從飛行螞蟻的速度上
從而計算出是否能成功潛入蝎子巢穴。
　　速度 = 路程 / 時間
　　6 厘米 / 3 秒 = 每秒 2 厘米
　　成功潛入的飛行速度是每秒 2 厘米

　　這本書講述蟻族、臭蟻族、白蟻族和蝎子族為糧食而爭拗。蟻族的智者傑克和查瑞斯
將軍運用超凡的數學知識，帶領着眾螞蟻與敵人鬥智鬥勇。從而可見，我們日常生活常常
都需要運用到數學知識來解決問題。

書名 : 跟着玩，煉成聰明數學腦 !
作者 : 喬冶亞。梅森。布萊德蕭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是邏輯（三）：成為拈忍者。我閱讀這篇章後，
學會了電腦的二進制和一個拈。拈的總和並不是只適用於這個遊戲。
由於電腦使用二進制，所以拈的總和便成為了電腦運算的基本形式。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寓娛樂於學習，內容十分豐富，而且有
很多好玩的手工和遊戲，真是百玩不厭的好書。最重要的是：原來
數學這麼好玩！

書名 : 小豬私人銀行　　　作者 : 張凰蕙。王存立
　　我學會利率，銀行法規定銀行利率應以年利率為準，並於營業
場所揭示。存款利率牌告示的目的，是使金融機構存款價格的資訊
公開化及透明化，避免金額機構違反平等對待原則。利率分為活存、
定存、房貸、基準利率等項，其重定存又分為 1 個月到 3 年不等的
存款期。
　　計算利息的公式 = 本金 × 利率 × 年期 = 利息

　　我在這個新體驗中獲益良多，因為我可以學會計算利息的公式，令我長大後不會受
騙，也可以讓我知道銀行所有設施的功用，令我不會在甚麼都不懂的情況下走進銀行，更
加有計算利率的公式供我長大後計算清楚，以策安全。此外，還有名言金句供我理解和參
考，實在太好了啊！

書名 : 數學家傳奇　　　作者 : 李信明
　　這本圖書內的一課提到級數趣談，原來計算級數的方法已經是
古時中國宋朝其中一位數學家楊輝，因為要算出草束總數，所以便
想用方法找出 Sn 的值，表示 1+2+3+4…… n 的值，把原來的 Sn
靠攏拼合起來就得到一個菱形，總共有 n 行，每一行有 n+1 的圓球，
所以全都有 n(n+1) 的圓球，這便是 Sn 的理解。
　　我感覺到原來古時中國人已經能懂得找一個方法來計算一些複
雜的數目。並且，可以幫助日後的數學家發明一些新的定理來解決
算術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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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數字遊戲王國　　　作者 : 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因數和整除性原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4680 可以被 2 整除，因
為個位數是偶數；4680可以被3，6，9整除，因為18（4+6+8+0的和）
是 3 和 9 的倍數；4680 也可以被 6，18 整除，因為它是偶數，又可
以被 3，9 整除；因為 80 可以被 4 整除；4680 可以被 5 和 10 整除，
因為最後一位數子是 0；而要檢驗 7 和 8 是否為因數，通常直接除一
除反而比較簡單。
　　人有不同性格，數字也是一樣，它們有各式各樣的關係。因數和
整除性的關係千絲萬縷，這次介紹 2 至 10 和 18 的整除性方法，原來
就是正正就是快速地幫助我們尋找一個數的關係，多有趣啊！有了兩
頁的文字，竟然令我重溫了一直對因數的夢寐，真令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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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挑戰難題過 1000 關　　　作者 : 陳輝鴻，楊楓
　　我學會了統計圖、棒形圖、方格圖、複合棒形圖、直線圖、折線圖、圓形圖，這些圖
都能統計資料，讓人看得清楚明白。
　　我學會了如何畫統計圖。我覺得這些統計圖十分有趣，我最喜愛棒形圖，我希望能夠
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和與別人分享。

書名 : 數王十五分鐘幫助孩子開發左右腦　　　作者 : 程志祥
　　我在這書本學習了數學趣事，內容主要透過一些有趣的數學謎
題，特別針對人類左右腦的不同特性，左腦是訓練孩子運算能力的
「數學邏輯遊戲」，而右腦是發揮孩子潛能的「圖形與空間遊戲」。
　　這書本按照孩子的不同程度，能提升左腦思維能力，開發右腦
創意潛能，讓孩子循序漸進地接受挑戰，從而使他們獲得滿足感和
自信心。

書名 : 數學小偵探　　　作者 : 施曉蘭
　　How 博士這次使用的數學原理是比和比例的原則：根據每個人付
出的努力，拿到應該要有的報酬。比和比例與分數密切相關，所以在
學習比和比例前，最好先有分數的概念喔！
　　這本書運用數學知識化為偵探推理漫畫，希望透過解題、推理的
過程，讓我可以訓練邏輯思考，建立我對數學的信心與積極態度，進
而喜歡數學，不再畏懼數學。

書名 : 螞蟻王國數學大戰　　　作者 : 曾桂香／紙上魔方
　　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例如：在說那個故事時（圖書）它會有一
些數學題目，可以用故事來教我們做數學，很有趣，我非常非常喜
歡。在列式下面還有答案。做完了列式就會有動腦筋，不過它（動
腦筋）沒有答案，所以要自己想答案。
　　我覺得這本書又有趣又有意思，我很喜歡那一本圖書。不過，
我又認為那本書應該多出一些數學和一些動動腦筋的題目。不過我
很喜歡那本書，因為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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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百分數及其應用　　　作者 : 陳輝鴻
　　這本書教會我日常生活中的折扣，原來折扣就是照原來定價的某個百分數來出售貨
品，減去的那部分，成為折扣；而定價是指店主替貨品原先定立的價錢；最後，售價就是
指顧客購買貨品時所付的價錢。
　　計算折扣時，必須知道貨品的定價和售價，而折扣就是 = 售價 ÷ 定價 ×100% 了。
　　這本書不但令我認識到百分數的讀法和寫法，還令我明白到百分數在日常生活上的應
用。這本書不但用了許多例子來講解，而且內容非常有趣，增加了我對數學的興趣。

書名 : 神奇酷數學了　　　作者 : 查坦。波斯基
　　這套書幾乎包括了小學中年級以上（4-6 年級）所有的數學單
元，包括角度、體積的度量等等。作者也設計了數學謎語和速算絕
招，並引進一些高等數學問題。他同時運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將多
種數學知識以自然、巧妙又幽默的方式串連起來。
　　這套書提供了更廣泛、宏觀、統整性教育的知識，介紹了數學
知識的起源、數學與生活的關係，甚至與其他領域的關聯，令我對
數學更有感覺。雖然書中也談論指數、球體體積等看似中學數學範
疇，但因為能與小學數學有連結，所以很容易明白。

書名 : 數學百科趣味數學小故事　　　作者 : 細水保宏
　　我在這本書裏學會了一些數學知識和數學家趣事，例如阿基米
德在浴室裏想出答案、比兆更大的單位……這本書的特色是整理了
許多與生活有關的趣味數學話題，引導孩子喜歡上數學，還可以幫
助孩子學會正確的知識。
　　我覺得書非常有趣，因為充滿了許多體驗型的主題，以找找看、
玩玩看、做做看為主軸，並記載了許多連父母都不知道的數字或圖
形奧妙、歷史故事等。

書名 : 讓孩子變聰明的 100 個數學問題　　　作者 : 金志英
　　這本圖書分了 7 部分，每部分都有它的特別之處。比如：字與
計算的數字是甚麼時候產生？分數與小數的小數是如何產生的呢？
文字與算式的為甚麼未知數是 X ？規則數和函數的函數是甚麼等？
　　這本圖書讓我們更了解、明白數學，更會深深地愛上它。看完
這本書，你可以發現：原來數學不是殺腦問題，而且我們的朋友，
如果你有問題關於數學，可以看這本書喔！

書名 : 數學學甚麼　　　作者 : 依庫納契夫
　　這本書利用了很多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奇妙數學。書裏有很多
不同的思考題目，例如：請問分母比分子大的分數，能等於分母比
分子小的分數嗎？有的，-3/6=5/-10。還有，如何用 9 根火柴棒，
就可以做成 100？這些問題能使人的令頭腦愈來愈靈活機智。
　　這本書讓我學到了許許多多有趣的數學知識，還令我發現到數
學的奧妙。原來數學都很有趣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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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數學
作者 : 珍妮積及比
　　我在這本書學會了一些有趣的數學知識和數學趣事。這本書的
內容，有些從課本裏或課堂上不會學到的。書裏還會有一些奇妙的
遊戲考考你，讓我更加了解書中的知識。
　　我看完這本書後，令我更明白到計算數學的技巧。它不但能令
我體會數學的趣味，還令我增廣見聞。如果有機會，我會把它推介
給我的好朋友和家人。希望他們會喜歡這本書！

書名 : 螞蟻王國數學大戰
作者 : 曾桂香
　　我在這本書學習到很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數學知識，例如螞蟻軍
們都運用了傑克智者來拯救他們，而傑克智者運用了很多數學，例
如分數、加數、減數、乘數、列舉數⋯⋯我學到了很多數學知識。
　　我學到了原來數學故事書不但動聽，還可以從中學到在課堂上
學不到的知識，真是大開眼界。

書名：數學的語言
作者：齊斯．德褔林
　　這本書以幾個數學研究為主題，主要講述數學家怎麼樣解決各
式各樣的問題。
　　作者以數學家的親身經驗詳細地解說，令我對內容更感興趣，
也能使我更容易理解內容。
　　我非常喜愛這本書，它讓我知道何謂數學，也讓我更了解數學
的發展。

書名 : 古堡探險 - 數學故事　　　作者 : 李毓佩
　　這本書是用遊戲來教授數學知識，書內講述一位考古隊長的兒
子趙民，他很喜歡探險和考古。在一個暑假裏，他跟爸爸和他的朋
友進入了古堡，發現一些古人留下來的物品和數學有關。於是，他
繼續在古堡探險，他在探險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數學難題，感受到
數學有很多奧妙之處。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主角探險的情節曲折，富想像力。當中
有些艱深的數學題，需要不斷思考去尋求答案，具挑戰性。看過這
本書後，我發現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學到數學知識，數學知識原來不
一定在課堂裡才學到的，只要我們用心觀察，不難發現數學就在我
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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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用數字幫地球量一量　　　作者：大衛．史密斯
　　這本書把這個世界許多巨大事物按比例縮小。當中提及如果把
人的一生用一個十二片的方形大披薩表示的話，四片時間是花在學
校或工作，四片時間是睡覺，一片時間是花在做家事、一片時間是
花在交通上、一片時間是花在吃飯、最後一片時間是花在休閒娛樂。
這本書奧妙之處就是利用嶄新的思考方式，讓我們可以輕鬆找到觀
看問題的角度。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事物可以用數字概括，
加深對事物的了解和認識。

　 《用數字幫地球量一量》這本書把難以估量的巨大事物，如浩瀚的人類歷史，地球和
銀河星系的體積等，以按比例縮小的方式得出驚人的結果，讓我們可用嶄新的視角，找
到觀看地球的角度。我覺得科學家和數學家們很厲害，可以用數字和數據分析出許多問
題的答案，讓人們領略以往無法理解的巨大概念。

書名 : 數學奧林匹克天地 培優篇
　　在《學習數學奧林匹克天地》中，我最喜歡雞兔同籠問題。因為這個課題很有趣，啟
發同學的思考能力。而這種奇特的課題又是在課堂上難得一見的。你必需從雞兔同籠時腳
的數量推算出雞兔的數量，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通過學習雞兔同籠的課題，令我感覺到學習數學必需仔細和細心。善於觀察，從事物
的特點中找出規律，從而領悟解決問題的方法。另外，我們必需學習運用不同的方法，找
出合理和正確的結果。

書名 :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3 平面面積   
作者 : 匯識教育編輯部
　　這本書透過好玩、易明、生活化的內容，增強我們對數學的興
趣。我在書裏學會了三角形是最穩固的圖形，所以天橋、屋頂、照
相機的三腳架、露營用的帳篷等，都運用了三角形的穩定性。三腳
架和帳篷  不僅運用了三角形的穩定形，還運用了「三點定平面」
這個定律。
　　我能從課外書中學到這知識，非常意想不到。這本書讓我快速
學會平面和面積，還學會了很多課外知識。

書名 : 越玩越聰明的印度數學   
作者 : 王擎天
　 「越玩越聰明的印度數學」這本書就是給不懂數學的人士看的。
它不但可以把我們小學中學的學生的數學能力提升，而且可以帶領
我們認識更多有關數學的知識和技巧。
　　有了這本書之後，我的數學能力漸漸升高和提升，我很開心，
好像有一個人在陪伴我存在這個又有趣又好玩的數學世界裏，讓我
認識數，我真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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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開卷有益

書名 : Q 小子勇戰數學大魔王　　　作者 : 方舒眉
　　142857 這堆數字是神奇數字，因為只要你把這堆數字從 1 乘到 6，
就會發現這堆神奇數字的有趣規律了，你看看下面的例子就會明白的。

142857 × 1 = 142857
142857 × 2 = 285714
142857 × 3 = 428571
142857 × 4 = 571428
142857 × 5 = 714285
142857 × 6 = 857142

　　這本書不但能學習到不同的數學知識，更能學到不少數學趣事和當中包含的文化韻
味，這本書也有中西方歷史和有趣的知識。普通人認為數學只屬一門學科，可是不只是這
樣簡單的。

書名 : 數學家的眼光　　　作者 : 張景中
　　數學家擁有跟一般人不同的眼光，在常人看來異常複雜的問題，
在他們的眼中能看出邏輯及規律，並能定出定理，幫助世人解決很
多實際的問題。
　　這個新體驗令我明白到數學家是不能強求的。原來成為數學家
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所以我覺得數學家真的十分偉大。

書名 : 面積關係 幫你解題　　　作者 : 張景中
　　面積關係的用途十分廣泛，可以用來說明數學中的某些恆等式、
不等式，或證明某些定理，甚至解平面幾何題。用面積關係解題，
具有「以不變應萬變」的特點。任你千變萬化，也有固定的程式可
循。
　　作者有系統地簡述面積計算的基本技巧和方法。掌握解題三步
驟，所有問題都能解決。這本書我非常喜歡。我會把這本書推介給
我的朋友和家人。

書名 : 挑戰機智王數學
作者 : 莊思荺
　　我從這本書中學到周界一樣長時圓形比其他圖形的面積大，我
也學會用秤秤重量或是用比密度大的方法來找出哪些是假的金。
　　這本書的內容有趣，它以選擇題的方式讓大家回答數學題，使
我們輕鬆地學習數學。看了這本書後，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作者運
用選擇題的方式來考我們，使我們可以輕鬆，愉快地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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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開卷有益

書名 : 數學家開的店　　　作者 : 辛受炫
　　透過閱讀這本書能夠認識生活中的數學原理，輕鬆培養數學解
題技巧。這些商店的老闆包括畢達哥拉斯、阿基米德在內，都是數
學史上留下重大影響力舉世聞名的數學家。故事裏阿基米德在醫院
幫小朋友治病，畢達哥拉斯開了一家玩具店。當中發現日常生活中
處處躲藏着超乎想像的數學原理。例如：腳踏車騎大輪還是小輪省
力？扭蛋要扭多少次才是想要的那顆？

　　數學為生活解決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它不是辛苦的背誦公式才能計算出答案的、又
難又煩人的科目，反而像遊戲一樣充滿挑戰和趣味。透過這本書，我了解到數學家對數學
的熱情和生活態度，同時喜歡上數學原理的有趣探險故事。

書名 : 兒童數學思維手冊　　　作者 : 邁克．戈德史密斯
　　通過閱讀這本內容豐富有趣的書後，我學會了許多邏輯數學的
知識，例如測量單位、數列、神奇方格、無限、質數等。有些是課
堂不會學習的，例如代碼和密碼，會分成不同種類的密碼，而且每
類密碼都會有一些小竅門去破解，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設計一
個屬於自己的密碼，並且設計其他密碼考考朋友呢！
　　對這個新體驗，我除了學會包羅萬有的邏輯數學知識外，還嘗
試完成書中的題目。我認為聖誕假期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出外遊玩，
要花一些時間靈活腦筋，讓上學後不會感到迷茫，因此我決定從今
以後也會閱讀這類型的書本，充實自己的知識。

書名 : 我的數學拿高分　　　作者 : 清水章弘
　　這本書除了介紹小數、距離、時間、速度等等的基本知識。舉
個例子：在這本書的第二課裏，主題是「先拆成好計算的數字，再
加起來！」加法基本上大部分人也懂，但這本書會教讀者用更快捷
的方法去計算，例如：17+18=？ (17+18=17+3+15=35) 將數字變成
「好計算的數字」，這就叫櫻桃計算法！
　　這本書跟一般生硬複雜的數學書完全不同，用詼諧有趣的漫畫
來吸引讀者，用輕鬆自在的對話弄清每一個概念。它不但能打破數
學沉悶刻板的印象，還能培養正確的思考習慣，真是太實用了！

書名 : 活命的 12 把黃金鑰匙　　　作者 : 金庸世
　　這本書通過記敘故事的經過來教導讀者怎樣準確地運用數
學。例如在書中，主角和他的朋友在乘飛機遇到意外，來到一個
恐怖的森林裏。當中，他們計算平方公尺時讓我知道 1 公頃等於 
100m × 100m = 10000m2

　　這本書通過故事來帶出數學道理，十分有趣。此外，它讓讀者
知道怎樣正確運用數學化解難題，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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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開卷有益

書名 : 數學家的眼光　　　作者 : 張景中
　　我在這本書本學習到了數學家擁有跟一般人不同的眼光。在常
人看來異常複雜的問題，在他們眼中能看出邏輯及規律，並能定出
定理，幫助世人解決很多實際的問題。另外，我還明白到從數學家
的眼中，可以看到一個重要數學概念如何產生，如何發展，如何從
模糊變為清晰，如何從直觀描述變為嚴謹定義。
　　看完這本書後，我從中學會了不少新知識，全都是一些令人獲
益良多的數學知識。它們並不是一些能在課本上看到的基本知識，
而是一些更深一層的數學研究和技巧。

書名 :  Q 小子勇戰數學大魔王　　　作者 : 馬星原、方舒眉
　　書中有一個故事是說：5 是代表健康的數字，因為早在公元前
3200 年，希臘人已經用五角星來代表健康了。從這個故事裏，我
知道了有些數字是有特別意思的。
　　這本書用了漫畫的形式來表達一些數學的知識，令我對數學產
生更大的興趣。這本書的小動物角色，生動有趣。書中還有數學小
遊戲，我從中學會了一些規律。

書名 : 悅讀識數方程式　　　作者 : 孫麗谷
　　我在書中學到溫氏圖。它在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中，有着奇妙的
作用。例如：某班有 38 個學生，每人至少學會了長笛或小提琴其
中一種樂器。老師進行統計，發現會吹長笛的有 22 人，會拉小提
琴的有 25 人。因為 22 人加 25 人超過班別學生人數，就明白有些
學生兩種樂器都會玩。我們可以用溫氏圖來找出兩種樂器都會的學
生人數。
　　溫氏圖牽涉到包含與排除這個原理。當要為身邊的事物分類及
找出數量時，繪畫溫氏圖的方法可以清晰表示各部分的關係。我們
也可以把類似的想法應用到幾何問題上，以間接的方法求出一些難
以計算的數值，真神奇啊！

書名 : 發明家和工程師的努力　　　作者 : 宋詒瑞
　　這本書介紹了一位中國古代的數學家 - 祖冲之。他在數學上的
傑出成就就是精確推算出圓周率。他從小時候便對天文曆法很有興
趣，之後還鑽研自然科學。後來，他認為數學家劉徽計算的圓周率
還不夠精確，所以就和他的兒子開始計算。最終，他把圓周率推算
到小數點後七個位。
　　祖冲之一生刻苦研究數學和自然科學，許多作品都成為後世研
究學習的必備書籍，所以我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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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開卷有益

書名 : 悅讀識數方程式（高階上） 　　作者 : 孫麗谷
　　我在這書本學會了數學知識，例如：質因數分解、乘法規律，
在課堂上不會學的。乘法規律的奧妙之處是如果你用計算機計一條
很長的算式，也可能計不到，但是嘗試從簡單情形入手，發現規律
後，就能找出答案。
　　我看到這本書後，令我學到很多的數學新知識，例如：乘法規
律、路線的數目、連續求和、不規則圖形、周界的轉化、比較分子、
分母、三等分任意三角形等。

書名 : 提升數學能力的好玩遊戲　　　作者 : 夏柱潔
　　我看到有一條題目十分有趣，就是小軍的數學成績非常棒，平
時特別喜歡鑽研數學問題，所以同學都叫他數學家。一天他給同學
小娟出了一個數學題目，是這樣的：有一個三位數，這個數減去 7
能被 7 整除，減去 8 能被 8 整除，減去 9 能被 9 整除，你知到這個
3 位數是多少嗎？答案就是 504，因為 7×8×9=504
　　我感到十分有趣。這本書是通過遊戲來學習數學，並且令到我
覺得數學其實是源於生活，且無處不在的，也令我對數學書一向沉
悶的看法有所改變。

書名 : 圖解數學　　　作者 : 數學能力開發研究會
　　在課堂上不會學習的數學知識便是尤拉公式了。大家知道尤拉
公式是甚麼嗎？讓我說呢！對於實數 0，這個式子稱為尤拉公式（或
尤拉恆等式）。在尤拉公式中，設 0=π，則 cosπ=-1，sin=0，由此
可以導出，這個公式表示了皮爾常數 e、圓周率 π 和虛數 i 的關係，
被稱為最美的公式。
　　能學到這種新的數學公式，即是尤拉公式，這個尤拉公式令我
感到十分特別。為甚麼讓我感到特別？這是因為我看見了很多新奇
的數字，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所以我很喜歡這本書，還有，我以後
會看更看更多的數學書，增進知識。

書名 : 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 3   
作者 : 匯識教育編輯部
　　這本書本突破傳統教學方法，它不像課堂的學習方法。課堂上，
我們都是看着文字和少許圖片來學習數學，可是這本書是一邊看故
事，一邊破解一道道難題。還有一些更有趣的地方，例如我們要學
習摺紙圖形，它會附有紙張給你跟着書本去學習，增加興趣。
　　我覺得這個新體驗令我覺得很有趣和新奇，因為它不但能夠讓
我更明白數學的原理和意義。我希望能讓更多的兒童理解數學和知
道數學帶來的成功感。

47



數學科－開卷有益

書名 : 數學星球 - 讓孩子愛上數學的趣味繪本  
作者 : 卡莉娜盧瓦爾
　　這本書令我知道數學不僅可以計算，還可以用來畫畫，甚至
可以作曲。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數學家哥拉斯建立了聲音與數
字之間的關係。他發現了琴弦長度不一，發出的聲音都不同。而
意大利一名數學家發明 3D 效果的透視法，這種方法廣泛用於地
圖繪制。
　　這本書令我知道數學可以在各方面運用，它改變我對於數學
的看法，令我對數學更感興趣。而且，全書以幽默簡潔的圖文來
解說，十分新奇和有趣，吸引我閱讀這本書。它亦令我學會了不
少在課堂學習不到的有趣知識。

書名 : 資優數學與科技
　　這本書有寫甚麼是分數，說明幾何，也會教我們羅馬數字， 
中國數字和中國花碼，還有一些遊戲。比如：智填個位數和磚塊數
目。羅馬數字有 I=1，V=5；中國數字有壹 =1，伍 =5；中國花碼有 -=1
　　我覺得這本書令我可以學到很多知識，例如數字，不是只有阿
拉伯數字，還有羅馬數字、中國數字和中國花碼。這本書也會有一
些笑話，比如：甚麼情況下，三減一會變成四？就是三角形切去一
隻角就會變成四隻角。這本書的內容真有趣。

書名 : 提升數學能力 - 趣味讀本分數，小數，百分數  
作者 : 匯識教育編輯部
　　在這本書中我學到了數學樂趣，讓我透過好玩、易明、生活化
的內容，增強對數學的興趣，從而提升我的數學能力，這本書含有
許多生動的圖畫，還有我們正在學習百分數，所以這本書可以讓我
們更加深入地了解百分數。
　　我很喜歡這個新體驗，因為這本書是運用圖畫來學習數學的，
頁數也不算太多，所以小童也十分適合閱讀，如果我們在課堂只會
不停地記公式，死背爛記，所以閱讀數學圖書，有助於學生提高分
析信息的能力。

書名 : 印度數學　　　作者 : 天擎天
　　這本書令我發現計算方式快一倍的方法，不但不違背數學原理，
而且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繁複的運算。印度數學運算方法靈活，一
道題目通常有 2-3 種的計算方式，豪不死板，是活躍大腦思維的有
效工具。
　　我覺得印度數學，讓我知道數學的計算方法是多於一種的，我
們可以用有趣的方法來計算，還有印度數學可以讓沒有數學基礎的
人也可以輕鬆掌握，計算過程沒有壓力，我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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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關愛．感恩篇

親愛的楊老師：
　　多謝你在疫情期間仍
關注我的學習進度，打電
話鼓勵我努力學習。
祝你身體健康！

學生 
昕僖上

1A   江昕僖

親愛的各位老師：
　　感謝您們在學校裡對
我的悉心教導與照顧。

學生 
羊一心上

1A   羊一心

親愛的校長及老師們：
　　感謝您們當初給予我
面試的機會，讓我可以加
入沙田官立小學這個大家
庭，得來不易的東西令我
更加珍惜，我會認真學
習，用功讀書來報答老師
悉心的栽培。
謝謝！

學生
芊融上

1B   吳芊融

親愛的楊老師：
　　我愛你。謝謝你教我
中文和常識。我很想回學
校，可以和同學一起談
天、玩耍和吃午飯。我很
想見我的同學呢！

學生 
許卓禛上

1A   許卓禛

親愛的何詠如老師及 
劉紹安老師：
　　多謝你們悉心的教
導，使我能夠享受小學的
生活，令我喜愛上學。

學生 
譚靜雅上

1B   譚靜雅

親愛的媽媽：
　　謝謝你一直對我的悉
心照顧和教導。

女兒 
陳曉晴上

1B   陳曉晴

親愛的媽媽：
　　從我出生開始，妳每
天都陪伴着我，給我一個
溫暖的家庭。謝謝媽媽的
關懷及無盡的愛。媽媽，
我愛妳！

女兒 
語嫣上

1C   張語嫣 親愛的葉希淳同學：
　　小學的第一天，我很
高興認識了很多同學。與
你成為最好的朋友拍檔，
一起分享學校裡的趣事，
令我的學校生活更多姿多
采。這段疫情停課期間，
每天都很掛念學校的生
活，希望疫情快點完結，
我們可以再一起開開心心
地上學去。

同學 
劉靖唯

1C   劉靖唯

親愛的老師：
　　謝謝你們一直以來對
我的教導，不但教會了我
很多新知識，還循循善誘
地對待我，老師，謝謝您
們！

學生 
莊逸林上

1C   莊逸林

親愛的老師和父母：
　　感謝你們教導我！

書言上

1D   黎書言

親愛的 Miss Ng：
　 非常感謝您教我知識！

學生 
穎恩上

1D   曹穎恩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陪伴我，教導
我。謝謝！

樂知上

1D   黃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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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父母：
　　感謝你們每天辛勞工
作及照顧我和妹妹。

乖巧的何梓睿上

1E   何梓睿

親愛的老師們：
　　因為新冠肺炎的關
係，我們已經停課一段時
間了。這段日子不能上
學，老師們每天為我們準
備網上學習的材料，一定
十分辛勞！感謝老師們，
請您們加油，我也會繼續
努力學習！

學生 
蘇晉熙上

1E   蘇晉熙

親愛的陳老師：
　　謝謝您這兩年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照顧。您總是
那麼平易近人，讓我感覺
很親切。您也總是那麼耐
心地教我們學習，我一定
會努力讀書，取得好成
績。
祝您身體健康！工作愉
快！

學生 
奕昕敬上

2A   曾奕昕

親愛的陳老師：
　　還記得第一天上學，
覺得老師十分友善，令我
在陌生的環境都不會害
怕。謝謝您多月來的悉心
教導，使我學懂很多新知
識。

學生 
朱筠怡敬上

1E   朱筠怡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悉心照顧我，
耐心教導我，我才能夠健
康快樂地成長！
祝您身體健康！

妡瓷敬上

2A   羅妡瓷

親愛的媽媽和爸爸：
　　感謝您們耐心教導和
悉心照顧我，令我感到溫
暖和快樂。我非常感謝您
們辛勞地工作賺錢養育
我，真的感謝您們給我一
個溫暖和幸福的家。

女兒 
楚兒上

2A   梁楚兒

親愛的梁鈞湛老師：
　　謝謝您在停學期間關
心我們的學習進度，並且
關心我們的健康，謝謝
您！

學生 
莊凱晴上

2B   莊凱晴

親愛的父母：
　　謝謝您們的照顧，您
們每天都要上班，回來後
還要照顧我和妹妹，替我
們檢查功課。我和妹妹感
到悶時，您們會陪我們一
起玩和買玩具給我們。
　　我不會做功課時，您
們會用心教導我，並和我
一起溫習。每天晚上，您
們又都會給我和妹妹各人
講一個故事。
　　您們真是世界上最好
的父母呢！
祝您們工作順利！

女兒 
藍心上

2B   張藍心

親愛的媽媽：
　　多謝您細心的照顧及
教導，我會努力讀書。

女兒 
蕙如上

2B   楊蕙如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一直以來的照
顧，使我能健康快樂地成
長！在這段疫症期間，你
還充當老師，每天除了教
導課本上的知識和陪伴我
一起做功課外，還忙著自
己的工作呢！雖然我偶然
也會不專心，令你生氣，
但你也會原諒我，繼續用
心地教導我，媽媽辛苦
了！我愛您！

女兒
陳臻上

2C   陳臻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來當我的媽媽，
每天悉心地照顧我、用心
地教導我和耐心地陪伴
我，讓我健康快樂地成
長。我會努力讀書，做個
乖寶寶。
祝您身體健康！

您的寶貝 
瑩瑩敬上

2C   官朗瑩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在疫情期間照
顧我，您有空閒的時間
就會和我玩耍。在這些
日子裏，您還擔當老師的
角色，教導我課本上的知
識，為我和妹妹安排每日
的時間表，令我們過得很
充實，感謝您﹗

女兒
愷彤上

2C   馮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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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陳開莉老師：
　　感謝妳的悉心教導和
關懷。

學生 
梁嘉豪上

2D   梁嘉豪

親愛的老師：
　　感謝您們的付出，我
會繼續努力的！

學生 
朱俊達上

2D   朱俊達

親愛的爸媽：
　　感謝你每天都努力工
作及照顧我和姐姐。每次
測驗或考試的時候，你們
都會跟我們溫習及教導我
們。放假時，你們又會帶
我們去遊玩，我會努力讀
書報答你們。

女兒 
熙楠上

2E   林熙楠

親愛的戴老師：
　　謝謝您的悉心教導，
令我對英文的興趣大增，
有您當我的班主任真好！

學生 
張希銘上

2D   張希銘

親愛的媽媽：
　　多謝您照顧我和妹
妹，辛苦您了 !

是儒上

2E   周是儒

親愛的楊老師：
　　感謝您用心地教導我
們！謝謝您！

學生 
梓謙上

2E   張梓謙

親愛的爸爸：
　　謝謝您每個星期六、
日一早起牀陪我玩遊戲，
您是我最好的玩伴！

女兒 
伊晴敬上

3A   董伊晴

親愛的施鴻鴻老師：
　　多謝你悉心教導我和
教我做功課。

學生 
皚倩上

3A   袁皚倩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每天為我們準
備早餐、午餐、下午茶、
晚餐……還教我做功課。

兒子
心揚敬上

3B   陳心揚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為我們做飯和教
我們做功課。
祝您身體健康！

女兒
以琳上

3B   張以琳

親愛的媽媽：
　　多謝你一直照顧我！

兒子 
卓熙上

3B   韋卓熙

親愛的妃妃妹妹：
　　謝謝你這些年來和我
一起學習、一起成長。未
來的日子，我和你都要在
學習和生活上繼續努力，
互相鼓勵，一同向上。

哥哥 
柏燊

3A   黃柏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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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媽媽：
　　謝謝妳一直以來用心
照顧我及陪伴我成長，十
分感謝妳！ 
祝妳身體健康！

兒子
灝謙敬上

3C   李灝謙

親愛的劉老師：
　　感謝你常常教導我不
明白的地方！

學生 
王灝翹敬上

3C   王灝翹

親愛的爸爸媽媽：
　　多謝您們的教導和照
顧，令我感到開心，所以
十分感謝您們。

女兒
凱琪上

3D   黃凱琪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多年來的悉心
照顧和關懷，我甚麼時候
才能報答您呢？

卓妍敬上

3C   李卓妍

親愛的郭浠程同學：
　　感謝你在我剛轉學時
幫我適應這所學校的生
活，我會記住的。

同學
怡婷

3D   馮怡婷

親愛的栩晴：
　　謝謝妳一直做我的好
朋友。

文熙

3D   關文熙

親愛的爸爸：
　　謝謝您常常教我做功
課和玩電動遊戲，十分感
謝您常常照顧我。
　　您雖然常常很晚回
來，但您總會常常送給我
一些玩具，每當我看見
這些玩具的時候，就會惦
記着你。我的好爸爸，希
望您能身體健康﹗工作順
利！生活愉快！

彥朗上

3E   郭彥朗

親愛的媽媽：
　　農曆新年後，我懷着
興奮的心情準備上學去。
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
毒」使全港學校停課。媽
媽，感謝您在停課期間的
照顧和耐心教導，使我生
活作息如常，每天能早睡
早起和有均衡的飲食。
　　媽媽，我特別感謝您
每天陪伴我在家學習和完
成網上功課，使我能持續
學習。
祝您身體健康！

兒子
逸謙敬上

3E   吳逸謙
親愛的媽媽：
　　多謝妳最近為我準備
考試，令我達到爸爸的要
求。
　　回想那天，因為考試
快到，而我沒有溫習，所
以我伏在桌上哭。妳看到
了便過來對我說：「乖兒
子，不要哭，我和你同心
合力溫習，媽媽十分支持
你﹗」從那天開始，妳就
準備了很多練習和我進行
溫習，仔細地解釋一遍我
不明白的題目，讓我能對
課文融會貫通。

兒子
承進上

3E   潘承進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多年來每天無
微不至的照顧，令我能在
一個美好的環境中成長。
您教我走人生正確的路，
教我人生的道理，告訴我
品行和品德的重要性。當
我不開心時，您願意聆聽
我傾訴。當我生病時，
您即使不睡覺，也會照顧
我。媽媽，謝謝您！您多
年來的教誨和照顧，我永
遠不會忘記的！我長大後
一定報答您啊！

兒子
文諾上

4A   梁文諾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的教導！我以
後會努力讀書，爭取更好
的成績！

熙文敬上

4A   陸熙文

親愛的父母：
　　感謝您們對我的關
懷。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幫助我，教我做功課。

兒子
莊剴程上

4A   莊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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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人：
　　感謝你們一直陪伴在
我的身邊，在我生病的時
候，悉心地照顧我。

女兒 
紫寧敬上

4B   吳紫寧

親愛的媽媽：
　　您好！在我的心目中，您是最關心我的人，感謝您這些年來對我的養育之恩。
無論春夏秋冬，每天早上，您總是第一個起來，為我準備早餐，叫我起床上學。每次我生病了，
是您不辭勞苦地照顧我……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天，我不聽您的勸告，調皮地在家裏跑來跑去，結果不小心跌倒，頭部流
血了，是您心急如焚地把我送到醫院裏檢查、治療，幸好傷口不大，您才放下心來。
　　母愛是多麼偉大，多麼無私！我一定要好好學習，用優異的成績來報答您。最後，我要對您
說：「媽媽，你辛苦了！謝謝您這些年來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
祝您身體健康！

女兒
希雅敬上

4A   羅希雅

親愛的媽媽：
　　多謝您在我生病的時
候悉心照顧我，帶我去看
病，在家裏陪着我，煮東
西給我吃。多謝您對我一
直以來的照顧。

樂澄上

4B   陳樂澄

親愛的老師們：
　　謝謝你們在疫情期間
每天也為我們準備教材。

學生 
范禮希上

4B   范禮希

親愛的婆婆：
　　我從小到大，因為爸爸媽媽都要上班，所以是婆婆主力
照顧我。婆婆照顧我起居飲食，有時陪我玩，有時陪我睡覺。
在我嬰兒時有一個缺點，就是不愛在晚上睡覺，愛在白天睡
覺。婆婆為了不讓我吵醒大家，每晚便抱著我，哄著我到天
亮。    
　　直到現在，婆婆每天都會接我放學。到了晚上，婆婆還
會變身成為廚神，煮很多美味的食物給我們吃，這是全宇宙
最好吃的食物呢！
　　我非常感恩有一個愛我的婆婆。我現在會幫忙做家務，
幫婆婆按摩，更會唱歌和跳舞哄她笑。我愛我的婆婆。

孫女
詠渝敬上

4C   周詠渝

親愛的老師：
　　多謝您們教導我們。

學生 
劉家謙上

4C   劉家謙

親愛的劉蕙芳老師：
　　多謝你一直以來的教
導，令我增廣見聞，獲益
良多。

學生
梁振希上

4D   梁振希

親愛的陳丹瑤：
　 多謝你常在小息時陪我
談天和吃小吃，還常常鼓
勵我。

泳喬

4D   彭泳喬

親愛的劉蕙芳老師：
　　謝謝您一直教導我們
中文和一直照顧我們。謝
謝您！
祝您身體健康！

學生
佩詩上

4D   黃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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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譚老師：
　　謝謝您用心教導我中
文。您不但令我的中文成
績進步，還提升了我對中
文科的興趣，真的非常感
謝您。祝您身體健康！

學生 
嘉晴上

5A   梁嘉晴

親愛的父母：
　　我非常感謝你們一直
以來的照顧，不斷鼓勵我
學習。當我情緒低落的時
候，你們就一直安慰我；
當我快樂時，你們就會陪
我談天說地。

兒子
政甲上

5B   邱政甲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一直以來的照顧和教導，令我獲益良多。在我失
意的時候，您會帶我走出黑暗，令我重見光明；在我氣餒的
時候，您會鼓勵我，令我重拾希望；在我失敗的時候，您令
我明白「經一事，長一智」，令我不再害怕失敗。感謝您無
私的奉獻，讓我有一個溫暖、愉快的回憶。在這個浩瀚無邊
的世界裏遇上您，是我的榮幸、福氣。媽媽，您辛苦了﹗

女兒
詠瑜敬上

5A   姚詠瑜

親愛的 5A 班科任老師：
　　謝謝您們為 5A 班無
私奉獻！您們辛苦了！您
們和藹可親、循循善誘、
風趣幽默。即使在停課的
這段日子，您們也用了很
多方法教導我，使我能停
課不停學。再次謝謝您們
的無私奉獻！

學生
心悠敬上

5A   陳心悠

親愛的爸爸媽媽：
　　謝謝你們一直不求回
報地教我做人的道理，也
不怕勞苦地養育我，謝謝
你們。

女兒
馮昕琳上

5A   馮昕琳

親愛的爸媽：
　　謝謝你們每天都辛苦掙錢照顧我和妹妹，讓我們有幸福
的生活！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你總會教導我；每逢考試前
夕，你們都會陪我溫習；當我拿到了好成績，你們就會送禮
物鼓勵我。最近，爸媽答應我和妹妹如果每天都能夠完成功
課，就可以買一份禮物。我們完成後，爸媽買了一盒樂高給
我們，證明了爸媽十分疼我和妹妹。將來我長大後，會好好
找一份好工作，掙錢來孝順父母，以報答你們的養育之恩！

女兒
  潁瑜上

5B   林潁瑜

親愛的爸爸媽媽：
　　謝謝你們一直都很關
心和愛護我。每當我感到
傷心的時候，你們都會聆
聽我的心聲和安慰我。每
次當我做錯事的時候，你
們都不會責罵我，而是耐
心地教導我。每當我考試
成績不理想的時候，你們
都會叫我不要氣餒，繼續
努力。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
們！

女兒
黃芍琳上

5B   黃芍琳

親愛的爸爸：
　　謝謝您！你每天辛勞地工作，養育我和哥哥。你放工後，
還和我們談天，更帶着疲累的身軀來和我玩遊戲。有時候，
我和哥哥做錯事情，令你生氣，但你總會和我們說道理，而
不是直接責罵我們。謝謝你！我會努力讀書，長大後貢獻社
會。
祝您工作順利！

女兒
  君怡敬上

5B   傅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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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媽媽：
　　謝謝你那麼多年的照
顧。

兒子
偉謙上

5C   黃偉謙

親愛的崔老師：
　　我雖然不是成績很
好、又乖的學生，但是崔
老師仍然耐心教導我。感
謝您對我和我們班同學的
關心和愛護！

學生
劉建晴敬上

5D   劉建晴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這些年的陪伴和支持。每當我傷心失意時，您都
會安慰我，在我有困難的時候，您會幫助我，讓我渡過每一
個難關。記得有一次，我生病發燒了，您不分晝夜地照顧我，
顧不上喝一口水，非常感謝您對我的照顧。我一定會努力讀
書，不會辜負您的期望。最後，祝您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愛您的女兒
芷晴敬上

5C   郭芷晴

親愛的嫲嫲：
　　我最喜歡嫲嫲，你在
這個長假期中一直陪伴
我，每天悉心照顧我，我
祝你身體健康，日日都開
開心心。

子俊上

5D   黎子俊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謝謝你們一直照顧
我，我明白你們的辛苦，
所以我會努力讀書和幫你
們做家務。

女兒
潔姮上

5D   盧潔姮

親愛的爸爸：
　　多謝你教我數學。

海晞上

5E   陳海晞 親愛的李老師：
　　我最想感謝我的四至
六年級班主任 --李老師，
您由三年級開始已經是我
的中文老師，到現在已有
四年了，您的課堂既生動
有趣，又清楚易明，我不
但在您身上學到很多很豐
富的知識和道理，同時亦
讓我對中文的閱讀及寫作
產生濃厚的興趣，多謝您
一直悉心教導及鼓勵。相
信升到中學後，我仍會記
得我的中文老師 --李老
師，感謝您！

學生 
林靖晞敬上

6A   林靖晞

親愛的李偉兒老師：
　　不知不覺，我快將畢
業了！多謝您在我們快樂
的時候陪伴我；在我們傷
心的時候安慰我；在我們
害怕的時候鼓勵我……多
謝您一直的養育、無私的
貢獻和溫暖的關懷，您的
好意我永不忘記，您的言
行永遠取藏在我心中最深
的抽屜！多謝您！

學生
曉而敬上

6A   羅曉而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多年來悉心的照
料和關心，讓我能愉快地
生活。

女兒
真而上

6A   林真而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對我悉心照
顧。

女兒
丞琳上

6A   黃丞琳

親愛的老師們：
　　多謝各位老師在停課
期間關心我們的學業，製
作網上教材，即使在家上
課，我們都能好好學習，
我們會努力讀書作報答！

學生
澄欣上

5E   林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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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爸媽媽：
　　感謝你們十一年來的
照顧，令我學到了不少東
西，我會繼續努力學習，
以報答你們。

女兒
嘉藍上

6B   鍾嘉藍

親愛的媽媽：
　　感謝你永遠在我身邊
陪伴着我，在我不開心時
安慰我，讓我經常感受到
溫暖的母愛，讓我有一個
幸福快樂的家庭。謝謝
您，我最愛的母親。

女兒
倬嵐上

6B   張倬嵐

親愛的麥潔玲老師：
　　感謝你一直以來悉心
的教導，令到我的成績進
步不少。

學生
梁曉桐上

6B   梁曉桐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對我的照顧及
關懷，讓我健康快樂地成
長，謝謝您陪伴我成長。

兒子
晉安敬上

6A   李晉安

親愛的老師：
　　今年是我最後一年留
在沙官這個大家庭，我很
感謝老師和同學這六年來
對我的關懷和照顧。

學生
凱琳上

6B   甄凱琳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無微不至地照
顧我，讓我感到溫暖。您
真是我心中最偉大的人
物，長大後一定會報答您
的。

智楗上

6B   黃智楗

親愛的父母：
　　感謝你們一直以來的
照顧，你們給了很多時
間、金錢和愛在我的身
上，又常常支持我，謝謝
你們！

張諾希上

6C   張諾希

親愛的老師：
　　在這疫情下，我們雖
然不能上課，但很感激老
師們為學生準備的網上教
學，為我們升中作好準
備，真的很感恩我們有一
班無私的老師。

學生
沛霖上

6C   鄺沛霖

親愛的陳善愉老師：
　　謝謝你的教導，令我
進步了不少。我十分喜歡
上你的數學課，感恩這兩
年有你的用心教誨。陳老
師，謝謝你！

學生
林心悅敬上

6C   林心悅

親愛的陳老師：
　　六年小學的生活，是
您給我們解答難題，是您
讓我們不要輕言放棄，是
您帶我們走過風雨，是您
用知識把我們哺育，讓美
麗的鮮花帶着我們的敬
意，讓動聽的旋律帶給您
一絲甜蜜。快要畢業了，
老師，感謝這兩年對我的
教導。我一定會堅持，向
夢想進發！

學生
柏安上

6C   王柏安

親愛的李老師：
　 多謝你每天都給我們
教學。

學生
周泰然上

6E   周泰然



視藝科作品

小一學生作品欣賞－昆蟲世界

1A 駱玟搴 1A 羊一心 1A 衛家凝

1C 鄒斯睿 1B 馮桂瑩 1D 郭芯攸

1C 何泳儀

1A 張欣悅1A 陳子仁

1D 曹穎恩

1B 陳韋辰

1D 何宗禧
1C 陳紫彤

1E 曾灝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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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一學生作品欣賞－花花世界

1A 衛家凝

1B 曾慧賢

1C 陳紫彤

1E 黃鍶雅

小一學生作品欣賞－有趣的髮型

1E 郭彥琳1B 陳韋辰

1D 何昕曈

1D 黃千雪1E 馬暄沂

1C 張芍兒

1B 周思如

1C 陳紫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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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一學生作品欣賞－河裡的寶石

小二學生作品欣賞－紙袋時裝

1A 黃冠森
1B 馮桂瑩

1C 張語嫣
1E 鄒梓琪

2E 巫朗晞2A 梁楚兒2E 梁辰羽

2C 江欣桐
2C 鄒梁耀

2D 黃衍龍

2D 嚴筱嵐
2A 鄺浩麟

2B 莊凱晴
2B 馮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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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二學生作品欣賞－創意無限 FUN

2D 梁嘉豪

2B 彭晞桓

2A 李博文

2C 李柏賢

2B 郭子晴

2C 李文雅

2A 羅妡瓷

2D 湯梓昕
2E 趙若雅

2E 鄭喜而

2E 張瑋盈 2E 王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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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學生作品欣賞－有趣的動物



視藝科作品

小二學生作品欣賞－歡樂的房子

小二學生作品欣賞－益智釣魚樂

小二學生作品欣賞－蝴蝶處處飛

2B 彭晞桓

2A 林靖然2A 羅子雅

2E 張瑋盈

2D 梁天嵐2A 林靖然
2C 李柏賢

2A 吳紫瑜 2A 曾奕昕 2A 林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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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三學生作品欣賞－我名我姓

3C 劉靖桐

3E 張綺妮

3A 謝光程
3B 黃浠喬

3A 郭思言
3C 黃灝恩

3B 曾繁卓 3E 莫寶兒

3D 秦嘉蔚
3D 廖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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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三學生作品欣賞－書包素描

3A 劉冰 3D 關文熙
3A 郭思言

3B 許文灝
3B 吳梓祈

3C 李雨霏 3A 董伊晴

3E 劉越 3D 林軒如 3C 黃傑雯
3D 李卓軒

3C 李卓妍 3E 陳翺嘉
3B 黃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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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三學生作品欣賞－我的創意牆紙

小三學生作品欣賞－瓶花

3E 張嘉晴3C 李雨霏3E 張綺妮

3B 嚴詠斐 3E 陳翺嘉
3C 禤佳穎

3A 曾欣潼
3A 陳晞榆

3B 陳睿言 3B 黃英雅

3C 王康敏
3D 廖雅瑩

3D 關文熙
3E 劉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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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四學生作品欣賞－線條世界

4B 宋晞瑤

4B 李懿津

4C 陳曉悠

4A 施明蔚

4A 陳永寧

4B 梁樂冰
4A 陸熙文

4C 岑昱緪

4A 柯欣彤

4C 劉家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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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四學生作品欣賞－蔬果王國新人類

4A 曹洪鳴、李永彪

4A陳向昕、羅希雅、
施明蔚、嚴焯盈

4A 張欣熙、郭惠蕎

4A陸子晴、麥倚藍、
柯欣彤、唐向汶

4B陳凱淇、關柏禧、
李柏霆、蕭珈浠

4C朱朗溢、符慧妍、
劉繼軒、盧樂琳

4B范禮希、許哲朗、
高子琛、鄧樂言

4B 古綽蕎、吳紫寧、 
潘瑤、宋晞瑤、杜宇澄

4C彭奕熹、蔣凱喬、
蔡卓熙、衛紫瑤

4B關柏謙、梁正楠、
梁樂冰、王柏樂

4C陳曉悠、周詠渝、
孔德正、潘浚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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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朱朗軒、鍾正然、
梁振希、黃佩詩



視藝科作品

小四學生作品欣賞－走進奇異的夢

4C 符慧妍
4A 李永彪

4C 衛紫瑤

4A 羅希雅

4A 柯欣彤
4B 關柏謙

4B 李柏霆

4A 陳浩天

4B 古綽蕎

4A 施明蔚

4C 周詠渝
4D 劉子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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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四學生作品欣賞－靜物素描 - 水果

4A 麥倚藍

4D 張宇軒

4D 黃佩詩

4C 劉永樂

4A 張欣熙

4B 潘瑤

小四學生作品欣賞－創意紙杯蛋糕錢箱

4C 周詠渝 4B 鄧樂言

4A 陸熙文

4B 古綽蕎

4B 關柏謙 4A 張欣熙

4B 宋晞瑤

4B 歐陽樂言

4A 張天恩

4A 邱禮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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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黃佩詩

4D 陳丹瑤

4D 林玥宜



視藝科作品

小五學生作品欣賞－海邊拾貝

小四學生作品欣賞－彩色玻璃器皿

5D 林珈羽

5C 郭芷晴

5A 王恩翹

5E 梁沛琳

5E 林澄欣

5E 朱宴樂

5B 蕭渙旋

5D 梁諾霏

4B 梁樂冰

4D 郭惠嵐

4D 鄧雪迎

4B 宋晞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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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五學生作品欣賞－我的理想房間

5B 李嘉英

5A 嚴雪倫

5B 林潁瑜
5A 吳梓殷

5D 沈嘉童

5D 劉靖楠

5A 李晞童

5A 王恩翹

5B 鄺展晴

5D 張蕊晴

5D 劉子晴

5D 梁諾霏

5C 劉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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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六學生作品欣賞－威尼斯面具

6B 吳琬楹

6E 周泰然 6C 林心悅

6E 施欣宇

6A 林宥鍁

6D 張娜
6C 賴寬儒 6D 區愉童

6E 莫采文 6A 歐曉嵐
6B 陳卓瑩

5B 蕭渙旋5A 駱靖喬
5A 何哲柏

5B 林俊希
5B 黃一樂 5C 陳樂遙

71



視藝科作品

小六學生作品欣賞－同學側面睇

小六學生作品欣賞－仿教堂玻璃畫

6A 文欣鍵
6A 胡安子

6B 周傲襄
6B 鍾嘉藍

6B 馮凱澄

6C 廖鎧霖 6C 賴正言
6D 彭子晴

6E 何伊蕎
6E 莫采文

6A 林靖晞

6E 黃譓真
6A 羅婥蕎

6D 張蔚嵐

6C 廖鎧霖

6B 吳琬楹
6D 馮孟清6C 鍾倬然6B 鍾嘉藍

72



視藝科作品

小六學生作品欣賞－歐普魔鏡

6C 廖鎧霖
6A 梁穎琴

6E 李希比

6C 何丞哲

6A 朱顥強

6D 張蔚嵐

6B 林海寧

6A 梁希琳

6D 張娜

6B 張倬嵐

6C 陳悅弦

6B 陳澤遠

6A 歐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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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小六學生作品欣賞－立體新同學

6C 許子津 6E 劉恩欣

6B 黃俊銘

6D 鄧樂兒
6C 江慧欣

6A 羅曉而

6A 李晉安 6E 楊浩溢

6B 湯梓朗

6C 鍾倬然

6B 周傲襄

6D 張娜

6D 區愉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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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校內繪畫比賽－ P1 昆蟲世界

校內繪畫比賽－ P2  活著多美好

1E 曾善柔
亞

1B 黃皓軒
冠

1C 劉靖唯
季

1C 吳思穎
優

1E 江正匡
優

2A 林靖然
亞

2B 姚希璇
冠

2A 梁楚兒
季

2C 李文雅
優

2E 張瑋盈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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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校內繪畫比賽－ P3 瓶花

校內繪畫比賽－ P4 走進奇妙異的夢

3E 張綺妮
亞

3D 廖悅均
優

3E 張海瞳冠

3A 馮卓雯
季

3C 黃傑雯
優

4B 宋晞瑤
冠

4B 梁樂冰
亞

4A 陸熙文
季

4C 陳曉悠
優

4A 麥倚藍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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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校內繪畫比賽－ P5 我手創無限

校內繪畫比賽－ P6 同學面面觀

5A 王恩翹
亞

5A 郭泳欣
冠

5E 林澄欣
季

5B 蘇茵蕎
優

5C 郭芷晴
優

6A 熊翊廷
亞

6E 莫采文
冠

6E 李希比
季

6B 吳琬楹
優

6B 蔡詠沂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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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綜合畫班 A －北極熊

綜合畫班 A －櫻花賞

1A 康可晴

2B 彭晞桓

3B 黃浠喬

2E 周家穎

3A 梁瑋昕

3C 李雨霏

3B 吳卓盈
3C 張倬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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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綜合畫班 B －悠閒下午茶

6B 周傲襄 5C 陳樂遙

5E 林澄欣
6E 張珈瑜6B 陳卓瑩

6A 胡安子
6D 彭子晴

5D 張蕊晴

5A 彭珮茵

5B 鄭柏晞
4D 黃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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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作品

綜合畫班 B －雪地上的動物

5D 吳鈺莊 4A 李永彪

4B 李懿津

5A 鄭柏晧

4B 潘瑤

4D 黃佩詩

5A 彭珮茵
5D 張蕊晴

4B 古綽蕎

5E 梁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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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小童心集」編輯委員會

顧問：曾錫文校長
統籌：蔡子芬主任　　張珮琳老師
委員：李團順主任　　翟美珍主任　　吳佩華主任
　　　譚惠儀老師　　劉蕙芳老師　　李偉兒老師
　　　蘇志萍老師　　麥潔玲老師　　
　　　趙丹琳老師　　陳開莉老師　　陳善愉老師
　　　崔淑嫻老師　　廖月嫦老師　　吳汝壁老師

封面設計：5C 黃偉謙
封底設計：5A 陳芯柔

特別鳴謝：各中英數、視藝科老師、外籍老師 Miss Linda 及各班主任

沙田官立小學

地址：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電話：2604 9867

傳真：2602 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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