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期

1

目錄

英文科 P.16
圖書科 P.26

中文科 P.1

常識科 P.22
視藝科 P.28

2

1

我們都是好朋友

看圖寫作(三)

許紫琦（小一信）

麥柏林（小二愛）

吳淑欣（小二愛）

邀請卡

今天天氣晴朗，小美、小天和小芬相約打羽毛
球，他們覺得很累，所以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吃東西。
小天吃香蕉，小芬吃三明治，小美說：「我在喝果
汁。」大家十分高興。

黃詒雋（小一信）

親愛的家明：
我想邀請你來參加我的生日會，希望你能出席。

吃東西後，小天把香蕉皮隨手扔在地上。小美說：
「小天，你不可以隨地扔垃圾！」小天聽完，知錯了，
小天向小美說：「對不起！」

日期：五月十三日（星期天）
時間：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點：逸東邨麥麥家
					

這時，一個老婆婆走過來，她的袋子有水果，她
看不到地上的香蕉皮，踩在香蕉皮上，滑倒了！她大
叫起來：「我很疼痛啊！誰把香蕉皮扔在地上？」

同學

					

加加

					

五月六日

加加的生日卡

鐘嘉澄（小一禮）

陳瀴汭是我的好朋友，因為她會和我一起在操場
上玩耍，一起在課室裏做功課。
我們還會一起在操場分享食物和玩「跳飛機」，
一起在圖書館裏看中文圖書和英文圖書，很開心呢！

日記一則
三月六日

星期一

黃詒雋（小一信）
陰

今天，學校舉行清淡午餐，我和同學一起參加。
我們在禮堂吃麪包和看電影，十分有意義。

看圖寫作
吳晨（小一愛）

黃詒雋（小一信）
星期天，我、媽媽和爸爸一起到郊野公園放風
箏，我的蝴蝶風箏飛得又高又遠。接着，我們去郊遊，
玩了一整天，大家都玩得很高興。我十分感謝父母帶
我去玩！
許紫琦（小一信）
星期天，媽媽、爸爸和我一起在郊野公園的草地
上放風箏。我的風箏愈飛愈高，郊遊真好玩！我感到
十分快樂，因為可以看見美麗的天空，而且媽媽和爸
爸真的一整天都陪着我，我十分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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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和媽媽帶我到郊野公園放風
箏。到了公園後，爸爸媽媽教我放風箏。首先，媽媽
拉着我的小手，而爸爸就拿着風箏跑。最後，蝴蝶形
的風箏放上天空，漂亮極了！最後，我們都快快樂樂
地回家。
陳栢晞（小一望）
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媽媽和我一起到郊野公園
郊遊，我們在草地上野餐。午餐後，我小心地拿出我
們一起做的蝴蝶風箏，在草地上放風箏，我們過了愉
快的一天。

幸好，小美和小芬看到老婆婆滑倒了，立刻扶起
老婆婆。老婆婆向小美和小芬說：「謝謝你們！」小
天向老婆婆道歉。
經過這件事，小天明白為什麼不可以隨地扔垃
圾，所以他知錯了。

兒童嘉年華會

白晞晴（小三信）

今天天氣很好，小天、小美和小芬在環境優美的
公園裏打羽毛球。他們很累，於是坐在長椅上休息。
我們說：「我們吃點東西吧！」
吃東西後，小天把香蕉皮扔在地上。小美十分生
氣地說：「為甚麼你亂扔垃圾？你應該把香蕉皮放在
垃圾箱裏。」聽完小美的勸告，小天無動於衷。
這時，老婆婆拿着袋子，慢慢地走過來。老婆婆
不小心踩到地上的香蕉皮而滑倒，老婆婆的塑料袋裝
着的蘋果和橙都掉在地上。老婆婆覺得很疼痛。
小美和小芬看見老婆婆滑倒，他們扶起老婆婆。
小天看見了，連忙幫老婆婆撿起地上的水果，向老婆
婆道歉，表示自己知錯了，不應該亂掉垃圾，覺得很
慚愧。老婆婆看見小天的態度誠懇，就原諒小天，小
天也答應以後不會亂扔垃圾了。
經過這件事，小天明白不可以亂扔垃圾。

戶外學習日

白晞晴（小三信）

上星期六，爸爸和媽媽帶我到兒童嘉年華會遊
玩。我感到十分興奮。

上星期五，老師、同學們和我到大自然教育中心
參觀，我感到十分高興和期待 !

一進入嘉年華會會場，我看見有的人在小食亭旁
津津有味地吃着美味的小食，有的大人在旁邊愉快地
為孩子拍照留念，有的人在跑道上興高采烈地進行
「二人三足」比賽。我感到會場很熱鬧 ! 我立刻拍了

一進入大自然教育中心，我看見有的工作人員在
努力地售賣紀念品和標本，有的人在小食亭裏快樂地
吃小食，有的人愉快地參觀不同的展覽館。首先，
我到了園圃參觀。我在門外看見很多蔬菜和水果，有

許多照片。

白菜、蕃茄、蘿蔔、木瓜、草莓、玉米 ...... 農夫
看見在門外等候，立刻開門歡迎我，還教我如何種植
植物呢！首先，我們要翻土；然後，我們要播種；最
後，我們要澆水，就大功告成了！農夫還送給我九包
種子和三本有關種植書呢 ! 我對農夫說 :「我現在明
白了你們的工作是多麼辛苦了。」

首先，我到了「許願樹」的攤位，看到很多小孩
在心形紙板上寫下自己的心願。寫好後，我把它掛在
「許願樹」上。於是，我便拿起一張紅色的心形紙板 ,
再寫下自己的心願，我寫了 :「祝老師和同學身體健
康。」最後，我把它掛在「許願樹」上，我感到十分
高興呢 !
離開「許願樹」後，我們便到了沙地。我看到很
多人在堆城堡。我便到沙地上玩。可是，我一不小心
就把旁邊的小城堡弄散了，旁邊小女孩立刻哇哇大哭
起來，我感到很慚愧，所以我立刻向她道歉。
黃昏時，我和家人離開了嘉年華會。今天，我能
夠參加嘉年華會，令我感到很高興。我明白以後做事
要小心，不要影響別人。

然後，我們參觀鳥湖。我在鳥湖旁看見很多不同
的動物，例如 : 小鴨子、白鷺、烏龜 ...... 我看見
牠們可愛的模樣，禁不住立刻餵牠們吃東西呢！可
是，我一走過去，牠們都飛走了，我立刻傷心地哭了。
離開鳥湖後，我們到了昆蟲館。我在那裏看到很
多充滿生命力的小昆蟲，牠們在一個大大的透明的箱
子裏玩耍。我看到牠們在玩耍，也想變成一隻昆蟲
呢！當中，我最喜歡蝴蝶，因為牠們很美麗，所以我
立刻買下了三個蝴蝶的標本。
今天的戶外學習日，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我學
會了如何耕種，體會「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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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音樂農莊

黃雅薇（小三愛）

星期六的上午，我和家人一起到「音樂農莊」遊
玩，我們都感到很興奮。
當我們一走進「音樂農莊」，我們首先去參觀餵
飼牛羊的地方。我和弟弟看到很多可愛的牛羊，牠們
的樣子都很有趣。然後，那裏的管理員給我們一些飼
料和青草，我們就隔着圍欄緊張地餵飼牠們。那些牛
羊吃青草和飼料時，顯得津津有味，可能是牠們真是
太餓了，因此把我們的青草和飼料全都吃掉了。第一
次體驗接觸小動物，還可以感受餵飼牠們的樂趣，真
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我會好好珍惜，我還會再來
的。
接着，我們到了耕種的地方，我看到那裏有很多
耕種的工具，我馬上就有力氣了。我在老師的悉心指
導下，我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完成任務的。首先，我們
翻鬆泥土和拔去雜草，然後把種子放在泥土裏，再澆
水，讓它茁壯成長。那天我感受到原來農夫種植蔬菜
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不會浪費食物了。
跟着，我們走到那裏的餐廳準備享用廚師給我們
安排的有機蔬菜午餐。在午餐裏，我們吃到很多新鮮
的有機蔬菜，全都有天然的風味，最喜歡吃番茄、西
蘭花、西洋菜、娃娃菜、生菜……那些蔬果甜美可口，
真令我百吃不厭！
大約在下午三時，我和家人帶着愉快的心情準備
離開農莊了。經過這一天，我學會了珍惜食物，還會
愛護大自然和動物，我更會把這次難忘的經歷與朋友
分享。

難忘的運動會

伍秀旻（小三愛）

今天，老師帶領我和同學到城門谷運動場進行陸
運會，我們都感到很緊張。
大約在早上九時，我們便到達運動場，我看到運
動場上有的人在參加跳高，有的人在參加賽跑，有的
人在參加跳遠。我感到很興奮，因為我不知道我們的
同學會否獲勝。
過了一小時，我準備參加一百米跑步比賽，我看
到很多運動員集合在跑道旁邊熱身，還有很多評判準
備為大家打風，我的心情很高興。比賽開始，我全神
貫注，向着目標進發，我奮力地跑，我旁邊的同學跑
得比我快，我不甘示弱，再發力追過她了，我感到很
滿足，因為我最後得到第三名。
今天的運動會，我感到很難忘，因為我賽跑的成
績比上年優勝。這一次的比賽令我學會了友誼比獲奬
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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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了

黃凱欣（小三望）

復活節那天，媽媽、外婆、弟弟和我去買玩具。
我買了音樂盒，卻不小心弄壞了音樂盒，這件事教訓
我做事不要這麼心急。
復活節的早上，媽媽、外婆、弟弟和我高興地去
買玩具。我買了音樂盒，弟弟買了超人玩具。我和弟
弟感到心花怒放，因為可以買玩具。接着，媽媽和外
婆用羨慕的眼神看着我們，並笑着說：「你們真好 !
買了這麼多玩具。」 我說：「謝謝你們，我會對你
們好一點。」然後，我們就興致勃勃地回外婆家去。
回到外婆家後，我就立刻拆開音樂盒，卻不小心
弄壞了音樂盒 。因為我按了一個會發出聲音的按鈕，
不停地按，所以弄壞了音樂盒了。那時，我的心情很
難過。我大哭大叫，說：「媽媽，對不起 ! 我不小心
弄壞了你給我買的音樂盒。」媽媽安慰我，並說：「沒
關係 ! 下次再給你買。」那時，我覺得媽媽很關心我。
媽媽還給我喝一杯暖的水，令我冷靜下來。我心想 :
謝謝您 ! 媽媽。如果你老了或很傷心的時候。我也會
溫柔地安慰您。
今天，我感到樂極生悲，因為我玩音樂盒，玩得
太忘形了。經過這件事，我學會了做事不要這麼心
急。

秋天的景緻

李世天（小四望）

我最愛的季節是秋天，為什麼？因為我喜歡秋風
吹在我的臉上，感覺涼爽；因為我喜歡太陽照在我的
身上，感覺溫暖；因為我喜歡看着樹上葉子的顏色轉
變，由綠色變紅色、橙色和黃色，有趣極了！
我最愛秋風乾爽的感覺，不像春天時的風，吹在
臉上黏黏的。我喜歡在秋天時跑步，因為可以感受到
秋風迎面吹來。秋天時，每當上體育課跑步，我都會
好好享受秋風。
我最愛秋天的太陽，不像夏天時的太陽那麼猛
烈。秋天的陽光下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喜歡
在秋天燒烤。每當學校秋季旅行，我都會在溫和的太
陽下燒烤，享受秋天燒烤的樂趣。
我最愛秋天的樹葉，我愛看着大樹每天像更換衣
服般由綠色換上紅色，換上橙色，又換上黃色。遠足
的時候，我都會看着樹葉一片一片的落下來，好像
「秋天的精靈」紛紛起舞。
所以我最喜歡秋天。你喜歡嗎？

難忘的運動會

馮小殷（小四信）

十月八日，全校師生到城門谷運動場參與一年一
度的運動會，大家十分期待這次學校舉行的運動會。
到達會場後，我們看到有些高年級的參賽者已經
在進行不同的比賽，有的人在跳遠，有的人做啦啦隊
隊員，有的人在跑步。這是，我發現我班的同學正在
進行比。於是，我們為他們加油，他衝線了，我們便
高興地歡呼。他帶着一個金牌回來，我們看了也非常
高興。
等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我上場了，我走到召集
處，準備參加六十米賽跑比賽。我的心情非常緊張，
我看到裁判員準備發號司令，同組的參賽同學蹲來。
比賽開始了，我奮力向前衝。這時候，旁邊的參賽者
飛快地向前跑，我立刻加速衝線了，可惜我只能取得
小組第六名。我回頭看，看到有一個參賽者跌倒了，
她哭起來了，我安慰她說 :「妳沒事吧 ? 我帶你到治
療室吧 !」她回答我 :「謝謝妳安慰我，可是不用了 !」
於是，她站起來飛快地在我身旁跑起來，然後衝線
了。我感到很高興，因為她能完成賽事。

秋遊

吳文樂（小四愛）

今天，晴空萬里，秋高氣爽，學校舉行了秋遊活
動—萬佛山。
我們分別乘坐旅遊車出發。在旅遊車上，我看着
窗外飛逝的風景，只見一塊塊的農田裏長着一片片綠
油油的稻田，我便說：「啊！這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
像好朋友一樣手牽着手，互相依偎着，真想融入其
中。」
一個小時過去了，我們終於來到了萬佛山的山腳
下，同學們井然有序像魚貫下車。一下車，首先映入
眼簾的竟是一條清澈見底的河流，河流像一面鏡子一
樣，倒映着河岸上的樹木，山水融合在一起，真是美
極了。然後，一些愛臭美的男女同學也沒有錯過這一
塊天然的大鏡子來「扮靚」一下。
之後，我們沿着像蛇一樣的山路一步步地往上
爬。一路上，我們像快樂的鳥兒一樣，有的嘰嘰喳喳
地唱着歌，有的歡樂地聊天，有的較胖的同學正努力
地往上爬。這時，風輕輕吹起，小路兩旁的花草樹木
也在微風吹拂着，彷彿在向我們招手，歡迎我們的到
來。當我們爬到半山腰，有些同學異口同聲地叫：「很
累呀！」於是班主任叫我們休息一會兒。過了一會
兒，我們再繼續往上爬，不知不覺終於到了萬佛山的
山頂，那時有些同學已累得氣喘吁吁，一屁股坐在草
地上休息，也有的被這一望無際的大草坪深深的吸引
着，連累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了。班主任老師便說：「自
由活動開始，同學們盡情地享受吧！」同學們有的在
草坪上玩遊戲，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跳舞，有的還在
打羽毛球，盡顯自己身手……節目豐富多彩，我們玩
得特別的盡興。
到了午飯時，我看到了同學們拿出各式各樣的飯
盒，如：兔子外型的，獅子外型的，熊貓外型的……
而我的最特別了，因為它是精靈球外型的飯盒。
轉眼間，又到回程時間了，我們和老師依依不捨
地離開了萬佛山，回學校去。
秋遊既能使人愉快，又是一個有意義的活動，讓
我能親近大自然，又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還能鍛煉
我們的身體呢！

下午三時，我們便回到學校去，我感到依依不
捨，因為我要多等一年才能再參加學校的運動會。這
一次的比賽令我學會了堅持，才算有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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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別的朋友

甄恒（小四信）

李蔚嵐（小四信）

在我的身邊有一位「特別的朋友」，它不是人，
也不是動物，而是我的手機。

我有一個特別的朋友，我非常喜歡牠，牠就是我
家的小狗——蛋蛋。

在生活中，手機給我們娛樂、知識、新聞……但
是有一天，因為我沉迷玩電話遊戲，所以被媽媽沒收
了手機。於是我理直氣壯地對媽媽說：「媽媽，為什
麼要沒收我的手機呢？」「因為你沉迷電玩遊戲，手
機不只是用來玩遊戲這個功能，還可以查資料、看新
聞和看天氣等。如果你只用手機玩遊戲的話，那你就
錯了。」媽媽生氣地說。

蛋蛋擁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肥胖的身體和短
短的四肢。為什麼牠成為我一位特別朋友？是這樣
的……

「我知道了，下次不會再玩了。」我說。媽媽又
說：「這話不對！你可以玩，但是不能玩太久，因為
你這位特別的朋友也要休息，所以每天只能玩兩小
時，知道嗎？」「明白。」我點點頭地說。

還有一次，我在測驗中，取得很低的分數，被媽
媽責罵，我很不開心。接着，蛋蛋走過來，用手輕輕
地拍拍我的手，好像在跟我說：不要灰心。牠的安慰
令我感到舒服了一點。

在這件事中，我學會了要保護我這位特別的朋
友，就算它壞了，我也不可把它扔掉，因為它是我特
別的朋友。

牠好像我的親生姐姐一樣，既親切又關心我。睡
覺時，他總會和我一起睡覺；玩耍的時候，牠也會陪
我一起玩耍。牠無時無刻也在我身邊陪伴我。

經過了媽媽的責備後，我細心一想，終於明白媽
媽的意思了。所以我跟媽媽說：「你可以不扔掉我的
手機嗎？因為它對我很重要，所以請你千萬不要把它
扔掉啊！」「一部破手機有什麼用處，它教過你甚
麼？」媽媽說。它雖然沒有教過我，但它每天都幫我
查資料。」我說。

蛋蛋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不能沒有了對方，
無論在哪裏，我們都會是永遠的朋友。

後來媽媽決定不再扔掉我這位特別的朋友了。

一位勤奮的人

勞倩寧（小四愛）

我的身邊有一位勤奮的人，她是一位認真的人，
你知道她是誰嗎？她就是李雨。
她很老了，歲月奪走了她原本的容貌。她的皮膚
很黑、個子矮小、頭髮花白、瘦骨如柴。可以說，她
身上沒有一點吸引人的地方，但她確實很勤奮。
她每天總是很早起床，到大街上掃地，她認真對
待這份工作，把這條街道上的落葉垃圾全部都掃得乾
乾淨淨，一點灰塵都沒有。
只要當我要經過那條大街，我都要捏著鼻子，因
為清潔工人每天推著垃圾車走來走去，就想一個臭味
散播局一樣，只要隨風一吹，臭味就會散播，讓人走
得遠遠的，恨不得一輩子都不見到它。唯有清潔工人
好像沒有嗅覺一樣推著垃圾車走來走去。她十分認
真，中途沒有一點偷懶，知道黃昏她都在滿頭大汗地
工作。由此可見，清潔工人是最勤勞的人，所以我十
分欣賞她。「勤奮，堅強的性格，一旦確認目標，不
管有多大的困難，一定達成目標。」這個道理我是從
這位普普通通的清潔工人身上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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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別的朋友

有一次，突然下起大雨，我沒有帶雨傘，我正想：
怎麼辦？這時，蛋蛋好像明白我的心思，牠的頭朝向
屋簷的地方，好像想我們走過那兒避雨，真是感謝牠
的提醒。雨停了，我們便開開心心地回家去。

一位值得尊敬
的人––媽媽

音樂農莊

吳璟軒（小四信）

年宵市場

梁家晞（小四望）

上星期天，我提議到「音樂農莊」遊玩。於是，
我們一家人興致勃勃地一同出發。

年三十晚，我們一家人往東涌的足球場逛年宵市
場，我們十分雀躍。

一進入農莊，我們提聽到悅耳的音樂。接着，我
看到數之不盡的牛和羊，牠們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走
來走去。牠們時而咩咩叫，時而哞哞叫，像在歡迎我
們。跟着，我買了一堆草，我揮動着十根草，兩隻羊

一進入年宵市場，我看見那兒門庭若市，年宵市
場內，有的人在賣年貨，有的人在賣糖果，有的人在
賣年花。首先，我們在賣年貨的攤檔四周觀看，觀看
不同的攤檔。我看到賣糖果的攤檔，檔主大叫大喊 :
「買二送一 !」我看到七彩繽紛的糖果。於是，我請
媽媽替我買糖果。媽媽點頭稱好，我們便把糖果買下
來，我立刻嘗了一口，糖果非常美味。

走過來，其中一隻羊先跑來狼吞虎嚥地吃了我的草。
這是我第一次餵飼動物，我感到十分滿意。
餵飼牛羊後，我們餓了。媽媽提議 :「我們不如
一起嘗嘗有機午餐吧 !」媽媽買了五份有機蔬菜午餐。
我看見碟子上擺放了蘋果紅的蘿蔔、青綠的西瓜、紅
通通的草莓等。我先嘗嘗涼涼的草莓。這時，有一位
哥哥拿着色士風，演奏一首歌，我們一邊聽着音樂，
一邊吃着午餐，吃得津津有味。
吃飽後，我們便前往農地摘草莓。這是我第一次
摘草莓，我十分緊張。農夫說 :「草莓不能在炎熱的
天氣下生長，所以就用一塊布蓋住它們。」我拿着小
藍子，希望找到香香甜甜的草莓，我小心翼翼地摘了
又大又紅的草莓。我想 : 明天，我可以做草莓蛋糕了 !
我感到很難得，因為能和家人一起進行很多有益
身心的活動。今天，我們一家人一起度過了美好時
光，十分難忘。

接着，我們便前往觀看年花。我們沿着小路，一
向左轉，我就看到很多賣年花的攤檔，一棵棵桃花在
我的眼前，好像一大堆草莓氣味一樣清香，我希望它
為我們家帶來好運。
買年花後，我看到一個人的手上拿着滿滿的造型
氣球，有的是正方形，有的是圓型的，有的是長方
形……但我覺得氣球太貴了，所以沒有買氣球。
已經十點了，我們要回家了，今天我能夠和家人
一起逛年宵市場，一起買年花，一起買糖果，真是十
分高興。明天就是新的一年，我希望新的一年會非常
幸運。

馮小殷（小四信）

每人都有自己尊敬的人，例如：愛迪生、廸士尼
等等。可是我尊敬的人並不是個大人物，她就是我媽
媽。
媽媽的個子像我一樣，不太高，她的身材較矮，
又胖胖的；但是，她擁有世上最親切的笑容，她的眼
睛又大又美麗，當你看見她的明眸後，心裏不禁油然
產生一份踏實的感覺。
她經常給我們一家人燒飯，就算很普通的菜式，
也會做得十分味美。她常常做家務，例如：清洗食具、
洗衣服和吸塵等等，每一項事情她都做得很細心，沒
有一樣會出錯。
我尊敬她是因為她常常用心照顧我們，尤其是在
我生病時，她會給我熬粥或煮熱巧克力來給我享用；
她還會坐在我床沿，不停查問我的狀況是不是還好。
就算我沒有生病，她也會用每分每秒細心照顧我。
每天在我起床前，她已經給我準備好校服，然
後，為我煮最美味的早餐。媽媽時刻無微不致地照顧
我，我想說：「媽媽，我長大後一定會好好報答您
的！」

日記一則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吳文樂（小四愛）
晴

今天是中秋節，我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我既高
興又興奮。
晚上八時，我、媽媽、同學和同學的媽媽到東涌停
車埸天台玩花燈賞月，到了目的地，我才發現竟然自己
忘了帶塋光棒，所以我立刻跑回家裏取。之後，我將心
愛的瑩光棒折了一下，它發出‘啪啪’的響聲，便發出
閃閃發光的光芒，就像火炬一樣。
玩了一會兒，我們便又一起到了東涌碼頭賞月，我
們坐在碼頭邊一邊吃着水果、月餅，一邊吹着涼爽的海
風幸福的賞月，之後，媽媽說：「今年的月亮既明亮又

漂亮啊！如果以後的月亮都有那麼的圓和明亮照人的話
真好啊！」然而我看着這圓亮亮的月亮，我真的很想吃
掉它呢！
接着，我和媽媽把津津有味的月餅端出來，它的外
型是圓圓的，像一輪圓圓的月亮。我把月餅咬了一口，
它的味道又香又甜，吃了一口後，我『嘆』了一聲，原來，
月餅里有一個色澤呈金黃色的蛋黃。我和家人同學一起
吃月餅，金燦燦的月餅發出淡淡的清香，我們吃得津津
有味。
最後，媽媽叫我回家的時候，我還依依不捨呢！今
年的中秋節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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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動物

陳子泓（小四望）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我家飼養的小狗，牠既天真又
懶惰。牠有一條毛茸茸的長尾巴，讓牠的外表更好
看。
小狗擁有胖嘟嘟的身軀，一身軟綿綿的絨毛，彷
彿披着柔軟的羊毛地毯。牠圓圓的臉孔上有一雙水汪
汪的眼睛，就像兩顆亮晶晶的寶石，眼睛下還有一個
小巧的鼻子，樣子十分逗人喜歡。
我十分喜歡牠，尤其是牠吃狗糧的時候，牠先把
舌頭伸出來，然後一邊搖着尾巴，一邊狼吞虎嚥地把
食物吞到肚子去。當牠吃光糧食後，還會在我的身邊
團團轉，示意要我多給牠一些食物。我看見牠那麼機
靈，只好多給牠一些食物吧！這時候，牠才會心滿意
足地離開，安靜地享受着牠的美食。
我的小狗常常提不起勁，一副懶洋洋的樣子。除
了吃東西以外，牠總是躺在陽台睡覺。即使我多花唇
舌邀請牠一起出外逛逛，牠不是躺在地上曬太陽，就
是躲在牠的小屋睡懶覺，不會願意跟我到公園散步。
雖然牠十分懶惰，但是牠那慵懶的樣子十分討人
喜歡。我還是很喜愛牠呢！這麼可愛的小狗，我又怎
能不好好照顧牠呢？

遊動物園

余奕燊（小四愛）

今天，我和家人到動物園遊玩，一家人都很雀
躍，我也很期待。
一進園，我看見那兒人山人海，有的人在拍照，
有的人在吃東西，有的人在看指示牌。
首先，我到了熊貓區觀看熊貓。在那裏，我看到
有幾隻熊貓在打滾，有時滾向左，有時滾向右，好像
大皮球一樣。牠們有鬆軟的毛，大大的眼睛，像洋娃
娃一樣。我問媽媽 :「牠們非常可愛，我可不可以把
牠們的樣子拍下來 ?」大家都說好，我便用照相機拍
下許多特寫。
離開熊貓區後，我提議前往海豚區，家人贊成說
好。我們到了那裏，我看到有六隻海豚在跳舞，有四
隻在游泳。牠們的身體是灰藍色的，牠們有光滑的皮
膚和流線型的身體，所以牠們游得特別快。我把魚往
空中拋，其中一隻海豚立刻飛撲上來吃了我的魚，人
們立刻拍掌，爸媽也一起拍掌。
接着，我們又到了「獅子區」。我看到有五隻很
乖的獅子坐在地上。其中一隻獅子的毛髮是金黃色
的，但頭上有啡黃色的毛。餵飼員把肉放在地上，牠
用口咬着那塊肉，然後一口咬下去，牠吃得津津有
味。我們立刻把牠的吃相拍下來。
玩了一整天，我們都樂而忘返，便懷着高興的心
情回家去，我很難得和家人到動物園去，希望下次能
再來，我學會要愛護動物。

秋天的景致

陳彩瑤（小五愛）

「現在是黃昏五時，天氣轉涼，市民應該多穿衣
服，防止受寒。」天氣報導。我一邊穿衣服，一邊想：
天氣轉涼？為什麼天氣會轉涼呢？穿好衣服後，突
然，電話響了起來，我便急忙接過電話，電話傳來媽
媽的聲音，説：「要緊記五時半要到達餐廳啊！」我
回答：「嗯！」
不久，我便出門去，電梯到達大廈門口，門一開，
涼颼颼的風向我吹來，幸好我戴上圍巾和穿上一件暖
暖的外衣，才不感到寒冷。一路上，乾燥的秋風迎面
吹來，當我走着，看見光禿禿的樹木；走着走着，我
看到另一棵樹，樹的葉子黃澄澄的，葉子好像快要全
掉落了；我繼續向前走，一群登山客正在準備登上大
嶼山；我再走了一段路，一群鳥兒在叫，抬頭一看，
一大群候鳥正在飛翔，應該是要搬家吧。
啊！我到達餐廳了，我便跟媽媽説起剛才的景象，
媽媽説：「是秋天呢！你看到的都是秋天的景致啊！」
吃過晚飯後，我們一起走回家，我一邊走，一邊
想：秋天的景致真美啊！

尋找東涌舊村的故事
上星期四，陳老師帶我們遊覽已在東涌佇立了幾十

一位特別的朋友
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應該有一些好朋友，當中一定會
有一個令你感到很特別的朋友。而我就有一位很特別的
朋友，她就是何穎琪。她有一把濃密的黑髮，戴着一副
黑色的眼鏡，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個小小的嘴巴和大
大的鼻子，她的性格十分爽朗。
何穎琪的行為十分特別。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飯堂
吃午膳的時候，她經常緊靠着我的背，但我感到背部十
分沉重，所以我用力地推開她，但她依然背靠着我。我
生氣地說：「你知不知道你很重啊！差點把我壓死了，
所以請你快點離開我的背！」然後她靈機一動地說：
「啊！如果我可以買李樂怡回家的話，那就好了，那
我便可以每天靠着你的背了，然後你便糟糕了！哈哈
哈！」最後，我感到十分無奈。由此可見，何穎琪常常
有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她真是一個奇怪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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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舊村──馬灣涌村。起初，因為我之前已經到過這
個地方，所以對這個地方不感興趣，怎料卻有新體驗。
李樂怡（小五信）
何穎琪的愛好也很特別。還記得一次，我和她一起
到圖書館當值。當我們當值的時候，何穎琪突然發現了
一本關於迪士尼的圖書，她立即拿着那本書，跑到我身
旁，說：「你看！是有關迪士尼的書呀！想不到圖書館
也有迪士尼的書啊！」然後，她便唱起迪士尼電影的歌
曲，我笑着說：「我之前也聽過這首歌，但不太記得歌詞，
想不到你記性這麼好，真厲害！」難怪別人說她是一位
「迪士尼迷」了！
何穎琪真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同學，別人不做的事情，
她會做；別人做的事情，她又不會做。難道你們不覺得
她很特別嗎？

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走到舊村的入口，首先沿着
一道殘舊的鐵樓梯拾級而下，然後走進小路。小路兩旁
都是一些古色古香的店鋪和舊式的村屋。旁邊有一間士
多，在士多內擠滿了中外遊客，而士多裏的裝修不但非
常懷舊，而且具有人情味。店鋪內賣着ㄧ些懷舊小食，
還賣着各式各樣的涼茶。我還以為士多只賣小食和飲
料，原來還賣當地的特產──鹹魚、蝦乾和蝦醬呢！我
們離開士多後，經過狹窄的小路、酒家和理髮店，便來
到村屋。我們走到村屋門前時，我看到破舊的門上貼着
對聯和門神，很有中國特色。
然後，我們沿着小路一直走，經過一條分岔路時，
我們往右邊走，走到石橋。在石橋的旁邊，有一整排破
爛不堪的棚屋，有些棚屋已沒有人住並且荒廢了，而支
撐着棚屋的木條已經非常破爛了，但棚屋仍然屹立不
倒。突然，有一隻小白鷺從棚屋起飛，吸引了我的視線，

一位特別的朋友

陳彩瑤（小五愛）

大家最特別的朋友是誰呢？而我最特別的朋友
──字典。可能大家會認為我是一個瘋子吧！你們可
能會想：為什麼字典會是我的朋友呢？那就要從我讀
幼稚園的時候說起了。
那時，幼稚園的班主任──周老師和簡老師跟我
們說：「如果你們有不懂的字詞，就要去找『啞老師』
吧！」由於那時候的我，年紀還很小，不知道「啞老
師」是什麼意思。直到我讀三年級時，我才領悟到什
麼是「啞老師」──原來是「字典」。
我知道「啞老師」的意思後，我不但在休息時會
翻一翻字典，遇有不明白的字，也會馬上找字典幫
忙，好讓我知道每個字詞的意思。翻一翻，查一查，
它就已成為我小時候的「朋友」。它可算是「亦師亦
友」吧！因為它一方面教導我，猶如老師一樣，我每
翻到一些有趣的句子，就好像它在跟我說笑話，猶如
朋友一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朋友呢？如果有，請大家
好好愛惜它，沒有的，就快買一本吧！可是我要好好
向他道歉，因為自從我擁有手提電話後，我就跟這位
朋友疏遠了，看來我要快快找回我的好朋友了！

李芯怡（小五望）
使我的視線從棚屋轉到紅樹林。紅樹林山清水秀，在綠
油油的紅樹林旁，有一大片泥地，在泥地上住着一些招
潮蟹和彈塗魚等生物。小白鷺在天上拍打着翅膀俯衝下
來，並觀察魚兒的蹤影。後來白鷺越來越多，我彷彿置
身在「白露天堂」。白鷺在天上飛翔時，彷彿大遷徙，
是一群群的，真奇妙！這些動物及小生物令這個地方充
滿着生氣。
不久，我們走過一條狹窄的小路，來到充滿海風的
碼頭。來到碼頭時，海風輕輕吹到我的臉上，令我身心
舒暢。在黃昏時，我站在碼頭，看見像蛋黃一樣的太陽
倚着機場旁邊的那座山一秒一秒地向下沉，給古樸的碼
頭鍍上一層金光，令人陶醉，為這趟旅程畫上一個完美
的句號。
經歷整個行程後，我深深地愛上這個充滿懷舊氣息
的地方。和出發前相比，這兒賣的東西竟是非常獨特，
而且漁村的居民也非常有人情味，故此和之前的觀感相
比，真是相差太遠了。這次旅程中，我學會了要保護大
自然，不應破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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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視障人士
的生活

香港科學館遊記
譚詠葶（小五信）
上一個月前，我們四愛班參觀了香港科學館，我
們懷着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出發，因為我從來沒有去
過科學館。
這些展區的最大特色，就是有一些小實驗讓我們
親身體驗科學的樂趣。在「瘋狂實驗室」裏，其中我
最感興趣的是做那些令人緊張萬分的實驗，期間有我
校的同學被邀請到台上去做實驗。走着走着，我們便
來到「奇妙的光學」展區。在那裏，我們用三棱鏡折
射出彩虹，最後我們還學會了三原色。在展區裏，我
既可以學到不少科學原理，又可看到那麼有趣的實
驗，真是一舉兩得。
我最感興趣的就是「磁電廊」。我一到達「磁電
廊」，便看見許多新奇有趣的遊戲，期間我看到一個
很大的磁電球，上面寫着「小心觸電」四個大字，所
以我就不敢進去了。我班同學趙子藍卻勇敢地進去
了，可是她卻不敢觸摸那個磁電球，惹得我和溫麗欣
哈哈大笑。接着，我們看見劇院裏正在播放一齣關於
電力的影片。走着走着，我們看見一個十分有趣的小
實驗，它可以讓我們看到電的傳導的威力。最後，我
們玩了一個利用電線和電池通電使小型火車行駛的實
驗。
我們花了半天時間，好像走了一趟科學隧道。最
後，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

我最佩服的人
她是我最佩服的人，她也是最疼愛我的人，她更是
一個一直陪伴着我長大的人，而這個人就是我的媽媽。
她個子高高的，眼睛水汪汪的，有一個小鼻子，還
有一把烏黑的長髮。
那是三年級的事了，那時，爸爸的公司要爸爸外出
工作，所以爸爸就長時間不能回家。因此，家裏的大小
事務都是由媽媽一力承擔。我和哥哥知道後，都異口同
聲地說 :「讓我們幫你吧 !」但媽媽說 :「你們只要專心
學習便可，家務全交由媽媽處理吧 !」我聽到後，讓我
非常感動。我雖然沒有對她說出感謝的話，但我心裏卻
感激不已。

楊凱喬（小五望）
上星期五，我們小四愛班參觀了香港科學館，我
們總共參觀了四個展區。
這些展區的最大特色，就是有一些小實驗讓我們
親身體驗科學的奇妙，令我們感到十分有趣。首先，
我們到達「磁電廊」展區，在那裏我們可以用手去摸
一摸、敲一敲那些關於磁電的東西，十分有趣。接着，
我們來到「光妙的光學」展區中，我們可以利用三棱
鏡來看到彩虹。走着走着，我們來到「電影欣賞」展
區，我們看了關於聲音的電影，十分神奇。

李樂怡（小五信）

十二月一日，老師帶我和同學一起乘坐旅遊車到
黑暗中對話體驗館，我和同學感到十分興奮和期待。
到達黑暗中對話體驗館時，我們聽老師的指示分
成四組，然後進入活動室。那裏的導師講解視障人士
平時是怎樣生活的，然後他派給我們一份凸字工作
紙，教我們認識凸字。導師說：「現在請第一組的同
學進入黑暗中吧！」同學們立刻感到十分緊張。

郭珮琦（小六望）

香港像一幅多姿多彩的畫，裝點著我們偉大的祖
國。說到香港，就會聯想到這些美譽：「東方之珠」、
「購物天堂」、「美食天堂」，還想起廣東話呢！來
吧！請到我的家鄉──香港來。
您知道香港為什麼叫「東方之珠」嗎？其實最初
是形容香港的夜生活多姿多彩。因為在 70 至 80 年代
的東南亞地區，香港是區內經濟體系的佼佼者，附近
的地區如大陸和東南亞還剛起步，香港便一支獨秀。
晚上，香港燈火通明，與附近一帶荒蕪的地區比較，
香港就像一顆閃閃發亮的名珠，照亮著其他國家，所
以香港就被稱為「東方之珠」。

我最感興趣的是「瘋狂實驗室」。我們到達「瘋
狂實驗室」後，立即坐下。我們看見一個博士和一個
助手，他們更邀請在場的同學出來做實驗，我們立即
舉手，因為我們都想親身做實驗。雖然我不停地舉

當第一組的同學進入黑暗號我們就把凸字翻譯成
英文，原來是一句勵志的句子。過了一會兒，導師說
到我們第二組的同學可以進去黑暗中體驗了，我感到
又緊張又興奮。首先，我們要把眼鏡放進儲物箱裏，
然後就拿起盲人杖進入黑暗了。 當我們走進黑暗時，
我們聽到一些大自然的聲音。導師說：「猜一下這裏
是哪裏？」同學們說：「森林。」導師說」對了！你
們碰一碰旁邊的草。」我一碰，感到十分可怕，因為

手，但最後也選不上我，令我有些失望。那一個被選
中的人準備做的是「火箭」。我看見同學做實驗的時
候，我開始感到害怕，而他做「火箭」的最後一個步
驟，就是要令「火箭」升起。當它升起的時候，我聽

濕濕的和硬的，感覺恐怖。我們跟導師的指示走，小
心翼翼地走過了一道浮橋，走過浮橋時搖搖擺擺的，
十分好玩。跟着，我們還到了市場、馬路等地方，令
我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平時的生活是怎樣的。

您還知道香港為什麼叫「美食天堂」嗎？在香
港，中國南北菜式，世界各地的美食共冶一爐，從辛
辣的四川料理，到精緻高貴的法國美食，這裏應有盡
有，所以香港也被稱為「美食天堂」。

到「嘭」的一聲，令我想起電影炸彈爆炸的場景，令
我仿彿置身其中。

在這次活動中，我最深刻的就是在黑暗中體驗視
障人士是怎樣生活的。當我走進漆黑一片的環境時，
覺得緊張，因為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可能會碰
到一些東西或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們專心地聽得懂
師的指示走。我在黑暗中行走時，覺得十分困難。我
終於明白到視障人士平時只是看到漆黑一片，什麼也
看不見，所以我們應好好保護自己的眼睛，希望以後
我也可以參加更多像這一次那麼有挑戰性的活動。

您知道香港還有什麼特別嗎？那就是有趣的廣東
話了。對於外國人來說，學習廣東話實在比登天還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香港科學館。經過這
次參觀，我仿彿走了一趟科學隧道，因為這令我清楚
地知道了關於磁電的東西，要小心地做實驗等，所以
真是令我獲益良多啊 !

楊凱喬（小五望）
還有一次，那是我二年級的事。那時，爸爸因為過
度疲累而病了，而我和哥哥還小，所以不能照顧自己。
因此，媽媽就要從早到晚照顧我們，但她並沒有對我們
說出一句怨言，我們有時候很擔心媽媽，但媽媽竟然對
我們說 :「你們不懂得照顧自己，所以即使爸爸有沒有
生病，我也會照顧你們。」我聽到後，頓時覺得十分感
動。
每個人都會遇到一個讓你佩服的人，而我覺得我的
媽媽十分堅強，所以我十分佩服她。有時候，鄰居們也
會稱讚她。所以，我長大後，也要像她一樣堅強來照顧
她。

談談保護環境的方法

您又知道香港為什麼叫購物天堂嗎 ? 由於香港是
自由港，絕大多數的貨品都不用交稅，世界各地的物
品都運來競銷，有些比原產地還便宜，受到大眾歡
迎，所以香港又被稱為「購物天堂」。

難，因為廣東話則有九個聲調，比其他亞洲語言還要
複雜。但是特別的聲調也讓外國人聽得回味無窮。
香港的美譽多不勝數，比起其他的國家，香港就
像閃亮的明珠，永遠永遠照亮著其他國家。

龍彥清（小六望）

看着現在的地球，我不禁想問：「從前那披着彩色
外套的地球去哪兒了？」一片片森林慢慢消失，海水也
變得混濁……我們究竟可不可以將功補過，盡快找回那
件「外套」。今天就讓我們來找回那件「外套」的方法
吧！

們可以用手帕替代紙巾擦手或擦汗；我們也可以用漿糊
代替膠水，因為膠水裏含有有毒的化學劑，這些有毒的
化學劑不但破壞地球的臭氧層，如果將這些化學劑排入
泥土或海水裏，還會造成海水污染和影響泥土的健康。
「替代使用」這個方法那麼簡單，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首先，我們應該避免「生產」廢物。我們應該減少

最後一個「攻略」就是「循環再用」了！有時候，
有些壞掉的電器、穿不下的衣服……通通都會被扔掉，
這樣做真的很浪費啊！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回收再用。
現在政府已經在香港各區設置許多不同類型的回收箱，
方便大家把可以循環再用的物件回收後再轉化成新的物
件，從而減輕堆填區的負擔，也減少資源的浪費。

使用含有塑料的物件，因為有研究指出：塑料在泥土中
需要 200 年去分解塑料的物質。我們也應該減少使用一
些用完即棄的物品，例如：一次性木筷子、紙杯、紙盤
等等。這些一次性的物品由樹木和紙製成，而一公噸的
紙，需要大約十七棵大樹製成。如果我們不減少使用，
大樹就會愈來愈少，大家也不希望樹木從地球上消失
吧？
其次 , 我們可以使用「替代使用」這個「攻略」。
其實，我們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採用這個方法。比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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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我的
家鄉來––香港

這麼簡單的事情，你做不到嗎？就讓我們一起合力
把地球先生的那件「外套」找回來吧！讓我們的世界變
得更美麗！

11

一次無心之失

這就是我
梁靜（小六愛）

上星期六，因為我一次的無心之失，差點令我和
我的好朋友──凱芝的友誼破裂。經過一番波折後，
她終於原諒我了。
周泳怡（小六禮）
你們曾跟朋友吵架嗎 ? 有一次，我跟朋友開了一
個玩笑，結果差點失去了一段難能可貴的友誼。還記
得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跟梓茵結伴看電影，然後她竟然走錯
了電影院，所以我笑她是一個笨蛋。我說 :「哈 ! 哈 !
你真是一個大笨蛋！」她怒不可遏，所以我立刻上前
跟她解釋和道歉。可是她仍然非常生氣，所以我打算
送給她一份禮物。但是她已打算回家，所以我立刻再
向她道歉 :「對不起 ! 我只是說笑，不是故意取笑你
的。你原諒我吧 !」她說 :「我再也不會原諒你了 !」
我驚慌失措，心想 :「怎麼辦呢 ?」所以我叫她 :「你
等我一會兒，我送你一份禮物。」
梓茵說 :「不用了 ! 我原諒你。因為我看到你
很在乎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友誼不應該建立在物質
上。」聽完她說的話後，我非常感動。
經過這件事，我以後會好好對待梓茵，以免再因
無心之失而令彼此關係破裂 。◦

凱芝是一位運動健將，也是一位學業成績優異的
佼佼者。她和我的感情深厚，就如親姐妹一樣，可是
就在上星期六，我們差點不再是朋友，事情是這樣
的 ...... 那天是星期六，我和凱芝在下午到圖書館
的自修室做功課和溫習。做完功課後，我們便到附近
的公園玩耍，那裏有很多林林總總的遊玩設施，我和
凱芝一起玩平行木。我一站上平行木的時候，平行木
不斷搖搖擺擺，突然我不小心顛仆。當時她正在我面
前，我顛仆的時候撞到她，導致她跌倒受傷。這時，
我驚惶失措，立即扶起她，但她卻推開我，自己用雙
手扶着旁邊的柱子慢慢地起來，轉身便一瘸一拐地離
去。我心裏十分驚恐，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追上前向
她解釋，並說對不起，誠心誠意地說 :「對不起！我
不是故意撞你的，因為我不小心顛仆而撞向你，請你
原諒我！」我看見她還是愁眉苦臉的樣子，我十分害
怕她不會原諒我，但是她向我笑了一下說 :「好吧！
我相信你，我原諒你了。」於是，我便扶着她到診所
檢查，看看有沒有骨折。最後我和她的友誼還是這麼
深厚。
當我們做錯事時，應該誠心誠意地向別人說對不
起，那麼友誼便能長存。

梁靜（小六愛）
我是一位總領袖生，在學校裏，頑皮的學生都怕
了我，因為我兇巴巴的。我比較像男孩子，喜歡和男
同學一起玩，但也喜歡和女同學談心事。你想更了解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嗎 ? 就讓我來親自告訴你吧！

啊！那又怎樣？一個看起來弱不襟風，但卻能透
過明亮的鏡片看見她炯炯有神的眼睛，此刻她正面帶
冷笑地看着一個高大的男生，眼中沒有絲毫懼怕。這
就是我，班上出了名的暴力狂。

雖然我束上一條辮子，有一雙大大的眼睛，臉上
總是掛着笑容，看起來像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孩子，但
我卻是一個渾身是膽的「女漢子」。我身形瘦瘦的，
但是我力氣很大，我能搬起重兩公斤的東西；我不怕
小昆蟲，當家裏有蟑螂出現的時候，我便會立即拿起
鞋子迅速地把牠們打死，並把牠碎屍萬段！當姐姐看
到後，就會大聲說 :「你很噁心啊！」

我小時候就十分愛逞強。有一次，姐姐正在和哥
哥爭論，我便好奇地湊過去看看他們在做什麼。不可
能，你不可能像我一樣輕鬆地翻筋斗。哥哥說。哼 !
不信？敢不敢打賭 ? 看到姐姐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
子，愛面子的哥哥答應了。結果姐姐真的翻了個筋
斗，哥哥只好認輸。看到姐姐的成就後，我也躍躍欲
試，但哥哥卻說：不是我瞧不起你，可你真的太弱了。
我不甘示弱地說：我不服氣！誰說女子不如男子，你
做得到，我也能做到。最後哥哥敵不過我，只好答應，
砰—我摔了一跤，卻還忍着眼淚說：這是我改良過的
動作，和原版不一樣。姐姐扶我起來，還哭笑不得地
說：做人要謙虛，像孔子一樣不恥下問，不能樣樣都
逞強。從此以後，我因為吸取了教訓，便不再逞強了。

因為我有這個性格，所以膽小的人都希望能變成
我這樣子。我非常不喜歡頑皮搗蛋的學生。當他們在
班上搗蛋時，我便會走過去，兇巴巴地責罵他們，老
師就會提醒我不要這麼兇，她說如果對人太兇惡，別
人不會想和你玩；相反如果對人溫柔，別人會喜歡和
你玩耍。我當然希望別人和我一起玩，所以我會改善
自己的性格。
我為人不拘小節，說話「直腸直肚」，所以有時
候會傷害了別人。還記得有一次，林同學表演完後，
老師問我們有什麼評語，我直接說出她做得不好的地
方，她非常不開心，所以當我說錯話便會立即說不好
意思。
這就是我，你是不是對我的為人更加了解呢？

李欣琦（小六禮）
大家曾因無心之失而得罪好朋友嗎 ? 還記得身在
新加坡機埸那一天，因我的無心之失而得罪了我的好朋
友－潘梓茵，到今天仍覺得十分抱歉。那一天……

的，你竟然還反過來冤枉我 !」梓茵大發雷霆地說。原
本還有機會挽回這段友誼，但最後也被我親手毀滅了這
段友誼。

那天，我和潘梓茵正從新加坡乘飛機回香港。當我
收拾行李時，我行李上的輪子不小心弄髒了潘梓茵背包
上的一個洋娃娃。這時候，時間彷彿靜止了，大家都覺

接着，這場以「生氣」為結果的爭吵結束了。回家
後，我不斷回想我們以前愉快的生活點滴，心中後悔不
已。一眨眼一個星期過去了，每當我碰見她時，我們都

得十分驚訝，不知所措。

當對方是「陌生人」。但是，久而久之，我實在無法持
續這埸冷戰，於是我向她道歉，她亦原諒了我。

之後，雖然梓茵當下沒有罵我，也沒有向我發脾
氣。但從她的眼神，我能夠清楚地看出她心中的傷感以
及不快。不過，由於我沒有親眼見到自己弄髒了她的洋
娃娃，所以我還疑惑地問 :「我真的弄髒了你的洋娃娃

到了現在，我心中還有一點內疚。不過從這次事
情，我明白當我們與朋友發生爭執時，如果大家都忍耐
一下，便一定能雨過天晴的。 ◦

張映雲（小六愛）

另外，我還有一個性格──直率。那天，我看見
天真的弟弟對正在玩手機遊戲的表哥說：「表哥，老
師說過：不要總是玩手機遊戲，這樣不但損害視力，
還會導致成績下跌……所以表哥，你不……」「喂，
你好煩啊！」表哥不耐煩地說。「表哥，『煩』是不
是做得好的意思呢？」弟弟期待地問。表哥敷衍地點
了點頭。我聽了生氣地大聲斥表哥：「你怎麼可以這
樣教他，他不懂事，你和他也是一樣嗎？要是教壞了
他怎麼辦……」表哥頓時羞得滿臉通紅，站在門口的
姐姐目睹了這一切，笑着說：「這丫頭真潑辣，令我
也自愧不如了。」
令我最自豪的性格就是潑辣，小時候，我總是不
穿裙子，不聽媽媽的勸告，不甘示弱地和哥哥一起爬
樹，還和哥哥鬥嘴。每當這個時候，媽媽便會無奈地
說：「哎 ! 你到底是男孩還是女孩？別的同齡小孩都
很聽話，唯獨你十分反叛。」
這就是我，平凡又獨特的我，雖然這樣的我總是
招來別人的閒話，但我不在乎，因為我就是我，誰也
不能改變。

嗎 ? 你的洋娃娃可能本來已經弄髒了 !」「分明是你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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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吃的我

廖曼凌（小六信）

隨着時間的發展，我們漸漸地遠離了天真、乖巧
和懂事的兒童時代，往叛逆的少年時代走著。

貪吃的後果

陳靜柔（小六信）

平安夜晚上，我們一家人決定吃自助餐，卻因為
貪吃而生病。
平安夜的前一天，因為我沒穿足夠的衣服，着涼
了，有點感冒。到了平安夜當天，媽媽叮囑我：「你
感冒了，不要吃甜點，以免病情加重。」我也答應了
媽媽。
嘴上是這麼說的，但身為「甜點愛好者」的我，
看見眼前有琳瑯滿目的甜點，怎麼可能會放過它們
呢！我趁着家人們都聚在一起聊天時，靜悄悄地拿起
盤子，走到甜點區大吃一頓，那一刻的我彷彿成了全
世界最幸福的人！那些甜點可美味極了！
厚臉皮的我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若無其事地跟
着家人回家去。可是到了第二天，我面色蒼白，留着
鼻涕，還不停咳嗽，我用了體溫計量一量體溫，沒想
到顯示屏顯示三十九度！我累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
有。這個聖誕節，我只能躺在床上，整個房間只有我
的咳嗽聲，現在我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了！我真的後
悔莫及。
經過這次的教訓，我明白到擁有健康的身體，往
往比吃到美食幸福多，我們不能貪吃，要照顧自己的
身體，否則後悔的終究是自己。

十二歲的我，開始有了叛逆的傾向，開始不再聽
家人的話，開始和他們爭吵……
那次，爸爸和媽媽到日本遊玩，出發前，他們給
我買了一大堆零食，並再三囑咐我，千萬不可以一天
吃太多，不然我可能會因為喉嚨發炎而發燒。我十分
不耐煩地：「行啦！你們快點走吧！」爸爸媽媽相視
一眼，無奈地歎了口氣，轉身離開。在他們轉身的那
一刻，我馬上拿出一大堆零食，開始津津有味地吃起
來，外婆看到幾次，都想阻止，但我卻視而不見，裝
作聽不到。婆婆看了我這樣，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
我更不耐煩，往年邁的婆婆狠狠地瞪了一眼，也許是
我第一次瞪她，所以外婆給嚇到了，回到房間，裝作
看不到。
我的世界終於清靜了，我翹着二郎腿，吃着一大
堆的零食，看着漫畫，聽着歌又看看電視……我忙得
不亦樂乎，覺得這樣的生活很美好，我巴不得爸爸媽
媽晚點回來才好呢！
從早上十點直到下午的六點，我都在吃零食，我
吃了很多，連一滴水也沒有喝。突然，我的喉嚨癢癢
的，我忍不住咳出聲，我便像水龍頭開水一樣，止不
住地咳嗽。我卻沒有太在意，我沒有告訴家人，因為
我怕父母會因為我不舒服而回來，那樣我的美好時光
就完全沒有了。看了看身旁的零食，我的口水不經意
嘩嘩直流，我舔了舔嘴唇，又開始吃零食。這時，媽
媽打電話過來打斷了我在看漫畫中最精彩的部分，我
有些惱火，說：「喂！幹嘛？」說着，我翻了一個大
大的白眼。媽媽說了一些我平常每日都要做的事情，
說到一半，我便不耐煩地大吼：「你過好你的日本遊！
不要煩我！」說完，我氣呼呼地掛了電話，繼續看着
我的漫畫……
第二天，我止不住的咳嗽，頭又暈又疼，終於
我撐不住而暈倒了，依稀記得我好像給帶上了救護
車……睜開眼睛，看到了白白的天花板，聞着強烈的
消毒水味，我知道，我一定在醫院。扭頭一看，發現
爸爸和媽媽就在我的床邊，看到她們焦急的眼神，我
慚愧地低下頭，後悔地：「爸爸媽媽，對不起 ! 我因
為不聽你們的話，而吃了很多零食，我還瞪了外婆，
還半途掛了媽媽的電話，我知道錯了，而且讓你們擔
心，害得你們要從日本匆匆趕回來，破壞了你們的旅
遊時間，對不起。」爸爸看了我一眼，抱了抱我，說：
「好了，希望你以後能知錯就改，吸取這次的教訓。」
我點點頭，這次的事，我終於明白，我們應該聽父母
的話，因為他們是為了我們着想，不能貪吃，要懂事，
不能對長輩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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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別的朋友

郭珮琦（小六望）

天主創造了人，令每個人都與眾不同，獨一無
二。而我身邊，就有這麼一位特別的朋友──她個子
不高不矮，身形不胖不瘦，長相也不算特別，可是她
卻是我心目中的一位特別的朋友。
她是我們班的班長，但她從來都不偏私；她學習
能力差，但她卻不放棄讀書，反而比我們更勤奮；她
個性害羞，但她總是積極參與任何活動……她，根本
就是我們的學習榜樣。
她是一位不偏私的班長。不論是男同學或是女同
學，只要在不適合的場合中吵鬧，都會被她教訓！她
是一位正直的班長。
她，雖然學習能力差，但她卻從不放棄唸書。她
根本沒有灰心，只是不停地讀書、讀書和讀書！上課
時，她是唯一一位會寫下筆記的女孩；小息時，她是
唯一一位跟同學談論課本上的內容；下課後，她是唯
一一位會找老師解答不明白的題目⋯⋯她是一位很愛讀
書的女孩。
她，是一位害羞的女孩，但她總是積極參與任何
活動。記得有一次，老師要從我們班挑選兩位同學來
為視藝週做宣傳。平常說幾句話都會臉紅的她，竟然
自告奮勇地舉手了，真叫人驚訝！她，是一位不怕困

最珍貴的禮物

龍彥清（小六望）

不知道大家最珍貴的禮物是什麼呢？回想起來，
我收過一份特別珍貴的禮物，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呢！
現在回到我生日那天。當時，我的家人、表姐一
起為我慶祝生日。突然，表姐把我拉到了房間，神神
秘秘地說：「我送你一份禮物，你一定會喜歡！」我
心想：「今天那麼多人和我一起過生日，我已經心滿
意足了，還要送我禮物？表姐拿出一個四四方方的禮
物盒，我雙手接過禮物盒，慢慢打開蓋子，心想著：
「是什麼禮物呢？」原來是一個「爆炸禮物盒」。我
興高采烈地向表姐說：「謝謝！」然後，我慢慢欣賞
表姐親手做的爆炸禮物盒。這個禮物盒代表了表姐的
心思，從蓋子到盒子，再到裏面的機關，都包含著表
姐的一份心意。
仔細看，這份禮物完全不輸給市面上那些昂貴的
禮物。裏面的一些小機關，是用一些色彩繽紛的彩紙
做的，上面還貼上了我們的照片，寫上了我們一點一
滴的回憶，從裏到外 都是表姊的心意。
這一份禮物，我一直小心地保存，而收禮物時的
情境，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呢！

難的人。
你們猜到這位正直、害羞及永不退縮的女孩是誰
嗎？嘻嘻嘻……待有一天，相信你們也有機會認識到
這位特別的朋友吧！

時光機
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我會善用它回到過去。
看着自己慢慢地長大，
回想過去的一點一滴。

朱鈞鈿（小六愛）
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我會善用它前往未來。
用心細看未來的世界，
和現在的有什麼分別？

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我會善用它回到過去。
看着科技發展的進程，
見證着每個歷史時刻。

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我會善用它回到過去。
做些小時候才做的事，
忘記掉長大後的煩惱。

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我會善用它前往未來。
不知自己未來的生活，
是否和想像中的一樣？

假如我有一台時光機，
我會善用它回到過去。
玩爸媽小時候的遊戲，
呼吸還沒污染的空氣。

假如你有一台時光機，
你會用它來做什麽呢？
你又會到哪個時間呢？
可惜，
假如永遠只是假如，
時光機永遠也只是空想。
時間對眾生十分公平，
誰也無法回到過去或前往未來。
但是，
時間卻給了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看那回不去的過去？
為什麼要看那去不了的未來？
而不好好珍惜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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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pet
Tse Kin Fung, Anson (P.2A)

Our Favourites

I am Anson.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ke to go to the
toy shop the most. I can buy some toys there.

Tse Tsz Fung (P.2B)

My pet is a gold fish. It is gold. It has small fins and
it has two big eyes. It likes fish food and it likes to play.

I am Aska. I like to eat noodles and tarts best. I
like to drink water and milk the most. I like to read
books, so I like to go to the library at school. I usually
read books with Angle. I usually read books in the
library.
Angle likes to eat puddings and ice cream the most.
She likes to drink lemon tea and orange juice the most.
She likes to skip so she likes to go to the playground at
school.

Elise
Hang Xi Qiu, Elise (P.2C)
My name is Elise. I like eating McDonald’s the most.
My brother washes the dishes. I am tidy because I put
away the toys and make the bed. My friend is Jolin.
She likes eating McDonald’s the most. Her mother
makes the bed. She is helpful because she puts away
the toys and sets the table.

People at our school
Fiza (P.1A)

Mok Ka Kei (P.1B)

So Pui Yiu (P.1C)

This is me.

This is me.
I am Mok Ka Kei.
I am in Class 1B.

This is me.
I am So Pui Yiu.
I am in Class 1C.

This is Chen Yeuk Hei.
She is my classmate.
She is in group 2.

This is Chan Chun Ki.
He is my classmate.
He is in group 3.

This is Miss Ho.
She is my class teacher.
She is good.

This is Miss Tang.
She is my class teacher.
She is a good teacher.

This is Miss Ho.
She is my English teacher.
She is good.

This is Miss Leung.
She is my English teacher.
She is a good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Chan Mei Yu.
She is our monitress.
She is in group 5.

This is Wong Hiu Yee.
She is our monitress.
She is a good monitress.

I am Fiza.
I am in Class 1A.
This is Ng Wing Yin.
He is my classmate.
He is in group 5.
This is Miss Ho.
She is my class teacher.
She is nice.
This is Miss Chan.
She is my English teacher.
She is good.
This is Angel Wong.
She is our monitress.
She is a good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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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Wing Ching (P.3A)
Peter and his mum left a book at school. ‘It is cold,’
said Peter. They wore a coat, a scarf and a pair of
gloves. He had a carton of chocolate milk.
They went to school and saw a cat. It was in a
small box under the tree. The cat was sad because
it didn’t have a mother. They were worried and sad.
They wanted to bring it home. Peter said, ‘Oh, poor
cat! I want to get it some chocolate milk.’ He went to
buy some milk for the cat. He was very worried. Mum
said, ‘Very good! I want to hug the cat.’ Peter said, ‘I
will bring the cat home.’ Mum said, ‘Ok! You go to school
to get the book. I bring the cat home.’ He said, ‘Yeah!’
He jumped with joy.

My Favourite School Event
Ma Kwan Yin (P.3C)
My favourite school event is Sports Day because I
like playing 100-metre relay. It is on the twenty-third
of April. It takes places in a sports field. I go to Sports
Day with my classmates. It is fun.
We can do a lot of things there, for example,
running races, long jump, etc. I enjoy running the most
because it is very exciting.
I want to be an athlete in the future.

One day, Mary and Cindy want to make sandwiches
because they are hungry.
They look into the fridge. There is some ham.
There are some apples and oranges as well. But there
isn’t any bread.
Mary and Cindy are hungry. They go to the
supermarket in the morning. They buy some bread.
It’s ten dollars. They feel great.

My Best Friend
Chen Po Yee (P.3B)
Wing Yan is my classmate. She sits next to me. She
sits behind Liang Oi Yi. She is tall. She has long hair
and small eyes too.
She is smart. She is good at doing sums. She is
popular too. She plays with me.
Her favourite subject is Maths because she likes
doing sums. She watches TV every Sunday. She plays
with toys every day.

Chan Tsz Wang (P.4B)

Polly had a very big problem. She was very fat and
ate a lot of meat. One day, Polly decided she would go
on a diet. She thought, ‘I’m too fat! I mustn’t eat meat
anymore.” She ate a few vegetables and a little fruit.
Since that day, she was always tired and had a fever.
She also became very skinny.
Polly’s mum was very worried. She took Polly to a
nearby clinic. Polly told the doctor about what she ate.
The doctor was very worried. He said, “Polly, you must
eat more food. If you keep eating like that, you will get
even sicker. From now one, you must eat two servings
of food every day if you want to get better.” Polly said,
“Thank you, doctor, I will.”
Weeks later, Polly is better and strong. She kept
her word and listened to the doctor. She ate a lot of
food. She and her mum went to the doctor again. Polly
said, “Doctor, I kept my word and did what you said. I’m
much better now.” The doctor smiled. And said, “Well
done, Polly. I will give you candy as a reward. But don’t
eat too much!” Polly said, “Thanks, doctor.” Polly was
always healthy and never had to go the doctor’s again.
In the story, I learned that we should have a balanced
diet and never eat too little or too much food.

Ng Man Lok (P.4C)

My friend is Ricky. He is 9 years old. His birthday is
on 15th July.

My friend is Yeung Pak Yu. He is eight years old. His
birthday is on 5th November.

He is tall and fat. He is 132 cm tall. He is taller than
me. My hair is shorter than his.

He is taller and fatter than me. He is one hundred
and thirty-nine cm tall. He is taller than me. My hair
is shorter than Yeung Pak Yu’s. My eyes are smaller
than his eyes.

He likes going cycling and he likes collecting stickers
in his spare time. He enjoys going cycling because he
is fat. His favourite subjects are English and Maths
because he is good at English and doing sums.
Fung Siu Yan (P.4A)

Tsang Lok Yin (P.3B)

My Friend

Although our hobbies are different, we are friends.

He likes playing football in his spare time. He
enjoys playing the violin in his spare time. His favourite
subjects are Chinese and English. He sometimes plays
football on Saturdays. I like my friend very much.

A special school day
Joseph (P.5A)
Yesterday morning, Polly was walking to school in
the rain and was really in a hurry. She was also almost
late for school.
On her way to school, she saw an old lady slip over
a big puddle of water. Polly wa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old lady. It seemed that the old lady’s bones would
break. The old lady was very annoyed at the puddle of
water.
Then Polly helped the old lady up and took her
to take a taxi home. The old lady was very thankful
and said, “Thank you, young lady!” Polly answered, “No
problem!”
Finally, Polly arrived at school but she was late.
The teacher said, “Polly! Why are you late?” Polly said,
“Yes, but I was…” The teacher shouted at her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words. “No buts! Sit down!” Even if
Polly angered her teacher, she was still happy inside
because she had helped someone.
I think Polly is a very helpful girl. I would do the
same if I were her. I learnt that we must help people in
need.

Hailey Leung (P.5B)
Yesterday, Max was watching TV at home when he
saw a man opening his neighbour’s window. The man
was wearing a pair of black trousers and a T-shirt.
Max was frightened.
After a while, Max was in his room. He immediately
called the police. He said, ‘There is a man next door
opening my neighbour’s window!’ He was worried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the thief was going to steal
things.
Ten minutes later, the police arrived. They were
outside Max’s neighbour’s house. The police arrested
the man. The police said, ‘Why are you opening the
window?’ Max was relieved and happy because the
police had just caught the thief.
Five minutes later, they were inside his neighbour’s
home. The man was actually a woman. Max was
surprised. The woman said, ‘I’m sorry!’ The police let
her go inside her house. She was glad because she
didn’t go to jail.

I am grateful to have this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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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Maryjoy (P.6A)

Chan Wing Lam (P.6B)
I want to be a vet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t is
meaningful and I like this job. If I become a vet, I will
cure sick animals and I will take care of them.
A vet needs to be caring so that they can take
care of animals. They also need to be understanding
so that they can cure sick animals. A vet needs to be
patient too so that he / she can help sick animals.
I think this job is suitable for me because I am
caring and understanding. I am patient too. I hope I
can be a vet someday.

Wong Sheila Mae Tabuso (P.6D)
My dream job is to become a swimmer. I like
swimming very much. Swimming is also good for my
health. I like joining swimming competitions so I want
to become a swimmer.
If I become a swimmer, I’ll swim for Hong Kong. Also,
I’ll join different swimming competi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ing a swimmer, I need to be healthy so that I
have energy to swim. Swimmers need to be hardworking because they need to swim every day. They
need to be outgoing too so that they can swim in front
of a lot of people.
To become a swimmer, I’ll swim more every day so
that I can swim well. I hope I will become a famous
swimmer one day.

Cheng Tsz Hei (P.5C)

Many people may want to be actors or actresses;
maybe even singers. They want to be in the spotlight,
but I want to be one who creates the idea: a writer.
Why?

Yesterday morning, the weather was rainy. Polly
went to school. She was in a hurry because she was
late for school. When she was on her way to school,
she saw an old lady.

It is because it looks like a challenge for me, it has
my interest. The reason it has my interest is because
it is outstanding, it isn’t like the others, the way they
write to mak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mile and enjoy
themselves, like they are exploring another world of
fiction; it’s pretty intriguing, right?

After that, the old lady slipped over. Polly was very
worried because the old lady was hurt. She felt afraid.

The type of personality or qualities for being a
writer aren’t that hard to obtain nor are they too
specific. One of them is the most obvious of all: being
creative. I need to catch the reader’s attention with
a good storyline. Being thoughtful is important too. I
need to think of ideas, don’t I? Another personality
a writer should have is to be patient. You need time to
write, to illustrate and to publish. Hard-work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out of all, if you want to have a bestselling book, you need to try your best on making that
happen so as to achieve your dream.
All people have goals, but mine is quite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of goals. Writing best-selling novels
is one of my top priorities, because I need a debut to
become recognized in the industry of writing. After
that, I would like to collaborate with different famous
writers and create something I would secretly read
during the nights instead of sleeping. I also want to
write a full series of books, like Game of Thrones,
Harry Potter and such. Lastly is to inspi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make them see how much fun a
writer could be.
To prepare myself to become a writer, I would
improve my English grammar,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me while reading. My creativity is not that
good, so I want to become more creative. I have to study
hard too. I want to have a master degree or a bachelor
degree in English too. On the way of being a successful
writer, I’m bound by problems I need to solve, normally
finding a publishing company would be definitely hard, I
will need to make myself noticed so that they can find
me. Getting a master degree in English might sound
impossible, but it’s actually possible, I’ll just have to be
patient.

Then Polly helped the old lady by calling a taxi for
her. The old lady felt glad. She said, ‘Thank you. You are
a good girl.’
At last, Polly ran to school because she was nearly
late for school. However, she felt glad because she
helped other people. I think she was helpful.

Writing 2
Wong Sheila Mae Tabuso (P.6D)
Mary was a selfish person who had never done
any charity work. She neither sold flags nor donated
money to charity to help people who were in need.

A story of Mary
Tiani Ho (P.6C)
Mary had never done any charity work. She was
a selfish girl. Mary always thought,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They can earn money by themselves. ”
One afternoon, when she finished homework, she
turned on the TV and started to watch a documentary
programme. It was about a drought in Africa. People
there were thirsty. They were sad but Mary thought
the programme was boring so she felt sleepy.

One night, Mary watched a documentary. It was
about a drought in Africa. She thought that it was so
boring so she turned off the TV and went to bed.
Mary had a weird dream. She was in Africa. There
was a drought. Mary ws looking for claean water to
drink but she couldn’t find any. She felt bad because
she didn’t want to suffer from the drought.
In the end, she woke up and said, ‘I can’t be that
selfish! I need to help people who are in need.’ She went
to donate money to charity. Mary learnt she needed
to help people.

At nine o’clock, she went to sleep but she had
a scary dream. She dreamed she was one of the
victims in Africa. There was not enough food and
very little water. She felt very hungry and thirsty.
She wanted people to help her but they just walked
away so she cried. She woke up suddenly and thought,
“That is horrible ! I shouldn’t be so selfish. I should be
considerate and help people in need. From now on, I
need to do more charity work. ”After that, Mary felt
very happy.

I’m excited of what will come in the future and
what I’ll do, but I will definitely keep these goals in my
mind to help motivate myself. I really hope I can be a
successful writer one day, but for now all I can do is to
work hard and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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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君（小一禮）

鍾嘉澄（小一禮）

潘洺憲（小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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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凱欣（小三望）

伍秀旻（小三愛）

李樂怡（小五信）

吳凱琳（小三愛）

王靜怡（小一禮）

鄧可瑜（小六望）

姓名： 鄧可瑜

東涌天主教學校
2016-2017 常識科
六年級剪報工作紙(一)
6 下 A 單元二： 面向無限空間
班別：小六望( 9 )
日期：29-5-17

天文學家首發現太陽系外行星有大氣層

2017-04-08

2.歐 洲 天 文 學 家 首 次 在 一 顆 大 小 與 質 量 類 似 於 地 球 的 太 陽 系 外 行 星 上 發 現 了
什麼東西？

星島日報

答：首次在一顆大小與質量類似於地球的太陽系外行星上發現了大氣層。

(星 島 日 報 報 道 )歐 洲 天 文 學 家 周 四 宣 布 ， 他 們 首 次 在 一 顆 大 小 與 質 量 類 似 於 地 球 的 太
陽系外行星上發現了大氣層，這是在通往發現外星生命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這 顆 行 星 名 為 GJ1132b，圍 繞 船 帆 座 南 部 的 紅 矮 星 GJ1132 運 轉，距 離 地 球 約 三 十 九
光 年。它 是 一 顆 小 型「 超 級 地 球 」，質 量 相 當 於 一 點 六 個 地 球，半 徑 相 當 於 一 點 四 個 地 球 。
負 責 協 調 研 究 的 德 國 馬 克 斯 普 朗 克 射 電 天 文 學 研 究 所 在 聲 明 中 說：「 儘 管 這 不 是 在 另 一 顆
行 星 上 探 測 到 生 命，但 它 是 朝 着 正 確 方 向 邁 出 的 重 要 一 步。在『 超 級 地 球 』GJ1132b 上 探
測到大氣層，標誌着第一次在質量與半徑接近地球的行星上發現了大氣層。」
一 年 前，天 文 學 家 首 次 在 一 顆 被 稱 為「 巨 蟹 座 55e」的「 超 級 地 球 」上 探 測 到 大 氣 層 ，
但這顆系外行星的質量比地球大得多，約是地球的八倍。 研究人員在美國《天體物理學
雜 誌 》上 介 紹 說，他 們 利 用 歐 洲 南 方 天 文 台 設 在 智 利 的 一 架 望 遠 鏡 對 GJ1132 系 統 同 時 進
行七種波長的觀測，利用行星從其繞轉恒星前方通過時恒星亮度的微小變化來開展研究。
鑑 於 GJ1132b 在 利 用 其 中 一 種 波 長 觀 測 時 呈 現 的 尺 寸 稍 大 一 些 ， 研 究 人 員 認 為 ， 這
說明該行星擁有這種波長無法穿透的大氣層。 他們進一步的大氣層模擬研究顯示，

3.這 顆 GJ1132b 行 星 ， 距 離 地 球 有 多 遠 ？ 質 量 相 當 於 多 少 個 地 球 ？
答：它 距 離 地 球 約 三 十 九 光 年。它 是 一 顆 小 型「 超 級 地 球 」，質 量 相 當 於 一 點
六個地球，半徑相當於一點四個地球。

4. 研 究 人 員 認 為 GJ1132b 的 大 氣 層 可 能 含 有 哪 些 物 質 ？
答：研 究 人 員 認 為 GJ1132b 的 大 氣 層 可 能 含 有 水 蒸 氣 和 甲 烷。由 於 該 行 星 比 地
球熱得多，它可能是一個帶有熱蒸氣大氣層的「水世界」。

GJ1132b 的 大 氣 層 可 能 富 含 水 蒸 氣 和 甲 烷。由 於 該 行 星 比 地 球 熱 得 多，它 可 能 是 一 個 帶 有
熱蒸氣大氣層的「水世界」。

研 究 人 員 認 為，這 是 一 個 令 人 鼓 舞 的 發 現。紅 矮 星 是 宇 宙 中 極 其 常 見 的 恒 星，擁 有 許
多 小 行 星，但 紅 矮 星 磁 場 活 動 也 很 多，產 生 的 耀 斑 或 粒 子 流 通 常 被 認 為 會 驅 散 其 行 星 的 大
氣 層 。 如 果 許 多 行 星 能 像 GJ1132b 一 樣 長 期 維 持 大 氣 層 ， 那 麼 這 可 能 意 味 宇 宙 中 適 合 生
命存在的環境相當常見。

5. 挑 戰 題 ： 承 上 題 ， 你 想 移 民 去 這 顆 行 星 居 住 嗎 ？ 為 甚 麼 ？ 試 詳 細 解 釋 。
答：我 想 移 民 去 這 顆 行 星 居 住，因 為 那 裏 有 適 合 人 類 生 存 的 條 件，這 就 是 大 氣
層，我們不用擔心缺氧的問題。

1. 填寫下列表格：
剪報的報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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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封想念

譚詠葶（小五信）

今年，我參加了「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參加了這
個計劃後，我不但擴闊了閱讀的視野，更令我看了很多不同特色的書
籍。例如 :《爸爸的 16 封信》、《二十封想念》和《電子鍋參加運動會》
等。
其中，我最喜歡的書是《二十封想念》，它講述一個從小媽媽就
死去，只剩下爸爸和弟弟與她相依為命的小女孩，她堅信媽媽並沒有
死，她只是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於是一直寫信給她。而爸爸和老師
基於愛護她，也沒有把真相告訴她。直至長大後，她才知道真相，但
當時爸爸已去世了，因此，她很感謝他多年來的關懷 !
看完這本書，我很感動，也學會了要珍惜家人，不要到失去了，
才後悔不已。

霍金

馬天樂（小六禮）

今年，我參加了「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這次是我
第二年參加這個計劃，我發現參加了這個計劃後，不但擴闊了我閱讀
的視野，而且令我學會了一些字詞 。這個計劃令我看了不同特色的
書籍，例如 :《霍金》、《二十封想念》和《爸爸的 16 封信》等。

電子鍋參加運動會

楊凱喬（小五望）

今年，我參加了「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這個計劃
令我看到很多好書。例如 :《電子鍋參加運動會》、《爸爸的 16 封
信》、《二十封想念》和《霍金》等。

其中，我最喜歡的書是《霍金》，它是講述一名科學家霍金的生
平。這位科學家出生當天就是科學之父伽利略逝世 300 年的忌辰，長
大後他患有一種不尋常的病，這種病叫做「肌肉萎縮性脊椎側索硬化
症」。霍金患有這種病後，醫生說他只有兩年命，但經過努力後，他
不但沒有死亡，而且還成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這本書的內容一時有趣，一時悲傷，很能激勵我克服困難的勇氣！
參加了這個計劃後，我學到了不同的知識，並學到永不放棄的精
神。

其中，我最喜歡的書是《電子鍋參加運動會》，這本書是說在學
校運動會那天早上，健一家裏的電子鍋竟長出了眼睛、鼻子、嘴巴、
手和腳，而且要求和健一一家參加運動會。比賽時，小鍋和參賽者一
起比賽，但卻被討厭鬼推倒，因此小鍋作出反擊，但卻被老師告誡若
再打架，就要坐到觀眾席。在下一輪比賽時，小鍋又被討厭鬼欺負，
於是小鍋把粟子都朝討厭鬼射去。最後，小鍋因和討厭鬼吵架，只能
坐在觀眾席上，但他也偷偷幫助健一。回家後，小鍋和健一一家因這
次比賽而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
最後，參加這個計劃後，令我獲益良多 : 從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做人的道理，正確的價值觀，以至天文地理等，在這本書中，我也能
有所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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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參加了「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的同學合照

27

李穎斯（小一信）––
白天和黑夜

陳若晞（小一望）––葉子的世界

高敏若︵小二信︶｜｜動物的眼睛

張穎芝（小一愛）––小手印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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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蘊妍︵小二望︶｜｜花的寫生

鍾嘉澄（小一禮）––
心意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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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潁欣（小三望）––
心意木牌
鄭子淇︵小四望︶｜｜感恩心意卡

韓修齊（小二愛）––小手指大魚兒

黃穎妮（小三信）––
大魚與小魚

陳楚昕（小三愛）–– 我的同學剪影

余奕燊（小四愛）––奇雨降下

楊紹如（小五信）––趣味剪紙
李芯怡︵小五望︶｜｜中國面譜
關頌瑤（小五愛）––X XX的誕生

30

王竹茗（小四信）–– 奇異空間

31

謝詠心︵小六信︶｜｜感恩小盆栽

李欣琦（小六禮）–– 一對舊皮鞋
龍彥清、鄧可瑜︵小六望︶｜｜不一樣的茶具
32

陳梓峰（小六愛）–– 水果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