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第十六屆畢業特刊



致畢業生的話



致畢業生的話

蛻變
謝煒珞校長

    各位六年級的同學，恭喜你們順利畢業。在不久的將來，你們將會
步入另一個新的學習環境，這意味著你們的人生將有一次重要的蛻變。
期盼大家能以更堅實的翅膀，飛向自己嚮往的藍天。

    美國總統威爾遜說:「人因夢想而偉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夢想
家﹕在冬夜的火堆前，在陰天的雨霧中，夢想著未來。」沒有夢想的人
生，就好像黑白的影片。夢想，使人生充滿了色彩和希望。我衷心寄語
各位畢業同學，你應該擁有你的夢想，夢想著一個美好的未來。並在未
來的日子裡，緊記自己的夢想，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地去實現它。

    衷心向全體的畢業同學送上最大的祝福，祝願各位同學鵬程萬里，
早日實現心中的夢想。



心聲篇
教師心聲

六年級集體壁畫創作

     2016-2017年度畢業生創作的「心之寶盒」現正鑲嵌
 禮堂門外牆上繪畫的大樹上，閃閃生輝。我們為她取了一
 個新名字：「心之樹」。

    這正好配合我校關愛文化，以心育人，培養出愛己愛人
 的品德。而我校亦着重閱讀，壁畫上的書籍由小至大的向
 外延伸，這正表達出我校學生從小開始便培養他們的閱讀
 興趣和習慣，期望他們博覽群書，成為未來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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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做畢業班的班主任，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忘又具挑戰性的經
歷。還記得兩年前，我懷着忐忑的心情踏入你們的課室，迎接我的是
二十七張燦爛的笑臉，我就知道，這是一班活潑的學生！

　　在這兩年間，有過歡笑，有過眼淚，有過滿足，有過挫敗……但
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值得珍藏的回憶。看着你們從羞澀到勇於嘗試，
從「各自為政」到團結一致，我為你們的改變和成長而驕傲！無論你
們走到哪裏，都要記住，只要有信心，願意改變，凡事皆有可能！不
要停下你們的腳步，只有虛懷若谷，在學業和品格上不斷追求進步，
才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在此祝願全體畢業同學，鵬程萬里！

      我從2014年9月踏入李兆基小學的那一刻，三年來也沒有和你們分開
過，可是現在你們要畢業了，真的不敢相信時間過得那麼快⋯⋯數學課的
探究時光、體育課的搗蛋片段、綜合課的討論環節，彷彿只是數天前的事
，眼看你們越來越高，越來越成熟，我不多不少也能體會做媽媽的心情。
有時被你們氣哭了，有時被你們逗笑了，這些回憶我會牢牢記著的。這陣
子思緒絮亂，心想你們畢業後會記得我嗎？你們會回來探我嗎？我會不捨
得嗎？我會掛念你們嗎？你們又會否像我想這些有的沒的？

      你們將踏入人生的另一階段，是充滿挑戰，充滿驚喜的未知旅程。李
老師祝願所有六年級的同學智慧日長，前程似錦！

      我會掛念你們每一位，尤其我可愛的6C寶貝們！

      You overcame every test and did tons of home-
work. For those years of hard work, congratulations, 
you made it!

        Graduation is a time of completion, of finishing, 
of an ending. However, it is also a time of celebration 
of achievement and a beginning for the new gradu-
ate. Fight for y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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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一算，原來任教你們已經有三個年頭了！翻看舊照片，看到你
們四年級創作時那稚趣可愛的表情，現在你們的照片大多表露出認真害
羞的神態，你們變得不一樣，真的長大了！我很高興能成為你們視覺藝
術科的老師，欣賞大家的巧手創作，創作出風格不同又獨一無異的作品
，希望你們升上中學後能繼續發揮所長，開展你的一片天空。

陳
鈺
澄
老
師

      先恭喜大家快將踏入人生另一個重要階段，當我們身處這資訊氾
濫、社會紛亂多變的世代，除了要不斷追求知識，更重要的是將知識
轉化成人生智慧，再將累積的智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學做一個 「好
人」，盡責任，肯承擔，懂尊重，講真話，對自己多點要求，對別人
多些包容，漸漸地，你會發現世界將變得越來越美麗。大家加油!

Trust yourselves! You can do everything well by 
trying your best!

　　六年時光，轉眼已過，在小學生涯中，同學都得到過許多人的幫助
，有沒有想過「感恩」呢?當你在學習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老師總是
耐心的為你講解；當你在學校遇到困難時，你的同學並沒有袖手旁觀，
而是盡力的幫助；當你的成績不理想時，你的父母並沒有打罵，而是鼓
勵你。所以，大家要常懷感恩的心。

   　 六年來，老師們付出了許多汗水和精力，為的就是將你們培養成有
出息的人才，畢業後，你們要「好好學習，天天各上」來報答老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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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一瞬間就過了六年，你們快要畢業，各同學們亦將進
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相信有不少同學都依依不捨吧!古語有云:離別是最
痛苦的，我和你們都一樣有同感。我希望大家要好好珍惜彼此的友誼
及母校給你們美好的回憶，也不要辜負父母及母校對你們的期望。我
在這裡預祝各同學「學業有成、鵬程萬里」。

    It is time to start another stage of your learning 
journey. Enjoy your new life.

      隨著科技產品推陳出新、大行其道，「歷史」益被冠上「枯燥乏味
」、「守舊過時」的污名。其實，「歷史」並不「死」，反之很「貼地
」，它是「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是「過去」、「現在」
與「未來」的連線……終有一天，你我都會默默走進歷史；唯願同學們
能奮發自勵，毋負青春，以「心」和「力」，洋洋灑灑寫就一己的光輝
「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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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atulations everyone for completing another 
stage of your schooling. I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for the future and hope to see you accomplish with 
your dreams and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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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轉眼，六年的小學生活就來到尾聲，大家即將展開一段新旅程
，在一個更大更闊的舞台迎接新的挑戰及生活。 在此希望大家能好好
把握未來六年，珍惜每一天，祝願大家能有一個豐盛充實的人生。

      六年的小學生活如流水般悄然而過。
      記得小一初入學時，你們一群小豆丁，一臉的稚容，加上天真的笑靨
，可愛非常。六年後的今天，一張張天真爛漫的臉孔上都多了幾分成熟，
多了幾分穩重，更重要的是還長了智慧。
      在這裏，老師要送你一句話，希望能成為大家一生受用的座右銘。
      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老子曾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理想的中學，理想的工作，理想的生活，從來都不是隨手可得的。任
何事情的成功都是從小到大，逐步積累的，要成功，就必須踏踏實實地從
小處做起，絕不能心存僥倖。只要持之以恆，終有成功的一天。
      小學畢業只是漫長人生中的一小段，盼望大家憑着已有的知識，已有
的智慧去鑽研更多的學問；而中學則是大家邁向未來的重要石級，盼望大
家好好珍惜。

 The primary school life is coming to an end. I be-
lieve everyone has a lot of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n 
LSK. We will miss you all. 

       At the same time, your school life is going to turn 
to a new page. It will be an exciting, challenging 
learning journey. Look ahead and try your best! 
Seize the day and have no reg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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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6A 何進昇、林家寶、莊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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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穎妍 

  就這樣，六年的時光悄悄地溜走了。在過去的小學生涯中，我認識了很多知己，他們有時候陪

我分擔憂愁，有時候一起分享喜悅與淚水，有時候一起開懷大笑。朋友，謝謝你！ 

  回憶過去，我不得不感謝恩師對我的細心教導。因為他們，我學會了滿滿的知識，學會了做人

處事的技巧，學會了一個人應有的態度。恩師，謝謝你！ 

  恩師，朋友，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全因為你們，給予我無限的快樂！ 

2 張竣霖 

  不知不覺，六年的小學生活就快結束了，突然覺得時間過得非常非常的快。在這六年裏，我學

會了很多知識，也經歷了不少的趣事。我會想念母校的每一個地方，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謝謝

母校！ 

3 鍾諾恒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裏，我十分開心，很快就要升中了，就不能每天回到小學和同學談天、玩

耍了，我希望可以每天回到小學上課，我十分不捨得！ 

4 馮子軒 

  今年是我在小學的最後一年了，很快我就會升讀中學，但是我不會忘記我的同學和好朋友，如

果我有控制時間的超能力，我會回到一年級的時候，再和我的好朋友重拾美好的時光。我在小學讀

書的時候是最開心的，我要感謝的人很多，包括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和陪伴我六年的同學，謝謝你們！ 

5 何卓欣 

  命運讓我們走到同一天空下，一起追逐，一起成長，一起歡笑……無數個縱情歡樂的白天，無

數個絢爛而單純的時刻……我們一起創造，一起經歷，一起看着我們走過的一切……在熟悉的校園

裏，慢慢變成永遠的回憶。 

6 何進昇 
  時間如風一樣輕輕地溜走了，一走，就走到小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年。雖然中學生涯即將開始，

但大家一起留下的點滴，一直會留在我心中。希望在中學裏可以開心地度過。 

7 林家寶 
  在這六年裏，我和同學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很感激老師們六年來的教導！小學六年的時間

十分短暫，我們很快就要升上中學了，將要面對新的挑戰，我要感謝各位教導我的老師！ 

8 梁顯榮 

  不經不覺間，六年已經過去了，我在這間學校學到很多知識，也收獲了很多感情。在讀小學前，

我是一個膽小的人，但我入讀這間學校後，接觸的事物和人都多了，開始變得有自信。雖然我也很

掛念學校和老師，但我們不可以讓自己困在一個房間裏，我們要出去外邊接觸更多事物。在這裏，

我要謝謝曾經罵我的老師，你們讓我知道錯了甚麼，讓我改過；亦要謝謝曾經稱讚過我的老師，你

們讓我知道我有甚麼優點，繼續發揮。最後，想向各位老師說一句「謝謝！」 

9 梁嘉軒 

  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六年級了，小學的生活即將結束。回想過去六年，我是十分膽小的，無

論甚麼比賽都會怯場，但是老師會不斷鼓勵我，我才可以大膽地嘗試參加比賽。 

  我最捨不得的就是與我共同學習、遊戲的同學，我們的感情十分深厚。但正所謂「天下無不散

之筵席」，我相信我們以後一定可以重遇的。 

  最後我衷心說一句「老師、同學，謝謝你們！」 

 

6A班畢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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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嘉祐 

  還有兩個月，我就要離開這個校園，我心裏感到很開心，因為到了中學，我就可以重新開始。

在交友方面，我認為我常常認識了很多損友，他們令我在小學過了不開心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在中

學可以重新走向正確的「路」。 

11 梁詩瑤 

  一眨眼，我就要畢業了！在這間小學讀書真的很有家的感覺。我在這裏長大，我在這裏學到了

盡責、關愛和自律，我一定不會忘記學到的東西。記得我第一次走進這間學校，每個同學都很善良，

對我很好。雖然我是班裏年紀最小的人，但同學們都對我很好，所以畢業對我來說有點傷心，但也

有點開心，因為我也期待中學生活。 

12 陸兆熙 

  這六年來我在這間學校獲益良多，今年七月，我們就要離開這間學校並升讀中學了。對於我們

這些畢業生來說，是很不捨的，因為在這裏有我們的回憶，還有老師的教導。我會好好珍惜這些深

厚的回憶。 

13 駱伊琳 
  時光流逝，我們就要畢業了，從一年級懵懂的小孩子，已經長大成一個成熟的青少年了，感謝

老師們細心的栽培，讓我們可以茁壯地成長。 

14 麥靖嵐 

  沒想到這麼快就要畢業了，這幾年的小學回憶有過快樂、感動和爭吵，但是靠着大家之間的友

誼，都能夠解決，大家從最初的陌生到現在的親密無間，經歷了很多事情，希望 6A的同學們進入

中學後仍然能記得曾有一班這麼有愛的班級吧！ 

15 麥家豪 

  很快就要畢業了，在學校六年的時間過得很快，經歷了很多開心和困難的事情，開心的事有和

同學一起共度，一起開心成長；困難的事情有父母、老師和同學在背後默默支持我度過難關。我感

謝這六年來的班主任給我悉心的照顧，也感謝每一位的科任老師帶給我不同的知識，謝謝！ 

16 麥浩康 

  六年了，這六年的時光過得真快啊！我和我班的同學認識了六年，我們的感情就像家人一樣。

我非常感謝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也非常感謝同學們，因為當我不開心時你們都會不停地安慰我，

陪伴我度過難關。 

17 倪倩琳 

  時光匆匆流逝，一轉眼我們就升上六年級了，又即將踏入人生新的階段——中學。      

  小學六年，最捨不得就是陪伴了我六年的同學，希望升上中學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快快樂樂

地生活、學習。 

18 包錦恩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匆流逝，我的小學生涯就快結束了，我們即將離開學校，離開我們熟悉

的班級、教室，熟悉的老師和同學。 

  在這個教室裏，我們留下了許多歡樂與悲傷，也留下了許多歡笑與淚水。但這一切，都是我在

小學的美好回憶。它會讓我記住快樂和微笑，忘記悲傷與淚水，讓我的童年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在學校裏，我要感謝許多老師、同學及校工，給我鼓勵，給我安慰，給我幫助，給我…… 

  六年來，老師們所付出的汗水、精力，為的就是將我們培養成出色的人才。現在，我們將要離

開您們，也有點依依不捨，但這句感謝我不能不說。我還要感謝我的同學，這六年的美好時光，如

果沒有你們，是創造不出來的，你們幫助我、關懷我，才讓我感受到同學互相幫助的溫暖。 

  親愛的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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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徐子峻 

  一眨眼五年過去了，為甚麼是五年呢？因為我是一個轉校生，雖然我是一個轉校生，但是在這

所學校真的過得異常開心，因為老師和同學們對我都很好！謝謝你們！ 

20 黃駿泰 

  轉眼間，我們從當初懵懂的小孩，成長為現在的知識少年。這一切都離不開老師的諄諄教導，

離不開同學們的團結有愛，如今，我們將要，說一聲再見，再見我親愛的母校！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首先感謝老師們，在這幾年時間裏，為了我們的學習成績付出了那麼多的心血。 

  六年的時光，收獲了許多的友情，現在我們卻要分離。親愛的同學，祝你們一切順利！ 

21 黃子非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涯就完結了，回想起過去在李兆基小學的六年裏，我已從那稚嫩的我

長大了。祝每位同學前程似錦，老師和工友們工作順利，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希望在未來我們可以

再會。 

22 熊文文 

  時間過得這麼快，轉眼間，我就已經是小六的學生了。回想這六年以來，我在學校學到不少東

西。我現在最想感謝的人，就是全校的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讓我在這六年裏，每天都快快樂樂、

開開心心地度過，你們還教會我許許多多的知識和做人的道理，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23 叶竣凱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裏，我十分開心，我認識了很多同學，和大家一起度過這個小學階段，我

們有數不清的快樂時光。謝謝你們陪伴我走完這段路！ 

24 葉灝旻 

  六年的小學生涯就這樣過去了，時光過得真快，這麼快就要和這裏的老師、同學道別了，說起

來真有點不捨得呢！老師像辛勤的園丁，用你們的汗水把知識灌溉給我們，感激盡在不言中！還有

和我並肩作戰的同學，你們可幫助了我不少，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甚麼都做不到，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也可能會每次都失敗。無論如何，我希望我們有緣再見，再一起並肩作戰！  

25 袁樂桐 

  臨近畢業，小學生涯快將結束了，我相當不捨，也很期待開展中學生活。我很慶幸這六年裏有

老師和同學伴我左右。在我遇到挫折時給我鼓勵，在我情緒低落時與我分擔。沒有你們，將無法鑄

造今天的我，謝謝你們！ 

26 莊澤權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裏，我學到了很多知識和認識了許多朋友，我覺得我非常幸福，可以在這

間學校裏讀書和認識這麼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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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思雨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過去了，我們也快要畢業了。雖然我很開心，也很

期待中學的校園生活。但我也很捨不得和我一起經歷了差不多六年的同學們。而且，

我也很懷念老師對我的教誨，多虧了老師們對我的提點，我才能改過遷善。然而，我

到了中學之後，我也會繼續努力讀書。 

2 陳穎詩 
轉眼間，我將要畢業了。我捨不得用心教導我的老師和跟我一同玩耍和學習的同

學，這裏充滿了我美好的回憶。希望我和大家都可以入到心儀的中學! 

3 張哲銘 
快要離開這間小學了。我不會忘記那些教導過我的老師。升上中學後，我會努力

讀書和照顧我的家人和自己，我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4 張浩峰 

今年我就讀六年級，意味這個學年後我就要離開小學了。 

雖然是最後一年在小學生活，但是心情是很平常的。而畢業對我來說，是人生路上一

個必然經歷，同時也是個考驗，因為有機會要和多年來的好朋友分開讀書和學習，令

我依依不捨。 

不過，畢業也有好處，可以學習自立，和結交更多新朋友。我對中學生活充滿期

待，同時也對小學生活依依不捨。 

5 張禮文 

轉眼間就畢業了，心情覺得很複雜，捨不得跟各位老師和同學們分開，因為要繼

續學業，迫不得已之下要分開，尤其是班主任的敎導，真的銘記於心，最後祝各位老

師身體健康，同學們學業進步。   

6 張銘賢 

今年是最後一年在小學生活，我非常珍惜這一年的學校生活，和非常多謝陪伴我

學習的同學和老師。我可能到了中學，小學同學都會各散東西，但相信大家仍會互相

支持大家呢! 

7 朱慶昇 

我讀了六年小學遇到不少快樂和不快樂的事，可是我不會放棄。因為未來一定會

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等著我。還有我很快就會到中學，不知中學的生活會怎樣的呢﹖我

很期待啊！ 

8 鄧樂煊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過去了。升上中學後，我會更努力讀書，也不會忘

記和我一同玩耍的同學和曾教導過我們的老師。 

9 方志軒 

我轉校就讀李兆基小學已經兩年半了，可能是插班生，學校的生活較平淡，因為

朋友並不多，幸好有很多同學教我做功課，而我亦幫助過一些低小同學，感受到校園

溫馨的一面。 

10 黃梓軒 
我畢業後也沒什麼很想幹的，但我聽說畢業前一天大家都會哭，我們就是希望那

天會堅強點，也希望畢業後會遇見現在的同學，屆時大家互相分享彼此的經歷。 

11 高明峰 

時間真是過得很快，轉眼間，我很快便會升上中學了。我很捨不得小學老師、同

學和校工。我謝謝他們的陪伴和照顧，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作了我的指路明燈，無論在

書本上的知識或是人生的道理，都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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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儷凝 

中學的生活快來臨了!想起中學可以得到自由，可以認識新同學，真的十分期待!

雖然十分期待中學的生活，但每逢想起母校、各位老師、同學，就會依依不捨，更會

好好地珍惜母校的一切…… 

還會想好好地報答母校，不要辜負老師的期望。 

13 梁政元 
不久便要離開母校，我覺得沒有甚麼遺憾。雖然說沒遣憾，但是對同學還是放不

下，實在有一點不捨得。 

14 李琳 
歲月匆匆，一眨眼的時間，我們就要畢業了。這些年裏，在老師的精心培育下，

學習到不少的知識，認識了很多知心好友，校園內每一處角落都有我們的美好回憶。 

15 盧學然 

在這六年裏，我常常和同學開玩笑、玩耍，但我們快要畢業了，大家都很不捨得

對方，因為大家做了六年的朋友。當我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朋友和老師都總是會幫

忙和鼓勵，令我可以克服困難。希望畢業之後可以再探望一些老師，感謝他們的教導。 

16 盧泳如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離別的時候終於來了。我們即將離開我們的母校，去就讀

新的學校。我不會忘記教導我們的老師，經常一起玩耍的同學，這些快樂的回憶。 

17 莫鈞貽 

一轉眼，我就快要畢業了。在這短短兩年的時間裏令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不只學

到知識，還有很多道理，如交友之道！是一班同學令我無比快樂，也是她們當我傷心

時在我身邊安慰我……我還在這裏認識了很多和藹可親的老師呢！我很感謝他們，因

為他們傳授知識給我。快要離開學校的我，對這裏依依不捨，不捨那些和藹可親的老

師,不捨那些關心我的同學。 

最後希望大家在新的學校可以找到知已，有更好的前程。 

18 倪彩媛 

不知不覺間，我快要畢業了，不捨的心情在心裏湧現了。 

在這兩年半裏，我最深刻的回憶，是那年我調到在 5B班的時候，記得開學的第一天，

以前四年級的同學分了班，以前部份不同班的同學分在同一班，那時雖然許多同學互

不認識，但還是很快打成一片了，經過一年半的認識和相處，現在班裏的同學已經一

起經歷了不同的事情，當中也有許多感情在中交集…… 

    在這所學校裏，我看見了老師對學生循循善誘、認真的教學態度，看見了風紀維

持秩序不偏私、公正的心，看見了班長樂於助人、經常幫老師和同學的行為，看見了

許多同學在不同時候所展出的歡笑，也看見了同學輸了比賽仍不氣餒的心情……現在

快要畢業了，但是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是不會在我心裡抹走，我永遠會惦記着你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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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布詠詩 

在這兩年，我過得既開心又戰戰兢兢，相信我們都是用真心真意對待每位同學，

我亦衷心感激每一位老師，沒有他們便沒有今天的我們，因為有他們的教導我們才能

畢業，才能考到我們心儀的中學。時間雖然流去，但溫暖而快樂的小學回憶永遠留在

我們的心裏，而這些回憶即將成為我們的記憶中最珍貴的一頁。同學們，我們畢業了，

讓我們帶著母校給我們的祝福昂首闊步，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 

20 譚樂兒 

很開心可以在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畢業，雖然在小學生活裏遇到不少困難，

但這只是人生的一小部份，還有很多事情等待我們去面對。我捨不得離開這個充滿回

憶的地方，一起上課的同學和老師。多謝教導過我們的所有老師。 

21 唐浚庭 
在小學六年的生活中，我過得很充實，雖然我和同學、老師都有開心和不開心的

經歷，但我會繼續努力，做一個開朗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22 溫卓穎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快要畢業了。雖然我不捨得與老師和同學離別，不過始終

還是要畢業的，而在這六年裏，我非常感謝教導我的老師，因為他們令我吸收到了很

多的知識，而且令我這六年都過得很快樂。到最後，我祝同學們升上中學後，可以過

得開開心心，和可以結交到很多新朋友。 

23 
王浩 

 

轉眼間，六年快要過去了，我們很快就要離開母校，多謝老師們教會了我很多的

知識，還有一直與我並肩作戰的朋友。升上中學後，我們將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學到

更多的知識，結交新的朋友和老師，謝謝我的母校！ 

24 
王皓雪 

 

一眨眼間,我快要畢業了。現在我的心情非常複雜，因為我真不知道我應該是開心

還是傷心。傷心是因為我將要離開我的母校、同學和老師，而開心的是我可以升讀中

學，認識新朋友。到了中學我會繼續專心學習，最後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在新的學校

認識新的朋友。 

25 黃鈺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的小學生涯眨眼間便會成為過去。可是，這一次的結束，

並不代表真正的結束，而是代表新的開始。而在這六年裏所學到的、領會到的所有知

識和技能，相信我都會於中學到大學甚至到出來社會時運用到。我在這所學校的六年

時間，令我深深體會到成功的喜悅。我希望在未來能利用我在這裏學到的所有東西，

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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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洛泳 

在一至六年級，我有很多好朋友，文雅莉、石采玉……我和雅莉約定長大後要一

起住，雖然可能實現不了，但我和雅莉只要保持聯絡就可以了。我和她曾經想快快畢

業，她說在班上我都遇上很多不開心的事，現在她仍想快快畢業，而我的想法就不同

了，我突然很想念過去的事，我希望能改變她的想法。 

2 張曉桐 

這幾年都是笑著鬧著地又過了一天，但畢業之後，這些笑聲可能都會在我的腦海

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但這些一起過的日子我一定一定會記著心裡。希望伙伴們都可以

笑著地過新生活。 

3 張豪 

我很開心，因為在這所學校裡認識了很多對我好的同學和老師，還學到了很多不

同的知識，雖然升中學要離開母校，但是我很感激李兆基小學給我一個愉快的小學階

段。 

4 何卓翹 
經過這麼多年的學校生活，我很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你們都很用功地教導我，

對我成長有很大的幫助，多謝你們。 

5 何子朗 

不經不覺已在李兆基小學渡過六年小學生活，將離開母校升讀中學了。 

回望過去六年，我發覺原來自己長大了不少，由一個無自信，瑟縮一旁不敢發問，

認識的課本也不多的小子，到了今天已大有不同。 

今天的我，其實要感謝過去六年曾教導我的老師們和各位同學們，因為老師們的

用心，教導我的品德，鼓勵我的自信，令我增強了，懂得面對學習的困難，不再害怕

了。 

功課方面，也感謝各位同學們的指導。除了這些，在六年和同學們的相處也過得

非常開心，一起學習，一起食零食，也一起在小息玩耍和傾談，這些點滴永留在我心。 

時間一天天的過，不捨得老師和同學們，最終也要各奔前程，希望有日能再聚首一堂。 

6 李栢霖 
我來到這間小學時很開心，我身邊的人都很支持我，但到畢業的時候，我心裡想：

我到中學的時候會不會沒有朋友呢？ 

7 林少剛 
我在小一時很開心，我很努力學習，到二年級的成績都很好，可是到了三年級，

我成績一直很低分，到了現在六年級成績都一樣低。最後我很感謝教過我的老師。 

8 麥曉琳 

本以畢業遙遙無期  

轉眼間卻各奔東西 

校園裡有我的足跡 

空氣中是我的回憶 

書上也有你的氣息 

真不想就這樣捨棄 

這樣單純的孩子氣 

望長大後還能想起 

曾經與我同桌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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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雅莉 

我在小學生涯裡有很多朋友，在我孤單不開心的時候會在我身邊，有一位在我一

年級開學認識的就是徐嘉惠，因為我開學時主動和她做朋友，我有不懂的功課和不開

心時也會和她傾訴。二年級的時候，我認識了一位同學，她就是王靜怡，她常常和我

玩耍和請我吃東西，有不明白的功課和不開心時就在我身邊。這兩位同學就是我六年

裡最好的朋友，雖然大家也有爭吵的時候，但是一定有一位和你道歉的，這樣就是好

朋友。 

10 方志民 
我在小學認識了很多同學，在這些年，我有很多朋友，還認識了很多老師。現在，

還有兩個月就要入中學了，要和老師說再見了。 

11 石采玉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涯快要結束了。現在的我們快要成為中學生了，也即將

步入中學的殿堂。 

還記得我剛步入兆基校門時的那種期待，可現在時間在跟我們競賽，也讓我們漸

漸地感到悲傷，再也不是當初的那種期待了。 

畢業，代表的是要終結小學的生活，也代表着你即將要接受中學給你的新挑戰。

時光雖然流逝了，但温暖又愉快的小學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會永久地刻在我的腦海

裏，成為最美好的那一頁。 

12 徐嘉惠 

嘩！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眨一眨眼睛，還有兩個半月就畢業了！我還記得，一

年級的時候，我想主動認識朋友時，有人跑過來對我說：「請問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嗎？」

之後，當然我說「好！」呢！跟我說這番說話的同學就是現在六年級的朋友──文雅

莉，直至現在，她還是我的好朋友，直到永遠 ⋯⋯ 

我和雅莉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東西，例如吵架、絕交等，但仍是朋友，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直到現在，我都有很多好朋友：采玉、靜怡、曉桐、雅莉等，還有我有很多回憶

在這所學校，我不想離開，因為我害怕在中學不容易認識新朋友，也不想和我這幾位

感情很好的朋友分離，我曾經和這幾位朋友說：「如果升中後，我們會否約出來玩耍？」

當時，我很擔心，但猜不到她們回答：「當然會！因為我們是永遠的好朋友！」我感到

很感動，因為從來沒有人對我這樣說。所以，這句話，我一定會永遠懷在心裡。畢業

了，我想和她們一起做一些我們一直想做的東西，這樣就不會後悔了。我還記得之前

每次學校旅行都和她們一組，一起玩，一起談天，真是開心！希望升中後可以和她們

開開心心。 

13 王靜怡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匆流逝，我們又迎來了最悲傷的畢業時候。 

    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六年來，老師對我們付出的汗水和精力。也要感謝我的朋友

們，在這六年來，給我的安慰和鼓勵。 

     在小學的這段時光裏，留下了歡樂和悲傷，也留下了歡笑和淚水。 但這些，在

我離開小學後，都會成為一些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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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黃冠熹 

我在這幾年的小學生涯裡，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有關於人性學問等……我很開心

在小學生涯裡曾經跌過，在這低谷的過程，我不但失去了成績，還失去了朋友。這經

歷讓我明白到，那些所謂朋友，只是一個陪你玩的人，當我一無所有，所有人都會離

你去。也許只是我沒有遇到一個真正的朋友。起初，我都不明白，但到了我六年級的

時候，我才慢慢明白。多謝同學們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以後我一定要成為最成功的

一個，我要學會放下玩樂，專心學習。 

15 王芷洋 
畢業就是離開這個有笑過有哭過的地方，有很多回憶的地方，我記得我是哭着進

來這所學校，有可能我也是哭着離開這所學校。 

16 黃潁桓 
小學，是一個難忘的歷程，小學是人生中必經的階段，小學是一座知識的寶庫。

小學是如此多姿多采，難忘的小學生活是我童年史冊裡最美好的一頁。 

17 吳子俊 

在小學學習了六年，我在這裡有很多開心的回憶，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朋友，我

在這裡有很多温柔的老師教導我。我不會忘記在這裡的回憶，我一定不會忘記我的朋

友和老師，希望你們也不會忘記。 

18 胡煒騏 

時光飛快，轉眼間就到了六年級，回想起在學校的點點滴滴，忽然有點不捨，想

起老師的教導和栽培，想起朋友對我的關懷和照顧，想起同學對我的愛護和一起的時

間。感謝你們給了我一個快樂的小學生活！ 

19 楊梓鴻 
小學的生涯就快完了，我最愛的一天就是小六旅行的時候，因為這一天不用上課，

只是玩耍，所以我很興奮。我和我的隊員一起玩得盡興。 

20 邱琳允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年時光，一眨眼就過去了，我們離畢業的日子越來越近，

離中學也只有一步之差。 

剛入學的那一天，彷彿是昨天發生的事，從甚麼也不認識到慢慢熟悉，成為好朋

友，每一件事也很深刻、難忘。所以我非常捨不得我的學校，老師，朋友，同學，但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畢業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我會永遠記住那些

快樂的時光。深呼吸，讓我們從頭再來，加油！ 

21 顏俊杰 

我原是從內地轉學到香港，從三年級開始了這所學校的生活。這三年，有很多老

師和同學們一直陪伴我，老師教導我們知識，還教導了做人的態度。同學們帶給我歡

樂、憤怒，擔心和各種心情，雖然我們之中有不少的爭執，但是最終都和好如初。現

在的我們即將踏入神秘的中學，要告別我充滿快樂時光的校園，真是依依不捨呢！ 

 



心聲篇

6C班畢業感言

22 葉昊浚 

在我一年級的時候，我和班上的同學交朋友，當中有靜怡、子俊、思雨、泳如、

學然等。我不懂做功課的時候，同學和老師都會教我，我特別感謝謝老師和吳副校長，

因為我做錯事，她們也會教我如何做好事。我很感謝一年級教我的老師，所教的知識

令我獲益良多。 

升上二年級的時候，我認識了英傑，他有時會陪我玩和分享零食。升上三年級，

我認識了儷凝這位超級好的朋友，她教我做功課，和我玩得很開心。升上四年級的時

候，我認識了兩位新老師，分別是李慧姍老師和陳穎珊老師。李老師是４Ｂ班的班主

任，她教我綜合科，她很好人，當我欠功課的時候就在班主任堂教我做。升上五年級

時，李慧姍老師是我的班主任，我很開心。當時李慧敏老師教我英文，答對就送我一

粒糖。黃老師每天都會和我聊天。 

升上六年級，我覺得每天都很充實，有家長說我的數學進步了。七月準備升中放

榜，感謝全校老師的教導，我認識了很多呢！ 

23 于濼軒 

在這六年裡，我要感謝教導我的老師，因為你們細心的教我知識，在學校裡我會

開心、傷心，當然也會生氣。今年是最後一年，雖然很快便要畢業了，但我不會忘記

各位老師。 

24 余世隆 

小學時期快過去了，時光慢慢逝去，即將邁進中學的年紀。 

我要感謝一直以來陪伴我的同學，我要謝謝我一至六年級的班主任，特別是李老

師，一個五六年級的班主任，需要有責任感，更加需要加倍的辛勤，努力！ 

多謝戴老師(二年級)和周老師(四至六年級)，是他們令我的中文得到了改進。 

我還要感謝 Miss Kwok 和 Miss Lee ，她們都有不同的教學方式，Miss Kwok偏重：

抄寫，我們練習多點，就會深刻些，而 Miss Lee 的課是輕鬆的，讀完再背。 

雖然每位老師的教學方式都可能截然不同，但在背後的付出都是一樣的。 

25 周鈞雅 

時光荏苒，轉眼間，母校的老樹又多了六個年輪。鳳凰花開，我們，要畢業了。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感謝一路有你們陪我笑，陪我哭，陪我面對種種困難。

六年前，我們素不相識，六年後，我們是知己，是摯友！即使我們要分離，但我們仍

會友誼長存。───致同學 

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乾。感謝你們如春蠶，似燭炬一般貢獻自己，帶

領我們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感謝！───致恩師 

時光.不老，我們.不散！ 

 

 



6A 包錦恩、何卓欣成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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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科目 年份 活動 機構 學生 獎項 

語文 

 

 

 

2016 全國學生「學憲法講憲法」活動 國家教育部 ６Ａ麥靖嵐 小學組季軍 

及最佳內容獎 

2016 第四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新家園協會 ６Ａ麥靖嵐 高級組金獎 

2016 2016-2017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６Ａ麥靖嵐 高小組季軍 

2016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６Ａ麥靖嵐 冠軍 

(普通話散文獨誦) 

６Ａ梁嘉軒 87分 

(中文詩詞獨誦) 

６Ａ熊文文 76分 

(普通話詩詞獨誦) 

2017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６Ａ麥靖嵐 金獎 

2017 第二十三屆元朗區 

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裘錦秋中學(元朗) ６Ａ陳穎妍 

６Ａ梁嘉軒 

６Ａ駱伊琳 

６Ａ麥靖嵐 

６Ａ袁樂桐 

６Ｃ周鈞雅 

６Ｃ石采玉 

冠軍 

2017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六十七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６Ｃ周鈞雅 小學組季軍 

2017 我的太空夢─全港中小學生徵文比賽 大公報  ６Ｂ陳思雨 小學組優異獎 

2017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巧 .克 .力 網上學習平台 ６Ａ袁樂桐 第三十四期

十優文章

 

６Ａ麥靖嵐 

2017 三十三第 屆武漢國際中小學生
楚才作文競賽

 湖北省武漢市
楚才競賽委員會

 6A麥靖嵐  一等獎 

6A陳穎妍 

6A梁詩瑤  

二等獎 

6A包錦恩 

6A徐子峻 

6A葉灝旻 

三等獎 

 



成果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科目 年份 活動 機構 學生 獎項 

視藝 2016 LMC童心繪社區 x 蜻蜓牌繪畫比賽 2016 LMC童心繪社區和蜻蜓牌 ６Ｃ邱琳允 季軍 

６Ａ梁嘉軒 優異獎 

2016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教育局 ６Ａ梁嘉軒 

６Ｃ石采玉 

６Ｃ周鈞雅 

作品 

獲入圍展覽 

2016 向老師致敬 2016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敬師運動委員會 ６Ａ陳穎妍 

６Ｃ徐嘉惠 

６Ｃ黃潁桓 

６Ｃ張曉桐 

６Ｃ麥曉琳 

入選六強獎狀 

2016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 

書法攝影編輯委員會 

６Ａ梁嘉軒 美術壹等獎 

６Ｂ莫鈞貽 美術壹等獎 

６Ａ陸兆熙 美術二等獎 

６Ａ包錦恩 美術二等獎 

６Ｂ盧學然 美術二等獎 

６Ｃ石采玉 美術二等獎 

６Ｃ麥曉琳 美術二等獎 

６Ｃ黃潁桓 美術二等獎 

６Ｃ張曉桐 美術三等獎 

６Ｂ李 琳 美術三等獎 

６Ｃ于濼軒 美術三等獎 

６Ｃ周鈞雅 美術三等獎 

2017 「彼此關愛，互相尊重」填色比賽 基元中學 6A梁嘉軒   冠軍(高級組) 

音樂 2017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7 香港國際手鈴 6A 陳穎妍 

6A 駱伊琳 

6A 麥靖嵐 

6C 黃潁桓 

銀獎 

 



成果
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科目 年份 活動 機構 學生 獎項 

體育 2016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６Ｂ王 浩 男甲鉛球 

第八名 

2017 第二十五屆陸運會-張煊昌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張煊昌中學 6B陳思雨 

6B 林儷凝 

6B 莫鈞貽 

6C 麥曉琳 

季軍

(小學女子組) 

2017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 香港舞蹈協會 ６Ｂ陳思雨 乙等獎(Cha Cha 

Cha)／乙等獎

(Jive) 

電腦 2016 香港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香港青年協會 ６Ａ張竣霖 

６Ａ梁嘉軒 

The Robot 

Performance 

Award  

(3rd Place) 

其他 2017 2016-2017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和富社會企業 ６Ａ陳穎妍 和富香港學生

十優公民大使獎 

 

2017 2016-2017學年元朗區學生 

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6A 張竣霖 

6B 林儷凝 

6B 唐浚庭 

6C 葉昊浚 

飛躍表現獎 

2017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2016-2017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6A 陳穎妍 嘉許獎 

2017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2016-2017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6A 麥靖嵐 元朗區文藝之星 

 



6A 包錦恩、何卓欣學生作品展

6B李琳、盧學然、莫鈞貽



學生

作品
展

　　最近，學校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圖書館失火了！
　　為什麼失火呢？學校裏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當然，身為圖書館領袖生隊長的我肯定是知道
的。事情是這樣的：原來的圖書館，藏書豐富，但是後期並沒有把書籍加以保養，再加上一些
同學非常不愛惜書籍，交回來的書籍都是殘缺不全的，這時候你可能會問了，那圖書館老師就
不理會嗎？這位圖書館老師姓王，一年前右臂粉碎性骨折，再也不能提重物和做運動，王老師
曾是籃球隊一員，一手籃球打得出神入化，這次受傷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他從此一蹶不振，
染上煙癮，很少管圖書館的事了。單憑我們幾個，根本制服不了那群愛撕書的混混，滿地都是
雜亂的書。有一天，王老師克制不住煙癮，在圖書館裏抽了根煙，煙掉到地上，引發一場火災
，雖然不是特別嚴重，但還是燒毀了很多書。

　　我身為圖書館領袖生隊長，在王老師受傷和而點燃圖書館後，整個圖書館的秩序都由我看
管，看着滿地狼藉的圖書館，我突然很心痛……

　　曾幾何時，圖書館是我們的天堂。那還是我二年級的時候，我的兩個小息都「浪費」在圖
書館裏。那時候王老師還沒受傷，經常隨手拿起一本書就能給我們頭頭是道地說上一大段，在
這樣的環境下，我加入了圖書館當領袖生。我曾經為我們的圖書館而驕傲，因為圖書館的藏書
有五千本之多。我最愛的就是穿梭在書架中，尋找書籍，我也愛把同學放在圖書車上的書整齊
地放回書架上，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如今，圖書館破落不堪，我看着眼前這一點也不像我以
前天堂的地方，暗暗下定了決心。

　　我找到了校長，看着校長疑惑的目光，我說：「校長，請您把圖書館交給我，三個月後，
我還您一個四年前的圖書館！」校長舒心地笑了，說：「好，三個月，『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

6A 倪倩琳《學校圖書館失火後，我負責採購新書》

   千萬本圖書全被燒毀了！我們所有圖書館管理員和老師都呆住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感到
灰心和氣餒，老師帶領我們進行籌款，希望能重建圖書館和進行圖書採購計劃。

　　時、分溜走，我們經歷了數不清的晝夜和重重困難，終於籌得了可觀的金額，這全因老
師們和各家長們的熱心捐款。還有，一些同學家長捐出不同種類的書籍，如故事書、小說和
雜誌等等，大大減輕我們採購圖書的壓力。

　　但是，我們在採購圖書時仍然存在很多和很大的阻力與困難。基金雖可觀，但書籍的價
錢非常昂貴，老師和我們逐家挨戶地尋訪圖書供應商，單是詢問價格、比對價錢，已弄得我
們頭脹心煩。我們不能胡亂花費這筆基金，全因一分一亳都來自每位老師、同學和家長，他
們的辛苦錢、零用錢和熱心的心意錢，我們萬萬不能亂花。我和一群圖書館管理員全力拼搏
，反復與圖書供應商周旋，希望在採購價錢上得到最大的優惠。經歷了多月來東跑西走，在
付出許多心血和汗水後，我們喜得幾間圖書供應商的幫助，終於有一定的圖書數量，而且種
類比過去的還多。

　　圖書館的重建全賴學校師生全力支持，今天，圖書館終於開幕了！書架上全放着我們每
一位圖書館管理員的心血、老師的點點心意以及家長的熱心。

　　「書中自有黃金屋」，是真的。因為每本書都包含着每位同學、老師、家長的一分捐助
，讓架上的書本得以熠熠生輝，發出比黃金更耀眼的光芒。

6B 梁政元《對「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領會》



學生
作品展      採購新書的過程雖說十分艱難，但在這一個月的時間，反倒令我比以前更嚮往閱讀。這一

個月中，我每天都會閱讀很多不同類型的書籍，因為我要挑選最適合的書籍給同學們閱讀，以
免讓他們看了一些不當的內容而受到影響。

　　以前我最喜愛看「爆笑漫畫」，無聊時看一下可以解解悶，沒幾天便看完了。現在我卻認
為這些漫畫沒有太大意義，運用的字詞淺白，從中也學不到甚麼好詞佳句。我現在最愛看歷史
書丶英文書和具有教育意義的書籍，以前我最討厭看這些類型的書了！我總覺得它們內容深奧
，又沒有插圖，十分沉悶！但因為現在要幫圖書館採購新書，我迫於無奈地閱讀這些書，卻發
現原來沒有插圖的書籍也可以很有趣丶很有意義，我在閱讀過程中方發現我已深深地愛上了這
些書。因此我不但學會了非常多的四字成語丶諺語，還認識了不同年代的風雲人物。每逢老師
問這類問題時，我都可以很深入地解釋一番。

　　從此以後，每逢小息，圖書館都川流不息，借閱書籍的同學也多了。因此，圖書館主任便
委任我成為圖書大使，負責檢查圖書記錄。

　　我十分認同一個說法：「書中自有黃金屋」。沒錯，只要我們多閱讀不同種類的書籍，一
定可以增廣見聞，從中學會不少的人生哲理。這就是我喜歡閱讀的原因了！

6A 袁樂桐《對「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領會》

     嗯… … 作弊？這個念頭在我的腦海裡一閃而過。不不不，我不能作弊，如果我作弊的話，
我就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這份試卷。自己的良心也會過不去的。可是，如果我不作弊的話
，我又如何保存那個擁有無限光芒，跟隨了我整整五年的——全級第一？現在，只剩下十八小
時了，叫我如何複習我所學習到的東西？要知道，我的作業都是我的死黨——陳小明幫我完成
的。智慧、所吸收的知識，都是小明的，而我上課心不在焉，做著自己的白日夢，壓根兒一點
都不會。我心裏很掙扎，彷彿有一個「天使」和「魔鬼」在打架般。經過重重掙扎後，「魔鬼
」贏了。
　
　　如果我作弊的話… …呵呵，別人都會喜歡我的。這樣我就能保持第一，成為別人的偶像
。但是，作弊也要有技巧。不能全部都作弊，因為這樣很容易被人發現。有句俗語說得好，不
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得想個萬全之策，以便之後可以有條後路。之後我終究沒有用到這條後
路，當然這是後話了。

　　哼哼，我開始準備我的「萬全之策」了。

　　第一，肯定要臨時抱佛腳了，我要努力溫習。

　　第二，我要把不會的東西，用可擦掉的筆，寫在手心上，明天老師經過時，利用手掌心出
的汗把它神不知鬼不覺地擦掉。哈哈，我真是太聰明了！

　　晚上，趁著父母不在家，我偷偷翻了一下他們書櫃，他們老是不讓我看。你猜，我看到了
什麼？沒錯，我看到了一些幾乎可以令我放棄作弊的語句。

     「… …明明天使就在身邊，可你卻聽信了魔鬼的讒言… …」這，不是在說我嗎？我接著看
，後面的語句令我原本有點動搖的心，完全動搖了。「… …作弊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個道
德問題。雖然作弊的現象在今日已經很普遍 ，但是普遍並不意味著它是理所當然的 。作弊不
僅僅是對自己的不尊重 ，也是對別人的不尊重… …」看到這些語句後，我覺得，我明天不該
作弊，因為考試不是為了攀比，不是為了面子，而是反映出你學到了多少。我… …真的真的
不能作弊，應該以實力取勝，這樣，我也問心無愧。

　　轉眼間，第二天，我就考完了綜合生活教育科，當然我並沒有作弊。過幾天就是派成績表
的大日子了，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終於到了這一天！媽媽不用早出晚歸了，爸爸也不用去外地公幹。雖然在這次的成績表上
我變成了第三名，可是我問心無愧，因為我並沒有作弊。我變得更誠實，平時也更專心上課。
這次令我更加的努力，我相信，功夫不負有心人，只要我努力，終有一天，一些高等學府會為
我敞開通往夢想之門的！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6C 周鈞雅《派成績表日》



      不久，最令父母們擔心的考試就要來了，一向名列前茅的我開始有一點焦慮和擔心。雖然
在此之前，我是多麼討厭作業和學習，我常常覺得課堂的時間過得很漫長，大腦會不由自主
地「死機」，但其實我有很強的自尊心，我絕不容許別人超越我。我在班中並沒有很多好友
，每當大家在小息一起玩耍時，我就會假裝自己習慣了一個人，但其實我一直不敢說出來。
那兩個「糟老頭」雖然總是嘮叨我，但我真的不希望失去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唯一的溫暖。

　　想到這裡，我突然像開了竅一樣拿起了課本，細心琢磨着每一個字，開始了一夜漫長的
溫習。但這可沒有我想的那麼簡單，我溫習了不到半小時，突然腦子一抽，身體好像不聽使
喚般拿起了電視遙控器，還拿起了一包薯片吃，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我最愛的肥皂劇，看到劇
情最高潮時，我的腿緊張得抖動起來，不小心踢到了一個木盒子，「呀！」我握着自己紅腫
的腳趾，拿起了那個木盒子，輕輕推了推，竟然沒有上鎖！好奇心使然，我小心翼翼地打開
了那個木盒子，發現了一張已經泛黃的病情通知書，我的心「咯噔」一下，那張紙漸漸被我
的淚水浸濕，這麼多年我上課聽不進去東西原來是有原由的！早在八年前，我已被確診患上
了「注意力缺失症」，即是所謂的「大雄症」，這種病會讓人很難集中精神去完成一件事，
可是爸爸媽媽竟然瞞了我這麼久，而我卻渾然不知，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正常人，怎知自己患
上了「絕症」。

　　第二天，我頂着黑眼圈拿起了文具，看着白色的考卷，我的心卻是黑色的，「考試開始
！」監考老師的一聲又把我拉回了現實，從眼睛的餘光看到，大家都在奮筆疾書，只有我的
手僵在半空，遲遲下不了筆。我的心絞痛着，我怕，我怕下了筆會再次犯病！這一刻，我是
如此的懼怕這陪伴了我十二年的軀體，我眨了眨酸酸的眼睛，也開始回答試卷。忽然，我的
心底傳出了一把聲音：「你想得第一名嗎？你想嗎？你想嗎……」我不由得心裡一驚，我真
的想得第一名嗎？這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嗎？很多年了，爸爸媽媽一直在身邊勸我溫習，命
令我一定要得到第一名，將來去最好的地方工作，可是至今我也沒有想明白，到底最好的地
方在哪裡？我想要一個雖然清貧卻溫暖的家，還是要一個豪華卻沒有生氣的家？

　　突然，我想明白了，我一直站在班中最完美的烏托邦上俯視着他們，這一直是我樂意做
的事，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沒有人吃飽了撐着而去仰望我，難道看着他們的頭頂，真的是
一件有趣的事嗎？但是與自甘墮落相比，與別人競爭雖然可恥，但是相對來說確實好了很多
。想着想着，我看向了時鐘，時間所剩不多了，我開始埋頭，以驕傲的姿態狂掃試卷……

　　「哎，你看看你們，一個個都不中用，這次的全級第一名又是周贔晶，你們能不能學一
學人家啊？」我聽到了那個貫穿我九年學習生涯的名字，「方長，你說說，你長大之後想幹
甚麼？」那個班裡最調皮的男生站了起來：「我想當模特兒。」他信誓旦旦地說道，老師嘲
諷地一笑，又問：「周贔晶，你說說你想幹甚麼。」我戰戰兢兢地站起來，回答道：「老師
，我想當一名……」說到這，我遲疑了一下，「我想當社會學家。」我的心揪着疼，其實我
一直很想當一名聲優，即是動漫配音員，但是在聽到我的理想後，爸爸媽媽狠狠地打了我一
頓，說這行業賺不到錢，所以我一直把這個願望藏在心裡，之後的話，我也不想去聽了。

　　派成績表那天，我聽着旁人的稱讚，蹣跚着走回了家。我一直堅信，只要我努力學習，
一定能變得快樂，可是我現在一點也不開心。回到家時，我瞅見那件皮革外套，就知道爸爸
媽媽回來了，他們看見了我的成績單後，也對我讚不絕口，我的身子突然怔了一下，反射動
作的嘶吼：「別裝了，我知道自己有注意力缺失症！」他們也顯然愣了一會，然後把我擁入
懷中，向我真誠地道歉，那一刻，我終於感覺自己身處這個家中。

　　無論怎樣，我還是解開了自己的心結，主動放下包袱去融入別人的圈子，很快便有了三
五知己，那段令我難受的過去，我也徹徹底底地忘了。我現在也有了自己明確的夢想，總有
一天，父母總會聽到那卡通角色後頭的聲音，那個人，一定要是我。

6A 麥靖嵐《派成績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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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的我，經常盼望能看見那蔚藍、一望無際的藍色大海，但現在，我的願望還能實現
嗎？ 

      無可奈何的是，以現今社會需要來說，填海是不得不做的方法，香港的平地少，而填海正
正是可以解決土地不足的方法，但政府有想過，填海會使潔淨的海洋變污濁嗎？  

      的確，填海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土地，但是填海的過程會把大量的沙泥直接倒入海裏，令
水質受到污染，原來那清澈透明的海洋受到了破壞。

     有人可能想：就算沒有了海洋都不會影響我們人類的生活，那為什麼我們要為這些小事而
憂心忡忡呢？但你想一下，如果沒有了海洋，那些魚兒便會失去牠們的家，而且牠們便會滅
亡，我們也沒有了鮮甜可口的魚肉吃，這豈不是兩敗俱傷嗎？

      為了令魚兒們有一個舒適整潔的家，我們必須維持水源清潔。

      在平日，工廠會排放很多污水，雖然這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但是我認為人們可以先把污
水過濾，然後再排出大海，這不但可以把傷害海洋的程度減至最低，又不會影響工廠的平常
運作，真是一舉兩得！

      除了這個方法外，我們也有很多途徑保護海洋，例如不亂扔垃圾到海中等，只要我們都出
一分力，便能集腋成裘，建造美麗的海洋。

     希望，我在香港能看見那冰壑玉壼的海洋！

6A 陳穎妍《希望，海洋》

    我出生於一個單親家庭，是一名學生，媽媽對我的要求很高，只要成績沒到一定標準，媽
媽就會破口大罵。不過我也沒有多在意。媽媽對我的功課要求很嚴格，只要錯一題就有不同
的懲罰方法，所以我每天都不喜歡做功課。做功課的壓力很大，可也因為這樣，才逼得我一
定要對每道題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的成績也很好。我在其他人面前，一直都戴着
面具，裝成一個形象活潑開朗的優等生。可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就沒有多少表情和感受，讓
人感到難以親近。 媽媽和我說她最近要離開一陣子，我無所謂地「哦」了一聲，反正她也不
會管我的日常生活，只要成績達標就行了，其他事情她不會管。

       今天在學校，莉雅和平常一樣開朗，找我聊天，我隨便找個藉口就離開了，其實莉雅可
說是我心裏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不敢和她走得太近，她的成績不怎麼樣，可是天生就是活潑
開朗，用真誠待人，和我完全不一樣，有時我真的很羨慕她有個完整的家。 就因為她的成績
不怎麼樣，所以她常常都要我教她做這做那，雖然很麻煩，但是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
我不知不覺接受了她，在她面前我展現出真正的自己。在班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身世，
雖然她深諳我家的狀況，可是她仍願意和我做朋友。如果沒有她在我的生活上增添一抹色彩
，我現在可能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至少因為她，我比以前開朗了一點。「喂，在想甚
麼？」 莉雅問，我咳了兩聲掩蓋自己的失神，沒甚麼，就是想和你以前在一起的時光而已，
我笑著回應道。「鈴――」 上課鈴聲響了，我一如既往地下課回家，回到家裏，狹小的空間
空空如也，這對我而言已習已為常，即使有人也一樣，現在反而覺得耳根清靜很多。沒有媽
媽監管我的功課，我今天本來很輕鬆，也很開心，不知為何，一絲莫名奇妙的心煩意亂湧上
心頭，不過我也沒有當回事，就這樣上床睡覺了。

    今天早上起床，和平常一樣，我隨便弄了個早餐就去上學。今天早上到我值日，我要早點
回到學校， 回到教室我看到一個和我樣子差不多的女孩，我沒有多在意她， 我自認為，只要
做好所有要做的事，就不會有麻煩，可事實並非這樣。原來那個女孩是新來的插班生，為甚
麼她和我長得那麼像，我原本想問她，可想了想，認為這樣不好，我便把疑問吞回到肚子裏
了，我總覺得那女孩沒有那麼簡單，我帶著一肚狐疑上床睡覺去了。翌日我沒有上課，老師
說的話我一句也沒聽進去，這樣又是一天，又是沒人監管我功課的一天。我回到家，3：47分
拿起耳機聽歌，4：39分看手機，五時多了，肚子餓了，便做了一頓清清淡淡的晚餐給自己吃
。一邊看手機，一邊吃晚餐，以前從沒試過，沒有媽媽真好。七時多了，還有一大堆的功課
和一大堆的練習本，別提抽時間出來溫習了。我想了想：不做功課了，反正媽媽又不知道，
我便玩到十二時多才睡覺。我以前從來沒有遲到紀錄，現在我竟然遲到了，實在太難以置信
了！ 今天被老師罵了一頓，可是我並不介意，反正離考試還有一段時間。最近這幾天我每天
遲到，還每天欠交功課，同學們都很難相信，莉雅還問我：「最近你怎麼了？為甚麼你會這
樣？」我只是笑笑便離開了，我發現莉雅最近也沒有怎樣找我，不過我還是無所謂似的。

    　第二天……

6C 胡煒騏《無有人監控我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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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過去的行為，我的心裏只有慚愧......

　　一天，我歡欣雀躍地回家了。放下書包，心中覺得這真是個好日子啊！爸爸媽媽在這幾個
星期都因為工作關係要回美國處理事務，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感到自己是一隻在籠中獲釋的小
鳥，沒有人監管我的功課，實在太棒了！

　　以前爸爸媽媽在家的時候，他們都是嚴格的獅子，只要犯一點小錯誤，他們就用吼聲來罵
我，讓我的耳膜都快要破了！所以一直以來，我都以小心謹慎的態度去做好每一道題，他們才
會滿意地點點頭。

　　如今他們不在，那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了。可是，我也要盡學生的責任，
先做好功課，才去玩耍。但很明顯，我對自己做功課的要求沒有父母那麼高，做完功課後不會
從頭到尾耐心地檢查，把它們放在一旁，然後便去玩耍了。

　　第二天，我被老師叫到教員室。在路上，我大惑不解地想：老師叫我做甚麼呢？正想着，
很快就到教員室了。老師緊皺着眉頭，擺着一副不滿意的樣子，嚴肅地問:「近日你的功課表現
不理想，只是一些小小的毛病你也會犯，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雖然我知道自己的錯誤，但我
仍然默不作聲地面對我尊敬的老師。老師彷佛看穿我的心理，說：「算了吧，我不強迫你說出
來，但你要繼續加油，做好自己吧！」

　　但回到家的時候，我仍然不聽老師的勸告，繼續以不認真的態度對待功課。所以在考試的
時候......

6A 陳穎妍《沒有人監管我的功課》

   「書本」是一種用來閱讀的媒介，而圖書館正是一個藏有大量書本的地方。基本上，每所小
學都會有個圖書館，我校也不例外，有個又大又舒適的圖書館，內裏的藏書種類繁多，每年都
會購入一些新書本。可是自上星期五後，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當天，很多同學和老師都在傍晚時分漸漸離開學校，校內只剩下我、校務處的職工和幾位
老師。當我離開學校前，去了圖書館閱讀，正當我要離開圖書館時，我在館前發現了一個打火
機，我立即把它扔進垃圾箱，然後離開學校回家去。

　　晚上九時，我接到一位同學的來電，他說學校圖書館失火了，所有書本都燒成灰燼。接着
，我焦急地打電話給其他同學，讓他們轉告學校的員工及職員。

　　經過警方調查發現，火種的源頭是垃圾箱內的東西，我不禁大吃一驚，估計是我扔進垃圾
箱的打火機與垃圾箱內的易燃物引起的。

　　星期一一大早，校方便把事件告訴同學，也發了通告給家長了解情況。星期三下午，學校
的職員到課室找我，並帶我到會議室，只見到校長及負責管理圖書館的老師。原來校長及眾多
老師們昨天商討誰負責採購圖書，以備圖書館重開時有足夠圖書給同學們閱讀。而大家都認為
讓我負責這個項目最適合不過，於是詢問我是否願意負責這個項目，我想了想，最後作出決定
了——就接受這個任務吧！

　　可是我並沒負責這個項目的經驗，我先要詢問學校裏各級同學對閱讀不同類型書籍的取向
，然後要收集資料並作出分析及決定，接着要進行採購的工作，還要……

6B 張浩峰《學校圖書館失火後，我負責採購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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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作業，到底是甚麼？作業，是一種老師給學生的練習。作業，可以複習，也
可以練習你所學到的東西，還可以當做備考的材料。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話雖如
此，可我還是禁不住問你一句：你，喜歡作業嗎？

　　我也不管你喜歡與否，反正我是真心不喜歡作業的。我覺得，對於我來說，作業
是一種累贅，一種精神壓力的來源。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父母還要監管自己的
作業，那認真度，簡直無人能及！「誒，兒子，這個字好像多了一橫……」「誒，女
兒，這個數字好像寫的不夠漂亮……」相信同樣身為孩子的你，這些話不絕於耳吧！
我也自然不例外。如果你問我有甚麼願望的話，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我不需
要人監管我的作業！」

　　願望和現實總有不可逾越的距離，可誰知，我的「願望」竟「活生生」地變成了
「現實」！事情是這樣的… …

　　那一日，夜幕降臨。我與父母出去散步。突然，爸爸薄唇輕啟，語重心長地對我
說：「孩子，爸媽要到國外工作一些時日，一年半載的，可能不會回國了，你啊，你
定要照顧好自己，千萬別學壞……」「嗯，沒問題。那麼你們也得小心點哦。」誒，
等等，這樣說豈不是沒有人監管我的作業？哇，太棒了！我禁不住了自己歡天喜地的
心情，很是膚淺地應了父母一聲。

　　眨眼間，父母就已經到了外國。終於都沒有人監管我的作業了！在這段日子裡，
我愛怎樣就生樣，隨心所欲，終於都不用對付那兩個「糟老頭」了。真是謝天謝地啊
……自從那以後，我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原本對父母的依賴，到現在全都
改掉了；對待小測的態度也改變了不少。唯獨是以前的作業質量是頗高的，可現在的
作業錯漏百出。這個改變，真是丟臉丟到家了。

　　因為每天一回到家之後，我總是會先吃零食，再看電腦，一看就是一個下午，小
日子別提有多滋潤了。每次我都是十一、二點才去做作業的，那時已經非常睏了，哈
欠連連，我只能強打精神伏案完成作業。做作業時我睏得不得了，連眼皮子都快要睜
不開了，殊不知，做完作業又特別有精神，那些瞌睡蟲都跑光了似的，感覺腦神經都
被打開了，所有想不通的事都會在這個時刻茅塞頓開。所以我自己特別喜歡在深夜裡
寫作、畫畫等，因為那是收集靈感的最好時光，當然怎樣做還得偷偷摸摸，不然，讓
隔壁小李看見自己在深夜裡開著燈寫東西，然後向爸媽投訴可不好吧。嘿嘿，所以，
你知道為甚麼我的作業質量頗差了吧！可是呢，你還別忘了，在白天的課堂中，我可
是有專心聽課，所以，呵呵，考試小測絕對難不倒我。

　　人們都說作業是衡量學生學習狀況的標準，那麼，我現在的狀況，又代表了甚麼
？後來，我的父母回來了，那麼他們知道了會怎樣？

　　至於我的學習成績如何，那就一起留待成績表派發日揭曉吧！

6C 周鈞雅《沒有人監管我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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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接觸到快板是在五年級的暑假，那時我是在北京看到的。剛開始，我只覺得這是幾
塊板，沒有任何旋律，反而覺得這幾塊板子讓人顯得木訥起來了，如此沉悶，怎會被人們稱
為「說唱藝術」呢？後來，梁主任回到學校後便極力推介我們去試試打快板，也建議我們去
搜尋一些關於快板的資料，一搜資料，才發現快板的歷史要追溯到宋代。

   當時的快板被稱為「蓮花落」，是一些乞丐的乞討手段，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快
板才正式成為一種藝術表演形式。快板也分好幾種，有小快板、對口快板、群口快板和快板
書。我和同學們則是採用群口快板，這類快板通常有四至十人表演，表演時有領有和，有時
候也會分成幾組來交替表演。

     我還注意到一點，原來快板著重的不只是節奏，眼神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點。如果一個人表
演快板時，他的視線不集中，跟觀眾也沒有眼神交流，那麼他是無法吸引觀眾的。眼神要隨
著表演人物、作品情節而做到眼中有物，原來快板也有這麼多學問啊！

      受到網上資訊的影響，我開始對快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無論是拿著快板的手勢，抑或控
制快板的音量都很講究，我也隨之感受到打快板的艱難之處。當我打快板時，我總是不由自
主地分神，然後快板便會失去節奏，也令我更加容易忘詞，我開始擔心起來。於是，我去請
教了一些同學，他們告訴我打快板時一定要專注，而且也告訴了我幾個保持專注的方法。經
過了認真的練習，我終於也可以成功表演一項快板節目了。

   現在我終於明白，原來快板只是一個伴奏，而表演時表演者說出的台詞才是最重要的主旋
律，它們相互配合，奏出如同交響樂一樣的樂曲，時而高昂，時而低沉；時而激動，時而平
穩，隨著人手的擺動，那幾塊竹板會敲出不同情緒、不同音量的聲音。只要用心體會，便能
讀懂其中的內容。

    現今，有很多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來，一些傳統藝術越來越少人想去傳承，他們都
認為傳統藝術十分無趣，但是只要我們明白那些傳統藝術中的奧妙，便能體會藝術的美好。

6A 麥靖嵐《快板文化》

   我是一個很獨特的小孩，因為我有很多課後活動，包括補習班、武術班、籃球隊和乒乓球班
，而且我每次做完功課都必須給媽媽檢查是否完成所有內容，並改正錯誤之處。

　　每逢星期一至五的五時，我都要參加補習班。每次前往補習的時候，媽媽都會在旁邊監視
我有沒有認真地做功課，使我感到非常尷尬。回家後，她會再檢查我的功課，以確保一絲不茍
。至於其他課後活動，都是由我家的傭工姐姐負責接送我的。

　　有一天，我的奶奶突然進了醫院，爸爸媽媽很擔心她的狀況，就立即趕到醫院。經醫生診
斷後，原來奶奶患了糖尿病，所以醫生開了藥，並為她打針，還說她將要接受一個手術。爸爸
媽媽跟我說，他們要到奶奶的家去照顧她一個月，所以他們請傭工姐姐要看顧我的日常生活，
並叮囑我要為今個月的考試努力溫習。

　　爸爸媽媽走了之後，一切都跟往常一樣，我去補習班時，比平日更認真地做功課，不過不
知為何，我錯的題目就比之前的多。考試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我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我正準
備面對這次的報分試......

6B 高明峰《沒有人監管我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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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cident

 Last Sunday, there was a typhoon. The weather was hot and it 
rained heavily outside. My sister and I needed to stay at home. We 
were bored.
        Then, I found two water guns so my sister and I played with the 
water guns excitedly in the living room. I did not feel bored anymore. 
Grandma was in the living room. She fell over because the floor was too 
wet. Grandma cried loudly. She was upset. My mum sent her to the 
hospital quickly.
 The doctor said Grandma needed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a 
week. My sister and I felt sorry. My mum was angry. Everyone was 
upset.
          After three days, Grandma felt bored because she stayed in the 
hospital all day long and she had nothing to do. We went to visit her 
and gave her a card and some flowers. Grandma was happy. We felt 
happy too.
 After five days, Grandma got well. She did not need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again. She was very pleased. My sister and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not play with the water guns in the living room again 
because it was too dangerous.

By 6A Cheung Chun Lam

An Accident

 One day, Grandma had an accident at home. My brother and I 
felt scared and sorry.
 On 12th July, my brother and I stayed at home because it was the 
school holiday. However, we felt bored so we decided to play with 
water guns. We had a lot of fun and we made the floor wet.
 Suddenly, Grandma went out from her bedroom. She did not 
know that the floor was wet. Unluckily, she fell over. We felt shocked 
and our face turned green! My brother called the ambulance and then 
we sent Grandma to the hospital quickly.
 In the hospital, a gentle doctor ordered Grandma to stay there 
for three days. Mum was angry and scared. She scolded at us. She was 
fierce like a tiger. 
           After three days, we visited Grandma. We gave her some colour-
ful flowers and a card. She was very happy because she received some 
nice presents and she could go home soon. 
 At last, we promised that we would not do any dangerous things 
at home again. Grandma and Mum smiled. 
 

By 6A Chan W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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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day, Peter fell asleep in the classroom. He slept very sweetly. 
He had a dream.
 In the dream, Peter gave a fish to a shark. The shark thought the 
fish was delicious. It was happy.
 In the sea, Peter rode on the shark excitedly. The shark looked 
friendly. They became good friends. They played together happily.
 After a while, the shark became naughty. The shark swam very 
fast. Peter felt scared and he asked it for help. But the shark did not 
listen to him. After that, the shark jumped out of the water. Peter fell 
into the sea. The shark swam away quickly. Peter felt afraid.
 Suddenly, Peter fell on the floor. He woke up. His classmates all 
laughed at him. And the teacher was very angry. Peter was unhappy 
because his teacher scolded at him. She said, ‘Peter, you must stay at 
school until 5p.m.’ Peter was upset. What a sad day!

By 6A Xiong Wen Wen

A Dream

 One day, Peter was bored when he had Chinese lesson. He fell 
asleep in the classroom. He had a bad dream. He felt upset.
 In the dream, Peter saw a big shark. He gave a fish to the shark. 
The shark was happy because it liked the fish very much. They played 
with each other happily. Then Peter rode on the shark. The shark took 
him to visit the sea. They swam slowly. Peter was excited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visit the sea.
 Suddenly, the shark became naughty. It swam very fast. Peter 
was scared so he asked for help. He shouted loudly but no one helped 
him. The shark jumped out of the water. Peter fell into the sea. He was 
frightened. However, the shark swam away very fast.
 Peter woke up and fell over on the floor. He was in pain. His 
classmates laughed at him. He was sad. The teacher became angry. 
She shouted at Peter loudly. Peter got into trouble.
 Finally, the teacher scolded at him and called his mum. His mum 
was disappointed. Peter felt sorry and promised that he would not 
sleep in the lesson again. What a bad day! 

By 6A Leung Ka 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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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g of Money

       Last weekend, I went to a fast food shop with my sister. We found 
a bag of money.
       Sister and I went to a fast food shop. We were hungry so we bought 
a big size of pizza and two cans of coke. They looked yummy!
It was very crowded in the fast food shop so we needed to find a seat. 
After a while, we found a seat. When I sat down, I felt something was 
on the chair.There was a black and heavy bag on the chair. I found a 
lot of money in the heavy bag so we were shocked and worried. Sister 
was clever like an owl. She gave me advice. She said, ‘We should call 
the police and ask for help!’
       At last, we called the police and they found the owner of the bag. 
The police praised us so we were happy in the end. What an unforget-
table day!

By 6A Yuen Lok Tung

A Bag of Money

       Last week, my sister and I ate in a fast food shop. We had afternoon 
tea there. We were hungry because we did not have lunch. 
      In the fast food shop,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It was crowded so 
we waited in the queue for a long time. We bought some hamburgers 
and coke. After that, we looked for a table. 
      After a while, we found a table and saw a bag on a chair. We felt 
strange. I said, ‘Look! It’s a bag! Should we open it?’ My sister said, ‘No! 
This is not our bag!’ I explained, ‘We have to open it so that we can find 
the owner.’ She said, ‘Okay.’ When we opened it, we saw a lot of 
money and an ID card in the bag. We were surprised. My sister said, 
‘Oh! It’s an ID card.’ I said, ‘Let’s take it to the boss of the fast food shop.’
       At last, we found the boss. The boss said happily, ‘Both of you are 
honest. I should go to your school and tell you teacher that you are 
honest!’ Soon, the boss made an announcement and the owner of the 
bag came. The owner hugged us and said excitedly, ‘It’s my bag! You 
are honest! Maybe I should buy some ice-cream for you!’ We felt 
pleased and this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By 6B Lo Wi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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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week, my sister and I found a bag of money when we were 
looking for a table in a fast food shop. We felt surprised. 
 One afternoon, my sister and I went to a fast food shop because 
we were hungry. Then we bought some juice and burgers when other 
people were eating.
 After a while, we found a table but we saw a bag on a chair. We 
felt strange. 
 Then we opened the bag. We saw a lot of money. My sister said, 
‘Look! There is a lot of money. What should we do?’ I said, ‘Maybe we 
should take it to the police station.’ Next, we took the bag to the police 
station. 
 After five minutes, we arrived at the police station and we gave 
the bag to the police. Then my sister said, ‘Well, we gave the bag to the 
police station but I am tired. Can I go home now?’ I said, ‘Sure!’
 Three days later, the bag’s owner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and 
he took back his bag. Then he called us and he said, ‘You are honest 
children. I will tell your teacher you are a good boy and girl!’ We felt 
happy.

By 6B Cheung Ho Fung

A Bag of Money

 Last week, my sister and I had lunch in a fast food shop. We 
found a bag of money in a seat.  
 First, we looked for a table. However,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It was crowded. After a while, we found a table. 
 We found a bag on a chair. Then, we opened the bag. ‘Oh! 
There was a lot of money inside,’ my sister said. ‘We should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and give the bag to the police,’ I said. After we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we went back home. 
 After three days, we watched TV. ‘Oh! The bag belongs to a 
thief. He got the money from a boss! We helped the police!’ my sister 
said happily. Then, we felt cheerful.

By 6B Ko Ming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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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eam

 Last Monday, Peter fell asleep in the Chinese lesson because he 
played mobile phone games the whole night. He had an interesting 
dream.
 In the dream, he fed a shark. So the shark played with him. First, 
he rode on the shark. Then, he held the shark’s fin. He was excited.
 Suddenly, the shark swam quickly. He said, ‘Help me!’ He felt 
sorry.
 At the end, the shark jumped out of the sea because it wanted 
to play with him. He fell off. He felt scared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to swim. 
 All in a sudden, Peter was in pain because he fell on the floor. His 
classmates laughed at him loudly. He was very cross. 
 Since then, Peter did not eat shark’s fin soup.

By 6B Jacky Cheung

A Dream

 One day, Peter fell asleep in the Maths lesson. He had a special 
dream.
 In the dream, Peter fed a big shark. The shark was called 
Tommy. Peter also rode on Tommy. He held the shark’s fin. He thought 
it was an exciting game, so he felt interested. Suddenly, Tommy swam 
quickly because he wanted to play tricks on Peter. Oh! No! Tommy 
jumped out of the sea. All in a sudden, Peter fell off. He felt worried 
and scared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to swim.
 ‘Boom!’ Peter fell off from the chair. He was in pain. His Maths 
teacher was angry and his classmates laughed at him noisily, so he felt 
awkward. 
 Since then, Peter felt scared of sharks and he did not go to swim 
in the sea anymore. 

By 6B Amy 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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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cident

 On 12th July, Grandma had an accident at home. I felt sorry for 
Grandma. That was a bad day!
 On that morning, my brother and I played with water guns in 
the living room. It was fun. I felt excited. We had a happy time.
 Suddenly, Grandma walked out of the bedroom. The floor was 
slippery so Grandma fell over. She screamed. She fell on the floor and 
fainted. I was worried about Grandma. She would be injured. We 
called Mum and sent Grandma to the hospital. I prayed that Grandma 
would be fine.
 In the afternoon, my mum, brother and I were anxious. We stood 
in the doorway of the operation room. After the operation, a doctor 
came into the sick-room. We listened to the doctor seriously. The doctor 
told us that Grandma was all right. We breathed a sigh of relief.
       On 15th July, we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visited Grandma. We 
gave her a card and some flowers. My mum was gratified. We all 
laughed happily.
 Three weeks later, we celebrated Grandma’s discharge from hos-
pital so we had a party. We bought a big cake. It was yummy! We 
were happy!

By 6C Sammi Mak

A Dream

 One day, Peter fell asleep in the classroom. He had a dream.
 In Chinese lesson, Peter fell asleep in the classroom because the lesson 
was very boring. All of the students listened carefully but Peter fell asleep. 
He had a dream. In the dream, a shark was his friend so Peter always fed 
the shark with some fish.
 After a while, Peter sat on the shark’s back to swim in the sea. They 
were very happy. Peter could breathe in the sea for a long time. He was 
shocked.
 After that, the shark said, ‘You give me very little fish so I am very 
hungry. You are my best friend so I can’t eat you.’ The shark jumped out 
from the sea and Peter fell over in the water.
           ‘Oh, my god!’ Peter woke up. His classmates looked at him surprisingly. 
After that, they laughed at him and the teacher looked at him angrily. 
Teacher asked him to wash his face. He was shocked because his teacher did 
not shout at him.
 Finally, Peter did not sleep in the classroom ever after.

By 6C Yin Chun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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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cident

 One day, Grandma had an accident at home. What a bad day! 
I felt very sorry for Grandma.
 In the morning, I played with the water guns in the living room 
with my brother. We played happily. We had a great time! However, 
there was so much water on the floor.
 Then, Grandma went to the living room. She wore a pair of 
glasses. She wanted to drink some water so that she walked to the 
living room. Unfortunately, Grandma fell over.
 My brother and I felt nervous. We did not know what we should 
do! Then, Mum came home. Mum called 999 and sent Grandma to the 
hospital. In the hospital, a doctor said, “Your grandma hurt her back so 
she needs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three days.” My brother and I felt 
disappointed of ourselves.
 After three days, we brought some lilies and a card for Grandma. 
Grandma was very happy. The doctor said, “Your grandma gets well. 
She can leave the hospital.” We were very happy.
 We wanted to celebrate for Grandma so we had a trip. We went 
to Japan to see some cherry blossoms. We had a great time in Japan! 
We wanted to go to Japan again!

By 6C Zhou Jun Ya

A Bag of Money

 Last week, I found a bag of money in a fast food shop. I was 
happy on that day because I helped a patient.
 On that day, my little brother and I went to the fast food shop to 
have lunch because we were hungry.
 First, we queued to buy fast food. We bought some hamburgers, 
French fries and cola. Then we went to find seats quickly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people. After five minutes, we found two seats. When we 
wanted to sit down, we saw a bag. We were worried. I opened the bag 
carefully. We were surprised because we saw a lot of money in this bag.
 After ten minutes, a woman came. She was nervous and walked 
around to find something. I said, ‘Is this your bag?' She said, ‘Yes, this 
bag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There is a lot of money.' I said, ‘How do 
you use this money?' She said, ‘I will take this money to help my father. 
He is in the hospital. He needs to do a surgery so I will use this money to 
help him.’
 At last, she said ‘Thank you!' to me. I was very happy because I 
helped a patient.

By 6C Ci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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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eam

 One day, Peter fell asleep in the classroom. He had a dream. The 
dream was hilarious.
 In General Studies lesson, Peter felt bored so he slept. He had a 
dream. In the dream, Peter wanted to play with a shark but the shark 
did not want to play with him, so that he fed the shark. The shark was 
surprised so the shark played with Peter.
 Then, Peter sat on the shark's back. The shark carried Peter to his 
home. At that time, Peter told a lot of interesting matters to the shark. 
The shark thought they were amazing.
 Suddenly, the shark swam fast. Peter told himself not to be 
afraid but it was impossible. He screamed, 'Help! Who can save me?' 
The shark did not listen to Peter because the shark saw his girl-friend 
and he wanted to play with her. He forgot Peter was sitting on his 
back.
 The shark jumped out of the water and Peter fell into the sea. 
He shouted for help. Suddenly, he got up and thought, 'Oh! It is just a 
dream!' His classmates laughed at him. His teacher was angry. 
 His teacher called his mum. His mum told him not to do it again 
and said, 'You need to be hard-working.’ His teacher told him, 'I think 
you’re a clever boy but you're too lazy. 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have 
achievements.' Peter said, 'Thank you!'

By 6C Kimi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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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第四行 陸兆熙 麥家豪 莊澤權 馮子軒 黃駿泰 叶竣凱 徐子峻 張竣霖  

第三行 鍾諾恒 梁嘉軒 梁顯榮 黃子非 何進昇 麥浩康 葉灝旻 林家寶 梁嘉祐 

第二行 何卓欣 熊文文 倪倩琳 駱伊琳 包錦恩 麥靖嵐 梁詩瑤 袁樂桐 陳穎妍 

第一行 羅凱兒老師 莊健龍老師 許志民主任 李毅堅主任 吳佩儀副校長 謝煒珞校長 劉媛珊老師 郭淑慧老師 陳鈺澄老師 許碧茵老師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左 11 左 12 

第四行 張哲銘 唐浚庭 梁政元 溫卓穎 王浩 張浩峰 黃鈺棟 盧學然     

第三行 高明峰 張銘賢 林儷凝 盧泳如 朱慶昇 黃梓軒 張禮文 方志軒 鄧樂煊 陳穎詩   

第二行 陳思雨 莫鈞貽 譚樂兒 李琳 王皓雪 布詠詩 倪彩媛      

第一行 劉媛珊老師 莊健龍老師 許志民主任 張偉文主任 郭淑慧老師 吳佩儀副校長 謝煒珞校長 李毅堅主任 黃燕主任 呂敏芝主任 陳鈺澄老師 許碧茵老師 

 



合照篇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左 11 

第四行 吳子俊 黃冠熹 于濼軒 顏俊杰 余世隆 楊梓鴻 方志民 林少剛 何卓翹   

第三行 何子朗 葉昊浚 李栢霖 張豪 張曉桐 石采玉 徐嘉惠 麥曉琳 陳洛泳   

第二行 文雅莉 胡煒騏 周鈞雅 王芷洋 黃潁桓 邱琳允 王靜怡     

第一行 許志民主任 周永強老師 李鳳玲老師 李慧姍老師 吳佩儀副校長 謝煒珞校長 郭淑慧老師 莊健龍老師 李毅堅主任 許碧茵老師 陳鈺澄老師 

 



合照
篇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左 11 左 12 左 13 左 14 左 15 

第四行 
黃哲 

老師 

李慧姍 

老師 

劉媛珊 

老師 

黃慧蘭 

老師 

鄧浩然 

老師 

羅宇禮 

老師 

周永強 

老師 
Mr 

Kevin 

莊健龍 

老師 

陳詠儀 

老師 

嚴穎慧 

老師 

傅丹妮 

老師 

李慧敏 

老師 

羅凱兒 

老師 

楊慧莊 

社工 

第三行 
戴燕平 

老師 

葉春鈴 

老師 

張馨之 

老師 

李潔彤 

老師 

侯烜楨 

老師 

黃錦娜 

老師 

劉鳳梅 

老師 

陳穎珊 

老師 

盧佩珊 

老師 

陳詠欣 

老師 

鍾穎欣 

老師 

張翠蓮 

老師 

區穎兒 

老師 

梁秀琴 

老師 

盧樂芝 

老師 

第二行 
唐慧珠 

老師 

何嘉莹 

老師 

謝婉茵 

老師 

何敏琪 

老師 

許碧茵 

老師 

高潔怡 

老師 

林明儀 

老師 

黎嘉慧 

老師 

黃淑賢 

老師 

尹美婷 

老師 

陳景儀 

老師 

張田 

老師 

蘇玉萍 

老師 

閆雲虹 

老師 
 

第一行 
麥頴詩 

老師 

郭淑慧 

老師 

利國良 

主任 

黃燕 

主任 

張偉文 

主任 

李毅堅 

主任 

吳佩儀 

副校長 

謝煒珞 

校長 

梁麗顏 

主任 

許志民 

主任 

呂敏芝 

主任 

黃愛雲 

主任 

陳鈺澄 

老師 

李鳳玲 

老師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第二行 陳鳳蘭 張小鳳 陳志光 陳日雄 許學暉 杜楚偉 梁文英 陳麗燕  

第一行 林佩君 陳佩瑜 黄少寶 李倩兒 謝煒珞校長 何美玲 上官純 曾婉霞 林卉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