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喜歡的圖書人物是《39 條線索》中的葛蕾絲•卡希

爾。葛蕾絲•卡希爾是主角艾米和丹的外婆。葛蕾絲•卡希爾

是一個精通多國語言的機智老人，更收養了父母都是通緝犯的

男女主角。     

　　話說故事主角艾米和丹因為他們的父母是殺人犯，自少便

被警方追捕。他們的父母更因一次意外而逝世，結果主角二人

便成為孤兒，過着流落街頭，被父母仇家追殺的生活。幸運地

，這兩位主角在一次被仇家追殺的過程中遇上了葛蕾絲•卡希

爾。作為故事中最大勢力的卡希爾家族當家的葛蕾絲•卡希爾

竟然不怕招惹麻煩，願意收養身世可憐的兩位主角，可見葛蕾

絲•卡希爾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的人。    

　　後來，當葛蕾絲•卡希爾知道主角們的父母被追殺的原因

後，她更在自己臨死前的五分鐘，更改了自己的遺囑，讓主角

們繼承這份遺囑，利用卡希爾家族的地位和勢力去追查有關他

們父母被害的真相，可見葛蕾絲•卡希爾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這個充滿愛心和睿智的長者葛蕾絲•卡希爾娑娑就是我最喜

歡的圖書人物。

李詩蔚 6A

P.1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第29期，刊登日期為2017年4月
30日。

插畫：馮麗珊  4A

編者按：

我喜歡的圖書人物



季軍

中文作文比賽一年級組

1.我喜歡和小弟弟一同唱歌和跳舞。
2.星期六，我和妹妹一起用心地學唱歌。
3.今天晚上，我和表姐看見天上的星星，十分美麗！
4.小麗和我常常都在星期天一起拍皮球。
5.我每天都想和家人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

陳思熹 1D亞軍

1.下午，我和弟弟在家裏跳舞。
2.晚上，我在家裏用心做功課。
3.早上，媽媽和我穿了美麗的衣服。
4.下午，我和家人在操場拍皮球。
5.早上，我和家人到海洋公園去，我們玩得快快樂樂呢！

勞允姿 1E季軍

P.2

一年級組的同學能夠運用以下詞語寫作一句完整的句子：

1.跳舞  2.用心  3.美麗  4.拍皮球  5.快快樂樂

閱讀金句分享

「閱讀所獲得的最大快樂是， 你好像透過一面鏡子， 看到自
己的心靈。」

英國作家湯馬斯

1.姐姐在台上跳舞，妹妹在台下說姐姐跳舞跳得真好！
2.弟弟第一天上學，老師叫他要用心學習。
3.小明一去到公園就看到很多美麗的花。
4.哥哥叫弟弟和他一起拍皮球。
5.媽媽叫我不可以打弟弟，要快快樂樂地和他玩玩具。

林展鋒 1D冠軍



P.3

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姑媽家的小狗-大白。牠有一身雪白的
毛，一雙深綠色的眼睛和一條長長的尾巴。大白喜歡在姑媽家
中走來走去，像一個小士兵一樣，看守着姑媽家的門口。我最
愛跟大白玩耍，牠總是搖着尾巴在我身邊轉來轉去，十分可愛
！我真喜歡姑媽家的小狗-大白！牠帶給我很多樂趣。

何新宇 2D

冠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我喜歡飼養小花貓，牠的眼睛又圓又亮、身上軟綿綿的，
還有一條長長的尾巴和一雙細小的耳朵。小花貓常常躲起來很
像小老鼠呢！我最愛小花貓的眼睛。晚上看着牠，牠的眼睛更
像小星星般閃亮。我很想在家裏飼養一隻小花貓，讓牠可以和
我一起生活。

譚家欣 2D

亞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我最喜歡家裏飼養的小烏龜，牠身上有一個堅固的殼、小
小的尾巴、尖尖的爪子，還有一雙黑色的眼睛，牠的樣子十分
可愛。小烏龜吃魚兒時，牠的樣子十分可愛！我最喜歡和小烏
龜玩，看着牠每天游泳。感謝小烏龜陪伴着我，牠真是我的好
朋友。

甘嘉晴 2A

季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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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

　　我的好朋友是陳焯思，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把長長的

頭髮。

　　陳焯思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好學生，我一遇到困難時，她一

定會伸出援手來幫助我，所以我也很願意幫助她。

　　焯思很愛玩呢！一到小息，她就會找我和她的其他朋友一

起到跑步區內玩遊戲，我們玩得非常熱鬧呢！雖然我有時也跟

她吵架，但是我也會原諒她，她也很快便原諒了我。

　　我很希望她可以成為我永遠的好朋友，因她為我的帶來了

很多的歡樂。

趙曉彤 3C

插畫：黃依情 3A

冠軍
我的好朋友

　　我的爸爸有粗的眉毛和大大的嘴巴。他每天辛勤地工作，

下班後還要照顧我們，他是世上最有愛心的男人。

　　那天，我放學後，爸爸來接我放學，我們

走着走着，天突然下起大雨，爸爸連忙打開雨

傘，和我一起回家。一路上，我們一邊說笑，

一邊步行回家。雨傘太小了，使爸爸的頭被雨

天沾濕了，當我看見水珠從爸爸的頭頂滴下來

時，我有點想哭。

　　那天，我感到父愛比天高，我有一位這麼愛我的爸爸，我

真的高興極了！

王安兒 3A

亞軍
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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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是羅敏晴，她有長長的頭髮，
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和小小的嘴巴。
　　在學校裏，她時常教我做功課，小息時還
常常和我一起玩耍。小息的時候，我也會和她
一起玩遊戲和分享零食。
　　有時候，我們也會吵架，但是，過了一會
兒我們就和好如初了。有時候，當她和我做錯
事時，我們也會被老師責罵，我們便會互相安
慰對方。
　　我希望可以永遠和她做好朋友。

陳依蕾 3E我的好朋友
季軍

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大家好！我是一個粉紅色的、漂亮的書包。

　　每天，我在學校替主人盛着書本、筆袋等，當然，我也每

天都會和一班天真、可愛的小孩子們一起上課和玩耍等。可是

，有很多人不珍惜我們，甚至會傷害我們。幸好，我的主人很

愛護我，可能我就是我的同類中最幸運的一個吧！

　　我跟隨主人已經有三、四年時間了。

雖然我已經老了，可是我的主人仍不肯把

我扔掉，因為我是主人去世的婆婆送給她

的禮物，所以她非常珍惜我。我每天都和

她一起玩耍，當她不開心時，我很想和她

聊天，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她的心情，但是

我不能說話，只好在她身旁默默守護她。    

　　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必須要離開她，不再在她的身旁守護她

。我每天都會很珍惜和她相處的機會，珍惜這眼前人。

鄭侃嵐 4D

冠軍
書包的自述 



亞軍

　　你好！我是一個書包。
　　我是一個書包，一個粉紅色的書包，一個印有「米奇老鼠」
圖案的普通書包。雖然我比不上那些電動書包，但是我的主人
依然對我不離不棄。
　　我從小主人一年級開始就陪伴她了。我每天陪伴小主人上
學，我的「肚子」很大，我可以「吃下」小主人的功課、課本
、筆袋……
　　我和小主人的感情很深。還記得那一次，小主人的表哥送
她一個電動書包時說：「美琪，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誰
還會用這種普通的書包呢？」表哥說完後就打算把我扔掉。小
主人急得哭了起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小主人一直哭、一
直哭。表哥不忍心看到小主人這麼難過，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小主人又變回一個可愛、快樂的小天使了。
　　這就是我，一個粉紅色、印有「米奇老鼠」的普通書包。

馮勵欣 4A

P.6

書包的自述 

閱讀金句分享

「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中國詩人黃庭堅

插畫：張沛珊 5E



　　大家好！我是一個書包，我的主人是一個四年級的學生
。因為他的成績非常好，所以經常被老師和同學稱讚。
　　他每天吃完早餐後，就會帶我到學校，再把我掛在書桌
旁邊的鈎上。上課時，我不會感到悶悶不樂，因為在我的前
後左右都有同伴，我可以和他們聊天。可是，我們的主人一
旦犯錯，老師發現了的話，他就要離開我們了。
　　主人放學回家後，他會對我說﹕「辛苦你了。」然後他
才做功課。他對我說的這句話令我的眼睛充滿了感動的淚水。
　　一眨眼，主人就升讀中學一年級了，他換了一個新書包
，但他並沒有丟掉我，反而把我放在一個櫃子裏留作紀念。
　　每次我被主人拿出來時，主人總會對我說﹕「一直以來
辛苦你了！」。

林兆康 4A書包的自述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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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金句分享

「閱讀是攀上知識高峰的階梯；閱讀是放下愁思憂慮的秘訣。」
林愛妮

插畫：吳穎賢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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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馮勵金 5C

冠軍
假如我只剩下三天時間

　　烈日當空，我在公園裏奔跑着，一陣陣尖銳刺耳的尖叫聲

響徹雲霄。我最後在深圳生活的三天開始了。夏天這個美妙的

姑娘邁着愉快的步伐來到我們身旁。

　　第一天，我想和那班總是不正經的朋友再無憂無掛的玩一

次。汗水一滴一滴在我們不經意間滑下來，滑過我們的臉頰，

滑過我們的脖子，滑過我們的指間。汗水也在我們的歡聲笑語

中消失，帶走了我們的痛苦和憂愁。很快這種快樂的時光已成

了過去，黑夜降臨。我獨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只剩下昆蟲

的歌聲陪伴着我。

　　第二天，我在小鳥的歡聲笑語中醒來。今天我打算去那個

從小陪伴我，聽我訴說一切，披着綠色衣裳的姐姐那裏，去讓

她分擔我的憂愁。我輕輕地躺在她的懷抱，她用手擁抱着我。

之後，我坐在秋千上輕輕地，慢慢地訴說我的哀傷和不捨之情

。漸漸我進入了夢鄉。

　　第三天，我在雨滴嘻嘻哈哈的歡笑中蘇醒。我的悲傷已經

退去了，但眼角的淚還未乾。看看牆上的掛鐘，時間已是深夜

了，爸爸叫我好好休息，準備明天去香港。到我再次睜開雙眼

已是告別之時，再見了，朋友們！再見了！

插畫：黃晉 4C



　　假如我只剩下三天時間，我會好好利用和珍惜這三天時間。

　　第一天，我會與我的好朋友一起吃好東西，買東西，玩樂

一下。我們會品嚐一些從未吃過的美食，例如：馬卡龍、北京

烤鴨……我也會瘋狂購買我喜歡的衣服、鞋、玩具等等，因為

我很想滿足我無窮的慾望。我要去我喜歡溜達的地方，能令人

們懷念的地方，讓我在這天的一切美好的回憶永遠留在我的心

裏。

　　第二天，我會跟所有家人、朋友、教導過我的老師一起拍

照，我想這次拍照的照片應該是遺照吧！這次拍照活動的目的

其實是想我的親人、同學等我認識的人都能把我的樣子記住，

並希望他們不要因我的去世而每天哭泣。我會把這疊珍貴的照

片放進相簿中，在每張相片後寫下我寄語相片中的人的心聲。

　　最後一天，我會與大家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一起談天說

地，分享自己的喜與悲，沉醉在快樂的時間中。我知道，大家

一定不捨得我離去，但是我會在遙遠的他方，如天使般默默地

守護着大家。

劉芷櫻 5C

亞軍

P.9

假如我只剩下三天時間

插畫：梁敏兒 4C



林芷頎 5A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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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只剩下三天時間

　　假如我只剩下三天時間，我會周遊列國，因為我還沒試過
出國，我希望可以拓闊視野，把世界上所有好吃、好玩的地方
都試一遍，更要學習各地的文化和風俗，做一個「世界人」！
　　此外，我會一一寫信給我的親朋好友，叫他們好好生活，
不用掛念我，我永遠也會在他們的心中！
　　我還想瘋狂購物，直至花光所有錢。因為父母總會禁止我
自己上街買東西，儘管他們說是對我好，但我還是想一嘗這種
瘋狂、隨心所欲的感覺，我相信這必定是個很好玩的經驗！
　　假如我真的只剩下三天時間，我覺得自己只會躲在被窩，
埋怨為什麼老天爺給我短暫的生命去品嚐人間的生活？我還沒
有玩夠、試夠啊！總之，我必然不會像上面寫的那樣，甚麼都
不管、痛痛快快地去玩三天。
　　三天的時間，試問可以做甚麼？難道我們要去到生命的最
後一刻才醒悟嗎？所以，我們必須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要
浪費金錢和時間，不要辜負別人的期望，從今天起，我一定會
珍惜時間，讓自己每天都過得多姿多彩、沒有後悔！

閱讀金句分享

「閱讀，就好像承著作者的翅膀一道飛翔，看到從來沒有看到
過的風景，體驗從未有過的自由。」

美國童話作家荷姆司

插畫：盧欣沂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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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六年級組

利琬澄 6C

冠軍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最近在街道上看見失明人士時，心中經常浮現出一個問

題-假如我三天後失去光明會怎樣呢？這個問題在我心中徘徊

了很久，我開始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我清楚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快樂。但是，失明會令

我快樂嗎？當然不會。假如醫生告訴我，三天後我將會失明，

我或許會想想如何度過餘生。

　　首先，我會和親友會面。在我失明後，我就再沒有機會再

看見他們的面貌和表情，特別是他們燦爛的笑容……此外，我

也想安撫他們，因為疼愛我的父母和關心我的親友都會為我擔

心。

　　其次，我也會報讀一些失明人士的訓練班，讓自己多了解

一些失明後與人溝通的方法。以後，我不能再像平常一樣，我

看不到別人的動作，我要適應這一片漆黑的世界。雖然如此，

我深信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調節自己的心情。事情已經演變成這

樣，我再抱怨也是無濟於事，我必須要以平常心去面對挑戰。

我不可以放棄自己，更不可以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

　　總括而言，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我也要積極面對。我

們也絕不能用奇異的目光看待失明人士。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

多，我們要把困難一一克服。

閱讀金句分享

「古往今來的書籍堆成一道梯子，把過去、現在和未來都連接
起來，讓讀者可以自由的來來往往。」

美國童話作家荷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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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做自己喜歡的事。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讓自己放任自由。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陪伴着我愛的家人。

把他們的臉烙印在心裏，

把他們的愛儲存在心中。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把自己寫成故事。

讓世人知道我的存在，

在這世上留下我的腳步。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和朋友享受時光。

回憶着大家每一個重要的時刻，

把大家的友誼銘記在心中。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享受着最後和愛人的時光。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我會好好地欣賞自己。

潘凱堯 6A

插畫：利琬澄 6C

亞軍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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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對人類非常重要，失去了光明以會令人沒有安全感，

感到害怕。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我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會去探訪親人和朋友，把他們每一個的樣子記在心中。

爸爸、媽媽和哥哥在我這輩子是最重要的人，觀察多幾眼，牢

記心中。如果忘記了他們的樣子，我將會抱憾終身。

    日落是我一直以來最想欣賞的風景，但平日因為太忙碌而

沒有時間欣賞。日落是大自然給我們的傑作，所以我想去看看。

    我亦想環遊世界，到每一個國家見識一下，增廣見聞，例

如日本的富士山。縱使只得三天光明，我還是很想親身欣賞一

次，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

    此外，我會把自己的零用錢捐給有需要的人，好讓他們有

足夠的金錢購買糧食。

    雖然這只是一個假設，即使我們不會失明，也應該珍惜眼

前人，不要等即將失去時才後悔。

羅敏慈 6D

季軍
假如三天後失去光明

　　今天是妹妹的生日，我們邀請親友到我們家一起為她慶祝

。家裏佈置得格外美麗，我們把閃閃發亮的生日裝飾掛在客廳

的每個角落，客廳中間還有一張放滿美食和生日蛋糕的長桌子。

    生日會開始了，爸爸媽媽幫妹妹戴上皇冠。大家笑嘻嘻地

唱生日歌，妹妹默默地許願後，再吹蠟燭。大家拍手歡呼，祝

妹妹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大家在一片熱鬧的氣氛下，有的在吃蛋糕，有的和妹妹拍

照，有的在玩遊戲。這天，大家都快樂極了。

蔡柏炟 2A妹妹的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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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dream, I saw that my exercise books and pencils
came to life. At first, I did not believe my eyes. Then they
started talking with others. The ruler said, ‘The boy is too
lazy!‛ And the books shouted, ‘He plays computer games all
day. He never hands in his homework on time!‛
   They shouted at me loudly and they were very big. They
were as big as people so I was very scared and I screamed.
   They ran after me and yelled, ‘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 I did not want to do my homework because I
thought it was very difficult. However, they followed me
until I promised I would finish my homework.
   I couldn't think of another choice so I said, ‘Ok, I will do
my homework now.‛ Suddenly they returned to normal size.
After that I started to do my homework.
After thirty minutes, I finished my homework and I found
that it was not as difficult as I thought.
   Finally, my alarm rang and I woke up. It was just a dream!
I thought that the dream was a bit scary, but finally I
could finish my work. I will finish my homework by myself
after I get home. I hope I can be a good student in the
future and do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do.

冠軍
A Terrible Dream   Lee Yuen Ching 6C

英文作文比賽六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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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dream, I saw I was in my classroom. Besides me, I
saw my exercise books and pencils. They all came to life
and stood next to me. They looked very angry. I was very
confused because I had never seen them coming to life
before. However that was not the scariest thing. The
scariest thing was t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me…
   The ruler said loudly, ‘The boy is lazy, he seldom uses
me!‛ The exercise books shouted, ‘Same with me. He plays
computer games all day but he seldom does exercises.
I remember that once he even wanted to throw me into
the rubbish bin.‛ I stood next to them. My legs were
shaking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me. I was very
scared and I wanted to run away. ‘Shall we give him a
lesson?‛ suggested Pencil. ‘That‛s a great idea, ‛they all
agreed.
   I ran out of the classroom but they chased after me.
They could run very fast. They screamed, ‛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 They were shouting while they
were chasing me. I started crying and shouted, ‘I‛ll do my
homework…‛
   I woke up then and saw my mum sitting beside my bed.
She whispered,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I do my homework every day since I had that terrible
dream. I hope my exercise books and pencils will not find
me in my dream anymore!

亞軍
A Terrible Dream   Poon Hiu Nam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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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dream, I saw my exercise books, an eraser, a ruler
and pencils came to life. They took me to the classroom
when I was sleeping. I saw that they all had two big eyes,
a little mouth, two hands and two legs.
   I was very scared and shocked. ‘What a day! Was I
having a dream? ‛ I thought. I saw the stationery which
could move! The ruler said, ‘The boy is lazy. Just Like a pig. ‛
‘We agree with you. He plays computer games all day. He
never does his homework! ‛ the exercise books replied.
‘What? They can speak! ‛ I shouted. I was afraid and I
ran as fast as I could.
   They were as angry as bulls and shouted, ‘Don‛t run!
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 We won‛t let you go!
‛The eraser took out a gun and shot me. ‘Bang!‛ I thought
I would die but I didn‛t! It was a dream! I woke up happily.
   This dream told me that I should finish all my homework
every day. I won‛t play a lot of computer games forever!

季軍
A Terrible Dream   Leung Lok Kee 6A

插畫：藍天任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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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潔恩 6B

插畫：吳穎賢 6C

我喜歡的馬小嵐

　　我從小喜歡閱讀，但我看的書也大多數是漫畫。可是，最

近我看了一本由朋友推薦的小說，它徹底改變了我的閱讀習慣

，我開始迷上閱讀小說了。那本深深打動着我的小說就是《公

主傳說》，當中我最喜歡的人物，當然是小說的主角馬小嵐。

　　我很喜歡馬小嵐，因為她不但有一雙褐色的眼睛，還有一

個迷人又甜美的笑容，漂亮極了。她原本和我一樣只是一個普

通的學生，但她遇上一些奇遇，最終更成為了烏沙努爾公國的

公主。她憑着自己的聰明和智慧去幫助身邊的人，也克服種種

困難，令自己化險為夷。我喜歡馬小嵐，因為每當我灰心失望

時，她的遭遇提醒了我、也鼓勵了我，讓我重新振作，明白自

己必須從挫折中重新站起來。

　　每次我重閱小說時，馬小嵐那份對克服困難的堅持和執著

都深深吸引着我。她的魅力令我對這本小說百看不厭、愛不釋

手。

閱讀金句分享

「閱讀，是陶冶性情的妙方，是調劑生活的蜜糖，更是追求知
識的導航。」

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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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圖書人物是謝利連摩•史提頓。

 

　　謝利連摩是《老鼠記者》中的主角，他害怕冒險，但是在

家人有危險時，卻會奮不顧身地去救他們。他不是一隻容易動

搖的老鼠，但卻會因為家人而改變自己。

　　謝利連摩有點小粗心，只喜歡自己一個待着。有一次聖誕

節的時候，謝利連摩本想給家人一個驚喜，但卻弄巧成拙，意

外地造成了火災，幸好在家人幫助下，他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

聖誕。

　　謝利連摩和他的家人也經常成為別人的笑話，最有趣的是

他和表弟談話，他的表弟常常令謝利連摩又無奈又感動。他的

侄子班哲文就是他最喜愛的人，他常常因為班哲文的請求而答

應他，例如去班哲文的學校演講。所以我十分喜歡謝利連摩•

史提頓這個故事人物，我希望出版社能出更多有關他和家人的

故事。

林斯羽 6A  

插畫：黃錦鵬 6D

我喜歡的圖書人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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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珈希 6C假如我是多啦A夢

假如我是多啦A夢，

我會使用「如果電話亭」，

高聲呼叫﹕「世界上所有的豆沙包都要免費派發。」

我便能每天都吃我愛的豆沙包了。

假如我是多啦A夢，

我會使用「竹蜻蜓」，

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飛翔，

我便能每天漫遊這個可愛的世界。

假如我是多啦A夢，

我會使用「蟑螂帽」，

使自己跑得快如疾風，

我便能輕易打破世界健力士各項賽跑的紀錄。   

可是我不是多啦A夢，

我不會使用任何百寶，

使自己的生活變得舒適愉快，

我只能靠自己的雙手開拓屬於自己的未來。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第50期，刊登日期為
2017年2月25日。



插畫：吳彥正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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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孫悟空，我會騎著筋斗雲，跟隨師父踏上取西經

之路。當我路經火焰山時，看到山上火光紅紅，我想我便會出

手相助，向鐵扇公主借芭蕉扇來搧熄火焰山的大火，好讓居住

在火焰山下的村民可以安居樂業。

　　假如鐵扇公主不肯借出芭蕉扇，我只好把自己變成小甲蟲

，偷偷飛進去鐵扇公主的茶杯裏。當鐵扇公主喝下那茶杯的茶

時，我便能夠飛進鐵扇公主的肚子裏。我會在鐵扇公主的肚子

裏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使她的肚子感到痛苦和難受。讓她感

受一下災民那種無助和如坐針氈的心情。我相信鐵扇公主最後

一定會忍受不了痛苦，並願意把芭蕉扇借給我。     

　　當我得到了芭蕉扇後，我會立刻搧熄火焰山上的大火，為

附近的居民帶來安居之所，使他們可以過著安安樂樂的日子。

之後，我會繼續跟隨師父―唐三藏前往取西經的旅程。

吳港逸 6B如果我是孫悟空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第18期，刊登日期為2017年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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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妹妹﹕

　　你好嗎？最近過得怎樣？春節快到了，我先祝你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你最近一定很興奮吧？因為你可以收到紅包，壓
歲錢。可是，對於發壓歲錢的習俗，你又知道多少呢？現在，
就讓我來給你介紹一下吧！
　　發壓歲錢的習俗，從古至今，已流傳了很久，最早時候叫
「壓崇錢」，「崇」是不吉利的意思，所以「壓崇錢」就是希
望孩子能「壓崇除邪保平安」。那時的「壓崇錢」，是不能用
來買東西的，而是一種仿製的小銅錢。用紅帶子穿過錢孔，打
個中國如意結，繫上紅穗，帶着可以避邪。「壓崇錢」快不是
正月拜年的發的，而是事先用彩色的絲線，穿過一個個銅錢的
孔。  
　　當夜深人靜，孩子睡熟後，靜悄悄地把「壓崇錢」盤在他的
床腳邊。據說鬼崇邪惡的東西都在晚上出來，而「壓崇錢」可
以鎮噩夢壞事，新的一年裏可以平平安安了。如果你想，了解
一些中國習俗，可以到有趣的習俗這本書裏看看哦！你一定會
得這是一本妙趣橫生的好書。
　　祝 學業進步
　　　　　　　　　　　　　　　　　　　　　　姐姐
　　　　　　　　　　　　　　　　　　　　　　　　　培欣
　　　　　　　　　　　　　　　　　　　　　十二月十一日

林培欣 6D給妹妹的一封信

閱讀金句分享

「一本新書像一艘船，帶領著我們從狹隘的地方，駛向生活的
無限廣闊的海洋。」

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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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表姨﹕

　　您近來在加拿大的生活好嗎？我想念您呢！得知您將會在
農曆新年到香港旅遊，我十分期待與您會面。
　　得知您自小在加拿大長大，一定不太清楚中國的節日，所
以我特意在網上為您找了一本電子書，這本書介紹得十分詳細
，希望能令您更加了解中國的節日。
　　書名是《中國節日由來》。它一共介紹了二十一個中國節
日，以及相關中國節日的傳奇故事。我閱讀過後，真的令我大
開眼界呢！雖然我在香港土生土長，但我對中國節日的認識不
夠深。這本書包含了許多相關的資料，為讀者帶來豐富的節日
知識。
　　其中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月一日「元旦」，原來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日，放假是為了紀念前人辛苦推動革命
，才能結束我國幾千年以來的帝王統治生活。其實還有「盤古
開天」、「國父的故事」、「孟母三遷」等有趣的傳奇故事。
我也不想透露太多，期望您有空就去看看這本電子書吧！我相
信您看完這本書後，定能對中國節日有深入的了解。
　　　祝 
　　身體健康
　　　　　　　　　　　　　　　　　　　　　　　表姨甥女
　　　　　　　　　　　　　　　　　　　　　　　　　琬澄
　　　　　　　　　　　　　　　　　　　　　十二月十一日

利琬澄 6C給表姨的一封信

閱讀金句分享

「書是全世界的營養品。 生活裏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裏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英國作家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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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林老師﹕

　　你最近好嗎？你在英國留學已久，英國的傳統節日你一定
十分了解，但中國節日你又記得多少呢？
　　最近，我對中國的傳統節日十分感興趣。由於香港缺乏這
類書籍，所以我在網上我到楊琳編著的《中國傳統節日文化》。
這本書介紹了中國著名的節日，也有一些少見的節俗令人大開
眼界。看完這本書後，我才發現自己完全不了解中國的節日和
文化。我才知道中國傳統節日歷史悠久。我相信古時候一定是
人山人海。有機會，你可以在英國的圖書館嘗試借閱。
　　中國最重要傳統節日―春節快要到了。希望你早回港與家
人團聚，看看這熱鬧的場面。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斯羽敬上
　　　　　　　　　　　　　　　　　　　　　十二月十九日

林斯羽 6A

插畫：石曉晴 4D

給林老師的一封信

閱讀金句分享

「書籍超越了時間的藩籬，它可以把我們從狹窄的目前，延伸
到過去和未來。」

英國作家湯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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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表哥﹕

　　你好嗎？你在美國生活習慣嗎？
我最近在圖書館內看到一本名叫《中國節日知多少》的書籍。
這本書介紹了中國的節日，還會說明在該節日會做甚麼、吃甚
麼以及節日的由來。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它把每個節日描述得好不真實，看
着書中的文字和圖片彷彿身在其中。而且你還會看到一些我們
不知道的節日。
　　上已節便是其中一個我們少見的節日。這個節日俗稱三月
三，是一個紀念黃帝的節日，它的節日日期是夏歷三月初三。
我們在那天會吃花煎、喝花茶，快會春浴和踏青……這樣的節
日真是很享受。
　　這本書還介紹了其他的中國節日，中秋節、重陽節、下元節、
春節等，內容都非常精彩。表哥來香港時，我一定會給你看！
　祝 
生活愉快
　　　　　　　　　　　　　　　　　　　　　表妹
　　　　　　　　　　　　　　　　　　　　　　凱堯
　　　　　　　　　　　　　　　　　　　　　　　三月四日

潘凱堯 6A給表哥的一封信

閱讀金句分享

「書最棒的影響力就是可以刺激讀者自我思考。」
英國作家卡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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