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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5A余思瑤                                               

《二十年後的我》 

  我乘坐著時光機來到了二十年後的地球，看見二十年後

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有一把長長的頭髮，有一雙大大的眼睛，

有一個高高的鼻子，還有一張大大的嘴巴，樣子普普通通。

我的個子高高的，瘦瘦的。我常常穿著運動衣、運動褲和運

動鞋，看上去充滿活力。 

  二十年後的我已經大學畢業了，我的工作是一名甜品

師，工資有七千元，我是負責做蛋糕和雪糕的。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甜品師，現在可以實現夢想，令我

十分開心。 

  二十年後的我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們住在一間別墅，我

的子女是小學生，因為我的丈夫沒有工作，所以他負責在家

裏照顧子女。 

  晚上，我乘坐時光機回到二零一五年的地球，我下定決

心，要努力讀書，他日才能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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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5A葉彩翎                                               

《保護眼睛的方法》 

  我們要保護好自己的眼睛，因為它會陪伴我們一生一

世。如果沒有眼睛，我們所能看見的東西只會變成黑暗。 

  保護眼睛的方法有很多。首先，我們要注意光線對眼睛

的影響，例如不要在強烈的陽光下看書，不要在光線不足的

環境下做功課，因為這樣會令近視加深或導致眼睛失明等損

害。 

  其次，我們要避免直接傷害眼睛。如果有人想打你的

話，我們應該避開他。如果你的眼睛痕癢，千萬不要用手去

揉我們的眼晴。 

  此外，我們要讓眼晴有適當的休息。當你閱讀圖書一個

小時後，應該看一些遠景或看一些綠色植物；當你玩電子遊

戲半個小時後，應該閉上眼睛休息五分鐘。 

  總括來說，我們要注意光線強弱，避免直接傷害眼睛，

還要讓眼睛有適當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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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A陸  欣                                              

                    《狐狸看雞》 

  很久以前，有一個農場，農場主人覺得豬媽媽沒有用，

想把牠吃掉。豬媽媽知道後，說：「請你不要把我吃掉，我

可以幫你看雞，因為牛和狗媽媽太忙了，我一定會勤力和盡

責的。」就這樣，豬媽媽的工作就是看雞了。當主人在牠身

邊工作時，牠就認真看雞，但當主人外出工作時，牠就乘機

睡覺，雞隻就偷偷溜掉，結果給狼吃掉了，所以雞隻的數目

愈來愈少了。 

  有一天，豬媽媽的好朋友狐狸見農場裏的雞愈來愈少，

於是給貪睡的豬媽媽一個建議，說：「我建議你建一個雞棚，

那麼你就可以安心睡覺了。」豬媽媽心想：太好了，我可以

安心睡覺了。 

  其實，狡猾的狐狸一面幫豬媽媽建雞棚，一面另有企

圖，牠心想：太好了，我可以建一條秘密通道，每天晚上，

當豬媽媽睡覺時便利用這條秘密通道去偷雞。哈哈！以後我

都可以吃雞了。 

  最後，雞棚終於建好了，但豬媽媽卻發現雞棚裏只剩下

兩隻小雞。豬媽媽嚇了一大跳，馬上告訴農場主人，聰明的

主人聽到後，知道一定是狐狸幹的，但狐狸失蹤了，於是，

生氣的主人把豬媽媽吃掉了。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別人，千萬不要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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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A蔡浩明 

 《窗外的景色》 

    你喜歡看窗外的景色嗎？我最喜歡看狂風暴雨的景色。 

    狂風暴雨時，有一些人會覺得很可怕，但我卻不會怕，

因為這就是大自然美妙之處啊！狂風像一隻獅子，不停地向

我們咆哮，展示它的威力。大樹被它嚇得搖搖擺擺，還發出

「沙、沙」的聲音。暴雨也不差，暴雨好像子彈一樣在窗外

掃射。窗外的樹木躲避不及，結果全身都濕了，雨水打在窗

上，發出「滴、滴」的聲音，十分動聽。 

    因此，我覺得風和雨愛合奏動聽的歌，所以我喜愛看狂

風暴雨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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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A李嘉俊 

            《我有了第三隻眼睛》 

一早醒來，我發現第三隻眼睛長在額頭上。原來是一位

老仙人送給我的，因為我前世也是一位仙人，所以他來歸還

這隻眼睛給我。 

怎麼辦呢？我該怎麼遮掩我的第三隻眼睛呢？我打算

戴上一頂帽子，然後才上學去。媽媽看見了，問我：「你為

甚麼戴上帽子？」我回答說：「因為今天陽光猛烈。」媽媽

沒有理會我，我便低著頭上學去。 

上課的時候，我的第三隻眼睛一直在發光，不過沒有人

看見。我打開功課，發覺自己沒有做，第三隻眼睛的光芒照

向鉛筆，鉛筆會自動幫我做功課，做得又快又整齊，可以馬

上交給老師。 

上中文課的時候，老師通知我們要進行評估，我的第三

隻眼睛一看到評估的題目，就在我的腦中展示答案，我馬上 

做完所有試題。老師看見了，稱讚我用心完成。 

從此以後，我成為好學生，不但交齊所有功課，而且各

科的成績均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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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B方幸依 

《狐狸看雞》 

  從前，有一隻豬媽媽，牠在農場負責看雞，但牠很貪睡，

常讓雞隻溜走。 

  有一天，狡猾的狐狸向豬媽媽提議建一個雞棚，豬媽媽

心想：如果狐狸幫我建雞棚，那我就可以大睡一頓。豬媽媽

以為狐狸說的話是真的，就一口答應了狐狸。 

  其實，狐狸一面幫豬媽媽建雞棚，一面另有企圖，想把

雞一隻一隻地吃掉。 

  豬媽媽睡醒後，雞棚終於建好了，但牠卻發現雞棚裏只

剩下兩隻小雞，牠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狡猾的狐狸騙了。 

  第二天早上，豬媽媽為了幫小雞報仇，決定親自上門跟

狐狸理論。 

  到達狐狸家裏後，狐狸先發制人，張開大口，一口就把

豬媽媽吃掉了，更飽得在自己的家門前睡了一頓。此時，獵

人剛好經過，看見狐狸的肚子在動，獵人心想：牠是不是吞

了甚麼東西進去？於是獵人就把狐狸的肚切開，很多隻小雞

走了出來，當然豬媽媽也一起走出來。然後，豬媽媽就提議

把石頭放進狐狸的肚子裏，然後，再用針線把狐狸分開的肚

皮縫上，跟著小心翼翼地離開了。 

  狐狸睡醒後，覺得非常口渴，於是就到附近的井拿水

喝，可是牠的肚子太重了，不小心掉進井裏去。從此，狐狸

再也出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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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5B黃雅琦 

《爸爸是英雄》 

  放學後，我到朋友家裏做功課，但我總覺得途中有人在

跟蹤著我，我向後一看，是一個有藍眼睛的人。 

  當我從朋友家走出來時，已經是晚上了，令我大驚的

是，那個在上午跟蹤我的人還在朋友家的樓下遊蕩，我被嚇

得拔腿就跑，他看到我跑，他也快步跟隨著我。 

  在我漸漸無力奔跑的時候，我便發現爸爸就在我的前

方，我拼命地跑到爸爸面前，問道：「爸爸，你怎麼會在這

裏？」爸爸說：「我看你這麼晚還沒有回家，便出來找你。

沒想到你在這裏，你為甚麼在奔跑呢？」我便氣喘吁吁地

說：「有人跟蹤我！」話還沒說完，突然，爸爸便把我推開，

擋在我面前，原來跟蹤我的人追上來。當他走過來的時候，

爸爸便磨拳擦掌大聲地喝道：「你想幹甚麼？」嚇得那人屈

膝下跪。 

  爸爸報了警，警察來到現場後，發現那個人原來是多次

犯案的慣犯。最後，警察把他帶到警署去，我和爸爸就高高

興興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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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B朱漢棠 

                《我做到了》 

平日，我們總會遇到很多困難，幾經辛苦才能把困難解

決。而每當我們將困難克服後，都會感到興奮，得到 

莫名的成功感，而我遇上的困難就是學騎自行車了。 

在我九歲的生日會上，媽媽送給我一輛雪白的自行車，

我十分開心。可是我興奮的心情很快便平伏下來，因為我根

本不會騎自行車，於是，我就請教媽媽。 

當我騎上自行車時，我十分害怕，我在騎，媽媽在推，

可是當媽媽一放手，我就跌倒在地上。正當我想放棄之時， 

媽媽鼓勵我不要放棄。於是，我重新振作，努力嘗試，一邊

聆聽媽媽的教導，一邊實踐。經過大膽嘗試後，我終於成功

了！ 

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我終於學會了騎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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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B陳奕曈 

《白雪公主與妖怪王子》 

    從前，有一位公主誕生了，她的皮膚跟雪一樣白，所以

大家叫她白雪公主。公主一天一天地長大了。 

    有一天，公主忽然掉進了一個洞，來到了現實世界，原

來童話世界出現一個時空裂縫。 

    她看到很多不可思議的東西，對這些現代產品也很好

奇。她走著走著，來到樹林裏，看見了小鳥、小狗等動物，

便在那裏陪小動物玩耍。 

    不知不覺已到了傍晚，小動物紛紛回家去，只剩下白雪

公主一人孤零零地獨自在樹林裏。忽然一個黑影跟她擦身而 

過，原來是童話世界中的「黑魔后」，她是為了奪取白雪公

主的美貌而來的。白雪公主不敢遲疑，拔腿就跑。 

    白雪公主鬥不過魔后，最終也被捉住了。正當公主身陷

險境的時候，一個妖怪衝了過去，拯救公主，不顧自己的性

命安危，向「黑魔后」發動攻擊。 

    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後，妖怪終於得到了勝利，因此獲

得了白雪公主的愛而變回了王子。原來王子是因不愛「黑魔

后」而變成妖怪的。白雪公主回到童話世界，從此與王子過

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10 
 

                             (15-16) 5B黎可欣 

《我有了第三隻眼睛》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前額被不明物件擊中而弄

傷。當我回到家中照鏡子時，才發現我的前額多了一隻眼

睛，我很驚訝，竟然多了一隻眼睛。 

 自從我多了一隻眼睛，每當我睡覺時便會出現很多不同

的畫面。每一日發生的事情都跟我之前一晚出現的畫面一

樣，原來我可以預知未來所發生的事情。 

 上學的時候，每個同學都在我的背後指指點點、取笑我

和歧視我，讓我覺得很痛苦，很孤單。有一次，我過馬路時

一時失神，一輛大貨車迎面駛來，危急之際，時間突然停止

了，原來每當我有危險時，時間便會停止，好讓我速速離開、

躲避。 

 我覺得很神奇，這隻眼睛的出現竟會為我帶來預知未

來、停止時間的能力，雖然它會使我被人歧視，但我會好好

運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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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5C 香兆光 

《一個怪盒子》 

  有一天，我到公園玩耍的時候，我在滑梯附近發現一個

怪怪的盒子，我就把它帶回家研究。回到家裏後，我發現盒

子上有一個按鈕，於是我就按了一下，突然，有一個小型水

龍捲把我捲走了。 

  突然，有一把聲音告訴我，我已經回到三國了。我在一

條大街上掉了下來，在大街上的所有人都看著我，他們覺得

我很神奇，因為我從天上掉下來的。 

  接著，有一個人來問我是誰，我也問他是誰，他就請我

回家邊吃東西邊說。經我一番解釋，說我是在很多年後回來

的人，他就說自己是劉備。這時，我已猜到他身邊的人是張

飛和關羽。 

  一會兒後，正當我想打電話給媽媽的時候，他們問我拿

著的是甚麼，我就告訴他們是一種通訊工具。媽媽跟我說要

找回盒子才能回到現實世界，於是他們就和我一起去找盒

子。 

  過了幾天，他們要去打仗了，於是我就和他們一起去打

仗。在打仗的時候，我發現了那個盒子，但我沒有立即回家，

而是跟他們一起去打仗，最後我和他們打了勝仗。 

  打完仗後，我雖然不想回家，但是我也要回去，我就按

下按鈕回家了。我再次看到熟悉的街道，我就知道自己已回 

到家了，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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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5C 張志筠 

《二十年後的我》 

  今天，我一覺醒來，發現我變成了大人，我連忙跑到日

曆前看看，竟然是二零三六年，已過了二十年了。 

  我立刻跑到鏡子前，發現我的樣子和身形都不像從前

了。我的眼睛黑得像黑寶石，嘴巴紅得像紅寶石，皮膚非常

白。「天啊！這是我嗎？」我大叫起來。突然，有一個人在

我背後說：「老婆，你為甚麼大叫呢？」我嚇了一跳，因為

我從前喜歡的人竟然就是我的丈夫。 

  接著，我看見我的工作名單中寫著我的公司是全港最有

名氣的律師樓，而我還因為破了一件大案而被擢升為經理！ 

  現在，我喜愛的運動是游泳，我經常到私人游泳池游

泳。突然，我聽到遠處有一把聲音叫我，我睜開眼睛一看，

媽媽說：「你要醒了，要上學了。」我心想：「原來剛才是一

場夢，我真希望這夢境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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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C歐曦同 

《我做到了》 

    每天上學，我看見不少同學都是騎單車回校的，這使我

非常羨慕。 

    去年暑期，我決定要學騎單車。我對爸爸說：「爸爸，

我想學踏單車，你教我吧！」「好！無問題！」爸爸說。 

    第二天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到百貨公司買單車。我挑選

了一部白色的單車。那天下午，爸爸帶我到公園學習單車。

我一坐上單車，爸爸便跟我說：「我在後面扶你，只要你保

持平衡就可以了。」一開始，我非常害怕，一上單車，踏前

第二步時就跌在地上，試了多少次，就跌了多少次。 

    第三天早上，我又到公園裏練習騎單車。由於爸爸上班

去了，就由媽媽陪我到公園去。媽媽對我說：「只要你按照

爸爸的要求去做，那就可以了。」我細聲地說：「好吧！」

我從上午開始練習到下午，但還是騎了多少次就跌下多少

次。 

    第四天上午，我又到公園練習，這次就只有我自己一個

人。我看見其他騎單車的人都是望著前方保持平衡的，於是

我跟著做。過了一會兒，我終於學會了。我把好消息告訴爸

爸，他說：「很棒！」 

現在，我每天可以晚半小時出門了，因為我學會了騎自

行車上學。 

我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最終學會了騎單車，我感到十分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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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C 陳樂縈 

《善良的老婆婆返老還童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早上，有一個心地善良，但非常

窮困的老婆婆，她每天早上都要到深山採藥。但是這一天，

她在採藥的時候，聽到有一把奄奄一息的聲音在叫救命。老

婆婆看到有一個老人家，便馬上拿一些食物給那一個老人家

吃，這位老人家為了感謝她，就把他的仙丹送給這個老婆

婆。老人家說：「吃下這顆仙丹前，要說『仙丹變甜』吧！」

老人家說完就不見了。 

老婆婆馬上回家去，當她吃完晚餐後，就迫不及待地拿

出仙丹來吃。她想起吃仙丹之前要說的話，就照著說，之後

就吃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她發現自己變成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女人，

這時她才知道那位老人家是一位神仙，神仙給了她一顆返老

還童的好藥，所以她想感謝他。 

接著，老婆婆要去買菜了，她一走出家門，就有很多人

看著她，其中有一個非常壞的村民妒嫉她，也想返老還童，

便妙想天開地到深山叫神仙給她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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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村民到了深山，就大聲叫神仙出來。神仙出來了，壞

村民馬上叫他拿仙丹出來，神仙覺得她不懷好意，所以就拿

了一顆不好的仙丹出來，並說吃仙丹前要說「仙丹.....」

神仙還沒有說完,壞村民就把仙丹吞下了,之後她越變越醜。 

最後，壞村民十分後悔，神仙叫她反省一下自己的過

錯，才會幫回復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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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C陸俊傑 

《我有了第三隻眼睛》 

昨天，我夢見自己長了第三隻眼睛，而且是在手掌上

的。果然，在第二天早上，我發現我的手掌真的長了一隻眼

睛，我驚奇地大叫一聲：「啊！」隨後媽媽問道：「甚麼事？」

我斷斷續續地說：「沒……沒什麼事，只……只是忘記了今

天要默書。」然後我馬上從床上跳下來準備上學去。 

上學後，大家都在溫習中文默書，過了一會兒，我們開

始默書。我在老師要我們檢查默寫內容時閉上眼睛，但我的

第三隻眼睛卻看見小恩在抄中文書，我這時間才知道我的第

三隻眼睛有透視的功能。 

放學後，小香和一些人想帶我去一個地方吃零食，那

時，我的第三隻眼睛看穿了小香的心，知道他要帶我去吸

煙，它還辨別到跟小香一起的人都是壞人。當我拒絕後，他

們拿出一把匕首來強迫我，我的第三隻眼睛立即發射出激

光，把小香和壞人們嚇跑了。這時，我才知道我的第三隻眼

睛還有讀心術，能辨別好人和壞人和發射激光的功能。 

然而，每當我遇上小偷時，我都會幫忙抓小偷，於是我

被政府選為反恐小組成員。我每一次出戰都懷著戰戰兢兢的

心情，但我還是取得勝利。 

當我被選為反恐小組成員後，社會上的壞人不斷減少，

而我也十分忙碌。我十分開心，因為我能用我的能力減少社

會上的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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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5D歐瑋裕                                                 

《一個怪盒子》 

  今天上體育課時，老師叫我去取籃球，我走進黑暗的體

育室，看見一個閃閃發光的盒子，心想：這個盒子是誰的呢？

為甚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走上前看 

個究竟。 

  我一打開盒子，神奇的事就發生了：無數的籃球不斷噴

射出來，我想：「只要關上它就可以了！我毫不猶豫衝了進

去，但又被塞得滿滿的籃球迫了出來，體育室被填滿，籃球

一個一個湧出來，我一邊報警，一邊大叫：「快跑啊！」 

  警方馬上趕來封鎖彩園邨一帶，所有學校停課，所有彩

園邨住客不准外出。警方看見籃球不斷湧出，無法阻擋，只

可採取銷毀盒子的行動，但籃球把校園的道路擠得水泄不

通，難以進入銷毀。我看到這則新聞報道，心裏很懊悔，覺

得自己很愚蠢，因為好奇心而鬧起這樣的事情。 

  一天後，警方發現籃球已經禍及附近住宅區一帶，只好

呼叫軍方援助。軍方隨後派了爆破兵來，用雷管把籃球不斷

炸開。我只能在家中看新聞報道，不能出手相助，只好等著

好消息的出現，使我感到萬分慚愧。 

  終於，好消息出現了。新聞報道員說：「軍方成功將某

某小學的『怪盒子』銷毀，但可惜的是，盒子雖然已毀了，

學校也同時遭受破壞。」我看完後，把本來收到好消息的興

致已拋到九霄雲外，換來的卻是無數的羞愧和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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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D高巧晴                                                 

《給蟑螂先生的信》 

非常可惡的蟑螂先生： 

  你最近好嗎？我真的十分恨你，十分討厭你，十分怕

你，不過我已有消滅你的計劃了。 

  你可知道你對我們做了甚麼嗎？你竟然那麼大膽地潛

入我家，偷偷污染了我的食物，傳播細菌。當我吃了那些被

污染的食物後，就要花金錢去看醫生，你令我染上痢疾，如

果更嚴重，可能造成霍亂，我的身體都不能正常運作。我的

家人一看到你，就十分害怕，你實在令人噁心。那些無辜的

市民和小動物不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都是由你引致的，你

們太可惡了！ 

  不過你放心吧！你今後的日子肯定會比我們更辛苦，我

一定會用盡千方百計來對付你，因為大家都恨不得將你消滅

啊！我們已經為你們這可惡又可恨的蟑螂家族準備一個恐

怖的旅程，更準備了令你們不舒服的殺蟲劑！當你爬進我家

裏的時候，就能品嘗最美味的殺蟲劑了。此外，我幫你們準

備了一個蟑螂膠盒，你們可以永遠在那裏居住，我是不是想

得很周到呢？請你好好生活吧！ 

  如果不喜歡這些東西，我還有更好的方法對付你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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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說好定期進行大掃除，保持家居清潔。而且，我還會

打開窗戶，令空氣流通。除此以外，每次吃完飯後，我們都

會處理好廚餘。 

  蟑螂先生，你和你的子子孫孫最好就好自為之，不然你

們就要到天堂生活了。 

   祝你 

好運！ 

                     非常恨你的人 

                        巧晴 

                          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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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D盧碧晴 

《窗外的景色》 

 昨天剛下過雨，我在家中閒來無事，便倚在窗邊看風景。 

 藍天上飄著幾朵白雲，幾隻小鳥在雲間穿插飛過。清晨

的陽光柔和地照在我的臉上，也照在大地上。草地上開了一

朵朵花兒。 

 昨天的雨點還停留來嬌嫩的花瓣上，把顏色映襯得更加

鮮艷。我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 

 花香和泥土的味道調皮地鑽進我的鼻子裹，混合著濕潤

的空氣，有一種奇特的香。 

 草木的味道富有生機，十分清新。 

 原來，大自然是那麼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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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D歐祉瑶 

《我做到了》 

  游泳，對我來說，已不是一種考驗。但在上一個暑假的

時候，我要學游泳，卻要克服重重困難和心理作用才做到的。 

  以前，膽小的我因為在游泳時不小心嗆到一些泳池水，

便對游泳產生了恐懼。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游泳過了。

我卻很羨慕別人會游泳，於是我便自我鼓勵，向游泳「宣

戰」。 

  當天，我、弟弟和爸爸浩浩蕩蕩地來到游泳池。經過一

翻熱身運動後，爸爸便開始教我和弟弟學蛙泳。爸爸以身作

則，把蛙泳的動作示範給我們看。我一看便懂了，就跟著爸

爸一起做，弟弟也不甘示弱，也一起做了起來。 

  學會游泳一直是我其中一個願望。我非常著急，於是便

趁爸爸教弟弟姿勢時，自己便像一隻青蛙似的游著。誰知，

當時的我卻忘了要學會如何憋氣和浮在水中才行。我差一點

遇溺，便大叫了一聲：「救命啊！」幸好，爸爸及時出現，

像媽媽溫柔的手一樣，輕輕地把我抬起。我頓時鬆了一口

氣，差一點就跌入了「鬼門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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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決定跟爸爸虛心學習，不再自以為是，亦會每

天克苦練習。儘管刮風下雨，也阻礙不了我的恆心。果然，

正如古人流下的一句諺語一樣，「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真的

做到了！ 

    經過這次學游泳的經歷，令我領悟到要成功，就要努力

嘗試，不可以憑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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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5D鄺佩珊 

《一封給華工的信》 

親愛的華工： 

 你好嗎？最近生活還好嗎？ 

 我從老師那裏聽說了很多關於你們的慘事，有的自殺

死，有的服毒死，更有的累死。你身邊應該也有這類事情發

生吧！ 

  我得知這些事情後，頓時覺得你們很可憐，你們都是因

為要養家，被逼出外工作，有些更被人「賣豬仔」，被人騙

到外面工作，還要吃苦，被人虐待，死了也不能返回家鄉。 

  我們很想幫助你們，但單靠我們給你打氣一定是不足夠

的，還要靠你們自己，要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你也不要放

棄，勇敢地生存下去，人生還有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等待著你

們去發掘。 

  如果你們不勇敢地生存下去，人生會有一段漫長的黑暗

歷史，還有，你們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人生，不就連唯一可以

回家鄉的機會也沒有了嗎？你要堅持下去，說不定有一天可

以回到家鄉，與家人重聚，重獲你的人生自由呢！ 

    既然這些不幸的事情在你身上開始了，那也讓這些不幸

的事情在你身上結束吧！ 

  加油！我相信你做得到！ 

    祝 

身體健康！                            

                                     香港小學生 

                                      佩珊上 

                                           六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