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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謝謝你介紹我看幾米的繪本，這些童書為我增添了許多樂趣。

我知道最近妳為著考試的事忙昏了，所以我想藉著這封信。告訴你一個

溫馨的故事《擁抱》。

書的起首，小男孩交給鳥郵差一個包裹，那包裹掉到一隻獅子的頭上，

跌出了一本叫《擁抱》的書。這是一隻有文化的獅子，牠冒著噁心的危險，

耐心地閱讀這本書。書中所描寫不同的擁抱，令牠覺得困惑，甚至震驚。相

信這也是我們的感受，隨著年齡漸長，我們彷彿已失去擁抱，或是被擁抱的

能力了。即使這是伸手可及的事。

其後，當獅子單純想要一個抱抱時，卻被不同的動物躲避丶攻擊，牠只

好去擁抱大西瓜、大石頭、輪胎，牠突然記起童年遇到的一個小男孩，他們

曾經擁抱，有著甜蜜的回憶 ⋯⋯

最後，獅子跟小男孩，再次相遇 ⋯⋯

雪，還記得我們對上一次的擁抱，是何時的事嗎？記得往年聖誕節，鬧市

平安歌聲下的分別吧？今年的燈飾同樣璀璨，回憶中有妳的溫暖。

下回見面的時候，給我一個熱烈的擁抱吧！

祝

身體健康！

你的好朋友

婷

12月11日

閱讀書籍

書名： 擁抱

作者： 幾米  著

出版社： 台北市：大塊文化，2012。

江浩如
元朗官立小學
題 目　擁抱

香 港  Hong Kong

·文筆通順。 

·能點出主題，文章有反思。

評判的話

OPEN

圖書館Library

高小組Senior Primary
小四 (P4) 　小六 (P6)

評判的話

·內容充實，能簡要地說出自己的反思。

·能點出主題，文章有反思。

親愛的爸爸：

您近日仍在忙於工作嗎？我有心事要與您分享。

當我看見書架上的《團圓》，腦海立刻浮現「人月兩團圓」的字句。誰不愛看夜

空中的滿月呢？誰不喜歡佳節一家人團聚呢？這些疑問促使我把《團圓》一書翻開來

看。

爸爸，這是一本温馨的繪本，封面的一家三口躺在牀上，小女孩躺在爸爸和媽媽

的中央，一股暖和甜蜜的感覺湧上心頭，兒時的我也曾有這幸福的畫面，可是 ⋯⋯

可是妹妹出生後，這個專利已落在妹妹身上，您總是不怕嘮叨的說：「駿駿，長大

了！要自己睡啦！」您的一句話，使我有酸溜溜的感覺。

爸爸，我覺得自己比故事中的毛毛幸福得多。毛毛的爸爸要出遠門賺錢養家，一

年只能回家一次，而我每一晚都可以看見您，看見您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我連一句

關懷的話都沒說，只沉迷玩遊戲機，想到這裏，內心十分慚愧，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

福。

《團圓》一書喚醒我要珍惜與家人團聚的時光，一家人能團圓不是必然，幸福不

是必然。爸爸，您每天下班回家，讓我來擁抱您一下，好嗎？

祝

一家團圓

兒子

駿駿上

十二月十日

閱讀書籍

書名： 團圓

作者： 余麗瓊  文 、朱成梁  圖

出版社： 台北：上誼文化，2008。

周彥成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題 目　童書童趣

親愛的曾老師：

你好嗎？最近我看了一本書，書名叫《少年的我》。這本書是由香港已故兒童文

學作家何紫所著的，記載了他少年時代的生活，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書。

《少年的我》描寫了戰後五十年代的兒童生活。當時物資並不豐盛，孩子的玩具

不多，他們就用身邊的事物作玩樂工具，更會和朋友結伴，一起四處遊玩。書中提及

作者和他的朋友遇到不同的人和事，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遇到的一位園丁

張伯。他熱衷於園藝，也常常教導作者和玩伴們一些種植的技巧。對作者來說，張伯

彷彿是過世了的父親，一直陪伴着他。張伯最後意外離世，也成了作者生平的一大憾

事。

 

以往的孩子生活樸素，卻能從平淡獲得快樂，倒也逍遙自在。現今的小孩子只會

窩在家裏玩遊戲機，白白地浪費了寶貴的童年。希望以後的孩子會放下電子產品，拿

出那積塵已久的皮球，痛快地和朋友大玩一場！

學生

彥成

十二月七日

閱讀書籍

書名： 少年的我

作者： 何紫  著

出版社： 香港 : 山邊社，1992。

評判的話

·創作認真，用心之作，既能敍述書中內容及抒發感想，
亦能作出生活反省。文章選材不錯，前後呼應。好！

·文章語言流暢，結構完整，感情豐富。

李駿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題 目　給爸爸的信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Work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winner’s names. 

評審委員 Adjudication Panel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閱讀學會 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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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Senior Primary

小四 (P4) 　小六 (P6)

親愛的曾老師：

我曾聽過長輩們說過，他們孩童年代沒有幾個人過着吃飽喝足的日子。他們手中

玩的都是一些自製的小玩具，嘴裏吃的都是幾分錢的光餅，身上穿的都是陳舊的衣

服。可當我問起他們當時的感受如何時，他們卻說是過着「窮開心」的日子。

這令我想起一本圖書，書名叫《二十個銅板》，書中講述的是一對姐弟因為父母

出外打工而又沒留下多少錢的關係，只能過着十分貧困的日子。那時他們受到了一位

賣包點老伯伯的照顧，可以免費享用熱騰騰的饅頭。每次飢餓時，能吃到一個又暖又

香的饅頭，令他們溫暖在心頭。

長大後，那個昔日羞人答答的姐姐打算從城市回到老家，感謝老伯伯當年的恩

情。只可惜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昔日那位老伯伯在幾年前就已

經逝世了。

愛，是一顆種子。心懷遺憾的她把這遺憾化做一股動力，把愛的種子散播在更多

人的心田裏。

小時候給我們帶來幫助的人，我們可曾想過報答他們嗎？雖在煩囂的都市，也別

要忘記那些童年美好的人和事呀！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芯綾 上

十二月五日

閱讀書籍

書名： 二十個銅板

作者：  陳建祥  文、圖

出版社： 台北：格林文化，2008。

張芯綾
佐敦道官立小學
題 目　開心的窮日子

·結構井然有序，並能以具體事例說明道理，           
中心思想明確。

·內容能點出主題。

評判的話

婷：

你好嗎？

我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 – 《何紫散文精選集》是作者用自己的歷練、情懷和回

憶，貫穿四十年的日治苦活到九十年代的繁華璀璨。它的內容極廣，上至社會的大道

理，下至舊校的老紅棉，文字淺白易懂，卻有令人深思的底蘊。文中提到扯旗山、雙

妹嘜月份牌、富家孩子的「鷓鴣菜」和天台上課，這都是引我入目的亮點。

從香港情懷到身邊故事，道出昔日鄰里情。同學省錢助家變同學繼續讀書，絕交

了的同學再擁抱成淚人，校巴叔叔用新車偷載他們環島遊，真是童年無價。

作者婚後曾數度把結婚指環送到「二叔公」那裏，換來糊口的幾塊錢。這不是教

導我們永不放棄的精神嗎？

舊日灣仔窮人多，都是前居舊舖的「家爺仔乸」生意，如今名店林立，這更是香

港人奮鬥的成就。

這文集不只是何紫的過去，也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讀畢後，深感往昔港人

互助的無私關愛，社會拼搏的堅毅。我愛那年代的「獅子山下」，更會讓這精神延續

下去，所以介紹這書給妳。

祝

學業進步

摯友

妤

十二月一日

閱讀書籍

書名： 何紫散文精選集

作者： 何紫  著

出版社： 香港：山邊社，2017。

郭昭妤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題 目　香港情

·結構完整，能點出主題。文章存有反思，值得肯定。

評判的話

親愛的家樂表弟：

你好嗎？好久不見，最近過得怎麼樣？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書名叫《驚險嘉年華》，書裏講到有兩隻小狗，他們都很喜

歡當偵探。有一天，他們去了一個嘉年華，正玩得高興的時候，一隻名叫科南的小狗

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個驚天大秘密 – 有三隻狗正準備在嘉年華裏搶劫！於是科南和

他的同伴露露想盡辦法，終於成功阻止了。

這本書令我想起了上年暑假，我和你一起去主題公園遊玩的時候，你看見了一個

小偷在偷遊客的錢包，你二話不說便上前阻止，我就跑去叫保安和爸媽。那個小偷看

見保安後，就撒腿狂奔，保安也拼命地追。最後，那個小偷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被捉

住了。當我們看到他滿面通紅，不停地喘氣的時候，大家都笑了。當舅舅和舅母得知

這個消息時，還不停地誇獎我們呢！還請我們吃了一頓「大餐」，真有趣！

最後，請代我向舅舅、舅母問好，再跟他們說我會在暑假時過去美國玩，到時再

談！再見。

祝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表哥

陳俊權

十一月二十一日

閱讀書籍

書名： 驚險嘉年華

作者： 阿德里安娜‧梅森  著、 帕翠西亞‧庫普勒斯  圖 

出版社：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2010。

陳俊權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題 目　無敵偵探狗 ─ 驚險嘉年華

·文筆流暢，描寫生動有趣。內有佳句，好！

評判的話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Work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winner’s names. 

評審委員 Adjudication Panel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閱讀學會 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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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爺爺：

你好嗎？最近我看了「窮小子‧傑青醫生窮小子‧我的成長剪影」這本

書，好想與你分享啊！「如果我願意付出比他們更多的時間和精神，我能否迎

頭趕上呢？」我深深被這句話吸引了。作者林順潮在年輕時，運動方面比較出

色，但學業成績卻未見起色，所以被編入比較差的班別，他本來想馬馬虎虎度

過餘下的中學生活，但巧合的是學校安排新制度，使他有機會當上領袖生，讓

他接觸了很多聰明的人，從而改變自己的人生。於是他努力讀書，戰勝自己的

心魔。

我看完他的故事後，也立志努力學習，改變人生。我想：我首先要改變自

己的學習態度，要更加認真，也要讓頭腦得到休息，使思考更清晰，拼搏才能

持久。經驗告訴我：做事目標要明確，方向要清楚；細心觀察，掌握問題精

要，透過群策群力，把思維擴闊，目標就能達到。

爺爺，我記得你曾告訴我，小時候家境不好。未有機會讀書，但你把握學

習的機會，遇到不懂的字便不恥下問，又常看報紙，從而學懂認字。你與林順

潮醫生一樣，有明確的目標，你們都值得我學習啊！

孫兒

樺朗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

閱讀書籍

書名： 窮小子‧傑青醫生‧我的成長剪影

作者： 林順潮  著

出版社： 香港：青桐社，2003。

湯樺朗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題 目　給爺爺的信

評判的話

傅珮恩
香港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題 目　童書童趣

·思路清晰，內容充實。

·藉著圖書鼓勵同學，有創意。

評判的話

親愛的表姐：

你好嗎？

聽說你在跑步比賽中表現未如理想，因此感到煩惱。正好我最近閱讀了一本有關

自我欣賞的書本，我把這本書介紹給你，希望你讀後能學會釋懷。

這本書名叫《模糊的符咒》，講述一隻小老鼠覺得自己既渺小又不聰明，於是從

巫師手中求來了一張變身符咒。不過，那是一張模糊不清的符咒，連巫師也不肯定用

後會變成甚麼。看着這張用途不明的符咒，小老鼠幻想自己變成不同的動物，螞蟻、

蚯蚓、蝴蝶、鯨魚⋯⋯可是，天馬行空過後，小老鼠發現每種動物都有各自的煩惱和

缺點：螞蟻需要疲於奔命找食物，忙得不可開交；蝴蝶的壽命太短；鯨魚的體積大，

容易被人類捕殺。最後，小老鼠想通了，他覺得還是當回自己最好。

其實，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缺點和優點，所謂「天生我

材必有用」。你雖然體能不算好，但畫畫技術卻令人讚嘆。與其繼續自怨自艾，倒不

如嘗試欣賞自己的優點，接納自己的缺點，做一個樂觀快樂的人吧!

祝

再接再厲！

表妹

佩恩

十二月三日

閱讀書籍

書名： 模糊的符咒：自我欣賞的學習

作者： 張晉霖  文、黃麗珍  圖

出版社： 香港：三和，2005。

黃燕晴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題 目　童書童趣

思寧：

近來好嗎？能與你相聚的時間真的很少。

上個月，我忙得真是透不過氣來。雖然很忙，但我也不忘閱讀我最喜歡的圖書

《姓鄧的樹》，這本書很有深度，很有啟發性。所以，我決定介紹給你看。

《姓鄧的樹》是一本令每個人都感動流涕的童書。故事講述政府收地，鄧氏祖屋

也無一倖免被收。可是，祖屋前有一棵老榕樹，為了守護鄧氏祖屋，無論風吹雨打，

折木推磚，老榕樹都誓死守護著祖屋，就像媽媽懷抱着自己心愛的孩子，免得受到傷

害。人們都被這份情感動了。因此，鄧氏祖屋也得以保留。

作者借老榕樹教曉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堅持和尊重，是態度的價值觀；信

念和原則，是處事的價值觀。除此之外，老榕樹對祖屋的那份情，反映了舊事雖逐漸

被淘汰，但人們永留心中的記憶，難道用金錢可買得到嗎？我也要像老榕樹，珍惜每

一刻，堅守每一天。

把這本書介紹給你，盼望能與你多點共聚，珍惜我們的友誼。

祝

學業進步！

朋友

燕晴 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 

閱讀書籍

書名： 姓鄧的樹

作者： 嚴吳嬋霞  著、鄧美心  插圖

出版社：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2014。

·行文及表達流暢。

評判的話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Work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winner’s names. 

評審委員 Adjudication Panel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閱讀學會 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文章語言簡潔，有說服力，文暢情達。



2018年

創作比賽我的

圖書館
My Library

我的

圖書館
My Library

我的

圖書館
My Library

親愛的毓琋：

你的泰國之行愉快嗎？

我剛從圖書館借閱了鄒敦怜的《大戰功課壓力怪獸》，被故事內容和精

美插圖深深吸引，一口氣便把全書讀完。我現在迫不及待要推薦給你！

書中描述品隆和小安每天都跟繁重的功課搏鬥，睡眠不足，成了「呵欠

大王」；書包超重，變了「駱駝轉世」；因為害怕考試，得了「考試緊張

症」；更因為盲目追求分數，鋌而走險，淪為「作弊學生」。

我覺得兩位小學生的遭遇，簡直就是你和我「百分之百」的生活寫照，

情況同出一轍，實在太真實了！他們經歷數番波折後，終於得到老師、父母

和朋友的理解和鼓勵，功課壓力減輕了，學習變得輕鬆了。翻著書頁，我的

情緒被它牽引着，時喜時悲。讀完全書，我的壓力好像有人分擔了，焦慮也

減輕了不少。

故事讓我想起了「半杯水的哲學」，明白既然壓力沒法避免，倒不如把

它化為動力，我相信只要有良好的態度，認真學習，無論結果怎樣，父母仍

然會支持我們的。你同意嗎？

祝你

戰勝壓力怪獸！

逸晴

十二月三十日

閱讀書籍

書名： 大戰功課壓力怪獸

作者： 鄒敦怜  文、法蘭克  圖

出版社： 新北市：螢火蟲出版社，2011。

楊逸晴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題 目　一封給毓琋的信

香 港  Hong Kong

·文章情感真摯，文筆平順，舖排有序。

·題材吸引，有創意。

評判的話

OPEN

圖書館Library

高小組Senior Primary
小四 (P4) 　小六 (P6)

評判的話

·文章能敘述書中內容，也能抒發感想，
並作出反思，不俗！

敬愛的吳老師：

您好嗎？您工作忙碌嗎？最近，我閱讀了一本有趣的童書–《漢堡包和叉燒

包》，我現在想跟您分享一下。

這本書收集了多個由阿濃寫的故事，而我對《漢堡包和叉燒包》這個故事情有獨

鍾。故事是描述小強和他的爺爺到書店買書後，兩爺孫為了去哪兒吃午飯而爭論起

來！他們你一言，我一語，雄辯滔滔，互不相讓。結果他們分道揚鑣：爺爺上了茶樓

吃叉燒包，小強則到快餐店吃漢堡包。然而他們都擔心對方，然後各自找對方。最

後，他們在酒樓相遇。

這個故事內容既幽默，又生動有趣。爺爺和小強之間的對話妙語連珠，引人發

笑。小強和爺爺關心對方的表現，反映了他們之間濃厚的親情，我覺得很溫馨。我心

想：如果他們有智能電話的話，會不會那樣關心對方呢？現在智能電話日益普及，很

多人都迷上了它們，正因如此，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關係日漸疏離。我希望

人們能善用智能電話，多點關心身邊的人。吳老師，您認同嗎？

祝

教安！

學生

梓淇上

十二月六日

閱讀書籍

書名： 漢堡包和叉燒包

作者： 阿濃  著、高鶯雪  圖

出版社：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2012。

歐陽逸芝
南元朗官立小學
題 目　童書童趣

親愛的表姐：

我知道您一直很想飼養小動物，可是，您知道當一名主人需要肩負的責任嗎？

《給牠一個家》這本書就講述了有關一班小朋友照顧寵物的故事：在一個雷電交

加、下着滂沱大雨的早上，主角小柔和樂心在上學途中發現了一頭受傷的小狗，便把

它帶回學校療傷，經過老師和同學們的悉心照料，小狗逐漸康復。善良的主角們便決

心替小狗找回主人，給他一個溫暖而安全的家，情節令人動容。

 

表姐，這是一本值得推介的圖書。我相當欣賞書中精美的插圖，透過栩栩如生的

圖畫，配合精鍊的文字，讓我有如置身故事中的感覺。這書能刺激讀者無窮的想像

力，使人留下深刻的印像，絕對是小朋友的好讀物。

而最引人入勝之處，莫過於書中精彩而極具啟發性的情節，故事中主角與迷路小

狗的互動，令我不禁反思時下小朋友一時興起而飼養小動物的現象。我們把小動物帶

回家，也許只是一件小事，可是對動物來說，卻是人生大事，這故事讓我明白飼養寵

物斷不能意氣用事，必須承諾照顧一生一世，絕不能半途而廢呢！

表姐，如果您將來決定飼養寵物，在給牠一個家前，請你「停一停，想一想。」

如條件許可，我也希望跟您一樣，飼養一隻小動物呢！

祝

學業進步！

表妹

逸芝 敬上

十二月七日

閱讀書籍

書名： 給牠一個家

作者： 卓瑩  著、Chiki Wong  圖

出版社：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2015。

·文筆流暢，能帶出飼養寵物前要三思的重要性。

評判的話

趙梓淇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題 目　一封給吳老師的信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Work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winner’s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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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閱讀學會 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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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比賽我的

圖書館
My Library

我的

圖書館
My Library

我的

圖書館
My Library

香 港  Hong Kong
高小組Senior Primary

小四 (P4) 　小六 (P6)

親愛的睎晴：

你好嗎？你近來的生活過得怎樣？我近來看了一本君比著作的小說，這本書的書

名是《感謝爸媽沒有放棄我》，我覺得這本圖書文筆細膩、扣人心弦，所以我看完

後，便立即跟你分享。

其實這本書是君比通過採訪生活中真實的人和事而創作的勵志小說，看完後我認

為它不但反映了時下少年兒童的真實心聲。而故事主角的經歷，也能給予少年兒童人

生的啟迪，同時也令成人認識他們真實的自我。

 

這本書是由多個故事組成的一本小說，而當中有幾個故事是講述：一出生便被醫

生宣判得了腦癱，即使長大後也只會是一個智障男孩，在父母和朋友的關愛下開心健

康地成長，並成為一位成績優越的資優生；被童年陰影折磨的女生，在老師的關懷鼓

勵下，獲得了心靈的釋放；受網絡欺凌的少女，在同學的理解和支持下重拾自信 ⋯⋯

看完這本書，我明白青少年在成長路上並不是孤軍作戰的，當你回過頭來，會發

現你的家人、老師、朋友就在身旁，陪你勇闖難關。

最後，我誠心誠意推薦你看這本小說，因為這本書教會我們，無論遇到甚麼困難

和挫折，我們都要積極堅強地面對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種種難關，學會珍惜和感恩！

祝

學業進步，生活愉快！

好朋友

曉晴上

十二月五日

閱讀書籍

書名： 感謝爸媽沒有放棄我

作者： 君比  著、步葵  繪圖

出版社： 香港：山邊社，2016。

親愛的正昌：

自從你轉校後，好久不見，你好嗎？

上星期我在學校圖書館借了一本名叫《擁抱力克》的繪本，圖文出色，內容更真

摯感人 ⋯⋯

書中的主角叫力克‧胡哲，他一出生就沒有四肢。在求學時期，他常常遭到嘲笑

和欺負，亦要比一般人更努力去應付自己的生活所需。可是，他沒有自怨自艾，反而

常懷感恩的心，珍惜和熱愛生命。

他努力學習，取得大學雙學位，之後更成為出色的演說家，並娶得一位既美麗又

善良的妻子，更為他誕下兒子。力克永不放棄的精神，讓他擁抱着美好的人生。

這本書令我明白關愛的重要。堅強的力克也有軟弱的時候，幸好父母的疼愛、老

師的安慰和女同學的一句問候，令力克重新振作！我們應該多向身邊的人給予幫助或

慰問，因為愛擁有無窮的力量，生命可影響生命！

我很欣賞力克，他亦是我的好榜樣。每當我遇到困難。我會想起力克永不言敗的

精神，便抖擻起來，繼續努力向前！不知你對這本書的感覺如何呢？

祝

學業進步！ 

梓烽

十二月十日

閱讀書籍

書名： 擁抱力克

作者： 阿丁 編著、芝麻羔  插畫

出版社： 香港：樂苗基金，2013。

·行文及表達流暢

·文章段落分明，結構合理，抒情懇切。

評判的話

·能闡述書中內容，也能抒發感想，作出反思。

評判的話

·語言流暢，敘說有條理。

·閱讀報告結構完整，能點出主題。文章具反思，
值得肯定。

評判的話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很多天未見，我很掛念您啊！

每天早上，您總在我仍未起牀時，便匆匆上班；晚上，又總在我睡着後，才遲遲

歸家，很辛苦吧？最近，我閱讀了一本書 ─《鬥嘴一班‧5，最強爸爸》，想跟您分

享一下感受。

書中有位名叫胡直的少年，他一直因為爸爸水管維修技師的身份而羞愧。但後來

的一場小意外徹底改變了他的看法 ⋯⋯

圖書館外牆的水管發生爆裂，情急之下，胡爸爸憑藉出色技術，成功修復。而胡

爸爸也頓時成為大家眼中的「超級救水大英雄」。故事最後，胡直更在「爸爸職業模

仿大賽」中取勝。

其實，我覺得職業無分貴賤，最重要是看個人品格。若一個人能為社會作出貢

獻，就算是街道上的清道夫，都值得我們尊重。爸爸，雖然您在公司並非位居高位，

但是，如果沒有像您一樣的職員幫忙，公司亦不能運作。在我心目中，您就是大英

雄。希望我將來能像您一樣，為社會發光發熱，擁有成就。

爸爸，最近天氣轉冷，請保重身體。我愛您！

祝

工作愉快！

兒子

諾然

十二月九日

閱讀書籍

書名： 鬥嘴一班‧5，最強爸爸

作者： 卓瑩  著 、Chiki Wong   圖

出版社：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2015。

鄧曉晴
南元朗官立小學
題 目　感謝爸媽沒有放棄我

羅梓烽
聖公會主恩小學
題 目　愛自己、愛別人

羅諾然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題 目　給爸爸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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