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闖禍了 

六仁 陳恩彤(4) 

 

時間就像一條濺濺水流的小河，匆匆地流走了，很多事情都會隨着時間的流

逝而被淡忘。唯獨這件事令我記憶猶新，因為我的自以為是而闖禍了，讓我明白

一個深刻的道理。 

記得那一次，我和爸爸媽媽一起參加學校的親子運動會。我和爸爸參加了「二

人三足」比賽，而媽媽就坐在觀眾席助興。比賽前，當我看見其他參賽者緊張的

神態，我不禁露出勝利的微笑，心想：我的體能素來十分優秀，是班中的運動健

將，就算是全港性比賽我也能勝出，而這次「二人三足」比賽，只得區區幾隊參

加，又怎能難倒我呢？誰知道，我竟然忽略了合作的重要性…… 

 

到比賽場地時，校務員向各組派發一根繩子，綁在我的右腳和爸爸的左腳上。

這時，爸爸叮囑我道：「比賽時，我們的步伐須一致，不要太焦急，我會跟你數

一、二，然後便一起出沒被綁住的腳，我再數一、二，大家就出綁着繩子的那隻

腳，如此類推。這就是致勝的唯一方法，『只有幾隊』參加，所以我們不用急，

只要在比賽途中不跌倒，就一定能勝出。知道了麼？」誰知，我卻心不在焉，只

聽到「只有幾隊」這四個字，我頓時心想：哈！我們果然是父女倆，心有靈犀！ 

 

「呯！」比賽開始了，我立即往前衝。一開始，爸爸還能應付得了，但過了

一會兒，我的腳正踏着地時，爸爸的腳還在半空。他被我一拉，隨即跌倒了。此

刻，只見爸爸躺在地上，動也不動。突然，他的腿有一處鮮紅色的血滲出，仔細

一看，爸爸受傷了。這時，媽媽趕快地跑到他的身旁，檢查他的傷口，而其他參

賽者都停止了比賽，看看爸爸的情況怎樣。然後，大會宣布停止比賽，幾個醫護

人員小心翼翼地把爸爸抬上救護車。忽然，「呯！」的一聲，不知誰掉了一把雨

傘之類的東西，它彷彿也在責怪我的自以為是。 

 

爸爸經醫生治療後，與媽媽講解他的情況。此時，我瑟瑟地縮在一旁，心砰

砰亂跳着。我只見媽媽臉色一沉，嘴角唇發，雙腳發抖。可是，她一直用一雙眼

睛盯着我，使我不敢直視她。原來，醫生説爸爸的腳嚴重受傷，要留院一個月治

理。這時，我的心裏像是有成千上萬的馬兒在奔跑、踐踏，動盪不安。我真不願

意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我心亂如麻，痛如刀割。我拼命地怪責自己，要是我當

時謹慎一點，細心聆聽爸爸的話就不會弄得如斯田地了。 

 

爸爸因我而受傷的憾事不但讓我明白合作的重要性，更讓我明白做事不應該

自視過高，做了一些後悔莫及的事。這次的闖禍，讓我品嚐了生活的苦和酸。 



《三借芭蕉扇》新編 

六仁 陳閔賢(3) 

 

唐僧一行人到了火焰山，誰知孫悟空突然得了流行性感冒，無法去借芭蕉扇。

唐僧、猪八戒和沙僧正在商討應該怎麼辦。 

猪八戒首先自告奮勇地説：「既然大師兄生病了，論輩分尊卑，就讓我這個

二師兄去吧！」唐僧雖然不想，可是也讓他去了借扇子。果然，「説就天下無敵，

做卻無能為力」這句話最適合來形容猪八戒了。他途經一間食店時，聽到店小二

喊着：「好好吃的『春秋戰鍋』啊！快點來試試吧！」他頓時垂涎三尺，走進店

裏大吃一頓。吃飽了，他又在樹下熟睡了好幾個時辰，直到沙僧出去化緣時看到

他睡在路邊，就把他硬拖回去。唐僧看到八戒醒來後還渾不知情的樣子，氣得面

紅耳赤，差點暈了過來！  

之後，沙僧被唐僧派去借芭蕉扇。沙僧一到了芭蕉洞，就請丫環向鐵扇公主

傳話：「我是沙悟淨，有事想求見你們主子，麻煩請通報一聲。」不久，丫環便

請沙僧進去大廳。沙僧進去後，跟鐵扇公主詳細地解釋他們的苦況，請她借出芭

蕉扇。聽罷，鐵扇公主表面唯唯諾諾，並請沙僧留在大廳等候，自己則回到房間

拿扇子。過了一會，當她一走出來，就把芭蕉扇搧了好幾次，把沙僧搧到冥王星

那裏！ 

唐僧見沙僧這麼久還未回來，心裏著急得很，這時，靈吉菩薩現身，説：「唐

僧，你的徒兒沙悟淨被芭蕉扇搧到冥王星去，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回來。唐僧聽了，

立刻騎着白龍馬去找鐵扇公主。她一看見唐僧，暗想：又是一個來取我的寶扇的

傢伙！唐僧慢慢走近，説：「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小僧和徒弟們需要越過火

焰山，煩請施主借出芭蕉扇一用。」鐵扇公主不屑地説：「我喜歡借就借，不借

就不借，為甚麼一定要借給你？」唐僧道：「施主，你借給咱師徒，除了能讓我

們越過這兒外，還能促進農業發展，方便貿易運輸……(下刪三千多字)」鐵扇公

主聽得十分不耐煩，嚷着説：「好吧！好吧！你是我生平見過的最嘮叨的人，怕

了你！我把扇子借給你了！不要再嘮嘮叨叨了！」唐僧大喜，説：「阿彌陀佛！

謝謝施主！」 

 

最後，孫悟空的流行性感冒好了，沙僧也從冥王星回來了，火焰山的火也熄

滅了。在唐僧訓示好那辦事不力的猪八戒後，師徒們又繼續向西天進發了。 

 

 

 



夏天的頌讚 

六仁 鍾慧瞳(5) 

 

夏天，是美妙的，是壯麗的，是熱情的…… 

 

在那個夏天的中午，我伴隨着猛烈的陽光，來到了這個世界。 

 

我看着夏天的山，它被鋪上了一片綠。春天後，夏天延續了生機。那樹林，

綠樹成蔭。我坐在樹蔭下，那清涼的感覺真是無法言喻。有一陣子，西南方送來

了陣陣的涼風。我躺在那綠油油的毯子上，陽光穿透了樹葉，進入我的眼簾，就

像千萬的小星星一樣，閃爍不停。 

 

到了傍晚，蟬還在鳴叫。太陽成了一個紅色的火球，緩緩落下。晚上吹來的

山風，是涼爽的，卻從不會令人瑟瑟發抖。皎潔的月光，把黑暗的夜空照亮了，

四周還閃爍着上萬顆鑽石，整個天空被照得亮亮的。山，已不再陰森了。 

 

海，代表着盛夏。早上的海，是平靜的，還未睡醒。中午的海，正是海的歡

呼時。她穿着鑲上藍寶石的裙子在陽光下翩翩起舞，讓許多人投進她的懷抱裏。

黃昏的海，天空染成紅色，海水也染成紅色了，彷彿是一幅出自畫家的風景畫。

晚上的海，仍未沉默。海浪拍打岸邊的聲音仍在，只是多了幾分寧靜。海風更涼

了，海，已沒酷熱的感覺。望向那一望無際的大海，多了幾分神秘感，彷彿期待

明天的來臨。 

 

夏天，熱情奔放。陽光是熱情的，海洋是熱情的，連小孩也是熱情的。街上，

奔跑的小孩絡繹不絕，他們臉上的歡笑持續到立秋…… 

 

生機最旺盛的時候不知不覺地溜走了，葉落下了，海不再閃爍了，孩子又要

多穿衣服了。我最喜歡的夏天，已悄悄的被秋風吹走了，但我對夏天的愛永遠不

斷，因為我仍在思念着在盛夏和我相遇的遠方好友…… 

 

 

 

 

 

 

 

 



如何避免青少年沉迷上網 

                                                六禮 黃毅斌(9) 

現時上網已是每個青少年的習慣。可是，網絡世界就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增長知識、擴闊

眼界；用得不好，便會影響健康、荒廢學業。我們該如何避免青少年沉迷上網呢？ 

    首先，我們可以培養自己的興趣。例如參加棋藝、陶藝等靜態活動。這可以令青少年從喧嘩的網絡

上世界中靜下心來，發展自己的潛能。除了靜態活動，我們還參加籃球、足球等運動。多做運動既可以

令青少年培養興趣，又可以鍛鍊身體，一舉兩得。有了自己旳興趣和愛好，青少年就不會沈迷上網了。 

    除了培養興趣，管理時間也十分重要。我們可以制定一個作息時間表，詳細地列出我們在不同的時

間該做甚麼事情。如我們可安排上午閲讀課外書籍和上網，下午做功課和運動。制定作息時間表，不但

令我們學會合理地分配上網時間，不致於過份沉迷，更能建立良好的生活習慣。 

     此外，我們要避免沈迷上網，就要培養良好的上網習慣。我們在上網瀏覽時，要搜尋一些健康、

益智的網站，而不是去一些遊戲網站。這些遊戲網站往往是青少年沉迷上網的根源。良好的上網習慣，

還包括：上網一段時間後就要休息，每天完成該做的工作後才可以上網等。只要培養健康的上網習慣，

青少年就可避免沈迷上網。 

     總而言之，只要控制好時間、有良好的習慣和培養有益身心的愛好，青少年就能避免沈迷上網。

我相信大家都有足夠的能力，好好使用這把「雙刃劍」的！ 

 



一件後悔莫及的事 

                                   六禮 余秀麗(27) 

 

時間是一顆流星，一眨眼便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時間卻會給我們留下畢生難忘的點點滴滴。而那

次因為我自以為是而闖的禍，令父母失望的片段將會永遠刻在我的心中。 

那次，我聽到學校快將舉行「親子朗誦比賽」，便興奮不已。畢竟朗誦是我的強項啊！一回到家，

我便哀求父母一起參加。他們禁不住我的請求，終於如我所願了。這也使我鬥志激昂起來，誓要奪冠而

回。我帶着輕鬆的腳步，信心滿滿地回到學校報名參加。 

我看到其他報名的參賽者，心中忍不住暗笑着。那刻的我覺得自己實力比他們強，根本不需要把他

們放在眼裏，更覺得他們只是襯托我這朵鮮花的葉子罷了，我和父母必定能取得冠軍的。憑藉我豐富的

朗誦經驗，過目不忘的本領，繞樑三日的嗓子，這一次的冠軍也必然是我的。 

    説時遲，那時快，比賽的日子便到了。怎料……我和父母一踏上舞台，我便被台下的歡呼聲給震懾。

我的腦海變得一片空白，呆若木雞地站在台上。聽着台下如雷的掌聲，我竟失去了往日的信心。而身旁

的父母滿是期盼地看着我，我的心更亂了，不知該怎麼辦才好。台下的目光也全部注視在我身上，這時，

我心急如焚，想趕快把稿子記起來，不想再當個「啞巴」。誰知還是沒用，逃避的念頭也就浮現，我羞

愧地走向幕後。我參賽資格被取消了，我的冠軍夢也泡湯了。 

    回到家裏，客廳鴉雀無聲，氣氛也沈重下來了。從父母的目光之中，我彷彿體會到他們對我的失望，

我甚至感受到周遭的空氣也對我不滿。沈重的氛圍使我羞愧地低下了頭，面紅耳赤的我害怕家人指責的

目光…… 

    正所謂：「經一事，長一智。」我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理。而令父母失望的憾事將

會成為我人生的一盞明燈，時刻提醒着我努力的重要。 



珍貴的友誼             六禮 邱俊軒(24) 

友誼就像航行在茫茫大海中的一葉小舟，遇上暴風雨就會翻沉。而在一個月前發生在我和文超之間

的一件小事，就差一點斷送了我們之間的友誼。 

那天是平凡的一天，不過在接過自己測驗卷的那一刻，我的心像一塊石頭般沈進海裏，全涼了！隔

壁的同學笑嘻嘻地搶走了我的測驗卷給全班同學看，他們有的用手掩着嘴竊笑，有的露出嘲諷的眼神，

有的交頭接耳地評論我……而我的好友文超就忙着做改正，連一個安慰我的眼神也沒有給我。我像一個

被不快和羞愧吹得脹鼓鼓的氣球般，恨不得飛走，脱離這苦難。我用雙手掩面，一滴一滴的淚水流淌在

桌面上，為甚麼我要受這樣的苦呢？ 

    回到家後，媽媽看見我這副委屈的樣子，便忙着追問我在學校發生了甚麼事。我便把在學校的遭遇

告訴她。媽媽邊聽邊撫摸着我的臉，並安慰我説：「也許文超有自己的苦衷吧！」她建議我打電話給他

問問。好不容易我才説服自己打通這個沈重的電話，電話的那頭傳來一陣啜泣的聲音：「我……我今

天……測驗不合格......沒有安慰你……我感到十分抱歉……」了解了事情的真相後，我歎了一口氣：

「不要這樣説，我懷疑你，對你也是不聞不問，這是我的不對。對不起！」第二天，我們都敞開心扉，

互相傾訴心事，彼此不計前嫌地和好如初。能和他再次成為朋友，真好！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到友誼的可貴，明白朋友之間不應有隔閡，也不應互相猜忌。希望在未來的日

子，我和文超可以風雨同路，任何狂風暴雨也不能破壞我們的情誼。 



永遠懷念的老師 

                                                   六徳  邱司桐(24) 

    在人的一生中，總會有一個人令他永遠懷念，而你最懷念的人是誰？而我最懷念的人就是教

我數學的黃老師。 

 

    在六年級上學期時，素來數學成績都不好的我，對數學測驗也不抱太大的期望。當黃老師派

發測驗卷給我時，那鮮紅的數字更令我垂頭喪氣，提着沈重的腳步回到座位上。小息時，黃老師

叫我和他到教員室，我頓時心裏忐忑不安，心想：一定又會被黃老師痛罵一頓了！我帶着緊張的

心情到教員室找黃老師。沒想到黃老師竟然沒有怪責我，反而耐心地教導我，提點我哪裏計算時

要特別小心⋯⋯ 

    從那天開始，就開始了我的「特訓之旅」。每天小息，黃老師都苦口婆心地教導我。我看到

他那麼用心地教導我，我暗下決心要努力學好數學，下次測驗一定要拿滿分！ 

    可是，黃老師最近因工作勞苦而病倒。我得知這個消息後，對任何事情都不感興趣，心想：

黃老師因教導我而病倒，如果我的數學沒有進步，他一定會很失望的，我一定要努力，讓他看看

他的「勞動成果」！我利用小息的時間來複習、放學後回家多做練習題⋯⋯到測驗的前一天，我努

力地温習黃老師給我的筆記，甚至廢枕忘食！到派發測驗卷的那天，我歡喜雀躍地看着那三個數

字，更希望這一刻可以讓黃老師看到，就連也同學對我刮目相看呢！我一下子像踩到雲上，飄飄

然的，我用輕快的步伐回家，媽媽都稱讚我呢！ 

 

    最後，我希望我的數學水平可以永遠都那麼好，但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希望黃老師早日康

復！ 



假如時光可以倒流 

                               六德   黃思愉(21) 

 

       時光飛逝，一轉眼，我就從一個小嬰兒變成了一個懂事的小學六年級學生，也是

一個即將升上中學的學生，而令我依依不捨的，莫過於老師和朋友了。 

      記得在畢業禮前一天，我的好朋友黃愷晴來到我家找我説：「我……可能明天不能

去畢業禮了…」聽到這句話，我大吃一驚，並問她：「為什麼啊？」「因為……因為我明

天要搬家了。」「甚麼！你別開玩笑呀！」我的手心一下子充滿了汗水，緊張的氣氛使我

的心忐忑不安，她的臉色一沉，説：「是真的!」無法接受現實的我一聲不吭，不一會兒，

我忍不住哭了起來，並大喊：「不是説好要一起升上同一所中學嗎？不是説好每天都要在

一起玩嗎？嗚⋯你這個可惡的騙子！」説完，我就頭也不回地跑走了。 

       第二天，回到了學校，查看了課室一遍又一遍，也沒有看到那個熟悉的身影，心

想：真的⋯不回來了嗎？本想去道歉的我，因為暏氣，所以昨天沒有去找她，現在真的後

悔極了，強忍着淚水，拍完了畢業照。直到放學，我像瘋了一般跑去她的家，「哈⋯哈⋯到

了！」氣喘如牛的我不斷按着她家的門鈴，得到的卻是一片死靜，但這樣我還沒有放棄，

馬上回到家，「說不定她會在我家門前等我！」可是，當我回到家門前，看到的卻是空無

一人。失望的我回到房間，看到桌上放着我和她二人的合照，淚水情不自禁地湧了出來！

「都怪我！如果當初我沒有跟你賭氣該有多好！現在連最後見面的機會也錯過了！我還想

好好地和你道歉和告別呢！」淚流滿面的我躺在床上，一動不動，過往的回憶頓時全都浮

現在腦海裏，連聯絡方式也沒有留下，再也沒有機會見她一面了。 

       假如時光可以倒流，那該多好呀！ 

 

 

 

 



永遠懷念的好友 

六德  蘇莎(18) 

 

        眨眼間，六年過去了，我們由陌生人變成閨蜜！我與朱恩彤一起交往的日子 是

我在小學生涯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 

       記得四年級開學的時候，一位外表文靜的女同學，被老師分發坐在我前面，她名

叫朱恩彤。那時我的腦海有一個念頭：她看起來非常難相處，還是遠離她為妙！她小息時，

只會托頭把視線固定在窗外的景物。當拍拍她的肩膀時，她也只會回頭並回我一個冷冷的

眼神，那時，我心生了一個疑問：我有做錯事嗎？ 

       在四年級某一個早上，我因為太遲起床，而忘了吃早餐，當她看見我精神不振的

樣子，便默不作聲把一份三文治神遞到我的面前，真是雪中送炭啊！小息時，我不小心跌

倒了，四周圍的人都對我不理不睬，只有她走過來把我扶起，並小心翼翼地帶我到醫療室。

這天過去後，我知道她原來是一個熱心助人的人。 

      我們開始慢慢地了解對方，每天小息也一起度過。五六年級的時候也非常慶幸地分

發到同一班。 

      我們從陌生人變成閏蜜真不易，在這三年裏，我找到了最珍貴的寶物。我同時也希

望你不要忘記我們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瘋狂的日子。 



我和可晴絕交了 

                                         蘇嘉怡 六智(18) 

 

童年像一條時間走廊。在這條走廊裏，掛滿一幀幀往事的照片。這些照片有歡樂的，有 

令人傷感的。當中最令我刻骨銘心，到現在仍感不快的是與可晴絕交的那幀照片。 

 

去年，有一次小息，我忘了帶上家政課用的圍裙。我向平易近人的可晴借圍裙。她一開始不願借

給我，但我費盡唇舌，她最後還是借了給我。她叮囑我不要弄髒圍裙。但我沒有把她的話放在心上。

我拿着圍裙，滿心歡喜地回到家政室上課。誰知這是一個噩夢的開始! 

 

上課的鐘聲響起了。黃老師教我們弄蛋白蛋糕。我專心地把材料混合在一起，好不容易才弄好蛋

醬。我開心得手舞足蹈，連忙把蛋醬倒進蛋糕造型盒裏，但我太心急了，不小心把它倒翻，更把圍群

弄髒了。心想：大事不妙!可晴曾説過不能弄髒圍裙的。我不自控地發抖，趕緊去洗手盤清洗圍裙。

我用了不同的清潔液，把圍裙洗得乾乾淨淨，一粒灰塵也沒有，光潔如新。心想：我洗衣的功夫了得，

把圍裙吹乾就可以物歸原主了。這總算得上是「神不知，鬼不覺。」 

 

小息時，我戰戰兢兢地走到可晴身旁，吞吞吐吐地説出了事情的來龍去脈，把亮麗透白的圍 

裙還給她。這一刻，我正靜待她的讚賞呢!可是，本來一臉温柔的可晴臉色一沈，心中的怒火 

躍到臉上。我連忙躹躬道歉，但她怒目而視，嚴厲地説：「我們絕交吧!」我説：「圍裙都洗好了!你幹

麼這樣生氣了!」她氣沖沖地説：「我考到的烹飪印章都讓你洗走了!」我滿不在乎地説：「印章，我有

很多，給你蓋回吧!」她兩眼通紅地説：「這些印章是我去世的外公親手蓋的……」我呆呆地站着，看

着她失落又憤怒的背影漸漸遠離，我的心也失落到不知哪裏去了。 

 

在童年的走廊，我遇到不同的事。這次因為我的粗心大意而失去了一位好朋友，令我愧疚不已。

往事的走廊仍不斷添上新照片，惟獨這幀照片永遠是灰色的，而且永不褪色，像時時刻刻提醒我要謹

慎認真。 

 

 

 

 



 

                                 那天我真的長大了 

                                                  六智    鄭佳琦  (23) 

 

看着手中已微黄的詞句簿，那件刻體銘心的往事不期然又在腦海浮現。 

每次上中文課，我都是戰戰兢兢的，心總是砰砰直跳。只要張老師望我一眼，我就瑟縮發抖。有

一次，張老師教了一些生澀的詞語，我勉強地記往了。張老師像獵人一樣在教室找他的「獵物」，張

老師厲聲説：「鄭佳琦，你在剛剛的考試只有三十分，你可要認真學習，先把字寫好吧!」我急忙地站

起來，心想：這次肯定要被老師狠狠地責罰了。我哭得兩眼通紅，淚如雨下。張老師語重心長地説：

「你要勤學好問，加倍用功才能有進步。」我連忙點頭謝過老師的教誨，但心裏仍有不説不出的惶恐。 

小息時，張老師送了幾本語文練習簿給我，叮囑我要好好用功。 

    回到家，我獨自在房裏，看着書中那些紅紅的紙條，紙條上都是一些語文重點。我每天花了兩小

時把這些語文重點都熟讀和背誦下來。在考試前的一個月，我看着本來很艱深的語文功課，突然茅塞

頓開，全部的題目都答對了。我歡天喜地告訴媽媽，媽媽也稱讚我。這時，背後傳來熟悉的電視劇的

主題曲，但我頭也不回地往房間走去，專心地温習起來。 

    整整一個月，我廢寢忘食地温習，決心把難如登天的考試卷做好了。果然「皇天不負有心人」，

我的語文成績大躍進，得到張老師很高的評價及讚賞。我心想：張老師，謝謝您。如果沒有你的協助，

我怎能考得好成續呢?我目不轉睛地望着張老師，鞠了一個躬就回家報喜了。 

 

   這件事讓我明白到一些看似難如登天的事，也會有方法去解決的。只要我們有信心、有毅力，便

能跨過難關，向成功邁進。 

 

 

 

 

 

 

 

 

 

 

 

 

 

 

 

 



                  「山竹」襲港      

                                       六毅   陳柏羲(2)      

 

     颶風「山竹」終於正面吹襲香港了! 

 

     外面開始刮起大風，我一走出門口，一陣冷風向我吹來，我的身體冷得顫

抖起來。我趕緊穿好外套來到樓下感受「山竹」的威力，強風把直立的大樹的腰

都吹彎了，大樹仍企圖用自己的手來抵擋狂風的襲擊，他腳下的花花草草都快要

跟隨泥土一起飛揚起來。烏雲慢慢遮住了天空和太陽，不久，天空開始飄起了小

雨。雨越下越大，像一根根銀針垂直從天空掉落下來，無數樹葉和花瓣被這無情

的銀針，穿刺得體無完膚…… 

 

      到了傍晚，外面的狂風暴雨漸漸安靜下來……這一場颱風來得快，似乎去

得更快。但「山竹」的威力仍震懾我的心，使我久久未能平復。 

 

 



                  「山竹」襲港後之所見所思   

六毅   張茵桐 (5)   

  

 

    回想起超級颱風「山竹」襲港時那「瞬間搖晃」的大廈，至今仍令我猶有餘

悸。 

 

    從新聞報導中看到，大部分香港地方這次都受到「山竹」的影響︰廣泛地區

出現水浸，有些大廈的玻璃窗被強風吹裂，甚至有大廈的整幅牆被強風吹倒；而

市面上的交通工具大部分也要停駛。相比之下，我家在這次的風災中的損失一點

也不算嚴重，只是多處地方滲水而已，雖然看着家裏有這麼多東西被浸濕，我們

仍感到十分狼狽。 

 

     風災過後，香港各區顯得滿目瘡痍，到處一片頹垣敗瓦……我家樓下很多

大樹被吹得折腰了，甚至有些樹被連根拔起。但幸運的是，這次的強風竟然沒有

造成人命傷亡。 據説是因為市民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防風措施做得好，所以以後

再遇上類似的天災時，我們要多加提防，將人命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降至最低。 


	六仁   陳恩彤(4)
	六仁   陳閔賢(3)
	六仁   鍾慧瞳(5)
	六禮    黃毅斌(9)
	六禮   余秀麗(27)
	六禮   邱俊軒(24)
	六德   邱司桐(24)
	六德   黃思愉(21)
	六德   蘇莎(18)
	六智   蘇嘉怡(18)
	六智   鄭佳琦( 23)
	六毅   陳柏羲(2)
	六毅   張茵桐(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