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有趣的學校活動 4A 岑穎鑫 

看着桌上的照片，我就想起上個學期末，將老師和同

學們一起在課室裏玩了一個遊戲—「搶椅子」。 

在那個學期的最後一天，很多同學提議玩「搶椅子」

的遊戲，老師同意了這個提議。 

首先，老師解釋了遊戲規則，一開始遊戲會放音樂，

音樂停止，就要六個人搶五把椅子，沒搶到的人就算淘

汰，如此類推。遊戲開始了，我們組的六個人都非常緊張

有的冒出了冷汗，有的緊張得踏起小碎步，還有的緊張的

都發抖了。音樂還沒停，所以我們繼續為着椅子走。因為

上課時間不夠了，所以老師決定，一次淘汰兩個人，也就

是說我們直接減了三張椅子。突然，音樂停了，我的運氣

很好，剛好有一把椅子在我後面，可惜另外三個同學就被

淘汰了。 

到了最後，我在這場遊戲中獲勝了。這場遊戲十分有

趣，我玩得勁興奮又緊張，我從遊戲中明白了：只要抱着

希望，就總會成功的。 



 

我一次有趣的學校活動 4A 張詠嫺 

 

看着學校照片，我就想起去年農曆新年前學校舉

辦的「中華文化日」。 

去年農曆新年前，學校舉辦「中華文化日」。其

中一個有趣的環節是「華服表演」，那天，我們都穿

上了自己的賀年服飾，有的粉紅色、有的有碎花圖

案、有的女生還戴着漂亮的頭飾…… 

那天，我穿着鮮紅色的華服，媽媽細心地為我編

了兩條辮子和悲傷的花形髮夾。我帶着一把紫色的摺

扇，和好朋友桐桐手拉着手踏上舞台。在舞台上，我

們展現了開心的笑容。我們最後得到老師的稱讚。我

和桐桐實在喜出望外，十分高興。 

可惜今年的農曆新年疫情依然嚴峻，我們只能透

過網上進行，叫我更加懷念以往的「中華文化日」。 



 

一次有趣的學校活動 4A 葉子翠 

看着這張照片，我彷彿回到當年也是有趣的學校

活動。 

那天下午，我們在學校早會時，老師宣佈：「今

天一至四年級會在第一至三節課有活動。」我們全班

聽到後可高興壞了！ 

「叮噹，叮噹」學校的鐘聲響起來，我們班早早

排好隊，老師說：「真怪，好了我們現在去……」老

師的話還沒說完，一把聲音突然響起：「去操場活

動，對嗎？」原來是一位同學雀躍地說。 

我們到了操場，發現竟然是一場拔河比賽。先是

甲班和乙班的比賽。三二一 ……開始！我們拿繩子

左右移動，同學們一聲又一聲的加油，進入了我耳朵

裏。然後我們發現對方用力過猛，很快就沒力氣了。

我立刻叫隊員用盡全力，一拉……我們終於勝利了！    

最後，我和老師們還拍了一張照片紀念呢！那天

的活動真有趣！ 



下雨天 4A 石竣銘 

    滴答滴答，天空被烏雲蒙蔽了雙眼，傷心地哭起來了。 

    風就像一個強力的電風扇，差點把小草連根拔起，蒲公英趁機

把本身帶有降落傘的孩子，放到天上被風吹到遠方。小昆蟲們就遭

殃了，下雨對他們來說可是水災，飄蟲想飛到天上躲避雨水，結果

被天上的雨水打了下來，只有拿着石頭堵着門的螞蟻避過一劫。 

    下雨天十分濕潤，就連乾燥的皮膚都能被滋潤。但對植物而

言，卻有點過頭了，花草樹木被為得太飽了，有些甚至被浸死。雷

公公生氣地搬出耀眼的閃電，想要趕走烏雲，但沒打中，反而把一

個十字路口的司機嚇得失魂落魄，還差點引發車禍。雨水一直敲打

窗戶，想要強行進入室內。水滴就像在玩跳傘一直滴答，滴噠…… 

    雨停了，天空眼前的烏雲被太陽嚇跑了，下雨天真是一個變幻

莫測的天氣呢！ 

 



下雨天 4A 岑穎鑫 

    滴答，滴答—天空烏雲密佈，準備要下雨了。 

    放眼望去，外面已經下着滂沱大雨了。現在異常安靜，只剩下

雨點滴答滴答地敲打窗戶的聲音。 

    摸摸房子外的泥土都是濕潤潤的呢！仔細用鼻子聞一聞，還有

一古草的清香味。看，外面的房子還在滴水。用手碰一下房子的牆

壁也是濕潤潤的。 

     在巴士站的人們，那裏好像時間停止了似的。花兒們一下子低

頭，一下子抬頭。大樓像巨人似的，站立在街道上，絲毫不動。 

風非常調皮，他把一位小孩子的雨傘吹走了，小孩子着急地追他的

雨傘。 

    雨停了，街上的行人便多了，馬路上的車輛便多了，花兒笑

了，就連鳥兒都開始叫了。 

 

 



下雨天 4A 陳梓揚 

    滴答—天空烏雲密佈，看來是準備要下雨了。 

    窗外那些不同的雨聲：滴答、淅瀝……有如一首動聽的交響

曲。那些頑皮的雨水依附在窗外的玻璃上，慢慢、慢慢地滑下來。 

雨水滴在乾燥的泥土上，令大地回復以往的濕潤。雨水有的在樹葉

蓬鬆的頭髮上，發出「沙沙 

」的聲音。 

    雨水令大廈的外牆都濕透了。我伸出手摸到了很多晶瑩剔透的

小水珠。 

    一輛輛飛馳而過的汽車走在馬路上，濺起一朵朵小花。 

與漸漸停了，太陽出來了，陪着他回來的，還有那絢麗的彩虹。雨

後一定出現的太陽曬乾了雨水，而彩虹把我們憂傷的心情也帶走

了。 

 



母親節的禮物 4A 徐婉晴 

    每次看到這個手鐲，我都會想起上年的母親節。 

    那是我準備給媽媽的禮物，包裝紙是粉紅色的。拆開包裝紙

盒，就會看見一隻金燦燦的手鐲，手鐲上漂亮的小花花紋，那些花

紋在手鐲上顯得非常突出，那些小花紋像一隻一隻小蝴蝶在翩翩起

舞，十分漂亮！ 

     那天中午，我送給媽媽母親節禮物。她收到後感到很感動和驚

訝，她立刻拆開了禮物，打開了裝着禮物的包裝盒又好看見了裏面

的手鐲很漂亮，還對我說：「謝謝，我的寶貝女兒終於長大了！」

我聽了這句話後，也感到很開心，很興奮！ 

    最後，那次的送禮計劃很成功，我們也感到很開心！ 

 



母親節的禮物 4A 梁俊彥 

    適逢今天是母親節，所以我送了一份禮物給媽媽，以感謝她的

養育之恩和她對家庭的付出。 

    因此，我買了一個音樂盒給嫲嫲。音樂盒的包裝以一條粉紅色

的絲帶束成，盒子是方方正正的。音樂盒的顏色是粉紫色和粉紅色

組成的。音樂盒的裏面是母親最喜歡的卡通人物，站在「光花海」

之中，而音樂就是母親最喜歡的英國民謠—綠袖子。 

    晚上，我利用母親洗澡的時間把禮物床在母親的房間裏，讓她

自己走出來。一會兒後，母親終於出來了，我便引她到房間裏，對

他說：「快點找一找我送給你的禮物吧！」不消一會兒，她便找到

禮物了，她歡喜若狂，感動得流下熱淚。看到此情景，我也十分滿

足。 

    今天，我們都過了一個難忘的母親節。 

 



母親節禮物 4A 梁禧晴 

    適逢今天是母親節，我想送媽媽一個小驚喜，不知道她喜不喜

歡呢？ 

    我今天準備送給媽媽兩份禮物。它的包裝紙顏色自從紫色漸變

成粉紅色的，上面有一個黃澄澄的蝴蝶結，那速花的包裝紙顏色是

透明的藍色，包裝紙裏面還有一個小盒子，小盒子裏面是裝着禮物

的。盒子紅紅的因有黃色的菊花圖案。打開小盒子後，便會看見金

光燦燦的鏈子連住一顆亮晶晶的紅寶石。那束花顏色鮮艷，有米白

色的小花，有紫色的康乃馨黃綠色的心形葉子。我想媽媽應該會很

喜歡這份禮物呢！ 

    我把準備好的禮物放在媽媽的身後，我在拍拍她的肩膀。之

後，我在瞬間躲進房間裏面，她望向後面，便看到我送給她的禮

物，她馬上打開，快要感動得哭了。她也開心得像個小孩，真可

愛！ 

    在這個母親節，媽媽和我都過得十分開心。 

 

 



我最敬愛的老師 4A 劉順 

在我的學習生涯中，遇見的老師有很多，但是最令我敬愛的是

劉老師。 

她的身形苗條，不過最近她變胖了，因為她的肚子裏有一個小

小的寶寶！她的頭髮烏黑、濃密的。眉清目秀、眼睛小巧而烏黑

的。她的鼻子高高的，還有一個櫻桃小嘴。 

劉老師性格溫柔，而且公道。有一次我不小心被別人亂拋的垃

圾絆倒了，摔倒在地上，我哭着回課室。劉老師見到便上前安慰

我，溫柔地對我說：「男子漢流血不流淚呢。」之後，我一旦想哭的

時候，就會想起劉老師的這句話，彷彿她就在我旁邊跟我說一樣。  

最後我要非常感謝劉老師這三年來對我的細心照顧，老師們彷

彿就是一盞盞燈，不過劉老師是最明亮的那一盞，帶領我走出黑

暗！ 



我最敬愛的老師 4A 鐘澂 

我最敬愛的老師是陳主任，她教我英文和視藝科，她同三年級

教我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她長得不高也不矮、頭髮烏黑發亮、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高的

鼻樑，她常帶着像陽光一樣的笑容。 

她是一個嚴格的人。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同學預默不合格，陳

主任叫他小息到視藝室溫習。到了小息的時候，他雖然到了視藝

室，但並不是溫習而是找同學聊天。陳主任看到後，便語重心長地

說：「不要馬虎學習。」 

她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還記得有一次，她邀請我參加英文

朗誦比賽。一開始我一點也沒有信心，但她溫柔地鼓勵我，令我在

比賽時恢復信心。 

陳主任用輕鬆和嚴謹的態度教導我們，讓我享受學習，因此我

十分敬愛她。 

 



第一次到香港迪士尼樂園 4A 鍾  澂 

    今天，我、爸爸、媽媽和弟弟一起去香港迪士尼樂園，這次是

我第一次到迪士尼樂園，因此我十分興奮。 

    一踏進樂園的入口，我便聽到了輕快的音樂，那些音樂好像在

歡迎我們。進入樂園時，我已經被眼前的噴水池吸引着，他的特色

是上面的標着，這個雕像是米奇老鼠在噴水池上滑浪。踏入遊戲區

時，我第一時間問可不可以先逛商店，媽媽答應了我，我便立刻進

入商店逛一逛。逛完商店後，我們便去玩機動遊戲了。 

首先，我們都「鐵甲奇俠」的區域排隊玩虛擬遊戲，在玩遊戲時，

我感到十分刺激，而弟弟卻一直把自己藏在媽媽的身後，原來他很

害怕。 

    接着，我們邊度餐廳吃午餐，吃完美味的午餐後，我們便去玩

過山車了。在坐着過山車的時候，過山車一會兒快，一會兒慢，十

分刺激！ 

    到了晚上，我們便看到了精彩的表演和五光十色的煙花， 十分

好看！ 

    最後，我便意猶未盡地離開。期望下一次可以再來玩。 

 



第一次到香港迪士尼樂園 4A 鍾思桁 

    今天，我和爸爸、小美一家人到香港迪士尼樂園玩。 

我們先在家中吃好早餐，便出發了。到了迪士尼後，我們未有看見

太多人，我們看見有的人在排隊，有的人在休息，有的人在機動遊

戲裏上下移動。 

    我們先到旋轉木馬的所在地排隊等候，到我們了！我們說好喜

歡的密碼就可以「上馬」了。開始後，我們一直轉一直轉。結束

後，我們便到旁邊玩「咖啡杯」了，上去後發現我感覺置身於漩渦

中，天旋地轉，滿天星星。我心想「真想這音樂快點停下來！」就

在這時候，遠處漂來一陣陣香味，彷彿把我從漩渦中拉了出來。音

樂的瓶子，我就馬上香香氣跑去。他們看，馬上追上我。跟到盡頭

竟然是一間餐廳，看到裏面形形色色的食物，我們都不敢食指大

動，跑了進去， 

    吃完午飯後，我們便來到迷離莊園遊玩。在想小火車後，先會

來一段快速飄車，接着會有一段雷射，最後還有一段下雨的情景。 

    今次的遊覽，我最喜歡最後的迷離莊園，有為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 

 

 

 



第一次到香港迪士尼樂園 4A 葉子翠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帶着興奮的心情和媽媽一起來到夢寐以求

的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 

踏進樂園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遠處的噴水池，噴水池上有一

條巨大的鯨魚，鯨魚頭上噴出水柱，米奇正在水柱常滑滑板，實在

太神奇了！ 

    跟着穿過「美國小鎮大街」，來到「睡公主城堡」遊覽了一趟

「小小世界」，還承坐了旋轉木馬，也參加了「小熊維尼歷險之

旅」。 

     最後，來到我們今日終極目的地——「明日世界」參加了「鐵

甲奇俠飛行之旅」。鐵甲號開始出發了，衝上雲霄，穿越青馬大

橋、維港上空，史達大樓，屏幕上出現一群怪物要偷走研發資料，

鐵甲號也受到襲擊，高速往下墜落。驚心觸目驚心的一刻，我嚇得

閉上眼睛驚恐地大叫，同時也聽到其他乘客聲嘶力竭地大叫。突然

天-停了醉客，原來是鐵甲奇俠夠了我們。前面的怪獸向我們走廊，

鐵甲奇俠帶着我們在大街小巷左閃右避，把怪物引導了維港上空大

戰。經過一場炮火連天的大戰後，我們獲勝了。 

    這次的迪士尼旅程幾驚喜又刺激，令我流連忘返。 

 



第一次到海洋公園 4A 盧宇深 

    香港有很多特色的公園和旅遊景點，例如：維多利亞港、昂坪

360、天壇大佛等等。我曾遊覽了海洋公園。那天，我和爸爸、媽媽

和哥哥一起到海洋公園遊玩，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和高興。 

    到達海洋公園後，我們首先到海洋館參觀。我被那裏的一切深

深吸引住了，我看見成群結隊的魚兒在海中暢泳，五顏六色的魚兒

在水中你追我趕，真是多姿多彩啊！海底世界真是美不勝收！之

後，我們去了熊貓館，我看到大熊貓在吃着竹子，吃完竹子還在地

上打滾，樣子十分可愛。 

    然後，我們坐纜車到達山頂後，我便看到我最喜歡的機動遊戲

—過山車。我聽到乘客的尖叫聲連綿不絕，我們立刻跑到過山車那

裏排隊，排隊的人 10 分多，排了 10 多分鐘後，終於到了我們乘坐

過山車了。我心裏有一些緊張，但坐在我旁邊的爸爸告訴我不用

怕，很安全的，我才安心下來。過山車開啟了，起初還沒有很快，

但到了下坡的位置，過山車直衝下去，真的十分刺激呢！ 

    最後，我們乘坐海洋列車回程去了。我感到十分開心，還對爸

爸說我以後還要再來海洋公園玩。 

 



開心的一天 4A 劉銘曦 

九月十九日星期天 晴 

今天在家的時候，爸爸竟批准我可以玩遊戲。我便想

了想，爸爸平日不會給我玩遊戲呢，但是今天為什麼會給

我玩？我突然靈光一閃，原來是我早前在考試考了一百

分，老師還打電話給了爸爸，稱讚我考試考得很好，才會

給我玩呢。 

我接過爸爸這給我玩的遊戲機，便打開了當中的遊戲

隨便玩了玩。接着，我發覺這個遊戲太無聊了，我便轉換

爸爸最喜歡的遊戲—「吃雞」當我第一次看見這個遊戲

時，就覺得很好玩了，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機會接觸。 

玩了一會兒後，我就有點想去廁所了，我便匆匆去

了，就立刻跑回了沙發，繼續玩遊戲。不幸地，因為我手

上有水，一個不小心就把遊戲的手掣跌破了，爸爸聽到了

「拍」的一聲，就跑來了，說：「是你弄的嗎？」我承認了

錯誤。爸爸認為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便原諒了我。 

今天，我學會了做了錯事要勇敢認錯，誠實才會得到

別人的原諒。 



 

難忘的一天 4A 梁禧晴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聖誕假期，我和家人朋友到元朗農莊玩。 

到達農莊，我看見了有一些人在表演神奇的魔術，有

一些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玩飛碟，有一些人再玩兩層樓高

的繩索。 

我和朋友先去玩了一個兩層樓高的繩索。我們首先爬

上石上最高處，看起來很簡單，但我到達上面再看一看下

面，立刻從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變成有一絲恐懼。這是我

看了一下旁邊朋友心神不安的樣子，我便鼓起勇氣說：「我

們一起畫下去吧！」我看見朋友的樣子沒有那麼害怕了，

而我的心情也放鬆了一些，所以我們就一起合上眼睛滑下

去了。 

結果，我成功挑戰自己完成了兩層樓高的繩索，今天

也好好享受了和朋友一起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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