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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和弟弟十分興奮，因為我們會到海洋公園遊玩。上次考試，我進步了許

多，所以爸爸媽媽答應帶我和弟弟去海洋公園玩。 

 

    剛進入海洋公園，我們先去冰極天地，走着走着便到達南極奇觀。聽媽媽説那裏

有企鵝，我一定不能錯過。那裏的入口就像一個巨大的冰洞。進入後，連地面也是白

色的呢！我們看見很多企鵝，這些企鵝十分可愛，黑白相間，牠們有的游來游去，有

的走來走去，還有的和遊客説笑呢！這些企鵝包括世界上第二大企鵝品種，威風琳琳

的國王企鵝；全球最細的企鵝品種之一，擁有橙黃色羽冠的南跳岩企鵝；以及眼頸長

有獨特白色標記的巴布亞企鵝。這裏的冷氣十分大，進入不久，我已經開始發抖！ 

 

    接着，我們離開冰極天地，經過動感天地，在熱帶雨林天地右上方有個入口，進

入後便會到達海洋天地。我們先去水母館參觀，我就像進入神秘的水底花園，那些水

母五彩繽紛，在射燈映照下，有藍的、紫的、綠的，美麗極了！牠們就像一個個美麗

動人的舞者在水中翩翩起舞！這裏還有鏡子迷宮，讓你和水母一起大玩影子遊戲。我

們離開水母館，沿着小路一直往前走，然後左轉，繼續走，在分叉口往右轉後，便會

到達鯊魚館。鯊魚館的入口就像鯊魚的口，這裏展示過百條不同品種的鯊魚，包括嘴

巴像一把鋸的鋸魚，以及佈滿斑點的豹紋鯊等。 

 

    之後，我們離開鯊魚館，沿着路一直往前走，往右轉，便會到達海豚探秘。這裏

可以看到海豚和海獅表演，進場後，我找了個較佳的位置坐了下來。表演開始了，海

豚游來游去，還跳了起來，牠們每表演完一個動作後，便會獲得食物作為獎勵，真是

隻饞嘴貓。之後，我們離開海豚探秘，往右轉，一直向前走，便會看到紀念品店，我

和弟弟各選了一件紀念品，我選了一個鎖匙扣，弟弟選了一件玩具。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海洋公園，坐車回家。我希望下次到海洋公園玩，能夠

學到更多的知識和玩更多的機動遊戲。 



                        一次深刻的教訓       5B 梁柏謙  

 

    我自小家裏便有一隻小花貓，牠的名字是丁丁。起初，牠有時

在客廳裏跳來跳去，有時會躲起來睡覺，有時也會逗着我玩，我們

是十分好的朋友，但我一個選擇令我十分後悔。 

    有一天，我在看電視時，丁丁也在我旁邊，可是牠很快便感到

不耐煩，牠在我身邊轉來轉去，但我沒有理會，還開了一包巧克力

豆吃，我吃着吃着，發現丁丁一直盯着巧克力豆，還不停喵喵叫，

我便給它幾顆。 

    晚上丁丁並並沒有吃媽媽開給牠的貓糧，我便告訴媽媽：「我

已給丁丁吃巧克力豆了。」媽媽便大吃一驚，馬上帶我和丁丁到動

物診所。經過醫生的說明，原來動物不能吃人類的零食，會有機會

食物中毒的。 

    這件事令我明白到，要養小動物就要先了解他們。 

 

 
 

 

                  

 



                            人間有情            5B 劉心  

    本來我以為人們對陌生人都是冷漠的，但其實人間處處有情，只要我們用一顆溫

暖的心就能發現。 

   「你們的下巴又凍嗎？吃到處處都是！」清潔阿姨火冒三丈地說。幾個男同學嬉

皮笑臉地只顧打鬧，完全把阿姨的說話當耳邊風。想不到我們的班長陳明也在其中，

竟然默不作聲地吃雪糕， 全然沒有一個當班長的樣子。 

    鈴鈴鈴——終於下課了，全班同學都爭先恐後地湧出課室，只為搶到心愛的零

食。啊！不知是誰踩到了我的裙子，使我失去重心，摔得四腳朝天，令我的屁股變得

紅腫腫呢！全班同學看了這個情況，笑得人仰馬翻，讓我一下子急得哭了出來。 

    這時，那個「好班長」竟然走過來關心我：「你沒事吧！你們不要嘲笑她了。我

們是同學，應該互助互愛的！」當我十分感動時，卻嗅到一陣十天沒洗澡的臭味，沒

想到是陳明身上的氣味呢，果然是一個骯髒的男孩！ 

     終於放學了，我拖着疲乏的身軀走出課室，去小賣部買巧克力安慰自己。「謝

謝你早上幫忙清潔呢！陳明。」只見清潔阿姨拍着陳明臭臭的肩膀說。「不用謝，這

是我應該做的。有什麼要幫忙的，儘管說吧！」陳明拍拍胸膛道。沒想到我誤會了這

麼一位樂於助人的人；沒想到陳明身上的臭味是源於倒垃圾…… 

    人根本有真情，但我卻因心裏總是充滿惡意而看不見。希望他能接受我的道歉，

我們能成為好朋友。 



                      我的爸爸       5B 林詠詩 

     

    我與父親一年多沒見，我最不能忘記的是爸爸永遠沉睡的面

容。 

 

    他經常因工作的關係，所以把皮膚曬成古銅色。後來，他患上

了治不好的病，變得骨瘦如柴，還經常嘔吐。儘管他一直受到病魔

的折磨，面容憔悴、面無血色，但當面對着我們時，雙眼總是炯炯

有神，好像充滿無限活力似的。恐怕是不想我們擔心吧。 

 

    我印象中，父親生前是個膽小、怕黑的人，常常祈禱讓主幫助

他。但他會勇敢地幫我打「小強」。有一次，我快要睡覺的時候，

看到有一團黑影，細看之下，我發現是人見人厭的「小強」！嚇得

我連爬帶滾地逃出房間，父親聽到動靜便走進我的房間打「小

強」，並對我說：「不怕，有我在。」儘管他也害怕，但依然會為

我克服恐懼。 

 

    父親是巴士司機，他經常從早上工作到晚上，回家後都會看一

會兒電腦放鬆心情。如果我找他，他也會陪我玩耍。 

 

    我十分懷念我的父親，我也很感激他為我的付出。他以日繼夜

地工作都是希望我得到溫飽。不知何時才能再次與他在夢中相見，

就彷彿看到那個躺在病床上的身影。 



                             

                               我的媽媽           5B 林曉儀  

    我的媽媽是一位家庭主婦。她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一頭烏

黑亮麗的頭髮，一身不胖不瘦的身材。她在我的心，永遠都是這麼

漂亮，這麼美麗！ 

    記得有一次，媽媽不舒服，但那天我要上學，所以我便自己吃

早飯和收拾物品。剛準備出門時，媽媽突然說：「我送你去學校，

書包給我，因為太重了！」我說：「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去學

校，您好好休息，別讓我擔心。」 

    但媽媽始終不放心，我也沒有辦法拒絕，只好讓她和我一起。

她拿起我的書包，讓我跟着她走，我們到學校的途中，有一條很長

的樓梯。媽媽扶着欄杆，慢慢地走下去，她有時還看着我微笑，我

說：「小心一點，別滑倒了。」她點點頭說：「好，好，你也小

心。」我看着她的背影，我不知為何很感動！ 

    還有一次，我參加比賽時十分緊張，是媽媽一直鼓勵我，安慰

我。那一刻，我充滿了奮鬥的精神，我決定做好，給媽媽看到我努

力的成果！最後，雖然沒有拿到獎，但媽媽也知道我已經盡力了。

無論我做了甚麼事，媽媽都會鼓勵我。不管結果如何，都好。 

    媽媽，雖然您不是完美的，但您的內心是完美的！無論您漂亮

或不漂亮，我都愛您！您很偉大！ 

    媽媽，我愛您！ 



                         我學會了游泳          5B 周泓臻 

    今天，我和姐姐一起到游泳池游泳，我可以在游泳池裏自由自

在地游泳。在一個月前，我還不會游泳呢！ 

    一個月前，我在家中看見游泳池的小朋友自由自在地游泳，可

是我連一些基本的游泳步驟都不會，當我看見其他的小朋友都會游

泳時，我就決心要學會游泳，一定要比那些小朋友還要強！ 

    第一天學游泳時，我有一絲緊張，害怕做不好要給教練責罵。

當教練出來時，他看起來很強壯，去到游泳池旁，教練叫我們戴好

泳鏡泳帽，然後做一些簡單的熱身運動後下水了，教練首先教我們

一些有用的基本動作和知識，然後叫同學輪流嘗試做。到我的時

候，我自己戰戰兢兢地做出動作，教練再教了我們一些游泳技巧

後，他就叫我們一個一個地慢慢游過去。一開始很短，連五米都沒

有，但數堂後，就變成十米、二十米、三十米……我慢慢掌握了游

泳的技巧。 

    經過反覆練習，雖然有試過失敗，但是我最終學懂了。我還學

會了自由式、蛙式、背泳等姿式，真讓人高興! 

    最後，我學會了只要努力不放棄，就一定會完成你想做的事

情。 

 
 

 

                  



 



                            假如我有超能力高               5B 高雋祺 

    如果你有超能力，你會怎樣利用呢？ 

    在一個寧靜的晚上，我坐在床邊望着月亮，不知不覺眼皮便沉下來。當我醒來

時，朦朦朧朧中我看見一個擁有一對白色和紫色翅膀的男子站在我的身旁說：「你想

擁有超能力嗎？」我點點頭。他說：「現在你有超能力了。」 

    第二天，在我回校的途中，我發現我的耳朵上多了一個按鈕。正當我摸着這按鈕

時，婆婆竟然在紅燈亮時行過馬路！情急之下我竟按下了按鈕。「叮噹」，所有人突

然靜止不動了。原來我獲得控制時間的超能力！我馬上把婆婆扶上行人路，再按下按

鈕，時間又回復正常了。我沾沾自喜地離去，留下仍一臉疑惑的老婆婆。 

    我趾高氣揚，決定要把我的超能力大顯神通。這時，我看見一名男子和女子為一

個手提包發生爭執。我按下按鈕，把手提包分配給女子，再把他們分開。我心想：一

定是男子在搶女子的手提包。嘻！我又做了一件好事。 

    時間回復了。誰料，男子卻大叫：「搶東西啊！」我驚覺原來女子才是小偷。幸

好，有路人成功阻止女子，避免了事情惡化。 

    我深感內疚，因為我沒有了解前因後果就使用超能力。擁有超能力確實令我幫助

更多的人，但也要謹慎使用，不然便會「好心做壞事了」。 

 



                             

                        假如我有超能力高            5B 劉心 

    一覺醒來，我便看見一個老伯伯，說：「你想要什麼超能力呢？」我回答：「我

想要隱形法術、讀心術、筋斗雲。」「你現在有你想要的超能力了。」老伯伯說。然

後，他轉身三下便消失了。 

    我忘記了要上學，便急急地吃過早餐。出門時，我便說：「筋斗雲！」期間，我

看見一個賊人破門衝入銀行，我就用隱形法術在他背後發出鬼聲，嚇得他逃出銀行，

我真是了不起。 

    放學時，我在公園裏跟朋友們玩耍。一個年輕人不知為何在痛哭。我便用讀心術

探個究竟，原來他是剛才的賊人！原來他因賭博欠下巨債，家中又有個臥病在床的老

母親，沒法自食其力的他只好去銀行搶劫。結果被我打亂了他的計劃。我看他實在可

憐，卻又不想助長他的惰性，便心生一計，我乘筋斗雲到山上採藥，到他家留下藥、

一小筆錢和一張紙條：「找份工作，好好照顧你的母親。」 

    故事的結尾我沒有深究，因為我感到四肢無力了。忽然，我聽見一把既熟悉又溫

柔的聲音：「心心，你還好吧？快醒醒吧！要上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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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和弟弟十分興奮，因為我們會到海洋公園遊玩。上次考試，我進

步了許多，所以爸爸媽媽答應帶我和弟弟去海洋公園玩。 

 

        剛進入海洋公園，我們先去冰極天地，走着走着便到達南極奇觀。聽媽媽

説那裏有企鵝，我一定不能錯過。那裏的入口就像一個巨大的冰洞。進入後，

連地面也是白色的呢！我們看見很多企鵝，這些企鵝十分可愛，黑白相間，牠

們有的游來游去，有的走來走去，還有的和遊客説笑呢！這些企鵝包括世界上

第二大企鵝品種，威風琳琳的國王企鵝；全球最細的企鵝品種之一，擁有橙黃

色羽冠的南跳岩企鵝，以及眼頸長有獨特白色標記的巴布亞企鵝。這裏的冷氣

十分大，進入不久，我已經開始發抖！ 

 

        接着，我們離開冰極天地，經過動感天地，在熱帶雨林天地右上方有個入

口，進入後便會到達海洋天地。我們先去水母館參觀，我就像進入神秘的水底

花園，那些水母五彩繽紛，在射燈映照下，有藍的、紫的、綠的，美麗極了！

牠們就像一個個美麗動人的舞者在水中翩翩起舞！這裏還有鏡子迷宮，讓你和

水母一起大玩影子遊戲。我們離開水母館，沿着小路一直往前走，然後左轉，

繼續走，在分叉口往右轉後，便會到達鯊魚館。鯊魚館的入口就像鯊魚的口，

這裏展示過百條不同品種的鯊魚，包括嘴巴像一把鋸的鋸魚，以及佈滿斑點的

豹紋鯊等。 

 

        之後，我們離開鯊魚館，沿着路一直往前走，往右轉，便會到達海豚探

秘。這裏可以看到海豚和海獅表演，進場後，我找了個較佳的位置坐了下來。

表演開始了，海豚游來游去，還跳了起來，牠們每表演完一個動作後，便會獲

得食物作為獎勵，真是隻饞嘴貓。之後，我們離開海豚探秘，往右轉，一直向

前走，便會看到紀念品店，我和弟弟各選了一件紀念品，我選了一個鎖匙扣，

弟弟選了一件玩具。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海洋公園，坐車回家。我希望下次到海洋公園

玩，能夠學到更多的知識和玩更多的機動遊戲。 



                    一次深刻的教訓       5B 林詠詩 

     

    每當我經過單車徑時，也會想起一件可怕

得像被荊棘刺中的往事。 

    一個月前，我和朋友一起踏單車，我因為

過於無聊，所以就一邊踏單車一邊玩手機。雖

然朋友也有勸我，但我也裝作聽不見。 

    正當我玩得興高采烈的時候，結果樂極生

悲，你猜猜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連車帶人從

斜路上摔下來，幸好我只擦傷膝蓋，但卻令我

感到十分分痛楚。朋友立刻陪我去醫院消毒治

療。 

    到醫院後，醫生一邊消毒一邊問：「小妹

妹，你是怎樣擦傷的？」我支支吾吾地說出事

情的經過，醫生聽後卻沒有吭聲，只是使了個

眼色。 

    經過這次經歷，我明白到做事要謹慎， 萬

不能分心，否則樂極生悲。 

 



                        一次深刻的教訓       5B 梁柏謙  

 

   我自小家裏便有一隻小花貓，牠的名字是丁丁。

起初，牠有時在客廳裏跳來跳去，有時會躲起來睡

覺，有時也會逗着我玩，我們是十分好的朋友，但我

一個選擇令我十分後悔。 

    有一天，我在看電視時，丁丁也在我旁邊，可是

牠很快便感到不耐煩，牠在我身邊轉來轉去，但我沒

有理會，還開了一包巧克力豆吃，我吃着吃着，發現

丁丁一直盯着巧克力豆，還不停喵喵叫，我便給它幾

顆。 

    晚上丁丁並並沒有吃媽媽開給牠的貓糧，我便告

訴媽媽：「我已給丁丁吃巧克力豆了。」媽媽便大吃

一驚，馬上帶我和丁丁到動物診所。經過醫生的說

明，原來動物不能吃人類的零食，會有機會食物中毒

的。 

    這件事令我明白到，要養小動物就要先了解他

們。 

 

 
 

 

                  

 



                             

                              人間有情            5B 林曉儀  

    記得去年暑假，我參加了社區義工。 

當天，我跟一些哥哥姐姐一起到獨居長者家裏探訪，我心情有

點緊張。 

我到了目的地後，敲門，然後進去長者家，看到一位年紀老邁

的老婆婆。家裏有又凌亂，又骯髒。我們跟婆婆聊聊天，然後哥哥

姐姐們就負責收拾和清潔，而我就負責跟婆婆聊天。我跟他聊天

時，我問：「婆婆，你幾歲了？」婆婆笑着說：「九十六歲了。」

我十分驚訝，原來婆婆已經這麼老了！ 

到我們差不多聊完天，婆婆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突然，婆婆溫

柔地說：「你們不用洗這間洗手間了！」姐姐說：「沒關係。」 

義工們二話不說戴上手套，拿起一把馬桶刷就開始排，我頓時心裏

想：「這些哥哥姐姐們擔任義工真是無知的局面！他們幫助一些公

公婆婆，令我覺得義工們很有愛心，也令我感到受到他們的溫

暖。」 

到哥哥姐姐差不多全部清潔好後，我們就一起離開了。我們離

開的時候，婆婆不禁眼泛淚光，她笑了笑說了一聲「謝謝」。 

在這天，我體會到每個人如果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有需要的

人，讓更多人感到溫暖。義工哥哥姐姐們的善舉感動了我！ 



                            人間有情            5B 劉心  

    本來我以為人們對陌生人都是冷漠的，但其實人間處處有情，

只要我們用一顆溫暖的心就能發現。 

   「你們的下巴又凍嗎？吃到處處都是！」清潔阿姨火冒三丈地

說。幾個男同學嬉皮笑臉地只顧打鬧，完全把阿姨的說話當耳邊

風。想不到我們的班長陳大明也在其中，竟然默不作聲地吃雪糕， 

全然沒有一個當班長的樣子。 

    鈴鈴鈴——終於下課了，我全班同學都爭先恐後地湧出課室，

只為搶到心愛的零食。啊！不知是誰踩到了我的裙子，使我失去重

心，摔得四腳朝天，令我的屁股變得紅腫腫呢！全班同學看了這個

情況，笑得人仰馬翻。讓我一下子急得哭了出來。 

這時，那個「好班長」竟然走過來關心我：「你沒事吧！你們不要

嘲笑她了。我們是同學，應該互助互愛的！」當我十分感動時，便

嗅到一陣十天沒洗澡的臭味，沒想到是陳明身上的氣味呢。果然是

一個骯髒的男孩！ 

    終於放學了，我拖着疲乏的身軀走出課室，去小賣部買巧克力

安慰自己。「謝謝你早上幫忙清潔呢！陳明。」只見清潔阿姨拍着

陳明臭臭的肩膀說。「不用謝，這是我應該做的。有什麼要幫忙

的，儘管說吧！」陳明拍拍胸膛道。沒想到我誤會了這麼一位樂於

助人的人；沒想到陳大明身上的臭味是源於倒垃圾…… 

    人根本有真情，但我卻因心裏總是充滿惡意而看不見。希望他

能接受我的道歉，我們能成為好朋友。 



                      我的爸爸       5B 林詠詩 

     

    雖然我與父親一年多沒見，我最不能忘記

的是爸爸永遠沉睡的面容。 

 

    他經常因工作的關係，所以把皮膚曬成古

銅色。後來，他患上了治不好的病，變得受骨

瘦如柴，經常嘔吐。儘管他一直受到病魔的折

磨，面容憔悴、面無血色，但當面對着我們

時，雙眼總是炯炯有神，好像充滿無限活力似

的。恐怕是不想我們擔心吧。 

 

    我印象中，父親生前是個膽小、怕黑的

人，常常祈禱讓主幫助他。但他會勇敢地幫我

打「小強」。有一次，我快要睡覺的時候，看

到有一團黑影，細看之下，我發現是人見人厭

的「小強」！嚇得我連爬帶滾地逃出房間，父

親聽到動靜便走進我的房間打「小強」，並對



我說：「不怕，有我在。」儘管他也害怕，但

依然會為我克服恐懼。 

 

    父親是巴士司機，他經常從早上工作到晚

上，回家後都會看一會兒電腦放鬆心情。如果

我找他，他也會陪我玩耍。 

 

    我十分懷念我的父親，我也很感激他為我

的付出。他以日繼夜地工作都是希望我得到溫

飽。不知何時才能再次與他在夢中相見，就彷

彿看到那個躺在病床上的身影。 



                              我的媽媽                    5B 劉心 

       世界上有一個人，她十分平凡，但又很偉大——是她給我珍貴的生命，含辛 

   茹苦地將我養大，給我無私而溫暖的愛。那個平凡而偉大的人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有一頭烏黑亮麗的頭髮，乾淨的臉上有一雙溫柔似水的眼睛和一個 

   愛笑的嘴巴。微笑時，笑咪咪的眼睛像天上彎彎的明月，溫柔了我的心窩。 

 

      我的媽媽和藹可親，因此十分受鄰居歡迎。無論她有多麼忙碌，每天看見鄰居 

  都會打招呼，問：「你們身體如何啊？要喝多點水啊！」她也對孩子非常善良，附  

 近的孩子每天都會嚷着跟媽媽打招呼呢！ 

 

     我的媽媽很有愛心。有一次，她在街上遇到一個貧窮的老伯伯。媽媽見他如此 

  可憐，就回家煮了一個豐富的午餐給他，還拿了一點錢，說：「伯伯，吃掉這些飯 

  吧！保重！」伯伯很感激媽媽！ 

 

    我的媽媽還很會做飯。今天糖醋排骨，明天魚香肉絲，五花八門的，讓人垂涎欲

滴。每次媽媽煮飯，都會香氣四溢，鄰居們還以為那個五星級大廚在做大餐呢！ 

 

    媽媽是善良、正直、溫柔的，而她高超的廚藝也能滿足大家的胃口。這就是我的

媽媽，她在我眼中是十全十美的！是我的學習榜樣和人生導師！ 

 



     

 



                             

                               我的媽媽           5B 林曉儀  

    我的媽媽是一位家庭主婦。她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一頭烏

黑亮麗的頭髮，一身不胖不瘦的身材。她在我的心，永遠都是這麼

漂亮，這麼美麗！ 

    記得有一次，媽媽不舒服，但那天我要上學，所以我便自己吃

早飯和收拾物品。剛準備出門時，媽媽突然說：「我送你去學校，

書包給我，因為太重了！」我說：「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去學

校，您好好休息，別讓我擔心。」 

    但媽媽始終不放心，我也沒有辦法拒絕，只好讓她和我一起。

她拿起我的書包，讓我跟着她走，我們到學校的途中，有一條很長

的樓梯。媽媽扶着欄杆，慢慢地走下去，她有時還看着我微笑，我

說：「小心一點，別滑倒了。」她點點頭說：「好，好，你也小

心。」我看着她的背影，我不知為何很感動！ 

    還有一次，我參加比賽時十分緊張，是媽媽一直鼓勵我，安慰

我。那一刻，我充滿了奮鬥的精神，我決定做好，給媽媽看到我努

力的成果！最後，雖然沒有拿到獎，但媽媽也知道我已經盡力了。

無論我做了什麼事，媽媽都會鼓勵我。不管結果如何，都好。 

媽媽，雖然您不是完美的，但您的內心是完美的！無論您漂亮和不

漂亮，我都愛您！您很偉大！ 

    媽媽，我愛您！ 



                         我學會了游泳          5B 周泓臻 

    今天，我和姐姐一起到游泳池游泳，我可以在游泳

池裏自由自在地游泳。在一個月前，我還不會游泳呢！ 

    一個月前，我在家中看見游泳池的小朋友自由自在

地游泳，可是我連一些基本的游泳步驟都不會，當我看

見其他的小朋友都會游泳時，我就決心要學會游泳，一

定要比那些小朋友還要強！ 

    第一天學游泳時，我有一絲緊張，害怕做不好要給

教練責罵。當教練出來時，他看起來很強壯，去到游泳

池旁，教練叫我們戴好泳鏡泳帽，然後做一些簡單的熱

身運動後又下水了，教練首先教我們一些有用的基本動

作和知識，然後叫同學輪流嘗試做。到我的時候，我自

己戰戰兢兢地做出動作，教練再教了我們一些游泳技巧

後，他就叫我們一個一個地慢慢游過去。一開始很短，

連五米都沒有，但數堂後，就變成十米、二十米、三十

米……我慢慢掌握了游泳的技巧。 

    經過反覆練習，雖然有試過失敗，但是我最終學懂

了。我還學會了自由式、蛙式、背泳等姿式，真讓人高

興! 

    最後，我學會了只要努力不放棄，就一定會完成你

想做的事情。 



 
 

 

                  

 



                    我學會了踏單車          5B 陳靜欣 

 

                 

    我一直渴望可以在單車徑踏單車。就在這個暑假，

我學會了踏單車。 

    一天，我和媽媽在城門河散步，我看見一些人在單

車徑踏單車。我好生羨慕，於是回家拿出我的老古董—

—單車，開始練習。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我在公園的軟墊上練習，這樣

可以減少跌傷。我嘗試把雙腳踏上單車，可總是平衡不

了。在之後的日子，我不斷練習。總算能用雙腳踏在單

車上踏一會。之後，我嘗試像其他人一樣踏單車，但差

點失了個四腳朝天。 

    之後我一直戰戰兢兢，生怕摔倒，我想：如果我不

克服困難，就永遠都學不會踏單車。就是這個念頭，我

一步一步地練習，在最後，我學會了踏單車。 

    經過這個暑假，我不但學會了踏單車，還領悟了一

個道理：如果不克服困難，事情就不會有成功的一天! 

 



                            假如我有超能力高               5B 高雋祺 

    如果你有超能力，你會怎樣利用呢？ 

    寧靜的晚上，我坐在床邊望着月亮，不知不覺眼皮便沉下來。當我醒

來時，朦朦朧朧中我看見一個擁有一對白色和紫色翅膀的男子站在我的身

旁說：「你想擁有超能力嗎？」我點點頭。他說：「現在你有超能力

了。」 

    第二天，在我回校的途中，我發現我的耳朵上多了一個按鈕。正當我

摸着這門口時，婆婆竟然在紅燈亮時行過馬路！情急之下我竟按下了按

鈕。「叮噹」，所有人突然靜止不動了。原來我獲得控制時間的超能力！

我馬上把婆婆扶上行人路，再按下按鈕，時間又回復正常了。我沾沾自喜

地離去，留下仍一臉疑惑的老婆婆。 

    我趾高氣揚，決定要把我的超能力大顯神通。這時，我看見一名男子

和女子為一個手提包發生爭執。我按下按鈕，把手提包分配給女子，再把

他們分開。我心想：一定是男子在搶女子的手提包。嘻！我又做了一件好

事。 

    時間回復了。誰料，男子卻大叫：「搶東西啊！」我驚覺原來女子才

是小偷。幸好，有路人成功阻止女子，避免了事情惡化。 

    我深感內疚，因為我沒有了解前因后果就使用超能力。擁有超能力確

實令我幫助更多的人，但也要謹慎使用，不然便會「好心做壞事了」。 

 



                             

                        假如我有超能力高            5B 劉心 

    一覺醒來，我便看見一個老伯伯，說：「你想要什麼超能力

呢？」我回答：「我想要隱形法術、讀心術、筋斗雲。」「你現在

有你想要的超能力了。」老伯伯說。然後，他轉身三下便消失了。 

    我忘記了要上學，便急急地吃過早餐。出門時，我便說：「筋

斗雲！」期間，我看見一個賊人破門衝入銀行，我就用隱形法術在

他背後發出鬼聲，嚇得他逃出銀行。我真是了不起。 

    放學時，我在公園裏跟朋友們玩耍。一個年輕人不知為何在痛

哭。我便用讀心術探個究竟，原來他是剛才的賊人！原來他因賭博

欠下巨債，家中又有個臥病在床的老母親，沒法自食其力的他只好

去銀行搶劫。結果被我打亂了他的計劃。我看他實在可憐，卻又不

想助長他的惰性，便心生一計，我乘筋斗雲到山上採藥，到他家留

下藥、一小筆錢和一張紙條：「找份工作，好好照顧你的母親。」 

    故事的結尾我沒有深究，因為我感到四肢無力了。忽然，我聽

見一把既熟悉又溫柔的聲音：「心心，你還好吧？快醒醒吧！要上

學了！」 



                            遊海洋公園                    5B 劉心 

        

     今天，當我看見新買的水晶球，就想起我和家人為了慶祝妹妹的生

日，到海洋公園的情景。 

    那天，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是適合遊玩的好日子。 

    一踏進海洋公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圓形的噴水池。在陽光照耀

下，水池的水花閃閃發光，美麗極了！我們穿過噴水池，先來到海洋劇場

看海豚表演。海洋劇場正式開始，故事講述探險家探索海洋，與海豚展開

一段美麗的時光。牠們有時一起自由自在地游泳，有時唱出動人的歌曲，

有時一起玩耍，令台下的觀眾大開眼界。他們更宣揚要保護環境、愛惜海

洋的動物。 

    離開海洋劇場之後，沿着小路一直走，便到達南極奇觀，我們可以看

見人見人愛的企鵝。一踏入館內，就看見那裏有各種各樣的企鵝，包括世

界上第二大企鵝品種，威風琳琳的國王企鵝；全球最小的企鵝品種之一—

—寶寶企鵝，牠們都很可愛呢！ 

 

    從南極奇觀的出口走了一會兒，便到達了纜車站。上到纜車時，纜車

帶我們往返山下的海濱樂園和山上的高峰樂園，也看見遊人像螞蟻般那麼

小。那時已經黃昏了，所以我也可以看見太陽下山的情景，真是美麗極

了！ 

 

    最後，我們從纜車站走到紀念品店，我買了一個水晶球，裏面有一隻

小企鵝， 十分可愛呢！我和家人在海洋公園的出口拍照留念，為今天的旅

程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然後我們戀戀不捨地回家，希望下次可以再參

觀海洋公園，見識更多的海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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