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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陶劍幗校長

今學年因疫情起伏不斷，老師和孩子不時要透過網上平台上課，對
家長、學生和老師都想必有不少的轉變需要適應。學生缺乏返回校園和
老師同學相處的時光自然遺憾，但卻激發我們要更加珍惜時間，珍惜每
一個學習的機會，不讓疫境，難阻我們成長和進步，勇敢地面對逆境，
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主動尋求知識，在學習和生命成長中積極進取，
有勇敢和毅力去發現新事物，長出智慧和經驗。
感謝老師們雖面對疫情，仍全心投入，為孩子們營造成長的空間，
搭建學習的平台。知識領域無限廣闊，老師們更多鼓勵孩子多閱讀、多
觀察、多體驗。當發覺孩子們正努力、正在進步，更毫不吝嗇地給予他
們肯定和讚美，成為孩子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動力，發揮他們內在
的潛能，提升自信心，使他們能成為一個具備信心、有責任感和勇於面
對困難的孩子。
文字是絕妙的橋樑，能接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頻道，今天看到的這
本孩子們創作的「童心童話」，不但盛載了老師、家長及孩子的成果，
亦讓我看到孩子們富創意的心靈，看到孩子們對寫作的興趣。雖然他們
處在不同年級，但都能寫出漂亮的文章，那些文字在他們的筆下童趣盎
然，滿載了他們的心聲，表達出他們的喜悅，記錄了他們的生活，直達
讀者的內心，是多麼令人享受啊﹗
在這裏，要感謝老師們合力出版了這本文冊，為孩子們留下童年的
印記；要感謝各位小作者，以自己的努力與文字共舞，記錄下多彩的童
年故事。雖然在你面前有很多未知和考驗，但我們深信，神的大能、信
實和慈愛永不改變，相信主的恩典夠我們用，在生活中，會不住發現恩
典，滿有喜樂、盼望，可以快樂、勇敢地過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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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1A 周芷若

我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個小小的鼻子，一張小小的嘴巴，還有
一頭長長的頭髮。
我穿着一條長長的裙子，一雙黑色的襪子和一雙紅色的鞋子。
我愛唱歌，也愛游泳。

自我介紹

1A 黃梓晴

我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張紅紅的嘴巴，還有一頭長長的
頭髮。
我穿着一條粉紅色的裙子，一對白色的襪子和一對紅色的鞋子。
我愛畫畫，也愛跳舞。

自我介紹

1A 楊傲鋒

我有一雙小小的眼睛，一個大大的鼻子，一張大大的
嘴巴，還有一頭短短的頭髮。
我穿着一件藍色的衣服，一雙白色的襪子和一雙黑色
的鞋子。
我愛唱歌，也愛騎單車。

鮮花店

1A 余芊滺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乒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乒乓菊美，

粉紅、紅、橙、黃紮一束，
奶奶見了樂呵呵。

唐棉像氣球，
木棉紅似火。
買回家中送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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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店

1A 周芷若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木棉花一朵朵，
那邊向日葵一束束。
木棉花香，向日葵美，
天堂鳥像小鳥，
吊鐘白似雪。

鮮花店

買回家中送長輩，
白、粉紅、紫、藍紮一束，
媽媽見了樂呵呵。

1A 黃梓晴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向日葵一束束。
玫瑰香，向日葵美，
天堂鳥像小鳥，
吊鐘白似雪。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白紮一束，
媽媽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1A 黃梓翔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向日葵一束束。
玫瑰香，向日葵美，
天堂鳥像小鳥，
吊鐘白似雪。

鮮花店

1A 關鎮宗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天堂鳥一束束。
玫瑰香，天堂鳥美，
向日葵像太陽，
木棉紅似火。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藍、橙、黃紮一束，
媽媽見了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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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家中送長輩，
白、粉紅、紫、藍紮一束，
媽媽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1B 李奕樂

鮮花店，花朵多，

買回家中送長輩，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天堂鳥一束束。
玫瑰香，天堂鳥美，
天堂鳥像一隻小鳥，
玫瑰紅似火。

紅、白、橙、紫紮一束，
父母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鮮花店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紫紮一束，

那邊乒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乒乓菊美，
乒乓菊像足球，
玫瑰紅似火。

媽媽見了樂呵呵。

1B 劉筱悠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粉、紫紮一束，

那邊乒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乒乓菊美，
天堂鳥像小鳥，
木棉花紅似火。

祖父母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鮮花店

1B 張峻熙

1B 張泆曈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黃、紫、紅、藍紮一束，

那邊唐棉一束束。
玫瑰香，唐棉圓，
向日葵像太陽，
吊鐘似白雪。

媽媽見了樂呵呵。

1B 蔡睿霖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束束，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白、黃、橙紮一束，

那邊木棉花一朵朵。
玫瑰香，木棉花美，
向日葵像太陽，
木棉花紅似火。

爸爸和媽媽見了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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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C 吳曦妍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是宇宙公主。她的眼睛小小的，鼻子短
短的，耳朵大大的，腿長長的。
她喜歡吃雪糕和吃菜。因為她很可愛，很漂亮，所以我很喜
歡她。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

1C 李浩泯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多啦 A 夢。它的身體是藍色的，它
有圓圓的臉和大大的嘴巴。
它喜歡吃豆沙包。因為它很可愛，所以我很喜歡它。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

1C 張軒竣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超能爸爸。他的身軀高高的，很強
壯，他有又大又圓的肚子。
他喜歡穿紅色的衣服。因為超能爸爸很勇敢，所以我很喜歡
它。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

1C 陳穎言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多啦美。它的身體是黃色的，
個子矮小。
它喜歡紅色的蝴蝶結。因為多啦美的樣子很可愛，所
以我很喜歡它。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C 謝家滔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皮卡超。它有一對又長又尖的耳
朵，一個帶閃電的尾巴。
它喜歡跳來跳去，使用電擊技能。因為皮卡超黃色的皮
膚和臉上的小紅圓點很可愛，所以我很喜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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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店

1C 吳曦妍

鮮花店，花朵多，

買回家中送長輩，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乒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乒乓菊美，
唐棉像生菜，
吊鐘白似雪，

紅、綠、黃、紫紮一束，
媽媽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鮮花店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花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綠、黃、紫紮一束，

那邊菊花一束束。
玫瑰香，菊花美，
劍蘭像寶劍，
木棉紅似火。

媽媽見了笑呵呵。

1C 曾柏豪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乒乓菊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綠紮一束，

那邊天堂鳥一束束。
乒乓菊香，天堂鳥美，
玫瑰像圓形的肉桂捲，
向日葵似黃色的太陽。

外公見了笑呵呵。

鮮花店

鮮花店

1C 甘梓謙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紫紮一束，

那邊乒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乒乓菊美，
向日葵像太陽，
木棉花紅似火，

媽媽見了樂呵呵。

1C 張軒竣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粉紅、白紮一束，

那邊向日葵一束束。
玫瑰香，向日葵美，
乒乓菊像乒乓球，
蒲公英似雪白，

媽媽見了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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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陳穎言

鮮花店

鮮花店

鮮花店，花朵多，

買回家中送長輩，

這邊玫瑰一朵朵，
那邊兵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兵乓菊美，
向日葵像太陽，
木棉花紅似火。

紅、黃、橙、紫紮一束，
奶奶見了樂呵呵。

1D 李思欣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紫紮一束，

那邊兵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兵乓菊美，
向日葵像太陽，
吊鐘白似雪。

媽媽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鮮花店

1D 林柏燊

1D 陳禧晴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紫紮一束，

那邊兵乓菊一束束。
向日葵香，康乃馨美，
向日葵像太陽，
吊鐘白似雪。

媽媽見了樂呵呵。

1D 楊晉昇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紅、黃、橙、紫紮一束，

那邊兵乓菊一束束。
玫瑰香，向日葵美，
向日葵像太陽，
玫瑰紅似火。

叔叔見了樂呵呵。

鮮花店

1D 黃芊奈

鮮花店，花朵多，
這邊玫瑰一朵朵，

買回家中送長輩，
黃、白、紅、紫紮一束，

那邊兵乓菊一束束。
天堂鳥香，向日葵美，
天堂鳥像鳥兒，
木棉花紅似火。

爸媽見了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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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搬南瓜

2A 劉梓天

今天陽光普照，小白兔準備去田裏散步。途中，小白兔
發現了一個大南瓜，可是南瓜太重，小白兔在這個大南瓜面
前也顯得太瘦弱了。小白兔想搬南瓜回家，可是小白兔踢了
它幾下，南瓜仍一動不動。
這時候，一隻小鳥飛來了，小白兔心想：太好了，「說曹
操，曹操到」，她就是我要找的「空中救兵」！他問小鳥：
「你能幫幫我嗎？」小鳥說：「好吧！我替你找幫手吧！」小
鳥找來了百獸城的大力士—大熊，他一不做，二不休，一會
兒工夫就把大南瓜搬到了小白兔的家門口，這下把小白兔樂透了！
最後，小白兔把南瓜切開的時候，一顆又一顆的糖果一窩蜂地湧了出來。小白兔終於明白
了，南瓜之所以這麼重，是因為糖果增加了南瓜的重量而已。這個南瓜令動物們都很驚訝，而
小白兔甚麼都沒有理會，只是想把糖果吃下。

小白兔搬南瓜

2A 李尚昕

今天天氣晴朗，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上，小白兔準備去田裏散步。
途中，小白兔發現了一個又大又圓的南瓜。小白兔費盡力氣也搬不動它。這時候，一隻小
鳥飛來了。她建議小白兔找地鼠幫忙，因為他是挖地道的高手。小白兔立刻舉手贊成。
小鳥找來了地鼠幫忙，他建議先挖鬆泥土，然後他們再合力把它抬出來。
最後，小白兔聽從了地鼠的建議，成功地把大南瓜拔出來了。小白兔興奮極了，並把大南
瓜分給了地鼠和小鳥，他們都很快樂。

小白兔搬南瓜

2A 馮洸愷

今天天氣晴朗，火紅的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上，小白兔準備去田裏散步。途中，小白兔發
現了一個既新鮮又巨大的大南瓜。小白兔想把南瓜搬回家，可是它太重了，小白兔搬不動，所
以他很苦惱。
這時候，一隻小鳥飛來了。小鳥建議他找小熊幫忙，因為他很強壯。小白兔十分贊成，
說：「真是個好主意！」小白兔請小鳥帶小熊過來，一起搬動南瓜。
小鳥找來了小熊，小熊看了南瓜一眼，便想到了辦法：「我們可以像平常踢足球一樣把南瓜踢回
家啊！」
最後，小白兔成功把南瓜帶回家，他弄了一頓美味的南瓜大餐，還請朋友一起分享，包括
小鳥和小熊這對好幫手。

小息的風波

2A 郭彩琳

小息時，小美和小芬在操場吃東西。她們看到有的同學在玩耍，有的同學在談天，有的同
學在下棋。而小志和小華在吵架，小志氣憤地把籃球擲到地上，籃球剛好打中小芬。
不幸地，這意外令小芬手上的飲品弄濕了小美的衣服，她們覺得很難過。小志和小華
聽到小芬在大哭，感到很內疚。
最後，他們對小美和小芬說：「不好意思，我給你買一瓶新飲品吧！」小美和小
芬就原諒了他們，他們便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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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海洋公園

2A 崔俊熙

今天陽光普照，我們一家去海洋公園遊玩，我開心極了！我們先在門口拍照留念。
進入樂園後，我們先去參觀熊貓館。我看見熊貓有時懶洋洋地躺在地上睡覺，有
時在津津有味地吃竹葉，有時爬到樹枝上開心地玩耍，可愛極了！
接着，我們去海洋劇場觀看海獅、海豹和海豚的表演。我們看見海獅在表
演頂球，身手真敏捷啊！我們又看見海豚像雜技演員一樣在翻跟頭，真是非
常聰明啊！表演真精彩啊！我們都接二連三地拍起手來，掌聲大得像雷聲一
樣。
然後，我們去了紀念品店買紀念品。我買了很逼真的熊貓洋娃娃和軟綿
綿的海豚洋娃娃，妹妹買了可愛的水母洋娃娃。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
了，今天真是非常難忘的一天啊！

學校旅行日

2A 范恩希

今天天氣晴朗，老師帶領我們到馬鞍
山郊野公園旅行。我們先在學校集合然後
坐旅遊巴士興高采烈地出發了。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郊野公園環境
優美，空氣清新。我看見有的同學在快樂
地野餐，有的同學在專心地寫生，有的人
在興奮地放風箏。我們首先找個合適的地方，然後準備野餐。接着，大家一起分享豐富的食
物，有的人在吃美味的三明治，有的人在吃金黃色的雞翅膀，有的人在吃新鮮的水果。
吃過午餐後，我和同學一起玩耍。我看見有的同學滿頭大汗地玩捉迷藏，有的同學正在努
力地跳繩，更跳得滿臉通紅，有的同學擺出勝利手勢拍照。而我和小明一起打羽毛球，老師當
了裁判，幫我們統計分數。剛開始是我的分數領先，接着小明追上了我，最後我們的分數一樣
呢！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黃昏的時候，大家的臉上都帶着開心的笑容，一起清理垃圾，把地方都收拾乾淨，保護大
自然。清潔乾淨後，大家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馬鞍山郊野公園。今天真難忘啊！

我最喜歡的人—米瑞琪

2A 陳熙喬

我最喜歡的人是米瑞琪。她的身形瘦小，臉蛋可愛得像洋娃娃，短短的眉毛
下是一雙大大的眼睛。她還有一個小小的鼻子，鼻子下是一張小小的嘴
巴，臉上還有一對酒窩。
我喜歡瑞琪，因為她十分溫柔。有一天，我因為被人取笑，感
到十分難過。於是，瑞琪走過來，溫柔地對我說：「不要難過，你
不用理會別人說的話。」之後，她還請我吃糖，我便沒有那麼難過
了。
我真的很喜歡她，因為她很溫柔，我要好好向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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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友情

2A 利曉晴

小息時，同學們在小草地上玩耍。突然，小文不小心摔倒了，
但是沒有人幫助她。小美和一些同學看見後便張大嘴巴哈哈大笑，
有一些同學就不知所措，十分擔心。直到老師把小文送到醫療室
去，同學們才散開。
放學時，突然雷電交加，然後就下起大雨來。可是小美沒有帶
雨傘，正當小美想在大雨中奔跑到家時，卻被小文看到了。小文看
到了，便決定和小美一起撐傘。
小美和小文一起撐着傘回家時，小美低下頭，面紅耳赤地對小文說：「今早，你不小心跌
倒，我竟然在大笑，真的對不起，我不應該取笑你的。」小文聽了後，便眉開眼笑地說：「沒關
係!今早的事已經過去了，不要再想吧！」
第二天，小美和小文分享零食，老師看到了便說：「你們是不是成了好朋友？」小美和小文
便微笑着說：「是的。」
經過這次的事，小美和小文學會了同學之間應該和睦共處，要互相幫助，不應取笑別人。

珍貴的友情

2A 劉梓天

今天，同學們在操場小息。突然，傳來一陣「哎呀！」的聲音，原來小美把小文撞倒了。
小美和她的朋友一起取笑小文，有些人雖然擔心小文，但是竟不懂得扶起她，有些人甚至根本
不想幫她。直到老師來了，小文才被老師扶起來。
放學時，下起了傾盆大雨，同學們都帶了雨傘，小美卻是唯一一個沒帶雨傘的人。由於早
上的「小文被撞事件」，沒有人想幫助小美。在她焦躁不安時，一把傘飄到她頭上，原來是小文
的傘。小美慚愧地低下頭說：「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吧！」「沒關係，我不會因為早上的事而不
幫助你的。」小文說。
第二天小息，小美給了小文一塊巧克力，並說：「謝謝你昨天幫了我。」「謝謝你，我沒有
計較了，一起玩吧！」小文說。這時，老師經過並說：「我們不應因為小事而失去友情。看你們
這樣，老師也很開心。」

小息的時候

2B 蔡芷媛

小息時，我和同學在操場快樂地玩耍。
一到操場，我看見有的同學快樂地猜拳，有的同學開心地捉迷藏，有的同學愉
快地吃東西，他們都玩得十分開心。
然後，我和同學到花圃旁散步，我看見漂亮的小花。我聽見同學們開心地談天的聲音。走着
走着，我肚子餓了，可是我沒有帶食物，我便去小賣部買美味的零食。
「鈴……鈴……」上課鐘聲響起，我們安靜地排隊上課室。

小魚逃生記

2B 陳希恩

下午，小貓在河邊釣魚。過了一會兒，小貓釣到了一尾大魚，牠心想：這條魚又肥美又新
鮮，我可以好好大吃一頓了。可是，大魚連忙對小貓說：「我的身體很臭，我不
好吃的。」小貓聽了小魚的話後，便把牠放到河裏去。
誰知小魚趁機走了，小貓感到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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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

2B 鄭裕成

晚上，我、爸爸、媽媽和弟弟在郊外賞月。
我看見天上掛着圓圓的月亮，還看見美麗的花朵，香氣撲鼻!
然後，我們找空地坐下。那裏人山人海，我看見有的人在吃
月餅，有的人在談天，有的人在賞月，真熱鬧! 然後，爸爸跟我說
《嫦娥奔月》的故事，我聽得津津有味。接着，我在快樂地玩花燈，姐姐在吃月餅，而爸爸媽
媽也在賞月。
直到晚上十一時，我們一起收拾物品，高高興興地回家了。

玩具介紹日

2B 胡偉祥

今天，老師在課室提醒同學帶玩具回來介紹。
第二天上學前，我看見同學們手上都拿着心愛的玩具回校。我看
見志俊拿着遊戲機。而小美拿着她的洋娃娃，驕傲地說: 「這個洋娃
娃是今年最新款，媽媽花了很多錢才買到。看，它的頭上戴着閃閃發
光的皇冠！」
上課了，老師邀請同學介紹自己的玩具，終於輪到我介紹玩具
了，我拿着一隻自製的小豬燈籠站在同學前，我聽見同學在取笑我，但我沒有傷心，我心想：
我最愛的玩具就是這個小豬燈籠，因為它是我和爸媽親手做的，而且每年的中秋節也是它陪我
度過的，就像我最好的朋友一樣。
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同學，他們聽完我的分享後，他們沒有再取笑我，反而熱烈地鼓掌，大
家都說也要回家和爸爸媽媽一起做一個「最棒的玩具」！最後，我感到很興奮。

三隻小豬

2B 胡偉祥

今天，媽媽讓三隻小豬到森林建房子。首先大哥用了稻草建房子，二哥用了
樹枝建房子，三弟用了磚頭建房子。大野狼來了，牠把大哥、二哥的房
子摧毀了。所以大哥和二哥到三弟家暫避。
三隻小豬決定用地雷炸死大野狼。首先，三隻小豬準備地雷。然後，
三隻小豬把地雷小心地放在門口旁。
最後，他們打開門，說：「大野狼你有本事就進來呀！」大野狼一進
門，便碰到地雷，「轟隆」一聲爆炸了，大野狼便死了。從此，三隻小豬
便平安地生活下去。

小魚逃生記

2C 朱子朗

今天，小貓在河邊釣魚。
過了一會兒，小貓釣了一尾魚，牠心想：這尾魚很肥美，我可以大吃一頓了。
知道自己很快被吃掉，小魚連忙對小貓說：「 不要吃我！我剛做完運動，身體很臭，你吃別
的魚吧！」小貓聽了小魚的話後，便把小魚放到河裏去。
誰知小魚趁機逃走了，小貓感到很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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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收南瓜

2C 甘祖成

今天天氣晴朗，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上，小白兔準備去
田裏散步。
途中，小白兔發現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南瓜。它的外皮很
新鮮，看起來很好吃，可是小白兔用盡全力也搬不動。
這時候，一隻小鳥飛來了，牠提議請「救兵」來幫忙，
小白兔舉手附和。
小鳥找來了小黑兔，但牠們無論怎樣努力搬，都無法搬動這
個大南瓜。小鳥又建議找大象來幫忙。
最後，大象輕鬆地用他長長的鼻子捲起大南瓜，然後把南瓜搬到小白兔的家。牠們終於成
功了，感到十分高興！

小白兔收南瓜

2C 劉巧悠

今天天氣晴朗，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上，小白兔準備去田裏散步。
途中，小白兔發現了一個大南瓜，南瓜十分巨大，小白兔使盡全力，也搬不動這個重重的
大南瓜。
這時候，一隻小鳥飛來了，牠向小白兔提議找別人來幫忙。小白兔聽了說：「好！」
小鳥找來了小熊一同切南瓜。小熊建議每人先一口南瓜，減輕南瓜的重量。
最後，小白兔用刀把南瓜切開，再分給大家吃。餘下的，小白兔分給大家帶回家。

珍貴的友情

2C 黃文聰

今天，同學們在操場小息。突然，小文被小美推倒了，小美和其他同學都哈哈大笑，有一
些同學擔心小文，但是不知道怎樣扶起她。直到老師來了，小文才被老師扶起來。
放學時，突然狂風大雨，雷電交加，可是小美沒有帶雨傘，她
很驚訝，她打算冒雨跑回家。小文看到後，決定和她一起回家。
小美看到一把雨傘飄了過來，她看一下後面，原來是小文！小
美說：「對不起！」小文說：「沒關係，今天的事我早就忘記了！」
第二天，小文在操場小息，小美走過來說：「謝謝你！」然後小
美與小文分享美味的巧克力。老師看到了，欣慰地說：「以後要繼續互相幫助。」

珍貴的友情

2C 楊天藍

有一天，同學都在操場上小息。突然傳來「哎呀！」的聲音，原來是小美把小文推倒了，
她是故意的！老師看到了，她暴跳如雷，立刻責罵小美。
十時四十分，香港天文台發出了黑色暴雨警告，學校要學生立刻回家。回家時，所有同學
都帶了雨傘，只有小美一個沒有帶雨傘。
正當小美打算冒雨跑回家，突然有一把雨傘飄到她的頭上，原來是小文呢！小文說：「我和
你一起回家吧！」小美問：「你不氣我嗎？」小文說：「我沒有生你的氣。」「謝謝你！」小美
說。
第二天小息，小美不但沒有再欺負小文，還和小文做朋友呢！老師看到了，非常開心地
說：「你們以後要互相幫助啊！」小美和小文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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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 三隻小豬

2C 黃尚仁

從前，豬媽媽在家裏和三隻小豬談天。媽媽對孩子們說：「你們已經長大了，
你們要學習獨立生活了。」於是，他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他們從小到大住的家。
首先，豬大哥到農場買了稻草來建屋， 豬二哥就用糖果建了一間「糖果
屋」，豬小弟就用石頭建房子。建完房子後，他們遇上了一隻飢餓的大灰狼。
大灰狼一下子就衝上去踢破豬大哥的家門，豬大哥見狀，立刻逃去豬二哥的家。豬二哥
問：「為什麼你要鎖上我家所有門窗？」「因為外面有隻狼想吃我們！」豬大哥說。可是，大灰
狼吃掉豬二哥的糖果屋後，便飽得跑不動了。
一天後，大灰狼已經消化完，三隻小豬乘機把房子改造了，他們把房子改裝成祕密武器！
他們對大灰狼說：「你會被我們殺掉！」最後，他們亮出了祕密武器，就是「房子機械人」，他
們就用那個「他」一腳踢走大灰狼。

創意寫作 三隻小豬

2C 楊天藍

有一天，豬媽媽在家裏和三隻小豬談天，她說：「你們都長大了，要開始獨立生活。」三隻
小豬說：「不要！我們不想離開媽媽！」媽媽說：「不能！」於是他們依依不捨地離開從小到大
的家。
三隻小豬在街上走着走着，碰到了朋友晴晴和桃桃。他們走到山上，豬大哥找來了稻草、
樹枝和磚頭來分給二哥和弟弟。豬大哥建了一所稻草房子，二哥和弟弟分別建了用樹枝和磚頭
建的房子。
辛苦了一天，他們都很肚餓，就到森林裏找食物。途中，他們看到了大灰狼，便立刻逃
跑。他們躲進了稻草房子，可是被大野狼輕易吹倒了，然後他們邊跑邊說：「躲進樹枝房子
吧！」可是，樹枝房子也被吹倒了，他們只好躲進磚頭房子。大灰狼想吹倒它，可是吹了很多
次還是失敗，大灰狼嚇得目瞪口呆。他想了很久，終於想到了一個好方法──從煙囪爬進去。
三隻小豬聽到大灰狼的腳步聲，便把一個燒烤爐放在煙囪底，他們高興地說：「這次一定搞
定了！」然後，弟弟說：「晴晴、桃桃，你們不要客氣，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家，留下來吃飯
吧！」說着說着，大灰狼已掉了下來，他們高興極了！大哥把大灰狼拿進廚房，「切切切……」
弟弟、二哥、晴晴和桃桃等到目光呆滯，大哥終於把美味的「晚餐」拿出來了。吃完後，他們
都很滿足。
之後，三隻小豬便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

創意寫作 三隻小豬

2C 劉巧悠

有一天，豬媽媽在家裏和中中、小朋和小美說：「你們長大了，要學習獨立生活，各自建一
所新房子。」三隻小豬說：「好！」於是，他們依依不捨地離開媽媽。
首先，中中想了想，便找來了農場的禾桿草來建屋，而小朋就到森林找了一些木頭來建
屋，他們用了一整個下午才建好。最後，小美到石頭廠買了磚頭來建屋，他花了兩日兩夜，終
於建好了！新屋十分乾淨和堅固。
可是三隻小豬不愛乾淨，三天沒有洗澡，大野狼聞到三隻小豬的氣味，便來到他們的家。
大野狼輕易便吹倒中中和小朋的房子，他們只好連忙跑到小美的磚屋躲避。
大野狼決定從煙囪爬進小美的家，小美聽到大野狼的腳步聲，連忙撒一些用剩的釘在煙囪
下。結果大野狼爬進煙囪後，被鋒利的釘刺進屁股，痛得一邊大叫，一邊逃出去。
最後，小豬們便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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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 三隻小豬

2D 劉梓燁

有一天，豬媽媽叫來了三隻小豬，想他們獨立生活，所以三隻小豬各自建了房子。小豬用
稻草建房子，二豬用木頭建房子，而大豬就用了磚頭建房子。
一星期後，三隻小豬終於建好了房子。有一天，大灰狼很餓，他來到三隻小豬建的房子附
近，看見前面有三間房子。他首先來到小豬用稻草建造的房子前，用力一吹，就把小豬做的房
子吹倒。小豬害怕極了，他連忙跑到二豬那兒。接着大灰狼又來到二豬用木頭建造的房子。他
一看見又用力一吹，房子又被吹倒了！二豬和小豬害怕得拔腿就跑到大豬那兒求救。他們一起
躲進大的房子。大灰狼來到用磚頭建造的房子前，他又是用力一吹，這次房子沒有倒塌。大灰
狼十分生氣，他不停地拍門，小豬們嚇得全身發抖。突然，他們想到在門前放一些仙人掌，讓
大灰狼進來時被刺到，然後在他沒有防備時再將他綁住。
最後，小豬們把門打開，大灰狼怒氣沖沖地走進來了，不小心踩在仙人掌上，他痛得抱着
雙腿在地上打滾，小豬們連忙將他綁住，並對他說：「如果你答應以後不再欺負弱小的動物，我
們就放了你，不然就將你交給獵人。」大灰狼害怕得連忙點頭說：「我答應你們。」
從此以後，大灰狼再也沒有欺負小動物了！

小白兔收南瓜

2D 岑建誼

今天天氣晴朗，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上，小白兔準備
去田裏散步。
途中，小白兔發現了一個黃澄澄的南瓜，牠想把這個
南瓜搬回家，但是南瓜很沉重，小白兔搬不動它。這時
候，一隻小鳥飛來了，問小白兔在做甚麼。小白兔回答
說：「我想把這個南瓜搬回家。」於是小鳥說：「這樣啊，
我請小熊過來幫忙吧！」小鳥找來了小熊，小熊說：「小
白兔，讓我們一起把南瓜抬起來吧！」 但是，南瓜實在
是太沉重了，小熊和小兔都抬不起南瓜。
最後，小白兔想到一個好辦法，就是把南瓜側過來，然後，用手推着南瓜走，南瓜果然像
輪子一樣滾起來了。終於，小白兔把南瓜搬回家了，牠很高興。

我的玩具

2D 陳鈺燕

上課時，老師在課室提醒同學帶自己喜歡的玩具回來，並向同學介紹。
第二天上學前，我看見同學們手上都拿着心愛的玩具回校。我看見志俊拿
着心愛的遊戲機。而小美拿着她的洋娃娃，驕傲地說：「這個洋娃娃是今年最
新款，媽媽花了很多錢才買到。看！它的皇冠閃閃發光的，高跟鞋很時尚
的！」
上課了，老師邀請同學介紹自己的玩具，終於輪到我介紹玩具了，我拿
着一隻自製的小豬燈籠站在同學前，我聽見同學在取笑我的小豬燈籠，但我沒有傷心，我心
想：小豬燈籠是我和爸爸媽媽一起親手製作的，而且每年的中秋節也是它陪我度過的，就像我
最好的朋友一樣。
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同學，他們聽完我的分享後，他們沒有再取笑我，反而熱烈地鼓掌，大家
都說也要回家和爸爸媽媽一起做一個「最好的玩具」！最後，我感到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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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人

2D 岑建誼

我最喜歡的人是陳鼎智，他有烏黑的頭髮、小小的眼睛和扁扁的
嘴巴。
他是一個活潑和友善的同學，他常常在小息時和朋友談
天說地，是我們班的「開心果」。他也常常在同學們有困難時
幫助他們，所以他在班中很受歡迎。我喜歡他的幽默，他的笑話
常常令全班哄堂大笑。
我喜歡他願意跟我做朋友。他的英語說話能力很好，因為他很
努力學習。他的努力很值得我學習，所以他是我最喜歡的同學。

記新年

2D 董善兒

今天是除夕夜，我們吃的團年飯非常豐富，有美味的雞
腿，還有我最愛的蝦呢!
吃完晚飯後，我們一家到年宵市場，我看見那兒人山人
海，有的攤位在叫賣青翠的富貴竹，有的在賣方方正正的
掛飾，有的在賣香噴噴的魚蛋，我還聽到大家討價還價的
聲音，我們感到很熱鬧。我和家人買了香氣撲鼻的水仙花
和粉紅的桃花，然後就回家了。
回到家後，我們分工合作，爸爸封紅封包，我和妹妹在
插桃花，媽媽煮湯圓。妹妹興奮地說：「為甚麼除夕夜要吃湯圓？」媽媽說：「因為湯圓寓意團
團圓圓呀！」
最後我們都期待着喜氣洋洋的新年的來臨。

給媽媽的一封信

2D 劉梓燁

親愛的媽媽：
你好！
最近的工作還順利嗎？辛苦嗎？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忙碌，所以請你好好照顧自己身體。剛剛
過去的考試，我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有些題目因為粗心大意而寫錯了。所以我希望下一次
考試能夠再細心閱讀題目，取得更好的成績。
媽媽你每天辛勞地工作，為我供書教學，謝謝你不辭勞苦地養育
我。為了報答你，我會努力讀書和做一個乖孩子。在此我想說
聲：媽媽謝謝你，辛苦你。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梓燁敬上
三月二十六日

15

遊海洋公園

2D 劉梓燁

今天，陽光普照，因為爸爸的朋友送了我們一些海洋公園的門票，於是爸
爸提議去海洋公園遊玩。我和妹妹聽見後興奮極了！到達海洋公園後，我
們先在門前拍照留念。
進入樂園後，我們先去熊貓館探望盈盈和樂樂。他們的身形圓滾滾的，
動作可愛極了！他們有時吃竹葉，有時在追逐，有時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
睡覺。我們試着向他們打招呼，但是牠們不理睬我們，我和妹妹覺得他們
真是頑皮呀！
接着，我們到海洋劇場看海豚和海豹的表演。海豚在訓練員的指示下表演翻跟頭，而旁邊的
海豹也在訓練員的指示下表演頂球。牠們不但聰明，而且身手敏捷，為我們帶來了精彩的表
演。台上的觀眾看後連忙拍手叫好。
最後，我們到紀念品店買紀念品。店內的紀念品有很多種類，妹妹挑選了一隻可愛的水母娃
娃。而我挑選了可愛的熊貓娃娃和海豚娃娃。之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今天真是一個難忘
的一天啊！

中秋節

3A 易卓林

中秋節的晚上，我們一家六口到公園賞月。
到達公園後，我們看到有大有圓的月亮，明亮的月亮旁邊有許多閃亮的星星，真
是十分美麗！這裏人山人海，有的人在吃月餅，有的人在賞月，有的人在玩耍，真是熱
鬧！
首先，我們找了一個空的位置擺出地墊。然後，媽媽拿出香甜的月餅和新鮮的水果給
大家吃。最後我和妹妹把螢光棒折成有趣的手環。
晚上十時，我和家人依依不捨地離開，我真希望下一個中秋節快點到來呢！

如果我變大了

3A 盧宇深

星期天，我和朋友們在球場打籃球。我感到很口渴，便跑
到汽水機前買汽水喝。突然，有一瓶外型獨特，包裝精緻的汽
水自己掉了下來。因為我太口渴了，我想也沒想，就一口氣把
它喝了。
回到球場，我覺得全身充滿力量，竟然一口氣投進了數個
三分球。我轉身想和隊友擊掌時，發現隊友都變成了小矮人，
連旁邊的樹木和房子也變得十分細小，原來我變成了一個巨
人！朋友和路人都用驚恐的眼神望着我，大家都飛快地跑回家
去。
我伸出手想拉着朋友，但不小心把籃球架撞倒了。我很害怕，想回家去。想不到我一抬起
腳，走了一步，就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通往大廈的長廊和房子都給我壓碎了。住在附近的居
民，有的人開始大喊，有的人四處躲避，有的人打電話報警。我也被眼前的景物嚇得不知所
措，於是大哭起來。
「兒子，醒醒，快醒醒！你怎麼了？是媽媽呢！」我立刻睜開眼睛，哎呀！原來剛才發生
的事情只是一場夢。這可真是一個可怕的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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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記趣

3A 劉樺暉

今天陽光普照，我和家人到海灘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蔚藍的天空，廣闊的大
海和金黃色的沙子。抬頭一看，紅紅的太陽像圓滾
滾的球，把我們的臉蛋兒曬得通紅通紅的。沙灘上
有很多遊人，有的正在興高采烈地玩排球，有的在
愉快地互相追逐，有的人高興地拍照，真熱鬧！
首先，我和弟弟一起堆沙城堡。突然，頑皮的
海水偷偷地走上來，沖散了沙城堡。弟弟哭了，我
安慰他說：「不要傷心，我們可以一起重新堆過沙
城堡。」弟弟馬上笑了起來，於是我們同心合力重新堆起更美麗的沙城堡。
接着，我和爸爸一起去游泳。我看見有的人在浮台上休息，有的人卻在準備跳水。最後，
我和家人玩得太疲倦了，便到小賣部買東西來補充體力。我們買了很多小吃，大家都吃得津津
有味。
太陽下山了，我和家人依依不捨地離開。我真希望下次再和家人到來玩。

給校長的信

3A 劉銘曦

親愛的陶校長：
您好嗎？您近來忙碌嗎？您是不是很辛苦？您第一年做校長一定很辛苦，對吧！我叫劉銘
曦，是三年級甲班的學生。
新學期開始了，我的班主任是李慧儀老師。她也是我最喜歡的老師，因為她教學的時候很
有耐心和溫柔。以我最喜歡的朋友是盧宇深。小息時，我會和他一起玩耍，一起吃東西，一起
談天。
回想起這兩年的校園生活，我最喜歡學校舉辦生日會，因為我會收到老師送給我的禮物。
三年級的課程比較難，有時還感到很吃力。幸好媽媽常常對我說，只要做完功課，晚上就可以
休息了。她更對我說，只有勤奮刻苦地學習，才能取得好成績。所以，無論碰到多大的困難，
我都會努力克服。
陶校長，您知道嗎？我最喜歡的卡通片是《爆旋陀螺》，我還有個陀螺玩具。如果您有空，
我可以和您一起玩呢!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劉銘曦敬上
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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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校長的信

3A 劉樺暉

親愛的陶校長：
您好嗎？您近來忙碌嗎？我叫劉樺暉，是三年級甲班的學生。
新學期開始了，我最喜歡李雪琴老師，她教我中文。她是一個溫柔的老師，她經常稱讚
我，而且耐心教導我，所以我的成績也突飛猛進。
回想起這兩年的校園生活，我喜歡學校舉辦的旅行日，因為可以到郊外遊玩，可以和同學
玩集體遊戲，可以親近大自然，真是十分難忘！
三年級的課程比較深，有時候令我感到很吃力。幸好李老師對我說，只有努力地學習，才
能取得好成績。
陶校長，我想告訴您一個秘密：就是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是瑪里奧。不知道您最喜歡的卡
通人物是甚麼呢？如果您有空，請回信給我。
祝
工作順利
學生
劉樺暉敬上
十月二十二日

一次派發默書簿的經歷

3B 楊熙

今天是派發默書簿的日子，當班主任進入課室時，他的表情十分嚴
肅，課室裏安靜得一隻蚊子飛過的聲音都能聽到。
當老師逐一派發默書簿時，同學們緊張得不知道怎樣做。同學們收到
默書時，有的垂頭嘆了一口氣，有的悶悶不樂，有的傷心地哭了。
當老師叫我的名字時，起初我十分擔心，但當我看見默書簿上的分
數，我的心情馬上變得開朗，臉上立即展現笑容，老師對我說：「你的分數是
全班第一，繼續努力！」聽到老師的鼓勵，我興奮得手舞足蹈。
在今次默書中，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明白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如果我變大了

3B 何天約

星期天早上，我在客廳裏看電視。突然，一個陌生的男子從電
視機裏走出來，他給我一顆糖果，我吃了一口，我的身體馬上變大
了。
我變大後，我的身體高得穿過佈滿白雲的天空上，我感到害怕
極了!我四周張望，看到一架飛機向我迎面而來，於是我便和乘客
打招呼。我看到一座座像水瓶的高樓大廈，還看到馬路的車輛小得像一隻隻小甲蟲，地上的人
們和樹林彷彿成了一群群螞蟻。我變成了巨人，進入了微型世界，我感到十分奇怪。
這時候，我遇到一件驚險的事，「轟!」的一聲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那架飛機的左機翼着了
火，乘客們紛紛大叫:「救命啊!」我馬上拯救他們，協助他們脫離險境。我一邊用力把火吹滅，
一邊伸手接住所有乘客。最後火熄滅了，乘客終於平安了，大家都紛紛鼓掌感謝我。一位陌生
的男子更給我一顆糖果表達謝意!
我吃了糖果後，立即回復原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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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記趣

3B 簡朗晞

星期天，天氣晴朗，我和家人開心地到海灘遊
玩。
到達後，我看見紅紅的太陽照著沙子和風平浪
靜的海，陽光令我很溫暖。海灘上很多人，有的人
在游泳，有的人在玩排球，有的人在堆沙城堡，真
熱鬧啊！
首先，我堆沙城堡。突然，海浪沖過來，我的
城堡被沖散了，我很難過，家人安慰我，然後和我
一起去游泳。累了，我們玩沙灘排球，排球跌進了海裏，幸好有爸爸在，他把排球拾回來，我
說:「謝謝爸爸！」我們繼續玩，你一球，我一球，我們玩得很開心。
最後，時間不早了，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了 。

逛年宵市場

3B 陳海喬

年三十晚，我和家人到沙田公園逛年宵市場。
到達後，我看見那裏人山人海，有各式各樣的攤
檔。那些攤檔有的賣香甜的棉花糖，有的賣清香的桃
花，有的賣五彩繽紛的氣球。我看到那些氣球，十分興
奮！
首先，我和家人去買小吃，美味的冰糖葫蘆香氣四
溢，至今我還記得它的味道呢！接着，我們去買些年花
過節，花店內有牡丹花、水仙花、桃花及銀柳等，它們
好像選美會的佳麗一樣爭妍鬥麗。最後，我們買了一盆水仙花回家佈置家居。
時間不早了，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我與媽媽約定下年一定會再到年宵市場，感受
那熱鬧的氣氛。

逛年宵市場

3B 陳梓揚

逛年宵是中國人的傳統，我和家人吃完年夜飯後，也一起到了沙田公園逛年宵市場湊熱
鬧。
到達後，四周人山人海的，十分擁擠。那裏有各式各樣的攤檔，有的賣年花，有的賣氣
球，有的賣賀年糖果。各個檔主都落力地叫賣。
逛着逛着，我嗅到了一種香味，跟着這種香味追尋到了一個小吃攤檔。我找了找，我發現
擁有這種香味的小吃是煎年糕。我請求爸爸買一些給我吃。那些年糕是金黃色，香噴噴的，外
脆內軟，令人一試難忘。
接着，我們去了賣年花的攤檔，那裏有很多年花，有水仙花、年桔、劍蘭、桃花……她們
穿着五顏六色的花裙子爭妍鬥麗，彷彿在選美會中爭奪冠軍。我最欣賞水仙花小姐，因為她散
發出陣陣的香氣，所以我請爸爸把她帶回家。
時間不早了，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我希望能再來這裏逛年宵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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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早上

3B 石竣銘

昨天是公眾假期，爸爸不用上班，我跟爸爸去公園做運
動。
我們到了公園，那裏的風景很優美，挺直粗壯的樹木正在
列隊歡迎我們，五顏六色的花朵向我們微笑，綠綠的小草隨著
微風輕輕的搖擺腰姿。公園裏有很多人，有的人在跑步，有的
人在看報紙，有的人在玩遊戲，十分熱鬧！
首先，我們一起做早操。還沒正式開始，突然就有一個羽
毛球向我飛過來，打到我的頭。我一轉身，有一個人對我說：
「對不起，請問可以把羽毛球還給我嗎？」我連忙說：「好
啊！」我馬上將球還給他。我和爸爸熱了身，就開始做運動了，我們一會兒跑步，一會兒左右
跳，一會兒打排球，我們玩得很開心。
時間不早了，該回家去，難得能跟平時不怎麼休息的爸爸一起做運動，我感到很快樂，希望
以後爸爸和我一起玩的時間多一點就好了。

愉快的早上

3B 梁禧晴

昨天是公眾假期，爸爸不用上班。他一早起牀，看見天氣十分晴朗，便決定帶我到公園做運
動。
到達後，我便看見那裏優美的風景。我看見大樹在歡迎我，看見一片大草地在向我揮手，還
看見美麗的花朵妹妹和蝴蝶姊姊在玩耍。公園裏有十分多遊人，有的人在玩捉迷藏，有的人在
緩跑徑上跑步，有的人在做熱身運動，真熱鬧！
首先，我們一起跑步，我跟在爸爸後面跑。突然，我看見一隻巨犬，我立刻瘋狂奔跑，但
是，我跑了一會兒便摔倒了。爸爸看見了，就立刻跑了過來把巨犬趕走。他叫我忍耐着不要
哭，然後幫我清洗傷口。最後，爸爸扶著我回家去。
雖然我跌倒受傷，但能夠和爸爸一起做運動實在太難得了，所以我和爸爸離開時都是依依不
捨的。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早上。

中秋節

3C 張閔晴

今天，我和爸媽，還有妹妹一起去公園賞月。我感到興奮，因為今天是我喜歡
的中秋節。
到達公園後，我看見天上圓圓的月亮很像小明胖嘟嘟的肚子。我們選了一個位
置坐下後，還看見我青梅竹馬的好朋友，真想和她一起玩呢！公園裏有的人在賞月，
有的人在吃月餅，還有的人在吃水果呢！
首先，我們一家人玩秋千，滑滑梯。公園裏有人派氣球和香蕉牛奶，我們去排隊拿了
一份，我和妹妹開心地喝香蕉牛奶和玩氣球。我跟妹妹說：「香蕉牛奶很好喝啊！」妹妹
說：「對啊！明年還要再來呢！」
最後，我們走的時候，非常依依不捨呢！還說下次中秋節還要再來，因為中秋節是一個普
天同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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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變大了

3C 劉順

有一天，當我經過學校實驗室時，有一位神秘博士，他送我一瓶藥水。他說：「喝了之後，
你的成績就會突飛猛進。」我在半信半疑的情況下就喝了它。喝完之後，我覺得頭很痛，感覺
到身體開始變大。
我連忙跑出學校想回家去，在路上我看到四周的人，他們像小矮人一般，連巴士都像樂高
玩具般細小；途人看到我都嚇了一跳，他們都雞飛狗跳、四處躲避。我心想：如果我滑倒，一
定會有很多建築物被我摧毀。所以我步步為營。
在我行走的時候，我聽到很多人在求救。誰知，我不小心滑倒了，撞倒了很多建築物。當
我起來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因為我而受傷、死亡，我非常自責，所以我在原地大哭。我心裏
真的很想幫他們，但是對我來說，他們真的是細如塵埃，可能我的一個舉動，就可以害死很多
人，我就覺得非常可怕。
然後，我突然醒來，原來是一場夢。這場夢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可怕的。

如果我變小了

3C 黃筠雅

有一天，我遇到一個魔法師，他說可以令我的身體變小，他給
我吃了一個梨子，然後我就變小了。
變小後，我發現自己身在公園裏，公園裏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很
巨大。我看見很多參天巨樹，看見滑梯像一座大山，還看見天空中
的小鳥像一架飛機，神奇極了！
突然，我看見一個大黑影，原來是一隻老鼠，牠看起來像一隻恐龍，很可怕啊！我馬上逃
跑，卻被老鼠發現了。牠追着我，我努力逃走，但我不小心滑倒了，我十分害怕。忽然有一隻
小鳥把我救起來，牠帶着我在天空中飛翔，我感到十分刺激。過了一會兒，牠把我放在地面
上，這時候我突然聽到嘈吵的鐘聲，它把我吵醒了，原來這是一個夢。
這個夢真是險象環生，我感到又驚險又興奮，真是令我難忘，我把這個夢寫在我的日記
裏。

記一次生日會的經過和感受

3C 張子瑜

大約在三年前秋天的一個週末，我和媽媽去參加一位朋友的生日
會，地點是在她家門前的一個大院子裏。
當天我們到達的時候，已經聽到從院子裏傳來小朋友嬉笑的聲音。
我們把禮物交給朋友，說過祝福語後，我們便到處走走。我看見院子的
圍欄上，掛滿了氣球和彩帶，屋門外兩邊擺放着兩張長桌，桌子上放滿
了很多東西，有小食，有飲品，還有一個色彩繽紛的巨型蛋糕。小朋友
們有的吃小食，有的在吃糖果，有的在玩遊戲，十分熱鬧！家長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
我和媽媽取過食物和飲品後，也分別加入他們的群組。到了切蛋糕的時候，大家都為生日
的朋友合唱生日歌，她許願後便把蠟燭吹熄了，然後她的媽媽把蛋糕分給大家，各人都吃得津
津有味。有人提議玩「一二三木頭人」和「麻鷹捉小雞」遊戲。
各人盡興後，便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了。這是一次難得的聚會，大家都期望可以很快
再次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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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早上

3C 高意

昨天是公眾假期，爸爸不用上班，我便跟爸爸到公園做運動。
我們到公園後，我看到有的人在緩步跑，有的人在做早操，有
的人在耍太極……
我和爸爸首先做熱身運動，我們在鋼架下壓腿，然後我提議比
賽賽跑，我指着前面離我們最遠的那棵樹說：「就定那棵樹做目
標。」爸爸點頭說好。
我們隨即開始比賽，我說：「一、二、三，開始！」我快跑到
終點時，有一個小朋友衝了過來，把我撞倒了。我感到膝頭很痛，
就哭了起來。爸爸走過來查看我的傷口，然後幫忙護理。最後，爸爸背我回家。臨走前，那位
小朋友與他的媽媽走過來，低聲地說：「對不起，我送一顆糖果給你吃吧。」我說：「我原諒
你。」
我盼望再跟爸爸到那個公園比賽跑步。

上茶樓

3C 徐婉晴

今天是星期日，爸爸媽媽不用上班，我和他們一起去茶樓飲
茶。
我們去到茶樓時，我看到有的人在看報紙，有的人在聊天，有
的人在吃東西，很熱鬧呢！
我們找了一桌四人座位，突然，有一位茶樓員工說：「特價點
心時間到！」我趕緊拿起特價卡去拿特價點心。我去特價點心拿了香脆的煎堆，軟綿綿的馬拉
糕，還有鮮嫩多汁的牛肉球。
我回到座位上，首先吃了一顆牛肉球，我把牛肉球放進口裏，牛肉球鮮嫩多汁，很彈牙。
然後，我又吃了一件馬拉糕，馬拉糕軟綿綿的。最後，我吃了一個煎堆，煎堆熱騰騰的，很好
吃。
媽媽說：「我們差不多吃飽了，回家吧！」我和爸爸異口同聲地說：「好！」我期望下次還
可以再來一次。

上茶樓

3C 董智良

今天是星期天，爸爸媽媽都不用上班，他們便和我一起上茶樓吃早
餐。
我們一進茶樓，就看見有的人在喝茶，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一邊
喝茶，一邊看報紙，十分熱鬧！
我們坐下時，爸爸便叫了我喜歡吃的蝦餃和燒賣。白色的蝦餃皮軟
綿綿的，口感很好。大蝦爽口的味道，讓我念念不忘。還有燒賣，裏面的魚肉鮮嫩多汁，再加
上爽口的蝦肉，令燒賣的味道更上一層樓，而且燒賣的口感很鬆軟，令我很是喜歡。
我們吃飽喝足後，便開開心心地回家去了，我希望下次爸爸媽媽再帶我上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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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茶樓

3C 鍾思桁

今天是學校假期，於是我便和外婆、表弟一起去茶樓吃早餐。
我們先找一個位置然後坐下，我們拿起點心卡填起來。我們看到很多人，有的人在專心地
吃東西，有的在焦急地等待美食的到來，有的就在結帳。
點心來了！我們點了很多點心，有軟綿綿、白白的腸粉，還有鮮嫩多汁的小籠包等。我們
吃腸粉前先沾一沾醬油，因為它滑溜溜、熱騰騰的，十分美味！吃腸粉時我們彷彿旁若無人。
小籠包鮮嫩多汁的，吃起來十分暖胃。它爽口的豬肉餡，最好吃的非它莫屬。而炸雲吞看起來
分外香酥，吃起來咔嚓咔嚓的，茶樓看起來古色古香，好不熱鬧！
我真希望再上茶樓，這裏的食物不但好吃，環境還很好，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了。

逛年宵市場

3C 張子瑜

年三十晚，我和家人一起去逛年宵
市場。
一踏進年宵市場內，就看見裏面人
山人海，十分熱鬧！我在年宵市場內的
攤位上看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年花，有
桃花，有梅花，有水仙花……還有一些
人在買東西呢！有的人在買糖果，有的
人在買年花，有的人在買小吃……
然後我們去買東西了，我們首先去
買年花，我看中了一盆水仙花，我覺得它很漂亮，而且它更散發着一陣陣的花香，令我十分喜
愛。媽媽買了一棵桃花和幾枝銀柳，為家裏添上節日色彩。走着走着，我便到了糖果攤位，爸
爸買了一個糖果盒，裏面放着不同種類的糖果，我還要求爸爸買了一包瓜子和一包開心果呢！
最後我們各人拿着自己所買的東西，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我們覺得年宵市場雖然人
多擠逼，但是卻充滿節日氣氛，十分熱鬧！

中秋節

3D 程兆朗

中秋節的晚上，我和爸爸、媽媽到沙田公園遊玩。
公園裏人山人海，真是熱鬧！這裏的景色十分漂亮！天空上
的月亮又圓又大，像一個十分大的月餅掛在天空。我看見有的人
在玩五光十色的熒光棒，有的人在賞月，有的人在玩花燈。
首先，我和家人找到一片大空地，我們把地毯鋪在草地上。
媽媽在切水果，爸爸在賞月，我去找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我們
玩得十分開心，我們還做了好朋友呢！之後，我回去地毯上休
息，吃媽媽切好的水果，十分美味！接着，我和爸爸一起賞月，
月亮十分大，爸爸還給我講嫦娥故事呢！然後，我把帶來的燈籠
拿出來玩，燈籠色彩繽紛，我提着它到處閒逛！之後，我拿了一些玩具和我的朋友分享，我們
還一起去荷花池邊欣賞荷花，荷花開得很茂盛，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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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變大了

3D 梁俊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買了一個「奧特曼變身器」玩具給我。誰知，當我扮演奧特曼
變身時，我的身體忽然就變大了，家人都被我嚇得雞飛狗跳。
我的身體變大後，我眼中的世界是像樂高玩具一樣小呢！高樓大廈、大海、大地……通通
都在我的腳下，這給予我奇妙又夢幻的感覺。藍藍的天空，彷彿我抬頭就能觸手可及。我也不
敢輕舉妄動，生怕破壞四周的建築物。
變大後，我看見大廈的大型電視播放埃及飢荒的人
民。我看到後，便立刻走到埃及支援。由於我是巨人，
我走一小步就是市民的十萬步，所以我很快便到了埃
及。我身上帶了很多瓶蜜糖和去了皮的鮮奶麵包及牛
油，我還做了很多吐司給他們吃。飢餓的埃及人民得以
解困，不再飽受飢餓的摧殘。他們為了答謝我，送了埃
及出品的魔法水給我。
我回到香港後，立刻喝了魔法水，喝完後我又變回
原狀了。「起牀啦！」我聽到媽媽呼喚我的聲音。原來
剛才是「南柯一夢」，變大後的世界是那麼多姿多采的，
真是令人難忘！

如果我變小了

3D 朱皓澄

今天，我遇到一位法師。他送給我一瓶美味的魔法水，我想也不想就把整瓶水喝光了。突
然，我的身體慢慢變小。
我的身體變小後，整個世界變得不一樣了。身旁的高樓大廈、公園的遊樂設施、花草樹木
都變得好像巨人一樣，遙不可及，讓我觸摸不到。我頓時變成了一個小矮人。
突然，我身後出現了一隻巨大的甲蟲，牠想把我抓住，嚇得我轉身即跑，但甲蟲仍不斷追
着我，我唯有不斷奔跑，四處躲避。此時，我看到蜜蜂正在採花蜜，我便一把跳上蜜蜂身上，
牠帶我飛上天空，穿過瀑布。我飛過一個又一個障礙物，終於擺脫了甲蟲的追捕，讓我脫離危
險，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變小後的我，猶如小矮人一樣，十分不便。一隻小小的甲蟲都可以令我身陷險境，可見變
小後真的危機重重，險象環生。我還是喜歡舊有的我，可以如常地走到每一個角落，觸摸每一
件東西，看見每一個我喜歡的人，是多麼愉快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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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記趣

3D 徐烯瑜

今天，風和日麗，天氣晴朗，爸爸說帶我和哥
哥去石澳海灘遊玩。
我們到達石澳海灘後，我看見有的人戴着太陽
眼鏡曬日光浴，有的人欣賞怡人的景色，有的人在
玩排球。真是熱鬧啊！我看見地上的沙子亮晶晶
的，像一粒一粒的寶石，真美麗！天空雲朵有時變
小狗，有時變綿羊，有時變小貓，有時變……一陣
陣悅耳的聲音傳到耳朵，原來是一群哥哥姐姐在彈
吉他和唱歌，他們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一起歡聲笑
語。大海獨特的味道讓我感到很新鮮，遠處香噴噴的燒烤味隨風飄來，讓我咽了咽口水，哦！
原來我肚子餓了！
我哀求爸爸給我一百元，爸爸說：「好吧！給你試一試自己買吧！」我欣喜若狂跑去了小賣
部。我說：「老闆，麻煩給我四件熱狗，四罐可樂和四個漢堡包，謝謝！」老闆說：「一共八十
八元！」我說：「給你，老闆。」我走了之後，數了數，咦！不對呀！老闆應該給我十二元的，
怎麼變成三十二元呢？我想把錢還給老闆時，心想：我多了二十元，就可以買喜歡的玩具了！
但是，我想我要做個謙虛、誠實的孩子。於是，我跑回了小賣部，我說：「老闆，我還你二十
元，你多找了給我。」老闆接過錢，笑嘻嘻地說：「你真是個好孩子！」我心滿意足地回到爸爸
媽媽身邊。
我一五一十地把這件事情告訴爸爸媽媽，他們誇獎我是個誠實的孩子。今天的晚霞特別美
麗，同樣我的心情也很美！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了！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啊！

愉快的早上

3D 蔣泊宏

昨天是公眾假期，難得爸爸不用加班，天氣還
十分晴朗，我便跟爸爸到公園做運動，過了一個健
康又愉快的早上。
清風徐來，空氣中飄蕩着陣陣花香。藍色的天
空下，一片翠綠的草地上，一座精緻的亭子坐落其
中。亭子周圍有很多人，有的人在下象棋，有的人
在耍太極，有的人在練劍，熱鬧極了！
我先和爸爸來到晨運跑經，開始做熱身運動，我們先伸伸腰，再壓壓腿……幾分鐘後，我
就已經微微出汗了。
接着，我們便開始了一公里的晨跑。剛開始，我跑得飛快，一度跑到爸爸的前，但沒過多
久，我就漸漸地沒力氣。不幸的是，我還一不小心絆到了一塊石頭，一下摔倒在地上，膝蓋被
擦破了皮。我一臉鬱悶地坐在地上。這時，爸爸追上來，檢查了我的傷口後，問：「你的傷口沒
甚麼大礙，你還要繼續嗎？」我想了想，重新爬起來，和爸爸一起，堅持跑到了重點。
到了終點，我累得筋疲力盡，一下子坐在了地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哎，快累死我
了！」爸爸微笑着坐在我身邊說：「雖然你只得了第二名，但你沒有放棄，堅持跑到了終點，你
已經勝利了，恭喜你！」我聽了高興得點了點頭。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還告訴我，碰到困難，不能輕易放棄，要有一顆永不放棄的精神，這
樣才能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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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校長的信

3D 高珺寧

親愛的陶校長：
您好嗎？最近您的身體好嗎？我叫高珺寧，就讀 3D 班。
新學期開始了快兩個月了，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她叫徐烯
瑜，她為人溫柔、友善，現在她是 3D 班班長，我們都很喜歡
她。
我最喜歡學校舉辦旅行日，因為我喜歡到不同的地方去旅行，因
為我剛來香港不久，所以對香港不是太熟悉，有空的時候還請您跟我
說說香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三年級的課程比較深，有時候令我感到很吃力。班主任李老師常對我說，只有勤奮刻苦地
學習，才能取得好成績。所以，無論碰到多大的困難，我都要努力克服。
陶校長，您知道嗎？有一次，我去深圳的紅樹林遊玩，我看見了很多招潮蟹，牠們一個個活
蹦亂跳，很可愛。
最後，我期待您的回信呢！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高珺寧敬上
十月二十九日

給校長的信

3D 許沁瑤

親愛的陶校長：
您好嗎？近來身體好嗎？我叫許沁瑤，就讀 3D 班。
九月二十九日是復課的日子，剛開始，我覺得很不適應，因為同學和老師都帶着口罩。雖
然看不到每個人臉上的笑容，但我能夠看到每個同學都平安地回到校園學習，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都應該感恩。我還認識了一位新同學，她很友善，我們小息時會一起聊天，我們的班主任
是李老師，她很溫柔。
回想這兩三年的校園生活，我最喜歡學校舉辦校運會，有各式各樣的比賽，我有很多比賽
項目都很喜歡。
三年級的課程比較深，在學習上，我也感到很吃力，但是，無論碰到多大的困難，我都要
努力克服。因為林老師常對我說，只有勤奮刻苦地學習，才能取得好成績。
陶校長，您知道嗎？我最喜歡學校七樓的花園，那裏很漂亮，有機會我真想再去參觀一下
呢！
陶校長，我期待您的回信呢！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許沁瑤敬上
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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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

4A 黃子謙

今天，我本來要上學，但因為下大雨，所以我不需要上學。
看着窗口外的傾盆大雨啊，有如仙女散花般的景色，被淋濕
的多幢大廈，彷彿被小雨滴披上了一層層光滑的屏障。暴雨連續
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彷彿要世界末日似的。因為烏雲密佈加上
暴雨，我從窗口望出去，大部份也只有白茫茫的景色。我只能隱
約看到一些建築物。
我突然想起媽媽外出了，當我在看出窗外時，媽媽已經安全回到家了。我還是繼續看出窗
口外，街道上充滿着堵塞的汽車，還有很多因為沒有帶雨傘而十分狼狽的行人。我看到了一個
小朋友險些被倒塌的大樹壓到，幸好有個大哥哥及時救了他。
最後，雖然我不喜歡下雨，但下雨的景色真的十分漂亮！

可愛的小貓

4A 黃逸源

我家附近的公園仔有兩隻可愛的小貓，牠們的品種是橘貓，毛髮是淺橙色的，身形小小
的，眼睛是棕色的，四肢短短的，尾巴長長的。
牠們已差不多兩個月大，因為牠們很可愛，所以我很喜歡他們。他們的性格截然不同，一
隻好動，有時會被逗貓棒吸引得蹦蹦跳跳的，有時四處奔跑……另一隻則好靜，有時懶洋洋地
在涼爽的地方睡覺，有時悠閒地閒遊……每當我在中午帶來食物給牠們時，牠們便會睜大眼
睛，裝着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當我把食物放下時，牠們便爭先恐後地來搶，一副生怕搶不到
食物的樣子。
牠們在「喵喵」叫時，聲音像悅耳的唱歌聲，每當我經過公園時，牠們
便盯着我，一副想要我陪牠們玩的樣子。每到晚上，所有的人都睡着時，牠
們卻還沒有睡覺，當這裏出現老鼠時，牠們就會去抓，牠們會伏起後腿，前
爪按地，然後撲上去。
媽媽本來不同意我和牠們玩的，但牠們不但沒有給我帶來麻煩，反而給
我們帶來樂趣呢！

母親節的禮物

4A 陳良澤

今天是母親節，我要送媽媽一份禮物以感謝她對我的照顧。我和弟弟找不到合適的禮物，
所以我們自製了禮物。
我們知道媽媽喜歡玫瑰花，所以我們製作了一束紙玫瑰送給她。我們首先利用了鮮紅色的
顏色紙摺成了紅玫瑰花，然後灑上金燦燦的閃粉，使它看起來閃耀奪目。我們還利用了翠綠色
的紙，製作了綠葉和花莖。為了令它更真實，我們還噴了一些玫瑰味的香水在紙張上。最後，
我們包上了黃色的包裝紙，並綁上了蝴蝶結。
在母親節那天，我們把它連同早餐送給媽媽。媽媽看到禮物後，她頓時眼框
充滿淚水並緊緊擁抱着我們。看到媽媽感動的樣子，我們也感到十分開心。
經過這一次自製禮物的經驗，我感到十分感動。我明白了不應只在母親節表達
對母親的愛意，而是要在每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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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

4A 曾芷菡

今天是學校的旅行日，我格外興奮，早早就起床收拾好背包，飛奔學校。在老師的帶領
下，我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前往清水灣郊野公園的旅遊巴士。
路上，大家歡聲笑語，不知不覺我們已到達公園門口。一下車，眼前真是一個「天然氧
吧」！那兒空氣十分清新，湛藍的天空中太陽公公在向我們招手，白雲姐姐在對我們微笑，小
鳥妹妹站在翠綠的樹上給我們唱歌，花兒姐姐穿着墨綠色的衣裳在給我們跳舞，好像歡迎我們
的到來。我趕緊拿出我的迷你相機一邊開始記錄美妙的景象，一邊跟隨老師走向草坪。嘩！這
邊綠油油的草坪可真大呀！我立刻拿出野餐墊和大家一起互相分享水果和零食，我們有說有
笑，吃得津津有味。草坪上的蝴蝶翩翩起舞，天空中各式各樣的風箏在自由自在地飛翔，遠處
小食亭熱鬧極了！大家爭先恐後的在買冰淇淋解渴，突然，有同學尖叫道：「有野豬！」只見一
隻黑漆漆、胖呼呼的野豬嗖的一下走出來，又快速進入了森林，像在跟我們捉迷藏。而草坪上
的我們你追我逐，玩得不亦樂乎！
轉眼就中午了，我們依依不捨地坐上了回學校的旅遊巴士，欣賞着相機裏一張張燦爛的笑
臉和美麗的風景，耳邊回蕩着我們動聽的笑聲，這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

我學會了珍惜

4A 郭婉琪

從前，我有一個壞習慣。但是，我今天上了寶貴的一課，他
它改變了我。
我曾經是一個浪費食水的小孩子。平日用水洗臉、刷牙的時
候都不會把水龍頭關掉，讓水隨便流。我認為這樣很方便，但媽
媽卻不同意。「你這樣做，我們家的水費會有多貴呀？」媽媽常
常說。
今天，老師帶我們到水知園中心參觀。中心內有不同的主題
展區。例如：「水的回收」、「水的循環」、「水的持續」……那裏的工作人員以深入淺出的形式，
透過展品、現場示範及互動遊戲，讓我們了解水資源的相關資訊。
我了解這些資訊後，我明白到水是重要的資源，潔淨的食水更加珍貴。因此我們要養成善用
食水的習慣，切勿浪費。
自此之後，我無論在家中或學校，都會善用食水，例如：我不會再長開水喉，也不會再嬉
水。媽媽看到了我的轉變，也跟我一起行動，保護水資源。能為環保出一分力，我和媽媽都很
高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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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

4A 張展幗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是我們學校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日子。
早上七時正，我已經起床洗臉和吃早餐！然後帶上媽媽為我準備好的飲品和食物，去到學校
門口等候上車。我左看右看，終於看見旅遊巴士來到了。我和四甲班的同學便懷着興奮的心情
排着隊上車，目的地是沙田公園。
旅遊車一到達目的地，我和同學便迫不及待地排隊下車。班主任帶着我們走進公園門口，一
陣陣清涼的微風吹過我的臉，我深呼吸一口空氣，令我心曠神怡。我看見地上一片綠油油的草
地和美麗的小花，勤勞的小蜜蜂飛來飛去，抬頭看見高大的樹木，還有幾隻可愛的小鳥快樂地
唱着歌呢！
接着，老師帶我和同學們向前走，我看到有一個池塘，我和幾個同學站在池塘邊，看見七彩
繽紛和大大小小的金魚，還有幾隻大烏龜向我們游過來。午膳時間到了，同學們沒精打采的，
我肚子也咕咕響起來了。老師安排大家一起坐在樹蔭下的草地上吃自己帶來的食物。可是，有
一個同學忘記了帶食物，正在悶悶不樂的看着肚子。
當我們知道後，大家都紛紛給他食物，那位同學又開心地笑
了起來。同學們都在開心地互相分享着帶來的食物！
時間過得很快，又到了我們要回去的時間了。這次學校
旅行，不但令我大開眼界，還讓我學會了要互助互愛和彼此
分享。今天，我真感到十分開心！

下雨天

4B 劉心

今天，我在家裏看見很多烏雲在天空中，心中不禁有點不安，看來要下雨了。不久，真的下
雨了！
雨不大，卻滴答滴答下個不停。於是，屋子前面的小水溝滾動起來了。嘩啦嘩啦的水流，
像一道清泉，從地底下湧出來，高興得嘩啦嘩啦，你推我擠的。
我打開一把紅色的花傘，走在樹林的小路上，聽到雨滴打在葉子上，打在花朵上，打在樹
幹上⋯⋯淅瀝淅瀝，啪啦啪啦，嘩啦嘩啦，發出很多不同的聲音，整座森林就像一座音樂廳。
原來，雨還有秘密。夏天的雨像老天灑落冰水，為大地降溫 ；秋天的雨加上舒服的涼風，
令人全身舒暢；冬天的雨像一位救星，解除了水庫乾旱的危機。
原本，我不喜歡下雨天，雨天給人憂鬱的感覺，因為下雨使人沒辦法出外玩耍，只能悶在
家中看書。現在，我喜歡下雨天，因為雨天在夏天可以為人降溫，而且雨會帶給種子養分使植
物更加茁壯，所以我喜歡雨。 雨，我越來越喜歡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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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難忘的事

4B 高雋祺

今天我翻開相冊，看到去年暑假的相片，每次想起那
件事，我都會覺得很高興。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一起到海
洋公園遊玩。我們吃過午飯後就出發到海洋公園去了。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聽爸爸媽媽的安排，先去看看動
物。我們看了很多動物，有熊貓、猴子、猩猩等，牠們都
很可愛。之後，我們去玩遊樂設施，玩了過山車、跳樓
機，還有碰碰車。
接著，我們去觀賞最令人興奮的節目──海豚表演。海豚表演了游泳，海豚游泳的動作十
分有趣，好像在跳舞一樣，牠們還表演了拍球和跳圈，十分可愛！表演十分精彩令我們大吃一
驚，有些觀眾不禁大叫起來！我們忍不住拍照留念。
最後，我們帶着開心的心情回家去。下一次再來的時候，我一定會玩摩天輪和旋轉木馬。

可愛的小鸚鵡

4B 莫浚嘉

今年生日的時候，我收到爸爸送給我的禮物。這是一份很特別
的禮物── 一隻小鸚鵡。
這隻鸚鵡長得嬌小，很討人喜歡。牠身上的羽毛可漂亮了，大部分
是翠綠色的，只有前胸是黃色的，像穿了一件小外套。牠的頭是圓
圓的，身上的羽毛是柔柔的、軟軟的，舒服得很。牠的眼珠經常機
靈地轉着，好像在思考問題。牠還有一個紅色的小嘴，看上去就像
一個彎彎的粗鈎子。牠的爪子又細又長又尖，而且牠的力氣很大，能夠牢牢地抓住任何東西。
小鸚鵡活潑好動，總是停不下來。牠喜歡在籠子裏一下一下地跳着，像調皮的小孩一樣。
高興的時候，牠就會輕快地拍着翅膀，發出「吱吱」的聲音。牠吃東西時，一邊吃一邊還要左
看右看，令人不禁捧腹大笑。
最近牠還學會了說話，每當我回家時，牠會用牠清脆而滑稽的聲音不停地喊「你好、你
好……」，惹得我們哈哈大笑。這小鸚鵡太可愛了，牠給我帶來了很多樂趣！

母親節的禮物

4B 劉樂妍

因為今天是母親節，為了報答媽媽的養育之恩，所以我在商場買了一份禮物送給她。
我購買了一個與藍寶石一樣顏色的寶藍色玻璃花瓶，它的瓶口有半圓形的花紋，在花瓶中間
有個小女孩坐在湖邊的石頭上，手上拿着一束紅色的玫瑰花，蝴蝶圍着小女孩飛舞，鳥兒在樹
上唱着美妙的歌聲，蜜蜂在花間採蜜，花瓶下面有個碟子，轉動碟子會有悅耳的音樂，好聽極
了！
我用粉紅色包裝紙把禮物包好，我把禮物送給了媽媽，媽媽打包裝紙拿開後，看見那精緻的
玻璃花瓶，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眼睛裏充滿淚水，我擁抱着媽媽說：「謝謝您每天照顧我！」媽
媽說：「這份禮物真的很有心思。」
我很高興媽媽喜歡這份禮物，我覺得我用光所有零用錢買了這份禮物給媽媽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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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會了珍惜

4B 劉沁悠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不停浪費紙張、食物、塑膠樽、食物包裝紙、食水……而我的壞習慣
是經常浪費食物。我經常在吃午餐的時候，吃四、五囗就說：「我已經沒有胃口了。」不過後
來，媽媽帶我到樓下屋苑參加攤位遊戲之後，就令我完全改變了這個壞習慣。
在這個攤位中，有環保人士向我介紹了很多環保的知識，之後更拿了一大堆漂亮的手工製
品，並對我說：「這些手工製品都是我旁邊的回收廢物做的。」我當時非常驚訝，心想：那些食
物包裝我平時只會把它們丟進垃圾箱，原來它們可以循環再用的。
最後，她給我看了一段影片，那段影片是在講述一些貧窮地區的人的生活情況，他們每天要
在遙遠的地方尋找食物和食水，而且大部份人都營養不足。
經過這次的活動，我學懂了珍惜食物，因為有很多貧窮地區的人都營養不足，所以我們不應
該浪費食物。我為自己過往浪費食物感到非常慚愧。

我學會了珍惜

4B 劉樂妍

我們經常一次買很多食物，但是最後還是吃不完。以前，我
吃兩、三口飯便說：「我吃不下了。」不過後來，我參加了一個
活動種植蔬果活動，令我徹底改變了這個壞習慣。
在活動中，我們種植一種蔬菜，我選擇種胡蘿蔔。首先，我們在地上挖一個坑，然後放上胡
蘿蔔種子，接着用泥土填好，最後每天都要澆水，真辛苦啊！
接着，環保人士給我們看了一段影片，是講述一些貧窮地區的人的生活情況，他們要在遙遠
的地方找食水，大部份的人因食物不足而營養不良，想到自己平日常常浪費食物，令我很慚
愧。
過了一段時間，我種的胡蘿蔔已成熟了。雖然花了我很大的功夫，但還是很有成功感。
在此活動中，我學會了珍惜食物的道理，我很感激農夫辛辛苦苦地種植蔬菜。

第一次到香港動植物公園

4B 林詠詩

今天，老師帶我們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去。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沿着小徑前行來到了溫室，裏面種滿了各種植物，有：豬籠草、玫
瑰、夜香木蘭、雞冠花等。然後，我們離開溫室，沿小徑繼續行，很快便來到雀籠。雀鳥在快
樂地歌唱，牠們有悅耳的歌聲、柔軟的羽毛以及五顏六色的羽毛，令人看得入神。
然後，我們走到涼亭內休息片刻。休息完後，我們沿小徑經過行人隧道，來到獸籠，最吸
引我的是孤獴，牠們的銀棕色的軟毛，簡直融合生活環境。除了孤獴，籠內還有領狐猴、合趾
猴、松鼠猴、環尾狐猴……
我們在獸籠外轉了一個圈，便前往爬蟲展區，當我們到了爬蟲展區後，飼養員正在給盾臂
龜糧食，牠們都把頸伸長，像伸手向飼養員討食的樣子，十分有趣！
我們要離開了。途中，我們經過噴水池的平台花園，但我們是時候離
開，未能繼續欣賞景色，老師提議我們拍一幅合照結束今天的旅程。
今天的遊覽，真令我大開眼界，希望下一次可以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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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一天

4B 林詠詩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

雖然現在我很疲累，但仍然很愉快。
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我和同學們一起跟着張老師乘坐旅遊車到渡輪站，在乘渡輪到長洲
玩。乘坐旅遊車時，我和我的朋友──琳琳談天說地，我們一時談到哪裏玩，一時談到玩甚麼
遊戲，喜氛愉悅。
我們終於到了渡輪站，下車後，我們帶着愉快的心情迫不及待地進入渡輪站。我們一踏進
等候室，渡輪就到了，真幸運啊！乘坐渡輪一小時後，我們就到達長洲。首先，我們到街上的
商店購買冰凍的冰西瓜吃，真美味啊！然後，我們到了一間小店，我對其中一個木頭愛不釋
手，所以我就把它買了，準備回家塗上顏色。接着，我們的「大抽獎」時間到了，各人紛紛都
把帶來的禮物拿出來，好不容易才輪到我，我抽到了上面寫着「十二」的紙條，禮物正是最美
麗的布娃娃，那時我眉開眼笑地拿着它。
最後，我們到了紀念品店，我買了長洲的地形吊飾，上面還掛着一個平安包呢！但我們也
該回去了，我們只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去。我很希望還有下一次的長洲旅遊，這次的旅程
真愉快。

第一次到香港動植物公園

4B 陳靜欣

今天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動植物公園，昨天，爸爸答應我們到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宏偉的噴水池，我和弟弟都看得目瞪口呆。接着，我們
沿着古蹟徑走，走到英皇佐治六世銅像前，然後右轉走一會便會到達雀籠，那有不同種類的鳥
類，例如：紅彤彤的美洲紅鸛、雪白的藍鹤、還有毛茸茸的白披肩。但我最喜歡的是黑臉琵
鷺，我喜歡牠又長又扁的嘴巴。
然後，我們便離開雀籠，前往溫室。我們沿着古樹名木徑走，看見一個分岔路，便向十二
時方向走便會到達溫室。進入後，會看不同的植物，這個公園大約有九百多種值物，大部份值
物來自熱帶和亞熱帶。我嗅到陣陣幽香。這裏有食蟲植物，例如豬籠草；蘭科植物，例如拖鞋
蘭；花香植物，例如玫瑰。還有攀援植物和鳳梨科植物等不同種類的植物。
最後，我們到兒童遊樂場玩了一會便離開。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一件快樂的事

4C 佘思瑤

每當我看到放在書桌上那張相片，我都會感到很快樂。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我和家人到海洋公園遊玩。我們先去熊貓館探
望盈盈和樂樂，盈盈在吃竹葉，樂樂在散步。我們向着盈盈、樂樂揮手
打招呼，牠們竟然也向我們揮手了，我開心得跳了起來，看着牠們胖乎
乎的樣子，真是可愛極了！
接着，我們去海洋館看可愛的海豚。表演開始了，我看到觀眾席上有的人在歡呼，有的人
在拍手叫好，有的人在靜靜地觀賞。我看到海豚跟隨指導員的指示在玩球，海豚真厲害啊！
然後，我們去玩過山車，坐上去的時候，我的心情既緊張又害怕。車子開動了，過了一會
兒，我開始大叫起來了，頭髮亂飛，聽到周圍傳來一陣陣尖叫聲，真是太刺激了！下車時，我
呆了一下，臉色發白，我下次不敢再玩了。我感到很開心，希望下一次還可以再來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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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快樂的事

4C 陳安琪

每次想起那次的海邊旅行，我就十分開心。
事情是這樣的，暑假的時候，媽媽帶我到越南旅行。首先，我們來到海邊，由於我是第一
次看到大海，所以心情特別興奮，便一窩蜂地衝到海灘跑了起來。突然，我好像被甚麼東西絆
了一下，我停下來，一看，哇！好多小貝殼呀！我撿了一些精緻的貝殼，把它們裝進袋子裏。
我眺望遠處，「咦！那是甚麼？」我不禁發出疑問。媽媽說：「這是船。」我看了看，那些船有
不同的顏色，有紅的、黃的、棕的……太好看了！
這時，我好像聽到有「啪啦啪啦」的聲音，便向右邊看了，發現有很多人圍着那裏，我便
走了過去，因為我很瘦，所以就輕易地擠了進去。我看到了很多魚，有的長，有的短，有的
小，有的大。我發現原來這是漁夫打來的，我覺得漁夫好辛苦呀！就在這時候，我看到妹妹和
爸爸來了，我的妹妹正趴在爸爸背上，像頭小豬，我便喊：「起牀了，有小魚！」妹妹一聽到，
就跳了下來，興奮地說：「魚在哪裏，我要看！」「在這兒！」我說。我和妹妹一起去看小魚。
之後，我和妹妹就在沙灘上跑着、跳着，快樂得像青蛙似的。我的心裏無比喜悅，可惜這愉快
的氣氛馬上就沒了，因為要回去了，馬上就要和導遊一起去另一個地方了。
這次旅行讓我畢生難忘，快樂的記憶永遠留在心中。你們喜歡這兒嗎？我非常喜歡這裏，
真希望下一次還能再去那兒。

母親節的禮物

4C 謝芷晞

今天是母親節，我想送一份親手製作的禮物給媽媽。
我想送一個蛋糕給媽媽，製作完成後，我用了一個正方形的藍色盒子裝着，盒子外圍還有
一些閃亮的珠子貼在上面。打開盒子後，漂亮的蛋糕呈現在眼前。蛋糕有三層，分別是藍色、
紅色和黃色。蛋糕的正中間有一個粉紅色的心型糖漿，還有一個巧克力的牌子，寫着：母親節
快樂！上面還撒上一些色彩繽紛的糖粒。我特意在蛋糕上面點綴一個卡通鴨子，因為媽媽很喜
歡一些可愛的蛋糕，所以這個蛋糕很適合媽媽。我想媽媽收到蛋糕後一定很開心。
晚飯後，我偷偷地把蛋糕從冰箱裏拿出來，媽媽看到蛋糕後的第一反應是驚呆了，然後感
動得眼眶充滿了淚水，我對媽媽說：「媽媽，這個可愛的蛋糕是我精心製作的，祝你母親節快
樂！」媽媽開心地說：「你真是一個好孩子。」媽媽很喜歡這個蛋糕！最後，媽媽給了我一個深
情的擁抱。
母親節是一個報答媽媽養育之恩的日子，雖然我製作蛋糕的過程很辛苦，但是一切都很值
得，因為我得到了媽媽燦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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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快樂的事

4C 伍文希

每次想起我生日的情景，我就會眉開眼笑，感到很高興。
十二月四日是我的生日。那天，朋友們來到我家為我慶祝。首先，我們一起製作健康又美
味的食物。我們把番茄切成皇冠形，然後把沙拉放在碟子內，真美麗！最後，我們把剩下的水
果做成雪糕水果盤。
做好後，我們衝到餐桌上，等着美味的食物上桌，我們的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食物上
桌後，我們便開始大吃一頓，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後，我們一起玩了「猜領袖」、「糖果大戰」和「搶椅子」等遊戲。由於我運氣好，再
加上「主角光環」，所以我在所有遊戲中都獲勝了。
後來我們到公園玩，大家追追趕趕，玩得很投入。因為我跑得快，所以一直沒有被捉到。
我們玩得很開心，玩得臉紅耳赤，不願回家。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都玩得筋疲力盡，夕陽也累得躲在高山背後，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各
自的家。今天我玩得真開心，希望明年生日也能那麼開心。

開心的一天

4C 陳安琪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難忘的回憶現在還在我的腦海裏歷歷在目。
一大早，媽媽就帶我、妹妹一起去爬山。我們換上厚厚的衣服，就興高采烈地出發了。
我們來到山下，望了望山，這山真高啊！看不到盡頭；這山真美啊！白白的雪飄落下來，像厚
厚的棉被；這山真險啊！感覺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的樣子。我們爬啊爬，不知不覺，就來到了
半山腰，我們在那裏吃了點食物，補充能量，就再繼續往上爬。
終於到達了山頂，往下一看，啊！有一個長長的滑雪道呢！我從附近拿了一個滑雪板子，
在板子前面弄了個洞，再結上繩子，坐在上面，讓媽媽拉着繩子往前跑。「嘩——」的一聲，我
就隨着滑雪板滑到了山坡的下面，好刺激啊！我們又來到半山
腰，我看到了一個走道，樹上結滿了冰，我們一會往左，一會往
右，終於到達了，我和妹妹躺在雪上「睡覺」，媽媽還拍了一張照
片，作為紀念，然後我們就回家了。
我今天真的好開心，好想再去一次呀！

記一次外遊的經歷

4C 許嘉雯

十月九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最開心的一天，因為我們一家去了我最想去的地方──西貢。
我們一早便起床準備了，吃完早餐，我們懷着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出發了。坐巴士途中，
我看見大海、野外燒烤場，還見到在山邊居住的原居民圍村。每一處風景都令我大開眼界。
大約半小時的車程便到達了西貢。我們迫不及待地下車衝向海邊，那裏人山人海，碼頭聚
集了很多一早來買海鮮的人，碼頭下面停泊了眾多的小漁船。船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海鮮，多
不勝數，令人眼花繚亂，氣氛非常熱鬧！媽媽帶我們去吃了西貢最有名的菠蘿包和茶果，還有
途中的人手炒栗子，以及路上巧遇的雪糕車。每一款的地道小吃都令我回味無窮。
不知不覺天色不早了，我們都玩得樂而忘返。這一天令我畢生難忘，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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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

4D 李才正

今天補習結束後，我在回家的路上，抬頭看向天空，看見天色黑沉沉的，像一塊黑色的布
幕。突然，耀眼的閃電把整個天空照亮，我感覺快要下雨。
就在這時，天空下起滂沱大雨。在大風下，雨水像龍一般穿梭在大樓間，四周的景物都變
得模糊不清。路旁的植物被雨水打得左搖右擺，路面被雨水打着，濺起了水花。我聽到啪嗒啪
嗒的雨聲，雨聲像一首交響曲。雨水打在我的身上，十分涼快。
街上的路人各有不同的動態，有些調皮的小孩故意踩在水窪，有些狼狽的大人因忘了帶雨
傘被大雨淋得渾身濕透，有些行色匆匆的學生在撐着雨傘回
家。
過了半個小時，雨終於停了。我看見五顏六色的彩虹，
又看見樹葉上有很多水珠。四周的景物變得清晰起來，像一
個近視的人帶了眼鏡之後，視野終於變得清晰起來。

下雨天

4D 楊珮琳

今天，放學的時候，我站在學校門前，看到路人不知為何急急忙忙地跑着。我抬頭看向天
空，看見天色暗得像一面灰色的布幕。我頓時有了一種不好的預感，我連忙向家的方向跑去。
我跑着跑着，頭頂突然被一滴雨珠打到，接着天上就下起了瀑布般的滂沱大雨。雨水打在地
面，像有人把一盆又一盆的豆從天上潑灑下來。路旁的單車
早已東歪西倒，廣告紙飛來飛去，差點打到我。我在混亂
中聽到「轟隆──轟隆──」的雷聲和「嘩啦──嘩啦─
─」的雨聲。雨水打在我的手上，十分清涼。
街上的行人有的狼狽地跑着，有的慢悠悠地撐開雨
傘，有的靜靜地等着雨停……這時，一輛車飛馳而過汽
車濺起的水花飛濺到我的身上，把我濺得渾身濕透。我
馬上加緊腳步，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了一個商場前。
這時，我的身體早已是濕漉漉的了。我走進商場，就這
樣在商場裏一直等着，一直等着。
二十多分鐘後，暴雨終於停了，天空慢慢變得明亮起
來，還出現了一道七色的彩虹，美麗得讓人目眩神迷。我
現在終於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去了，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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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香港動植物公園

4D 胡悅儀

看着這張照片，我便想起那次去香港動植物公園的經歷。
去年二月，我和爸爸、媽媽到香港動植物公園遊玩。一踏入公園，只見這裏綠草如茵。公
園裏，有的人在拍照，有的人在樹下休息，有的人在長椅上看報紙。首先映入眼簾的景物是英
皇佐治六世銅像。這個銅像栩栩如生，它臉容肅穆，站得筆直，像在靜靜地注視着路過的遊
人。
之後，我們經過銅像向前走，然後左轉，到達了獸籠。籠子方方正正，四面是密密麻麻的
鐵絲網。裏面有各種各樣的猴子，例如：環尾狐猴、松鼠猴、領狐猴、白臂長尾猴……當中最
有趣的是白臂長尾猴。牠頭上有一塊橙色的毛髮，好像戴了一頂帽子。
接着，我們離開了獸籠向前走，然後左轉，到達了雀籠。裏面的雀鳥種類繁多，例如有美
洲紅鸛、藍黃金剛鸚鵡、藍頭亞馬遜鸚鵡、黑臉琵鷺……有的毛色鮮豔，有的體型嬌小，有的
體態優美。當中最突出的是美洲紅鸛，牠有一身紅彤彤的羽毛和一雙長長的腳。牠有時在整理
羽毛，有時在低下頭吃東西，有時在睡覺。我們感到十分滿足，因為能看見很多不同的雀鳥。
然後，我們離開了雀籠向右走，然後左轉，到達了爬蟲展區。那裏有爬得十分緩慢的放射
陸龜和盾臂龜。我們在這裏一邊觀賞烏龜，一邊看附設的文字說明。之後，我們經過行人隧
道，先右轉再左轉，到達了溫室。那裏有千奇百怪和顏色鮮豔的植物。我
們在這裏逐一細看，感到十分新奇。
今天的經歷使我大開眼界，也使我認識了更多關於動
植物的知識。今天真難忘啊！希望以後可以再來。

大野狼生病了

4D 高雋悅

這時候，小紅帽來了。她拿着一籃子蔬菜，走到奶奶的牀邊一看，灰灰的毛髮，長長的鼻
子，尖尖的爪子，這怎會是奶奶呢？害怕得瑟瑟發抖的小紅帽把籃子丟到地上，驚醒了大灰
狼。可是，他沒有追上來吃掉小紅帽，反而躲在牀底下。他既擔心小紅帽誤會了他，又害怕會
受傷。
這時，小紅帽看到牀邊一張奶奶和大灰狼的合照，頓時明白了他們是朋友。小紅帽馬上把大
灰狼扶起來，然後打算為大灰狼煮湯。
湯的香味傳遍了整個森林，獵人被香味吸引，他隨着香味走
到奶奶的家。他從窗邊探頭一看，發現大灰狼正在熟睡。這時獵
人便打起壞主意：如果把大灰狼捉了，做成大衣，一定很值錢！
他便舉起槍對着大灰狼。
煮好湯的小紅帽往窗外看，發現舉槍的獵人，她連忙把手中
的湯向外潑到獵人身上，被發現的獵人只好落荒而逃。
大灰狼在湯的香氣中睡醒並感謝小紅帽的照顧和出手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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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上的人物百態

4D 葉羿志

今天，我和哥哥一大早到馬鞍山運動場參加運動會。
到達運動場時，那裏的人多得連針也插不進去，十分熱鬧。我和哥哥是參賽者，但由於比
賽項目還未開始，我們便先到看台上坐下。我看見有的人在看台上高談闊論，他們的聲音大得
像一群暴龍在聊天；有的人在為朋友打氣，聲音大得像獅子在吼叫；有的人在看比賽，看得十
分入神。
十二時，到我們比賽了。我參加的是擲木球，哥哥參加的是接力賽。我們一起走到運動場
上，那裏有的人在伸展手腳，進行熱身；有的人在深呼吸，平復心情。我是第一次參加擲木球
比賽，想不到第一次就擲了一百米，第二次更擲了一百五十米！結果我得到了冠軍。
到哥哥比賽了，他是最後一棒，等待時十分緊張。比賽開始了，有
的
人十分認真，咬緊牙關地全力衝刺；有的人跑着跑着開始氣喘吁吁；有
的人已經疲累不堪地躺在地上。哥哥的隊伍最後得到了冠軍，他高興得跳
來跳去。
這次運動會不但十分緊張，還令我十分高興。

憂慮的一天

4D 胡悅儀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
今天，看着手上的英文書，我便十分憂慮，因為再過兩天便是英文科考試。不管我把課文
溫習多少次，都會忘記課文內容。
我回想起昨天我只顧看電視，只看了一下課文，所以今天要把所有內容都溫習好。我感到
十分憂慮和緊張，心裏好像有一塊石頭壓着一樣，我的壓力十分大，大得我哭了出來。
媽媽來安慰我說：「你不用那麼緊張，你下一次不要看電視，應該早一點溫習，就不會那麼辛苦
了。」然後，媽媽和我一起溫習。最後，我總算能把課文記住。
這次的經歷，使我明白到凡事都要及早準備，所以我決定下一次要早點溫習。

難忘的一天

4D 林思語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看着家裏的雨傘，我便回想起早上借雨傘給我的那位同學，真令人難忘啊！
事情由早上說起，今天上學時下大雨了。我沒有帶雨傘，突然有個男同學跑來說：「你是不
是忘記帶傘了？」我回答：「是的。」於是，他一下子便拿出了一把傘給我，我說：「謝謝！」
我一說完，他就轉身走了。那時我很感動，心裏暖暖的，對他十分感激。
放學時，我想把雨傘還給他。我看了看雨傘，原來雨傘上有他的名字，我跑去問了問老
師，才知道他不在這間學校，我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走着走着，我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身
影，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轉過身來，我高興地說：「真巧啊！我正要還你雨傘呢！」他說：
「你是……哦！我想起來了，你是今早的女孩子。」我興奮地說：「對，今早的事謝謝你。」我
把雨傘還了給他。最後，我們同時說：「再見！」
今天的經歷真是難忘啊！原來別人幫了自己是這麼愉快的！我也想試試幫助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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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天

4E 袁楚峰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天

回家後，我的雙腳很酸軟，好像不聽使喚的，但我仍然很開心，因為我今天過了難忘的一
天。
中午吃過飯後，我約了邱浚琦去踏單車，我們從沙田出發，沿着單車徑一直踏到大埔大美
督。沿途我們看見花草樹木長得很美麗，我看見有些人在學踏單車，有些人在「打卡」，有些人
在踏家庭單車，非常熱鬧。
突然，有人在半路摔倒，我們決定折返看看發生甚麼事，原來他不小心跌倒，手腳都擦傷
了，就在這時候，他的傷口也開始流血，我立刻把他扶起，幫助他包紮。
他微笑着對我說：「我沒有事了！不用害怕！我會漸漸好起來的。」我幫助了受傷的人，感覺很
滿足。接着，我們繼續踏單車。
到了黃昏，太陽在西邊緩緩落下，十分美麗，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一件快樂的事

4E 陳梓浩

星期天，我和哥哥去爺爺家的途中，經歷了一件快樂的事。
我們在石門上火車，車廂裏人熙來攘往、座無虛席。我看見有的人在聽音樂，有的人在睡
覺，有的人在聊天。我和哥哥彼此挨著站在門口，開心地看著玻璃窗外漂亮的風景，期待見到
很久沒有見面的爺爺。
火車很快就到達馬鞍山了。人們開始你爭我趕的下車，好像遲一秒火車就要爆炸一樣！個個
都爭分奪秒。
這時，我們身後站著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我和哥哥立刻上去扶住老奶奶走出車廂。因為我
們幫助了老人家，所以她才沒有跌倒，老婆婆很感激我們。
列車門關上了，在人群散去的時候，老奶奶回頭向我們微笑的點頭，再次示意感謝我們的幫
助，這時我和哥哥都開心地笑了起來。
幫助別人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呢！我們以後也會多幫助別人。

下雨天

4E 魏嘉泳

放學回家後，我站在透明的玻璃窗前，頭上藍藍的天空中，飄着一片片白
雲。
突然，一些「大壞蛋」出現了，並開始破壞美好的天空。天空突然一片混
亂，烏雲密佈。蜻蜓緊急飛來告訴我們：「要下雨啦！要下雨啦！」
一陣陣雷聲轟隆隆地響起來，雨嘩啦啦地掉下來，好像在彈奏激昂的樂
曲。極響亮的雷聲嚇得我臉孔發青，手也在發抖。路上的行人全身像「落湯
雞」一樣濕，他們飛快地往家裏跑。而慢吞吞的蝸牛則在我的窗邊徐徐地行走。
雨漸漸細了，花兒快樂地笑了。我嗅到雨水的味道，混和着淡淡的泥土味。我伸手一摸，
摸到清涼的雨水正忙着為大地清潔。
雨終於停了，天空慢慢出現一道五彩繽紛的彩虹，非常漂亮！我立刻拿起手機拍照留念。
如果沒有下雨天，我又怎麼能看到漂亮的彩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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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動物

4E 周泓臻

我喜歡的動物有小兔、小貓、小狗和小倉鼠等。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倉鼠，牠的名字叫胖
胖。
胖胖是一隻活潑又可愛的小倉鼠。牠有惺忪的眼睛、半圓的耳朵、嘴巴小得幾乎看不見。牠
全身都是毛茸茸的，就好像一個小毛球。我撫摸牠時，就像觸碰着一個軟綿綿的海綿，感覺舒
服無比！
胖胖十分喜歡吃瓜子，牠常常用雙手拿着瓜子，不停地用鋒利的牙齒啃咬手上的瓜子。牠
吃東西時，兩腮鼓得像兩個氣球， 十分有趣！此外，牠還會吃許多粟米粒和果實，像一個貪吃
的孩子。
胖胖也是一隻貪睡的倉鼠，除了吃飯和玩耍，牠一整天都在睡覺。牠
睡覺時，捲縮着身體，把頭埋在身子裏，不想讓別人看到牠，像一個害羞
的小女孩。
當我有空的時候，就會帶胖胖到公園曬太陽，與牠一起玩耍是
我人生中最大的樂趣！

第一次到香港動植物公園

4E 羅晴懿

香港有很多有特色的公園，我也去過了很多個公園，但我覺得在香港最有特色的公園是香港
動植物公園。昨天，媽媽帶我遊覽了香港動植物公園，我們真的很開心。
昨天一早，我和媽媽懷着興奮的心情上了巴士。我們下巴士後，沿着單車路行走不遠，便到
達了香港動植物公園的門口。
進入公園後，我們按着地圖走，很快就走到了溫室。進入溫室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些色
彩繽紛的花朵，有火熱的紅玫瑰，有燦爛的太陽花，有芬芳的米仔蘭等，每朵花都讓我感到賞
心悅目，心曠神怡。
接着，我們沿着溫室往前走，穿過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來到了雀籠。小鳥啾啾唱歌，鳥語花
香。籠裏有優雅的藍鶴，還有穿着粉紅色衣服的美洲紅鶴，牠們都是大自然的傑作啊！
再往前走，我們便來到了獸籠區。獸籠裏有很多頑皮的猴子，有的在伸頭縮頸，有的抓耳撓
腮，有的躲在樹叢中，有的倒掛在樹枝上，動作千奇百怪，牠們大聲地叫個不停。我覺得環尾
狐猴真的很獨特，牠的尾巴有黑白相間的圓環，獨一無二，牠還會使用多種發聲方式，用於集
合群體和警報，而且牠們的身手也非常敏捷。
再往前走，我們來到了兒童遊樂場，媽媽坐在一旁休息，我就去玩遊樂設施，玩得不亦樂
乎。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抱着難以忘懷的心情回家，在路上，我看到腳下的螞蟻也在排隊回家，
大自然真奇妙！原來處處都是「動植物公園」。我們要愛護動植物，愛護地球，愛護我們的家─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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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上的人物百態

4E 羅晴懿

風和日麗的清晨，我和同學來到運動會。我在運動場看到有的同學睡眼惺忪，有的同學期待
比賽，躍躍欲試！
比賽開始了！首先比賽的項目是六十米跑，老師的一聲哨子聲響過後，一名同學宛如一匹獵
豹般瞬間衝到最前，後面則有一群「蝸牛」慢吞吞地追趕。
在運動場的另一旁，有的同學在小食部買魚蛋吃，有的在談天說地。這時候，陳老師因為同學
的「失禮」而生氣地要求大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繼續專心地看比賽，為運動員們吶喊。
這時，全場響起了如雷般的掌聲和吶喊聲，原來是到了老師的八百米接力比賽。我也耗盡全
身的力氣為我們的班主任打氣加油。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運動會結束了，此時，勝者的驕傲和敗者的自負全都體現了出來。
「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要有「體育精神」，和一顆平和的好心態。

運動會的人物百態

4E 潘仟偉

上星期五，天氣風和日麗，我和弟弟一起出發去參加學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我們十分期
待。
到達目的地後，我便聽到「啦啦隊」的練習聲音，還看到工作人員忙碌地佈置看台，非常
熱鬧。不久，開幕儀式開始了。看台上的家長和同學都很安靜地聽着校長致詞，最後校長說：
「二零二一年度運動會正式開始！」大家都拍掌！
運動會的比賽項目真的有很多，例如：跳遠、跳高、跑步等等。各運動員都想在運動場上
大顯身手。比賽後的同學都汗流浹背，可惜比賽要分勝負，得獎的同學都高興得張大嘴巴大聲
叫；沒有拿獎的同學像個洩了氣的氣球一樣。
終於到了我們比賽的時候，我既緊張又興奮。我參加的是四乘一百米賽跑。我和隊員都想
拿到獎。比賽開始了，我未跑前聽到了很多聲音，但我跑起來的時候專心得聽不到任何聲音，
心想：跑快點！時間過得很快，到了第三棒，
小明暫時領先，他全力以赴地跑，把棒子交給
第四棒的小美，但小美不小心跌倒了！她被其
他隊伍趕上了。我們大聲說：「加油小美！」
她雖然跌倒，但她馬上起來再繼續跑！雖
然我們拿不到獎，但我們沒有放棄，繼續跑到
終點。我們認為跑步冠軍比不上「體育精神」
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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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記一則

5A 周睿哲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四日
這星期我過了一個愉快的中秋節。
星期三上午，我懷着輕奮的心情回到學校，因為明天就是中秋節了。回到學校，上音樂課
時，我們一邊搖着燈籠，一邊唱着中秋歌曲。中文課時，家長義工送了蘋果給我們，寓意「平
安」。班主任老師還送了零食給我們。放學前，老師還替我們拍了大合照呢！
星期四下午，我和媽媽到朋友家裏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然後便到家中的屋苑平台上賞月。
那裏人山人海，非常熱鬧。在那裏，我和子浩看到了各式各樣的螢光棒，有像一個球的，有拼
到長長的，還有像鏈子的……當然，我們也毫不示弱，拼了一個五角形的球體。我無意中看見
了媽媽拿着的紙燈籠不會發光，心想：既然紙燈籠不能發光，我就放些螢光棒進去，這樣不就
可以發光了嗎？果真，放了螢光棒後，就能發光了。
星期天，因為前兩天玩得太累了，所以我要呆在家裏做功課和溫習，上網課。只因媽媽說：
「這兩天玩得太瘋了，你要乖乖地在家做功課。」
雖然在假期中，我們能放鬆一下，但不要忘了要溫習和做功課，要勞逸結合啊！這星期我渡
過了一個既開心又充實的中秋假期。

燒烤樂

5A 梁芷悠

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嗎？是我們學校一年一度的旅行日！今年我特別期待旅行日的到
來，因為只有高年級學生才可以燒烤呢！今天，我們會到沙田區著名的獅子山郊野公園旅行。
一路上，大家都懷着興奮的心情激烈地談論着……談論自己是多麼期待快些到達目的地。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一片綠油油的草地，粗壯的大樹，頑皮的猴子……我呼吸了一口清
新的空氣，空氣中還有芬芳的花香，頓時感到心曠神怡，享受不已。再看看同學們，他們有的
一個個爭先恐後地搶佔有利位置。大家找到位置後，都急不及待地拿出家人為自己精心準備的
燒烤美食。琳琅滿目的美食整齊地被放在桌子上，等待同學們的享用。
同學們蠢蠢欲動、難耐地等待，等待老師講解完注意事項，就一枝箭趕回燒烤場地開始進
行燒烤。有些同學獲得老師的幫助，悠閒地燒着食物。有的同學夥拍擅長廚藝的隊友，在隊友
的幫助下，開始嘗試烤食物。有些同學就比較可憐了，他們手忙腳亂的，忙了很久，才勉強點
起火頭。過了一段時間後，空氣中彌漫着美味可口的香味，令人不禁垂涎三尺。這時，有人禁
不住金黃色的雞翅膀那誘人的光澤及散發着的焦香氣味的雙重誘惑下，着急地張大嘴巴就往它
身上咬，自然而然地被燙傷了。他把舌頭伸出來，傳出「呼呼」聲。這滑稽的一幕，令同學們
哄堂大笑。
正當我們愉快地、忘懷地大吃大喝時，發現不遠處傳來一陣騷動，隨後有一隻毛絨絨的猴
子在樹上緩緩地爬下來，貪婪地望着我們的食物。我被它那可愛的臉感動了，於是給了牠一根
香蕉，那隻猴子彷彿在說「謝謝」，點了點頭，然後拿着香蕉走了。隨後氣氛回復了平靜，同學
也一邊享受香甜可口的美食，一邊開心地聊天。
這次旅行，同學們除了可以燒烤，還可以增進友情呢！真期待下一年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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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記一則

5A 黃澧培
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日

這星期經歷的事情使我學會珍惜家人。
星期三放學後，媽媽允許我和弟弟去公園玩耍。我們認識了幾個新朋友。在遊戲的過程中大
家都忘了時間，有一位小朋友在四處尋找媽媽，他越來越焦急，大家都在幫她找媽媽。突然，
我想起可以請我媽媽致電給他媽媽。他媽媽接通了電話，原來她去了洗手間。看着他抱着剛回
來的媽媽，我感動得伸手拖着媽媽的手。
星期四是國慶日，也是中秋節，我十分期待晚上和家人去沙田公園賞月。黃昏，我和他家人
享用豐富的晚餐後，大家連忙收拾出外賞月的用品和食物。我去到沙田公園，找到一處青綠的
佔據地。大家圍坐在墊子上聊天、吃月餅、玩花燈……婆婆訴說着中秋節的故事。我看着圓圓
的月亮，再看看家人們的笑臉，明白幸福不是必然的，我們要好好珍惜家人。
這個星期發生的事情使我既感動又溫馨，我要珍惜和家人相處的美好時光。

春天

5A 廖梓彤

和暖的春天來了，花兒們急忙換上了新意。冬天感覺到不對勁，便馬上溜走了。大地察覺
後，便脫下了白棉襖，被上了綠披風。
天空似乎亮了許多，空氣中散發着清香舒暢的氣息，春天的魔力真大啊！這時一滴水滴的
在我的頭上，哈哈，原來是春雨的法術啊！
我走進了山裏，發現山上已經「面目全非」了。翠綠的小草、泛紅的花朵，還有河邊
筆直的柳樹，這簡直是人間仙境一樣，太美麗了！花兒們隨着春風搖來搖去，像是在向我
招手。我繼續往前走，各種顏色的花朵呈現在眼前，有白的、紅的、黃的、藍
的……真是多不勝數。紅花和黃花最為突出，當然白花和藍花也好不甘示弱，
大家爭妍鬥麗。旁邊的柳樹爺爺鬍子飄來飄去，恍似在看戲，而且看得津津
有味。
山林深處，藏着一片花海，幾隻小麻雀吱吱渣渣地唱歌，蝴蝶飛來飛
去，在花間嬉戲遊玩，燕子在天空中翩翩起舞。花兒絢麗異常，姿態萬千。
春天啊！你是一位仙女，你把大地裝扮得漂漂亮亮，生機勃勃！

假如我有超能力

5A 姚昊伽

想像力是人類獨有的特點。睡前，我在看《超能者》，看呀看，看了一會便睡着了。
在一片朦朧中，我看到一張椅子，走近一看，「呼」一聲，一個老人家坐在椅子上。老人家
對我說我好「小孩子，我會令你有超能力。」接着我身上就出現了一道光。突然我到了一個城
市，然後飛到半空，鳥兒一飛過，我聽到的不是「吱吱」聲，而是「你好」。我的願望實現了，
我終於能聽得到動物說甚麼了。還有，我的速度和力量都大幅增加。我想這就是「超能力」。
回家途中，我發現一間銀行被搶劫，我立刻飛過去，一下子就把六個劫匪捉住，然後把他
們交給警察處理。第二天早上，我家的小貓打破了花瓶，幸好我及時抱走牠，我問他有沒有受
傷，牠說沒有。超能力真是非常有用啊！
突然媽媽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剛才的事只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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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登高

5B 周子淇

今天是重陽節，我和家人去獅子山登高，途中發生小小插曲。
我一邊走，一邊欣賞沿途美麗的風。綠油油的樹木在悠悠秋風吹
送下，枝葉輕輕地搖擺着，像在和人們打招呼。我還嗅到了遠處傳來
清香的花味。我看到遠處的一群猴子，他們有的在打鬥，有的在互相
整理，還有的在地上叫囂，十分有趣呢。
走着走着，我們經過一段小路，小路上鋪滿了沙子，我們都小心翼翼地走過，但是妹妹不
小心滑倒了，她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媽媽扶着妹妹坐在旁邊的長椅上，用紙巾輕輕拍去他身上
的沙。
雖然登高途中發生了一件驚險的事，但我玩得很高興，沿途的風景真的很漂亮。我決定要
保護這個美麗的大自然，不讓人們污染她。

難忘的一課

5A 李奕晞

你試過在英文科上做薄餅嗎？我最難忘的就是這一節課了。
昨天，上英文課的時候，我看見英文老師捧着一箱做薄餅的材料踏進課室，我們全班都呆
了，又驚又喜。原來這一節英文科老師要跟我們做薄餅，一邊學習英文。我們都立即變得興奮
起來。
首先，我們把食材：香腸、煙肉、青椒等設成一小顆，一邊學習它們的英文讀音。然後，
再把這些食材放到已準備好的薄餅皮上，我們又把這過程用英文寫下。最後，便把完成後的薄
餅放到焗爐裏了焗二十分鐘，香噴噴的薄餅就完成了。我們吃着吃着，大家一邊吃得津津有
味，一邊回想這有趣的英文課，嘴角都向上揚。
這真是最難忘的一課啊！期待下一次再和老師、同學一起烹飪學英文。

難忘的一課

5A 廖峻澤

看到那一盒精緻的木顏色筆，我便想起那節令人難忘的一課。
那天，我們期待的體育課要開始了，可是進來課室的不是體育老師，而是王老師。「王老
師，你是否進錯了課室？」班長有禮地問。王老師回答：「不是，我是來代課的，體育老師生病
了，不能來上課。」這個消息有如晴天霹靂，我們一個個呆了。過了一會兒才垂頭喪氣地看着
王老師。王老師微笑着說：「這堂課我們不如玩成語遊戲吧！」我們立即開心起來，異口同聲地
表示贊成。
老師先出題：
「形容心口不一的是哪個成語呀？」「口是心非！」明強搶先答對了一題，他
的組員歡呼起來。又過了兩題，我們才終於答對了一題，組員也大聲歡呼起來，估計三公里外
都聽得到。
到最後，我組和明強組同分，勝利的關鍵就在這最後一題了！老師出題了：「非常稀少、沒
有幾個，是指哪個成語呀？」「一分一毫！」明強搶答。老師說：「不對。」「那……一星半
點！」「也不對。」「寥寥無幾！」我搶答道。「叮噹！對了 ！」老師說。因此我組勝利了！
老師送了一盒精緻的木顏色筆給我組，我們開心極了！這難忘的一課便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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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恩平賣物會

5A 杜煒晴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禧年恩平賣物會，我十分興奮，因為有攤位義賣活動，可以幫山區兒童籌
款。
早上十時，我踏進校門，看見很多熟悉的臉孔，老師同學，還有家長已經在攤位前準備。在
飾物攤位，有毛茸茸的洋娃娃，有會發出「嘟嘟」聲的機械人，有黃澄澄的小風車……還有很
多漂亮的小飾物。小女生最喜歡洋娃娃 ，小男生則喜歡機械人。很多同學都選購了自己心愛的
物品。我也買了一些小飾物送給媽媽和姐姐。
前面還有食物攤位，那裏有很多美味可口的食物，遠處就能聞到一股香濃的甜味。在食物攤
位，除了有軟綿綿的蛋糕外，還有香噴噴的曲奇和香甜的布丁……令人食指大動、垂涎三尺。
我買了一份咖哩魚丸，一邊吃，一邊逛攤位遊戲。
不一會兒，很多攤位的貨品都銷售一空。最後的環節是捐贈善款儀式。這次活動得到了家
長、老師、同學的踴躍支持，今年的籌款活動共收到三萬元善款。家教會主席在台上將支票交
給慈善機構，這次的善款將會用於資助山區貧困的兒童學生學習。
這次的義賣活動非常成功，有了這筆善款，就能夠幫助貧困的學生學習，讓更多人有機會讀
書，改變命運。今天我們有機會讀書，要好好珍惜，長大了才能夠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學會了打籃球

5B 林穎浠

這一個星期，我覺得既開心又充實，因為我學會了打籃球，我的身高好像還長高了一點
呢！
星期一，我經過籃球場時看見一些高大的哥哥在這裏打球，當我看見他們的時候，心想：
真想買一個籃球來玩，因為我想跟他們一樣高大。於是我跟爸爸請求買一個球，爸爸便一口答
應，我用期待的心情去等待明天的到來。
星期二早上，我一睡醒便看見爸爸拿着一個新的籃球，爸爸說：「我看見你這麼期待的眼
神，所以我便一大清早就趕去買籃球給你。」我興奮得在床上跳來跳去，還緊緊地擁抱着爸
爸。
到達籃球場後，我便急不及待地把球寫進籃球架裏，我射了一次又一次，才發現射球是非
常困難的。於是我便垂頭喪氣、失落地回家去。回家後，我千方百計去查找射球的方法，最後
我在網上找了很多資料，看了很多影片，我相信我能慢慢掌握
射球的技巧。
星期四，我再次踏入籃球場，我信心滿滿地步入球場，因
為我學會了很多射球的技巧。我跟其他人來了一個籃球比賽，
我覺得我自己會勝利。我首先做了個假動作，然後再射球，可
惜這一球進不了籃。接着的一球，我做好射球姿勢，終於入球
了，我找到了那種射球的感覺，接下來，「幸運女神」一直眷顧
我，投球便成功入球，最後我還得到勝利。
在這一周中，我學會了一個道理：只要不放棄，就會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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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校運會

5B 陳唯唯

今天，我參加了校運會，我過了既難忘又特別的一天。
到了運動場，我立即聽到熱鬧的歡呼聲，有的人舉起打氣牌，
有的人熱烈地拍手，有的人高聲喊着加油，真是令人興奮呢！
我參加了擲木球和短跑比賽，我的姐姐也和我一樣參加了這兩項比
賽。擲木球開始了，前面的選手拋得並不遠。到了姐姐拋木球了，她擺好姿勢，把木球拋得很
遠很遠，木球就像一匹正在飛翔的天馬在草地上掠過，所有人都發出「哇」的一聲，更馬上拍
手叫好。接着便到我了，我也擺好姿勢，我拋的木球也拋得很遠呢！最後姐姐獲得了第一名，
那獎牌金光閃閃的，很耀眼呢！
接着便到了短跑比賽，我站在起跑線上，心中的恐懼突然倍增，我感受到心裏怦怦地跳
着，但是我的信心小天使也鼓勵着我。最後，我的信心戰勝了恐懼，我勇敢地跑了出去。雖然
跑得不快，但是我也戰勝了恐懼。
這次運動會令我學會了只要憑着信心，就可戰勝心中的恐懼。希望明年可以再重回運動場
取得更好成績。

遊黃果樹瀑布

5B 張梵希

這星期我到了黃果樹瀑布遊玩，真是既開心又難忘呢!
星期一，我和媽媽經過了幾個小時的車程，終於到黃果樹瀑布了。我一看過去，那裏真是
世外桃源，秀麗怡人，我們更入住了一間小舍。
星期二，我們沿着山下的路走，周圍山巒重疊，樹木茂盛，枝葉濃密。忽然，媽媽說：「你
聽到了嗎？」我豎起了耳朵細聽，果然傳來了一陣陣瀑布流水聲，像是一陣陣鼓聲般大，由遠
而近，越來越清晰，我興奮得一路住山下直奔。
嘩！看到了，看到了！那巨大的瀑布從天而降，像一匹飛馬從空中奔馳下來，如垂落的天
幕，展示出了大自然優美和磅礡一面。
到了最後一天，我站在犀牛潭旁邊，雖然太陽還在天上發出光芒，但是瀑布底下卻下着濛
濛細雨，我的衣服和頭髮都被淋濕了，但我還是不停地用攝像機拍下壯麗的景色。
談笑聲，歡笑聲和瀑布聲連在一起，隨風在瀑布山谷中揚起，像奏出一首首動人的大自然樂
章。

人間有情

5C 許豐

每當我看見這枝鉛筆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二年級發生的事情。
那年的下學期，因為搬屋關係，我成為了一名插班生。我第一天上課時，我發現自己沒有
帶鉛筆，但我不敢告訴老師。
「叮噹叮噹……」課堂開始了。第一課是中文作文課，老師教授完畢後，我們開始寫作
了。這時我十分擔心，坐在旁邊的袁易問我：「你是不是忘記帶鉛筆呢？我可以送一枝給你。」
我非常高興地接過來，並說道：「謝謝你！」
小息的時候，袁易帶我去參觀學校：音樂室、電腦室、視藝室……自此以後，我們在小息
時也經常一起玩耍。我們一起吃零食，一起跳繩，一起做功課。這樣就這樣成為了好朋友。
在這件事中，我學會了當別人有困難時，要伸出援手，也深深感到人間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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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5B 陳琦琦

春天來了！春天來了！美麗的春姐姐慢悠悠地來到人間，喚醒了在漫長睡夢中的大地。
天空中的雲朵就像一顆顆誘人的棉花糖，令人垂涎三尺。綠油油的草地就像一塊美麗的大
地毯。柔和的風替我輕輕地抹乾了我的汗水，遠處的山都換上了翠綠的衣裳。
鮮花都盡情綻放，有許多花朵都穿上了五彩斑斕的衣裳，紅的熱烈、黃的奪目、粉的美
麗……燕子小姐、小麻雀和百靈鳥小姐合唱了一首交響曲，十分悅耳動聽。蝴蝶姑娘在空中翩
翩起舞，就像是一位舞蹈家在跳舞，千姿百態，十分吸引。小孩子們都在嬉戲，嘻嘻哈哈的歡
笑聲令氣氛熱鬧起來。勤奮的小螞蟻們也出來了，他們走路時，就像一支鉛筆，筆直地排列
着，走動着，努力地找食物。
春天呀！春天呀！你把大地裝扮得和你一樣
美麗，純潔，生機勃勃！怪不得人們都熱情地讚
美你。

春天

5B 李健龍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光飛逝，美麗的春光以細碎的步伐來到人間，奔向了沉睡中的大
地，喚醒了大地的睡意，便奔向了沒有朝氣的小草，讓他能夠挺起嫩綠的胸膛，也把已經枯萎
的花兒，換上了新衣裳。花兒對自己華麗的衣裳，引以為豪，神氣地挺起了花冠。
啊！春姑娘你那輕盈的腳步，為何不繫上銅鈴？把我也從睡夢中喚醒。
公園裏，又有春風溫柔地呼呼作響，令花枝搖曳着，像一位出色的舞蹈家，向遊人展現舞
姿，有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有的人看得讚不絕口呢！
突然，空氣中彌漫着芳香，原來是路旁邊種滿了多不勝數的野花，隨風飄到，散發着陣陣
的花香。遠處看過去，只見那些黃的雅緻，紅的奪目，粉的鮮艷，成千上萬的野花遍佈草地
上。讓我們細心觀看，就可發現小草脫穎而出，使勁地鑽出地面，向熾熱的太陽打招呼；若我
們耐心觀看，就可以發現可愛的蜜蜂在和色彩斑斕的蝴蝶在花間翩翩起舞，他們都玩得樂不思
蜀呢！
只要我們仰望長空，便可以看到一隻隻的燕子成群結隊地飛向南方，也可以看見一隻隻威武
的雄鷹在蔚藍的天空中展翅飛翔。
大自然是十分珍貴的，我們不應該破壞它，更要好好愛護它，珍惜它。春天啊！你不但命
令可愛的春姑娘把大地、花草樹木都打扮得和你一樣美麗，還讓不同的動物表演給人們看呢！

春天

5C 司徒睿莎

春天來了，喚醒了各種各樣的植物和昆蟲。
從遠處望去，大山就像連棉起伏的波浪。山上長滿了許多青葱的樹木，枝葉濃密，連影兒也
看不見。
最引人注目的是遍佈山坡的小草和花朵。綠油油的小草從泥土裏探出頭來，顯得十分柔嫩。
五彩斑斕的花朵也毫不示弱展現自己的美貌，吸引了很多美麗的蝴蝶和蜜蜂前來採蜜。穿過花
草世界。來到了一個小村莊，我聽到了歡樂的嬉戲聲，原來一群小孩在院子裏玩耍、捉迷
藏……池塘裏的鴨子呷呷地叫，好像要喚醒大地上的小動物。
哦！我愛春天，我更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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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5C 許咏瑩

春天來了，又來到春暖花開的日子了。
望向遠處看，天空藍藍的，小草綠油油的，還有一大片花海。鳥兒在天上飛來飛去，好像
在告訴我們：
「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穿過山崗，遍地開滿了鮮花，花枝搖曳。蝴蝶像一位舞蹈家，翩翩起舞。鳥兒吱吱喳喳地
叫，跟泉水嘩啦嘩啦的聲音組成了一首交響曲。小孩在田野快樂時嬉戲，他們有的在捉昆蟲、
有的在奔跑，有的在爬樹。農夫在田間忙碌地播種和耕作，他們的眼裏充滿着期望，希望春姐
姐能帶來一個豐年。
春天啊！春天啊！你是一位美麗的仙女，把大地的花兒、小草、樹木和萬物打扮得像你一
樣美麗、活潑和純潔！謝謝你！春仙子！

假如我有超能力

5C 羅健學

今天，我本打算到超級市場買日常用品的，可是在路上卻遇上堵車了。我心想：不要堵
車，希望一切順利。突然道路暢通了。路上竟然沒有發生任何交通意外。這時，我發現我擁有
心想事成的超能力。
我開心極了，決心要運用超能力幫助人。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看見一個老伯伯跌倒在地
上，動彈不得，臉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我立即運我的超能力，心想着：要還原，要還原。當
我再朝向老伯伯看看，他正如常地走路，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
這時，我突然想起我的測驗不及格，回家一定會給媽媽罵，於是我心想：要將分數變成一
百分，變成一百分。我馬上回家看看測驗卷的分數有沒有改變呢！當我拿起測驗卷一看，媽媽
就在我身後出現，結果我的分數沒有改變了，還給媽媽罵了一頓。
我希望上天會再給我一次擁有超能力的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利用它！

吃喝玩樂盡在年宵市場

5D 李雨曈

年三十晚，我們吃完年夜飯後，爸爸提議去年宵市
場買東西，我們都說好。
到了年宵市場，我們看到年宵市場裏人山人海，我
聽到叫賣的聲音，我更看到色彩繽紛的年宵攤子，整個
年宵市場分成了乾貨區和濕貨區，十分熱鬧！
走着走着，我便被萬紫千紅的年花吸引着。走近細
看，原來是絢麗的桃花和牡丹，再用力一聞，它們芬芳撲鼻，一盆盆五彩斑斕的花，真令我目
不暇給啊！
走累了，我們一家走到美食區，那裏滿是美味的街頭小食。我們被香噴噴的魚蛋吸引住了，
然後我們買了一大碗魚蛋，它的味道不但甘香可口，而且還很彈牙。走着走着，我看那裏有一
個賣冰糖葫蘆的攤檔，便去買了一個來吃，它的味道不但甜絲絲，而且香脆可口。
夜深了，我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我希望明年再來年宵市場，因為年宵市場太有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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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年宵市場

5D 魏文浩

年三十晚，我和媽媽去逛年宵市場。因為前一次去年宵市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這次要
去年宵市場，使我感到很激動。
我們走進年宵市場，裏面人山人海，工作人員指示我們向左走。我們按着指示的地方一路
走，我們看到附近有美食攤位，人們排着隊買食物，有賣冰糖葫蘆和魚丸。我們再看看有沒有
其他攤檔，我看到左邊有賣玩具的攤檔，右邊有賣乾貨的攤檔。人們熙來攘往，十分熱鬧。
我們先去賣風車的攤檔，風車的外形有四片扇葉，顏色是紅色的，可以靠風或吹氣去把風車
吹動。我發現風車沒有風的話，不一會兒就不轉動了。
我們走到美食區，先去吃冰糖葫蘆，冰糖葫蘆的外表，糯米紙包裹着車厘子，吃起來甜絲絲
的，嘴裏還齒頰留香，接着我們還吃了其他街頭小食。
吃完街，我們就準備回家，這次在年宵市場玩得很開心，希望明年再來逛年宵市場。

環保的中秋節

5D 李祐瑜

中秋節剛過去，使我明白到每個人都應該學會環保。
星期三那天，媽媽帶我到商場購物。我看到商場佈滿了色彩繽紛的燈籠，顯得很有節日氣
氛。商場裏人山人海，很多人在購買水果、月餅、燈籠等來迎接中秋。
中秋節到了，我們吃過晚飯後便到家樓下的公園玩耍。那天的月亮被雲層籠罩着。月亮一時
探出頭來，一時躲到雲裏，好像和我們捉迷藏。公園裏的人很多，有的人在賞月，有的人在玩
螢光棒和燈籠，有的人在跳健康舞。公園裏的歡笑聲讓我感受到真正的快樂。
中秋節過後，我做完了作業，趁空閒便去公園散步。我看見公園裏遺下了不少垃圾，有果
皮、發泡膠、口罩、螢光棒……這都是中秋節帶來的「後遺症」。人月團圓，環境卻遭殃。於是
我呼籲我的同學，一起發起清潔行動，把公園打掃乾淨。通過這次清潔行動，令我感到十分開
心。
如果每個人都記住把自己的垃圾帶走，拒絕使用即棄螢光棒和重用去年的燈籠，又或者發揮
創意，利用廢物製作燈籠，便能做到減少廢物，循環再造。
在這一週，我學習到不要亂拋垃圾，也要學會環保，更要珍惜我們的環境。

難忘的一課

5D 李蔚葶

雖然每個星期都會上體育課，但是有一節體育課令我非常難忘，那節課有甚麼令我感到最難
忘？就讓我來告訴你吧！
那一次體育課，老師說我們玩「躲避盤」，全班便高興地準備好比賽。比賽開始前，老師把
我們分成四組，我們班有二十人，所以每組五人。
然後，老師便宣布「比賽開始！」同學馬上把躲避盤用力地扔向我，但我身手敏捷，所以很
容易便躲開了，更把躲避盤扔向對手，一下便射中了兩位同學，同學們都投來仰慕的目光。同
學們都認真地作賽，經過一輪緊湊的比賽，第一場比賽結束。
第一場比賽完結後，我們便做觀眾，觀看其他同學的比賽，這場比賽也是很壯觀，既精彩又
激烈！
隨着鈴聲響起，比賽完結了。這節課令我非常難忘，感謝梁主任令我們上了一節難忘的體育
課。我們都期待着下一次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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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語文課

5D 曾海樂

在我轉校前，我的前班主任蘇老師給我上過最難忘的一節課，那節寫作課
全班同學都樂在其中。
隨着上課鈴聲的響起，班主任蘇老師拿着一堆彩紙和一疊作文紙走進教
室。大家一下子就知道這節課要寫作文了，全都露出了不情願的表情。
老師說：「這節課我們寫作的題目是《有趣的折紙》。」「老師不要啊！我
們不想寫作文。」同學們不情願地說。「放心吧！同學們，這次的寫作是很新穎的，絕對很有
趣。」
接着，老師就給同學們一人派了一張彩紙，並教同學們如何折小船：首先對折，再折出一
個小三角，從底下的開口向上翻出來，從兩邊向上對折，再從下往上翻出來，張開。一艘小紙
船就折好了！「好了，同學們，開始寫作文吧！把你們剛才所經歷的寫下來。」
那一次，全班同學的作文都得到了好成績，老師這種別出心裁的教導方法，使我現在都記
憶猶新。

禾木村一日遊

5E 曾宇琪

今天，我們一家人到禾木村遊覽，禾木村是新疆布爾津縣下轄的一個小村莊。
禾木村有着自然而原始的山景，禾木村的木屋和牛群形成了獨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觀，還有雪
峰、森林、草原、藍天和白雲，周圍比梧桐樹包圍住，景色十分壯麗！
我們沿着小徑，來到森林邊處，向東面的那部分樹木長滿茂密的樹葉，還有許多的野生動
物棲息在那裏呢！向西的那部分原野長滿了綠油油的青草，牛羊在那裏自由自在地吃着草，遠
處就是雪白的高山，抬頭望去，蔚藍的天空時常也有白雪飄過，令人好像置身於仙境中。
走近原野去，就會聞到森林裏飄來到清新的味道，還會聽到小鳥吱吱喳喳的聲音，特別到
了傍晚的時候，迎着撲面而來的風，舉目眺望，點點星光佈滿天邊，無限地往外延伸，延至天
邊的光，那醉人的景色令人流連忘返！
希望我能來到這兒居住呢！只要人們來到這兒，親眼看看並且去體會一番，我相信你一定
會愛上這兒的風光，這種既安靜又舒適的生活，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呢！

我的外公

5E 曾宇琪

看着發黃的照片，外公抱着我笑就像是剛剛發生的事，但我和外公已經有三、四年多沒有
見過了，但他的模樣我卻永遠不會忘記的。
他有一頭稀疏的白髮，有一隻眼睛失明了，皮膚是古銅色的，身體骨瘦如柴，雖然臉上有
深深的皺紋，但笑容卻帶給人不少的溫暖。
最後一次和他見面好像是在我九歲的時候，我年幼的時候去外公的家吃飯，他和外婆總會
做很多我喜歡吃的食物，每次都令我變成一個圓滾滾的胖子。吃完後，他會牽着我的手去散步
和談天，他時常鼓勵我，提醒我努力學習。外公的手很溫暖，就像太陽一樣！直到我八歲的時
候來香港讀書，我們就沒有頻繁的見面了。
外公啊！您無私的愛是何等的寶貴！是無邊無際的！是無論多少金錢也買不到的！您對我
的愛是永遠不會消逝的！將來長大後，我一定要好好孝敬您，您一定要身體健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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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

5E 翁逸楠

那張舊照片中的外婆看着小時候的我是很喜樂的，但好景不常，外婆在意外中逝世了，當時
我還小，不知道甚麼是去世？我只看見外婆一頭白色的頭髮，肥胖的身子漸漸便成了冰冷的屍
體……
過去的四年，婆婆對我愛護有加，我說：「婆婆，我要吃薯片！」外婆就會立即出外去買薯
片給我吃。看着她一拐一拐地走路的背影，想起也很感動！我曾經答應婆婆我會在測驗中取得
好成績的。我在測驗時，我彷彿看見了婆婆那又親切又燦爛的笑容，好像太陽一樣的溫暖！
婆婆照顧我時，她時常說：「乖孫，你當心點啊！別受涼啊！」當我在測驗中因粗心大意考得不
好成績時，媽媽就會火山爆發地責罵我為何考得不好，婆婆就會想盡辦法阻止媽媽責罵我，那
時我是一個小人兒，婆婆是一道牆壁，媽媽是一個活火山。火山爆發時，牆壁
就阻擋着岩漿流進來，以免熔化了我這個小人兒。
外婆，雖然您現在不在我身旁，但我不會忘記您的恩情的！外婆，將
來我們一定有機會在天堂再相見的。

難忘的一課

5E 盧卓樂

我在小學生涯中，經歷過無數課堂，而在眾多科目中，令我最深刻難忘的課堂是體育課。
那時是上學期的四年級，那時候是一節體育的課堂，那一堂是玩「猴子搶尾巴」遊戲。老師要
我們全班同學互相找一個同伴，老師說：「你們找到同伴後，就立即去儲物室拿兩條繩子。
接着，請你們把繩子放在褲子後，然後你們先要保護好自己的繩子，再想辦法搶走別人的繩
子，留下繩子最多的人便獲得勝利。」遊戲開始後，我貼着牆壁慢慢移動，我看見我的同伴努
力地搶別人的繩子交給我，我十分開心！這時有兩個人發現我有很多繩子，他們想搶走我的繩
子，突然我的同伴迅速地搶走了他們的繩子，之後立即逃走了，結果我和同伴就勝出了比賽，
我們真是「最佳拍檔」！最後，我們還玩了不同的遊戲，例如：足球、籃球和跳木箱等，那一
節課令我感到既刺激又好玩呢！
那一節課讓我體會到團結和合作的重要，真是令我太難忘了！

禧年恩平賣物會

5E 黃靖稀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賣物會，我感到既開心又緊張，我在賣物會中看見了許多攤位，攤
位前面已擠滿人羣，水泄不通。他們有的在品嚐美味的蛋糕，有的在買氣球，有的在義賣玩
具，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在操場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色彩奪目的攤位，攤位上售賣家長義工製作的曲奇餅，
我聞到甜絲絲的曲奇餅香味，令人垂涎三尺。結果我忍不住買了一些曲奇餅。忽然一陣香氣隨
風飄過來，把我帶到另一個攤位，原來是香噴噴的咖哩魚丸，是由一位家長義工做的，真是十
分新鮮！不少顧客好像被花香吸引的蜜蜂般爭相買來品嚐，大家都説：「老闆，我要一個！我要
一個！」
下午三時，賣物會終於完滿結束了，家長和街坊們滿載而歸，而老師和同學也做了一件有
意義的事情，學校籌集得的善款可以幫助很多人，真是人人受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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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有超能力

5E 郭梓山

一覺醒來，我竟在一個大正方體內，這裏一片藍色，好像進入一個科幻的世界裏，我用不
可思議的眼神看着這裏。回過神來後，我立刻尋找出口。不一會兒就找到出口了，我看到外面
的世界，才發現這個正方體只是這世界的冰山一角，突然我聽到有人叫：「救命啊！救命啊！」
接着，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一個很多樹枝的地方，看到一個小女孩，她的小腿被一
條樹枝插到受傷了，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的小腿，想起我以前也是童子軍，就簡單地幫她包紮
了一下，結果她竟然說不痛了，看到傷口的血不再流了，我幫她取下繃帶，竟發現沒有任何受
傷的痕跡，她一面驚訝地說：「你應該是可以治療人的醫療兵！」我疑惑地看着她，她又說：
「住在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有不同的超能力，其中有可以隔空移動牛奶的人，有力大無窮的
人，有千里眼，有順風耳，又有可以聆聽別人的心聲的超人，更可以醫治受傷的患者，就像你
一樣。」
之後她說：「非常感謝你，為了報答你，我可以滿足你一個願望！」我說：「我想……我
想……」我還沒說完，突然被一聲：「快起牀啦！」叫醒了。
原來這是一場夢啊！這場夢讓我深深地感受到擁有超能力可以幫助別人的感覺，原來是很
有意義的，即使沒有超能力，我也希望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伸出援手，幫助更多有困難的人！

燒烤樂

5E 曾宇琪

今天，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乘坐旅遊車到獅子山郊野公園燒烤。
去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粗壯的枝葉糾纏交織，遮天蔽日，太陽伯伯
只能從縫隙中照射下來，在地上留下斑駁的痕跡，行人就在光影中穿行。
秋天給人很淒美的感覺，但卻讓我很歡喜，秋天的樹是金黃色的，我
站在樹林中，望向天空，微風吹過，葉子發出「沙沙」的響聲，有的葉子隨風飄落，給大地染
上了一層金黃，直到妹妹大聲呼叫我，我才回過神來，我連忙幫媽媽把東西拿出來燒烤，我燒
了金黃的雞翼，香氣四溢，吸引了饞嘴的妹妹來看，看見她垂涎三尺的樣子，忍不住送給她
吃，結果妹妹吃得滿嘴是油，逗得我們哈哈大笑起來。我們一邊享受燒烤的樂趣，一邊說說笑
笑。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就到了黃昏，大家趕快收拾好東西後便離開那兒了。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今天，我不但可以欣賞秋天美麗的景色，享受燒烤的美食，
更可以和家人共享天倫之樂！

禧年恩平賣物會

5E 黃靖稀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賣物會，我感到既開心又緊張，我在賣物會中看見了許多攤位，攤
位前面已擠滿人羣，水泄不通。他們有的在品嚐美味的蛋糕，有的在買氣球，有的在義賣玩
具，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在操場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色彩奪目的攤位，攤位上售賣家長義工製作的曲奇餅，
我聞到甜絲絲的曲奇餅香味，令人垂涎三尺。結果我忍不住買了一些曲奇餅。忽然一陣香氣隨
風飄過來，把我帶到另一個攤位，原來是香噴噴的咖哩魚丸，是由一位家長義工做的，真是十
分新鮮！不少顧客好像被花香吸引的蜜蜂般爭相買來品嚐，大家都說：「老闆，我要一個！我要
一個！」
下午三時，賣物會終於完滿結束了，家長和街坊們滿載而歸，而老師和同學也做了一件有
意義的事情，學校籌集得的善款可以幫助很多人，真是人人受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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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童年往事

6A 江帆

又臨近中秋，我翻起相簿裏的張張照片，忽然間腦中閃過了故鄉童年過中秋的往事……
幾年前的中秋，親戚邀請了我們一起去奶奶的老家過節。當時的我既興奮又好奇，興奮的是
因為馬上就能和哥哥姐姐一起玩了，好奇的是我從沒去過奶奶老家。
到了那兒，我發現屋子是一棟的房子，還有個小院子呢！可是一進門就發現旁邊有一條大
狗，我頓時渾身發抖。我這人怕狗，由於「自保本能」亮起，我二話不說回頭就狂奔，家長怎
麼叫都沒用。當時的狗肯定很疑惑，「我都沒打算咬你，你跑甚麼？」我在哥哥的勸說後才勉強
進了們。坐在飯桌上的我面色鐵青。別說吃飯了，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狗，直冒冷汗，後來隨
便找了個藉口便逃出生天了。我和哥哥、弟弟玩了一會兒，因中午被狗嚇得沒吃多少飯，肚子
餓得發響，所以我打算進屋吃點東西。我悄悄地走着，飯
廳裏安靜得連針掉到地上都聽得見。狗還在一旁熟睡，我
拿了幾個包子就飛快地溜走了，但是走的時候太急，不小
心把掃帚碰倒了。大狗以為是小偷，開始狂吠。我扔下食
物就跑了，遲遲不敢回去。那天還是過了個「恐怖」的中
秋。
雖然我身在異鄉，卻怎麼也忘不了在故鄉的家人和那時
的糗事。我的目光停在了照片上，始終不想翻到下一頁。

一件童年往事

6A 陳俊塏

回到故鄉，我看着後院的草叢，一幕幕童年捉蟲子的快樂回憶浮現在我腦海裏，多想回到那
個時候……
那年，我的家鄉還未發展，很多地方都有草叢，裏面有各種蟲子。那時我很膽小，但後來在
朋友的指導下，我成功地學會如何捉蟲子。
在我學會捉蟲子的第二天，家裏飛進來了一隻大螳螂，牠揮舞着牠的鐮刀並在牆上行走。我
對牠炫酷的外型一見鍾情，心想一定要把它捉住。
我正要捉住牠時，牠突然張開牠的鐮刀，並亮出牠那血紅色的大牙，身體也舞動着，彷彿是
一個「武林高手」。我嚇了一跳，然後我再嘗試捉住牠。這一次牠主動進攻，牠用鐮刀捉住了我
的手，然後乘機咬了我一口。牠用鐮刀捉我的時候挺痛的，但是牠咬我一點不痛。
這時爺爺進來了，他見我很喜歡這蟲子，便直接一手捉
住牠的脖子，螳螂一直捉爺爺的手，可是爺爺不痛不癢。隨
後爺爺用繩子紮着牠的脖子，這樣我就可以捉着繩看牠飛，
卻飛不走了。
回想起那時我天真的樣子，我笑了起來。現在很少看到
蟲子了，因為家鄉漸漸發展成旅遊業大城市，環境大變，草
叢少了，蟲子也少了。真想回到那天真無邪的時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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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一則 — 颱風的一天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6A 沈祺鑫
雨

今天起床後，我準備把衣服穿上了。突然，媽媽一邊緊張
地跟我說今天打颱風，不用上課，一邊迅速地收衣服，我一邊
看着烏雲密佈的天空，又偷偷看了看書包，我心中暗喜：今天
不用上學！
經過一番努力後，媽媽終於同意我下去樓下看看，懇求媽
媽的過程如同「唐僧取西經」一般難呢！又要做功課，又要按
摩背脊的，可累死我了！下樓後，一陣大風向我攻來，我毫不
畏懼地衝向前，更大的風連續攻向我，我像是跟他們幹上了，
我左手抱着柱子，右腳用力一蹬，我好像是一個小朋友在和一
個只出了一成功力的大力士相撲似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看形勢不妙，立馬跑回家去。我回
到家，看見新聞裏報導其他地區的颱風情況，真是慘不忍睹，很多東西都吹得支離破碎，我嚇
得關掉電視。
吃飯時，我問剛回家的爸爸今天他公司那邊有沒有甚麼事。爸爸說：「我們那邊靠海，有水
浸，附近很多人都在逃亡，九死一生。」吃完晚飯後，我不禁沉思：為甚麼颱風來了，我會高
興歡喜？只不過是一天的假期，但損害了他人的生命和財產，值得嗎？那些被颱風弄得支離破
碎的家庭，不是比我們做作業還慘啊？這一刻我意識到自己的幸福。
經過這一天，很多樹木倒塌，也造成水浸。這次颱風，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

我的機器人

6A 祁詩晨

這個機器人是誰？這個機器人是由我親自設計
的「教人做功課」機械人，簡稱：祁詩晨 2 號。它
具備很多功能，包括：可以在我們不懂做題目時立
刻出現，幫助解答，而且二十四小時都可以運行。
我這個「教人做功課」機械人有豐富和熟練的
能力，他就像一位學生的貼身「小老師」。他和人
一樣，有眼、耳、口、手、腳。他的「眼睛」就是
攝錄機，在電腦的控制下，眼睛可看見我們的功課
內容，便分析答案是錯誤或正確。他的「耳朵」是
傳聲器，可以聆聽我們的要求。他的「頭頂」是可
以記錄功課內容、答案和解釋。他的「嘴巴」可以
回答我們的問題。他的「肚子」可以顯示答案和解
釋。它的「腳」是兩個輪子，可以移動到任何地
方。
我的「教人做功課」機械人有許多教人做功課的技巧。每當你的功課令你頭昏腦脹時候，我
的機械人就出現了！他會用他的眼睛來分析題目，分析完畢後，他會解釋題目，直到我們明
白。
總結而言，我的機械人有各種各樣的能力和熟練技能。科學家指出二十一世紀將進入智能機
器人的年代，具有更高級的智慧和能力的機械人，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53

我的機器人

6A 田翼俊

科技那麼發達，難道你還不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機
器人嗎？
我的忍者機器人有着與其他機器人不同的「眼睛」，
我的機器人有「血輪眼」可以讓人出現幻覺，幫助睡
眠。如果有人遇到危險，它會迅速救走這個人並離開到
安全地方；他的「手」可以從遠處拿走東西；他的
「胸」有一個保險箱，可以放置貴重的物品；而他的
「身體」是用鈦合金製造的，是非常堅硬，可以防水和
抗熱的。
這個忍者機器人當然懂得忍術，例如替身之術，可
以隨意和一個人交換位置；它也懂隱身之術，可以進入
罪犯的家，並取得相關證據。
它還具有紅外線感應器，當有人進入家裏時，他會
感應到他是不是屬於家裏的人，如果不是，就會把那個
人趕出去，因此可以用來防盜。
總括而言，他會讓人出現幻覺，幫助睡眠，可以快
速救人，還可以保管貴重的物品，希望它可以對人類有重大的幫助。

穿越時空記

6A 江帆

今天陽光明媚，我和朋友去了歷史博物館，走著走著進入了史前時代的展區。突然，我看
見旁邊有一扇開著的門，好奇心驅使我走了進去。房間裏伸手不見五指，突然眼前一黑，我一
腳踩空，掉進了一個無底洞裏……
「哎喲，痛死我了！」，我抱怨著爬了起來，屁股摔得很疼。直到我抬起頭一看，才發現我
掉到了一片森林，我滿腦子問號，一邊撥開灌木叢往前走，一邊想著怎麼回去。走了好一會
兒，我終於看到一個小村落，「有希望了！」我便朝著小村子狂奔。進了村子，我發現這裏的人
身穿著獸皮，手執石矛，而在剛才我見到了許多不知名的如巨人一般高大的植物，難道我穿越
到了石器時代？我不是在做夢吧！正在此時，那些原始人發現了我這個不速之客，馬上把我包
圍了起來。我只能手忙腳亂地用我那身體語言，告訴他們我的處境，沒想到他們居然看明白
了，還把我當神來狂磕頭，真奇怪！
既然他們把我當成至高無上的神，那我肯定要為他們做些甚麼。經過一番思索，我想起來
村子附近都有兇猛的野獸，而他們只能用石製武器對付牠們。於是我決定製作一些熱兵器和冷
兵器。根據我的指揮，原始人們終於製出了火藥和鐵器。自從有了武器後，他們對野獸進行獵
殺，正在我思考是不是做錯了選擇時，一把利刃突然從背後刺穿了我的身體，這是一種前所未
有的劇痛！原來那些原始人們早就對我有敵意，只是利用我幫助他們改進技術，畢竟我只是個
「天外來客」。漸漸的，我頭開始暈了，最後支撐不住倒在了血泊裏……
再睜開眼時，我已經回到了展區，那扇門從牆上消失了，但夢是那麼的真實，看來還是人
心難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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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記

6A 沈祺鑫

就在這天，我在全神貫注地看書時，突然一陣吸引力襲來，在我還有一點意識時發現吸力的
來源是那本書，接着我便有氣無力地昏迷了。
當我雙眼時，就迷迷糊糊看到幾個人圍著我，然後就有一個男人端了一碗味道聞上去有一點
難喝的湯並對我說：「你醒了？把藥喝了再說。」我跟指示做完並問他發生甚麼事了，我在那、
我是誰等的問題，「你不會是燒壞了腦吧？你昨天倒了在地上，我救了你。你怎會不知自己是誰
呢？」說完他就走了，房間裏只剩我和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小妹妹，我便走出去看看，小妹妹給
了我一包草藥，並讓我如果感到不舒服就吃藥。
我走出門口，把小妹妹會送給我的藥放入口袋，並仔細觀察這是甚麼朝代。這些人的服裝都
像現代的喇叭褲，很多男人都留著長髮。我一邊走，一邊看，突然一個龐然巨物出現在我眼光
的邊緣，我知道了，這是秦朝！我看到前面的宮殿，不自覺地走進去，一進去，我就看到一些
女子在跳舞，她們舞姿非常妖豔，都有水靈靈的大眼睛，樣子很美麗，卻像複製人一樣，他們
與街上的人的衣服分別應該只有多戴了華麗的發夾吧！
「來人！把他拖走拷打一頓，竟斗膽擅自出入我的宮殿！」
一聲沉重的聲音出現，也是的，我進來後就只顧觀美人了。我緊張得腿抖，剛想解釋我只
是因為好奇而情不自禁走進來的，又有一個個士兵來襲，我無計可施，只能分手抓起身旁的一
根棒子亂打並哭喊着：「我還年輕不想死，不想，不……」應該又是舊病復發了，我瞬間沒有了
力氣，跪在地上。士兵看到這樣，便立即拿長槍刺向我的心臟，我眼前一黑，應該是死了。
正當我認為自己死了時，一陣光迎來。「別睡了！要吃飯了，哥哥！」原來是妹妹拿着手電
筒照明來叫我起床，她看我醒來，又走了，我也準備走去吃飯了。「噗！」一個東西從我口袋掉
下，是那個草藥，我頓時毛骨悚然，剛剛真的只是個夢嗎?我想着……

穿越時空記

6A 劉弘玥

今天，我和家人到電影院看「侏羅紀公園」忽然，眼前一片烏黑。
過了一會兒。我慢慢地張開眼睛。我驚訝地發現我竟然到了侏羅紀時代。定神後，我戰戰兢
兢地向前走，我突然發現前面出現了一羣恐龍。我看見他們在吃草，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
「草食性動物」。於是我才放下心來，然後靜靜地等他們走過。
接著，我繼續向前走。然後，我又聽到一些恐龍在吼叫，但是我看了看前後左右也看不到有
恐龍。突然，一道陽光打了下來，於是我看了看我的頭上，才發現原來剛剛在吼叫的恐龍在天
上，原來他們在空中尋找食物。這時，我突然想到有一種非常殘暴的「肉食性恐龍」—暴龍，
真希望不要遇到牠。
過了這麼久，我也口渴了，所以我就想找些水源。走
了一會兒，我就看到了一個清澈的湖，清澈得就像是一塊
玻璃，一看就看到湖底。突然，我聽見一聲吼叫，一時間
地動天搖，遠處有隻暴龍正向我跑過來。我立即就跑，但
我一不小心就被一塊石頭絆倒，我便昏了過去。
當我醒過來時，我發現我還在電影院看「侏羅紀公
園」，今次的旅程真刺激啊！
55

最懷念的人

6A 沈祺鑫

雖然我的爺爺已經去世，但我還是記得他生前和我吃炒麵的情景。
我的爺爺是賣炒麵的，所以我每天都跟他一起吃炒麵。就在我三歲的那年，那天下着傾盆大
雨，我一如往常地跟着爺爺吃炒麵，我狼吞虎嚥地吃着炒麵，只見爺爺不同往常，他緩慢地撫
摸着我的頭說：「乖，慢慢吃，最後一次了。」我聽到這句話，轉頭望向爺爺，只見他眼泛淚光
地看着我。爺爺帶着我上樓看電視，我看得正入迷時，爺爺不見了，我偷偷地走到樓下，聽奶
奶和媽媽商量把爺爺送到醫院，我尋找並發現爺爺的蹤影，便大哭着叫他不要到醫院，爺爺眼
淚不禁落下來，他站在原地，帶着沉重的心情，跟媽媽去了醫院，一步、兩步、三步……我看
着他的身影逐漸消失。
過了幾天，我如常地在看電視，突然下面奏起了喪禮的歌曲。媽媽拉着我像風一般跑着，嘴
裏一直說着：要見最後一面！要見最後一面！到了樓下，我的心好像被一把刀插了一樣，睡在
棺材裏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爺爺！我還天真無邪地望着媽媽，媽媽強擠微笑地抱着我說：
「沒事，你爺爺只是去了另一個世界保護你罷了……」
「最後一次」，到了現在，我終於明白最後一次的含意，我後悔當時
的淘氣，我後悔當時沒有珍惜爺爺，我後悔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是「最後
一次」的見面。如果再能和爺爺一起吃一次炒麵，哪怕是夢也好……

最懷念的人

6A 黃希妍

每當我看到寶盒裏的一個英女王頭像的硬幣時，就會想起小時候爺爺對我的悉心照顧和這
個硬幣的由來。
爺爺的臉上滿佈皺紋，雖然他經常掛着一副慈祥的樣子，但生氣起來不是開玩笑的。
在我個子矮矮，身形細小，還是個「小豆丁」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件難以忘懷的事
情……那天是炎熱的一天，我一心想要到街上買雪糕，所以便一溜煙地「咻」到爺爺旁邊，此
時爺爺正在全神貫注地盯着報紙看，爺爺看到我跳過來的時候，面不改色地看着報紙向我說
道：「你肯定是想買雪糕吧，再給我一分鐘。」他還一邊翻着報紙，一邊喝飲料跟我說話，我無
奈之下在他旁邊等了差不多五分鐘，靜得連蚊子飛過的聲音也能聽到。隨後，他終於站起來，
然後拿着錢包向我示意了一個「走吧」的手勢。
我們拿着發出叮叮噹噹聲音的錢包向雪糕車走去。爺爺把眉頭一皺，努力地想要看見雪糕
車上那小小的價錢牌，然後從錢包中挑選了幾個硬幣，放在桌上。我在他挑選硬幣時，發現了
一個從他的錢包上跳下來的硬幣，我眼明手快地把它撿起來，才發現這個硬幣和普通的並不
同，上面刻着一個女人的頭像，我問了拿著雪糕的爺爺關於這個硬幣的故事，他不慌不忙地和
我解釋，還把硬幣送了給我，所以我從那時直到現在也十分珍惜它。
在那之後的幾個月後，爺爺就去世了，所以我更加珍惜這枚硬幣，看見
他就猶如看見爺爺一樣，努力去記住這段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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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太平山頂

6A 黃希妍

漆黑的晚上，我躺在床上靜靜地回想今天那美麗的景色，讓人難以忘懷，沉落於山中的「大
蛋黃」，五顏六色的光景，真令人歷歷在目……
今天早上，我們一家準備從舊山頂道走到凌霄閣，萬里無雲的天空最適合去郊外活動了！
我們開始沿着舊山頂道前進，周圍的林陰茂密翠綠，茂盛的嫩葉令人覺得格外平靜，置身於
大自然中，我感到大自然的美。我們走到路途的一半，停下來休息一會兒。目光從樹和樹之間
看去，沒有被遮擋的位置中看到了被霧霾顯得若隱若現的高樓大廈，看得不是太清楚，所以我
打算趕快走到凌霄閣上，飽覽維港景色。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才結束了我們的山路旅程，終於
看到宏偉的凌霄閣，它的氣勢磅礡，使我驚豔，外型特別的形象突顯了它的特色，從推開門進
入的一瞬間，我感受到了無比的熱鬧。
我們走到凌霄閣的頂部—觀景台，當時正值黃昏，彷彿把整片天空到鋪上了一層金黃色的紗
布，美極了！美極了！我找到觀景台的望遠鏡前，觀望着它的一舉一動，沉在山中的金太陽，
快要把我的靈魂都吸進去似的……我着了迷似的看，不知不覺地，月亮從東方跑了出來，一邊
微笑着，一邊發出皎潔的光芒。正當我的眼神要從望遠鏡移開時，再次向下看，讓我目瞪口
呆，五顏六色的光點在我面前擴散開，映入眼簾的是維港兩岸的一片光景，從維港海中的倒影
中，反射出熠熠生輝的光芒就像風景畫般，讓人如痴如醉。
那像畫一樣的美景，深深地刻在腦海中，真想不受時間的限制，盡情地飽覽維港景色，享受
着這充滿色彩的城市。

遊太平山頂

6A 陳俊塏

我和家人去了太平山頂，那壯觀的景象，真是令我印象深刻，到現在還記得憶猶新呢。
我們沿着舊山頂道往上走，我們走了很久才走到一半的路程，我實在沒有力氣，所以稍作停
留。休息時，我的目光穿過一片茂密的樹叢，我看見了被樹葉阻隔的高樓，它們是巨人拼成的
建築物。我還未來得及慢慢欣賞，就被媽媽拉走，繼續上山。
快要到達廣場時，看見一個從樹葉中伸出來的銀色建築，好像一個少年帶着面具，我們不知
道他是誰，只知道他是一個建築物。終於到了廣場，看到凌霄閣。呀！原來凌霄閣就是剛才的
少年呀。他的樣子像一個被切了一半的西瓜，用一個正方形的架子支撐着。然後，我們在廣場
買了一些紀念品後，就準備去觀景台了。
我們到了觀景台，看着下面的高樓大廈，我就像是以
前的皇帝一樣，居高臨下。中午，眼前的城市在陽光映褂
下，顯得生機勃勃，在對我們燦爛地笑着；晚霞，聖光曬
在高樓的臉上，像是讓人連忙跪下禱告；晚上，高樓綻放
屬於自己的光芒，五顏六色的光射在水面上，倒影着輝煌
的自己，在水面後的另一個平行宇宙的高樓也向高空炫耀
着。
最後，我們下山回家了。躺在床上，我回想着今天遊
太平山的經過，特別是在觀景台晚上的場景，那璀燦光輝
的燈光互相照射的場面，硬生生地在我的大腦中刻下了一
個很深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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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太平山頂

6A 江帆

相片是一種紀念品，每次看到一張張照片都能回憶起各種各樣的事，就比如說這張太平山頂
的照片，讓我回想起那座高山之下的美景。
來到舊山頂道，走到陡斜的山徑上，緩緩地向山頂凌霄閣的方向出發。沿着山徑走了一會
兒，準備休息一下，站在山徑往外俯視，翠綠的樹蔭之外，是一座座高樓大廈在藍天白雲的映
襯下，好似天上的仙工。再往前走，抬頭仰視，就能看見凌霄閣在茂密的樹葉中露出的冰山一
角。在接着往上，就能走到山頂纜車的白加道站，路徑一旁則是纜車軌道，附近還有供人休息
的長凳呢！
經過一番長途拔涉，終於來到了凌霄閣正門，右邊是山頂廣場，可謂是人山人海。從遠處
看，凌霄閣好似一個大西瓜，我想，設計師的想法真奇怪。走進門，沿着扶手電梯往上走，爬
上了最高點—「摩天台」。
來到柵欄前，無數的建築盡收眼底，與清風吹得我心礦神怡，現在俯瞰下面的高樓，如同一
塊塊積木拼砌在島上。望向遠處，白茫
茫的霧還給維港對面的景物增添了一絲
神秘感。黃昏時分，金色的陽光鋪滿大
地，彷彿被上了一身金紗，照射到海面
上反射出金色的光。夜晚時分，每家每
戶亮起燈光，五顏六色的光照亮了漆黑
的夜晚，讓人大開眼界。
香港真不愧是「東方之珠」，這樣的
絕世美景你怎能不看呢？

一件難忘的事

6B 丁嘉燦

每次，當我經過附近的小公園，勾起我那次樂極生悲的事情。
那天，我和小夥伴相約去公園踢足球。大家到齊的時候，就開始了足球賽。我們先發球，
我們的配合得很好，很快球傳到了我的腳上，我穿過了防守球的對手，看準時機一個飛球讓看
門員措手不防，成功進一球！
就在我得意忘形的時候，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上，我的膝蓋流血，屬實是我樂極生悲，小夥
伴立即決定救生計劃，立即安排救護車送我去醫院，媽媽也聞訊而來，她詢問醫生我的情況，
醫生跟媽媽說：「並不嚴重，已經消毒傷口了。」媽媽謝過醫生，就來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就
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了媽媽，她讓我任何事情都要小心行事，以免這種悲劇再次發生。
後來我康復出院，記住了媽媽曾經對我的教誨，無論發生甚麼事情，我都不會得意忘形，
因為「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話也就成為了我的座右銘。
這件事真讓我難忘，我以後再也不會得意忘形了，這次經歷銘記於心，再也不會犯這種錯
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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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

6B 丁嘉燦

今年是 2099 年，科技發達，我創造出了全人類僅有的一台的時光機器，我抱着好奇及忐忑
的心情走進時光機，這次我選擇穿越到三國時代，期待目睹史上赫赫有名的將軍。
瞬間轉移，我已經到了蜀國軍營，假裝為其中卒子，當時趙子龍將軍抱着懷裏的嬰兒，手持一
把長槍，被成千上萬的魏軍重重包圍，單槍匹馬地衝了出來，我不禁從心底發出感嘆：「古人不
慬武術精湛，居然文武雙全！」頓時，我才如夢初醒站在軍隊中，真的不知所措，幸得其他士
兵拉着我衝出圍城，這刻感受到兵荒馬亂的情況。
其後，魏軍攻陷了我們那座城池，無奈只能跟隨大軍退回蜀營，從宰相口中得知，關羽過
五關斬六將，攻陷敵軍兩座城池，我們紛紛歡呼雀躍，並為黃忠、馬超、趙雲、關羽、張飛冊
封為五虎上將，而我也感到有一點點光榮。
魏國在長久的戰鬥下被打得節節敗退。平靜了幾天，魏國突然猛攻，諸葛亮讓眾人先走，
整個城池營造「空城計」，讓敵軍不敢強攻，軍師以一己之力，嚇退了大軍，不愧是歷史有名的
軍師。曹操得知後火冒三丈，他殺掉一名大將來此警誡軍中將士。我一路跟隨軍隊，明白了古
人不單在謀略方面計算準確，惟才善用，聰明才智，真值得我們敬佩。
經歷了這一次超越時空之旅，讓我了解三國時代的歷史人物，更明白知人善用是如此重
要，雖然經歷了不少艱辛的日子，既要搬運糧食，也要對抗的人，真的刻骨銘心呢！

穿越時空

6B 張志睿

那天晚上，當我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名為《中國楚國歷史》的書時，突然感到頭暈，不需
一秒，就暈倒了。
當我醒來時，我發現人們都穿着古代的服裝，並且四處十分華麗，經過我一次又一次的查
問，才知道我身於楚王的宮殿！
從遠處傳來楚王正在責備的下人，大聲說：「屈原，你為何說我壞話？」屈原說：「大王，千
萬不要誤會，相信奸臣的讒言，也不能斷了於楚國的盟約，我是忠心的，是想為了國家着想的
啊！所以請你不要放逐我！」楚王又說：「哼！我是不會相信你的。來人，把屈原收入牢裏！」
我終於按耐不住，我衝到楚王面前，楚王嚇了一跳，並說：「 來者何人？」我説：「大王，
我只是是一位不重要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屈原，如果你不相信他，國家可能會滅亡！」楚
王不明其義，我只好把所有事情告知楚王，楚王頓時有所領悟，立即釋放屈原，並和我們在宮
殿暢所欲言……
忽然，一陣強風吹在我的身旁，我又暈倒了，當我醒來，才恍然大悟，原本發了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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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飲食

6B 廖敏淇

何謂「均衡飲食」？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指出，「均衡飲食」是
指維持健康的要素，我們應依照「健康飲食金字塔」的飲食原則，
去進行均衡飲食，才能獲得健康的身體。現在就讓我們來好好了解
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吧！
第一，我們應以穀物類為主食，並多吃蔬菜及水果，蔬果類食
物含豐富維他命及纖維質。當中紅蘿蔔、芒果、木瓜、橙等，含有
大量的維他命 A 及胡蘿蔔素，有助強化細胞，維護視力的功能。而
橙、西柚、青椒、奇異果及番茄等含有大量的維他命 C，能有效增加身體抵抗力，預防傷風感
冒。每天應進食蔬菜和二至三個水果。
第二，我們應避免進食「垃圾食品」。垃圾食品是指方便麵、火腿、肉腸等高熱量、低營養
的食品。這些食品不但缺少營養，更含有激素，不符合衞生標準，進食後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第三，我們應該多吃堅果類，來攝取身體所需的維生素 E、鋅、鎂。因為這些營養能夠增強
身體的免疫力、使骨骼健康及具有抗氧化力，有助防止自由基造成的細胞損傷。
總括而言，如果大家能根據以上建議，進行均衡營養的飲食方法，如不吃垃圾食品、多吃
蔬菜和水果，就一定能夠獲得健康的身體。因此為了我們的健康，我在此呼籲大家希望能夠控
制自己擁有一個均衡飲食的習慣，透過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從而獲得一個更強壯的身體。

遊太平山頂

6B 丁嘉燦

那天，爸媽帶我到太平山一遊，卻令我印象如此深刻，即使隔了一段時間仍是記憶猶新。
清晨，來到了舊山頂道，半路上有許多的老爺爺在跑步，往上走，計程車來來往往，偶爾聽見
鳥兒的歌唱聲，左邊的山石滿是青翠的一片綠，佈滿了青苔，令人心曠神怡。
我們漫步於山頂上迂迴曲折的小徑，走了一會兒，向下望去，高樓大廈仿如小積木，高低
有序地排列，看似可以垂手可得，卻是搖不可及，我們站在這裡欣賞那美麗的風景。繼續向前
走，路越來越陡峭，我累得疲倦不堪，望着蔚藍的天空，有白雲作伴，雲朵像極了棉花。我咬
着牙關，繼續走。不久便到達了白加道站，我坐在椅子上休息，周圍綠樹成蔭，一陣清風吹
過，都令人陶醉。
時間飛快地流逝，我便到達山頂，山頂上人山人海，我走進凌霄閣，上到了摩天台，已經
是黃昏，夕陽的餘輝把雲霞染得不同的顏色，由紅色變為橘黃色，再變為紫色，周圍都被一層
層金紗籠罩，猶如一個仙境似的，此時的太平山頂像披紗少女，夕陽徐徐落下，夜幕降臨了。
太平山頂往下望去，城市的高樓大廈閃閃發光，五光十色的燈光映襯在維多利亞港的海面上，
整個城市都在發光，怪不得被譽為「東方之珠」。附近有許多人正在拍照，還有攝影也在拍夜
景。
這次遊太平山頂令我印象深刻，太平山頂
往下望的景色很漂亮，也有許多英式的古老建
築，很多人都辛辛苦苦上到太平山只為去看一
眼風景，希望下次還能再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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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太平山頂

6B 張志睿

清晨時分，爸爸和我去香港著名的太平山，當我們到達太平山腳時，已被那山勢震撼，原
來比我想像中的太平山宏偉得多。
我們先來到舊山頂道時，一陣清風吹過我的臉龐，又看見鳥兒站在樹枝上吱吱喳喳地叫，
好像歡迎我們似的。再前往山頂廣場的路程上，我都不甘寂寞，因為有清風、鳥兒的陪伴，又
仰頭一看，就可以看到藍天白雲，這也讓我不會感到疲倦。
下午，我們終於到達了山頂廣場了，當我在看那些高樓大廈，已經細小得如積木一樣。而
且我也感到有一點累了，就去太平山頂休息一下。
下午三時，我們進入山頂廣場，同時也進入凌霄閣，那裏有各種各樣的商店，然後還有一
些五光十色的燈飾，我們一再往前走，就到了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那裏有不少名人，例如：
古天樂、陳奕迅……他們的造型維肖維妙，我不禁按下了相機的快門，在這裏留下倩影。
接着，我們順着路徑走到凌霄閣的摩天台，居高臨下飽覽「東方之珠」，維多利亞港兩岸風景，
是多麼令人陶醉。恰巧太陽剛剛下山，我們便看着那慈
祥的太陽公公緩緩地落山，淡紅的晚霞逐漸消逝，卻出
現了紫藍色的天空，真的很美呀！
到了晚上，吃過一餐美味晚餐後，又到了觀景台欣
賞晚景，夜幕低垂，整個城市，萬家燈火，仿如一顆顆
鑽石似的，真的令人嘆為觀止。望着那迷人的景色，真
的不捨得離去，只好把這美景牢記在心中，永不忘懷此
時此刻，真的忘不了！

我的機器人

6B 張志睿

我的機器人是誰？我的機器人叫做「智能家居機器人」，它不但外形美觀，而且具備高科技
的人工智能辨別的系統，除了能處理家中一切瑣事，更具備不同的功能，真是一個好幫手。
它有一雙圓碌碌的眼睛，面部是一個液晶體顯示屏幕，可反應出主人給他的指令，顯示超過
一百種不同表情的反應，而且敏感度很高，身體十分靈活。就算主人不在家，「智能家居機器
人」也能完成所有家務，只需要手機應用程式輸入指令，即時沒有人在家，也可以把家務打理
得井井有條。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家居機器人」是利用太陽能操作
的，不僅不用補充能源，而且能把太陽能化為電能，供家中的電
腦使用。它的眼睛是一個掃描器，這個掃描器可以幫助它透視各
種垃圾，然後用手上那個「灰塵吸塵機」，把家中任何物件都清
潔得一塵不染，並把垃圾化為它的能源，供它長期使用。它是節
能又省電的「智能家居機器人」。
最後，我希望大家喜歡我設計的「智能家居機器人」，如果
它們能大量生產，普及應用，一定能為人類帶來美好生活，舒適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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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懷念的人

6B 吳景泰

窗外的雨下個不停，我正在家裏收拾書櫃，忽然，一張泛黃的照片飄落在地上。照片的主
角是外婆和我的合照，霎時，那應被遺忘的記憶湧上心頭。
照片在五歲時拍的，我還記得外婆那親切的笑容，每次，當我被爸爸責罵時，她總是擁抱
我，她就是我的避難所，無論我犯了多次的錯，她總是微微一笑。還記得那天，天氣十分晴
朗，我們到超級市場買日用品，路途上，看見一間買雪糕的小店，我請求外婆買給我，外婆要
先去超市購買日常用品後，才買雪糕給我吃。沿途上，我一面吃雪糕，一面和外婆談天説地。
路途中，她突然摔倒在地上，動彈不得，我被嚇得非常害怕，不
知所措，眼淚都快從眼睛上滑下來了，路人看見，立刻幫忙報
警，救護車很快到達。當我們到達醫院，醫生告訴我們，原來只
是輕微扭傷，只需留院治療。
回憶起這些往事，我總不自覺地流下淚水，我要把和外婆的
合照好好收藏，放進一個美麗的盒子裏。外婆啊！我是多麼的想
念你啊！你的精神依然鼓勵着我、支持着我！我不會忘記您對我
的親情呢！

十兄弟

6C 施潤生

《十兄弟》這個經典故事相信大家都看過。如果讓你們選擇其中一種本領，你們會選哪一
種？而我會選「千里眼」，因為可以看風景和幫助別人。
為甚麼說能看風景呢？因為可以不需要到實際地方就能看到美麗的風景。例如：我想去看
壯觀的黃山，但卻因為疫情關係無法親身到那裏體驗到黃山的壯觀，但我能利用「千里眼」的
能力，在極遠的地方看到黃山的怪石嶙峋、形狀奇特的奇松、變幻無窮的雲海、可飲可浴的溫
泉，這何不是一種享受呢？
除了利用「千里眼」去看風景，還可以幫助別人。有人就會說：「你的『千里眼』要怎麼幫
助人？」「千里眼」有自己的幫助人的方式，例如：我利用「千里眼」看到有人在山中遇難，周
圍卻沒有人。這時，因為我的「千里眼」能看到有人遇難，可以打電話給警察，警察便可以救
他們。這不僅幫助了別人，還獲得不少的成功感。
雖然十兄弟的十個本領各有好處，但
我覺得「千里眼」最實用。既可以幫助別
人，還可以看風景，這無疑對我們有著很
多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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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的友誼

6C 杜志熙

我的桌上放着一個可愛的鬧鐘，這是我八歲生日那天，我的同桌同學小美送給我的禮物，她
希望我珍惜時間。小鬧鐘滴答滴答地訴說着同學對我的關心和友情，它是我最心愛的物品，我
一直把它當是寶貝。
以前，每天都是媽媽喊我起床，自從有了小鬧鐘，令我回憶起和小美玩耍的片段：有一次，
我和小美、小明一起跳繩，小美不小心被繩絆倒在地上，傷口流血，她哭得很傷心。於是我馬
上從書包拿出藥油和止血貼，幫她貼上。
小美，不但活潑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很樂意幫助別人。有一次我和小美、小明在放學的路
上，見到一位老婆婆拿着很多東西，非常吃力，幾乎走路都不穩。我們馬上去幫老婆婆拿了很
多東西，婆婆很開心，她稱讚我們。我們也經常一起做作業，互相學習，共同解決難題……
我看着小鬧鐘不停地走，心裏只想說：「時間過得很快」我以後不可浪費時間，努力學習。
期望我們長大後，都能真誠待人，珍惜友誼，關愛父母，回饋社會。

真誠的友誼

6C 邱愛兒

你還記得這塊生鏽的獎牌嗎？那年的熱血和激情，都已經淡了。對的，現在我們已經沒有
聯繫了，但每次想起都很懷念，一幕幕的回憶在我的腦海裡出現。
真誠的友誼是互相信任，真誠相待。友誼是不分年齡的，人的一生大約可遇八萬人，但能
做朋友的只有少數的；留在身邊的越來越少，但最後留在身邊的越來越重要。所以要珍惜，而
你是我為數不多的之一。
當時我們一起參加比賽，困難重重，我們依然沒有放棄，曾意見不同而吵過架，可我們還
一起克服了，最後還是沒能拿到第一名。我知道結果後很難過，默不作聲的走到角落，她好像
能看到我的內心一樣，走到我身邊鼓勵我說：「比賽的結果不是很重要，又不是非要拿第一名不
可，我們在這個過程經歷了那麼多，還不夠寶貴嗎？」我笑著，緊緊地抱著她說：「有你便足
夠!」
因為我們到不同的地方讀書，見面的次數也不是很多，都各忙各的，話題也沒有了。但她
依然還在我心中，記憶中，也許會淡掉，但永遠不會忘記，你說我說的對嗎？我的好朋友。

真誠的友誼

6C 陳瑪琳

每當我看到那張圖片，就會想起我和她一起玩的樣子。
記得有一次，學校組織出去玩，還要分組，我和小月被分到了一組，我們都很開心。
到達後，同學們玩的玩，跳的跳，跑的跑，十分熱鬧。到了中午，大家都找了個地方坐下來
吃飯。我和小月很快就吃完了，我偷偷地問小月說：「小月，不如我們偷偷地去玩吧。」小月
說：「這不好吧？」沒事，我便拉着小月去一片草地上玩了。
大家吃完後，老師在點名，但我們去玩樂，甚麼也不知道，有位同學說：「剛剛我好像看見
她們兩個去玩了。」老師看到我們後，說：「是誰出的主意！」我正要承認，小月說：「是
我。」老師把小月罵了一頓。
回家時，我問小月：「你沒事吧？」「沒事的。」小月說，我們都笑了笑。
唐代詩人李白說過：「桃花潭水深千呎，不及汪倫送我情」下次我也要幫助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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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的友誼

6C 雷鈺欣

我書桌上擺放着的那張相片，那時我七歲時和她的合照，她會在我傷心的時候來安慰我，在
我生病的時候照顧我，在我受傷的時候會幫我包紮傷口和問候我，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紫琪。
我和她從幼兒園就已經認識，她很活潑、可愛，很有愛心，有甚麼事都會告訴我，不會瞞
我。我們常常一起回家，一起做功課，一起溫習和玩耍。
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都參加了學校的親子旅行，我們到了目的地後，便租了幾輛自行車。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不會騎自行車，之後我便一邊扶着她，一邊慢慢地教她如何騎。最後她終
於學會了騎自行車，我和她一起手牽手地踩着自行車前進，我們還買了好多好吃的食物，玩了
很多有趣的遊戲。
唉！現在想起來真是很懷念，因為我轉到了另一間學校和學業的關
係，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繫過了。正如著名的英國作家培根：「真摯的
友誼猶如健，不到失卻時，無法體味其珍貴。」但是我相信總有一日，
我們可以好像以前一樣互相照顧和鼓勵對方。

遊長城

6C 施潤生

前年暑假，我跟姨媽去北京旅行，印象最深的就是遊長城。
那天陽光燦爛，遊人如鯽。下了車，眼前的景色令我贊嘆不絕，長城在群山之中蜿蜒起
伏，像一條伏臥的巨龍，時隱時現，正欲騰飛。我還未登上長城，就被它雄偉的姿態深深地吸
引住了。
我和姨媽隨著人流登上了長城。長城上平坦寛闊，五六匹馬都可以並駕齊驅。城牆外側垛
口相連，每隔一段路，便有一座烽火台，遠遠望去，像聳立在地上的一支支利劍，直插雲天。
城樓分為上下兩層，底層用於住宿和存放武器，上層是平台，四周是垛口。
接著，我們又繼續攀登，終於登上了八達嶺──長城最高點。站在高高的城樓上，我居高
臨下，極目遠眺，美麗山河畫收眼底。長城在疊翠而險峻的山嶺上蜿蜒遠去，一直伸向遠方，
與碧空連接，更顯得氣勢雄偉。我覺得，它像
一條有生命、想探索天際的巨龍，正在翻山
越嶺向前奔騰。
望著眼前壯觀的景象，我輕輕撫摸古老
的城牆，真佩服先人的智慧，他們創造了世
界奇蹟，我心中無比自豪，這是我們中國人
的驕傲！
我愛北京，更愛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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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童年往事

6D 曾宇欣

每當我一看到公園的遊樂設施，就會想起那件事，那件我曾經做錯的事，那件令我很後悔
的事。
在我七歲左右，我帶着妹妹去公園玩耍。在玩其中一個遊樂設施時，我越玩越開心，踩得
也越來越用力，妹妹跟不上我的節奏，就想落到地面，她小聲對我說：「不玩了、不玩了。」但
我完全聽不到，繼續玩。
突然那個遊樂設施撞到妹妹的眼角，眼角被撞得流血了，血一直在流，妹妹痛得跌坐在地
上，一直哭、一直哭。我很慌張，不知該怎麼辦。
有一位大約四十多歲的叔叔走了過來，抱着妹妹跑回了我家，我一直在後面跟着，終於來
到了家門口。叔叔敲着門叫：「有沒有人在家啊？」爸爸媽媽聽到叫聲，走了出來，看着眼角一
直流血的妹妹，他們驚慌地問：「發生甚麼事？」叔叔說：「你的女兒被公園的遊樂設施撞到眼
角了。」
妹妹被抱入房間，爸爸媽媽幫妹妹止血，拿了一些藥膏，妹妹一看到藥膏就大聲哭：「不要
擦藥！不要擦藥！」媽媽花了很多時間哄妹妹，她才答應擦藥。我偷偷躲在房門外，看着妹妹
擦藥，心裏很內疚，忍不住就哭了出來，眼淚一顆一顆地掉下來。哭了一會兒，我偷偷摸摸地
走進房間，坐在椅子上，看到妹妹的眼角，我又忍不住哭了起來。
妹妹被我的哭聲吵醒，看着我說：「沒關係的，你又不是故意的。」我弄得她的眼角永遠留
有疤痕，但她卻輕易地原諒了我！這令我的心更加愧疚。
雖然有些事已淡忘在記憶的長河裏，但這件事時時刻刻都會記得。這件事令我認識到別人
做錯事時，不要怒氣沖沖地責罵她，可以試着原諒他。

有志者事竟成

6D 陳詠淇

你知道「有志者，事竟成」是甚麼嗎？這句話中最重要的字是
「志」，「志」的意思是志向，是追求上進的勇氣和決心，所以我贊成
「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
孫中山就是一個好例子。他的志向就是推翻庸碌無能的滿清政
府。他一直生活在腐敗的社會中，他感受到當時人民的困苦，所以立
志要推翻滿清政府，協助人民脫離滿清政府的統治。經過長時間的努
力和奮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終於成功了，把滿清皇朝的統治結
束了。
「有志而成功」的例證還有很多，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科學家牛
頓。他從小就立志要為社會作出貢獻，雖然被學校趕走，但是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志向，每天
都努力自學，絲毫沒有放棄的念頭。終於，他成功變成了別人眼中的偉大科學家，這又再一次
證明了「有志者」所訂立的目標一定能夠成功的道理。
雖然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也有失敗的例子，例如項羽。項羽和劉邦開戰多年，劉邦每次
失敗的時候都能忍辱負重，反思一下自己的錯誤。但相反地，項羽卻不能接受自己的失敗，最
後他戰敗時拔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件事告訴我們，你不努力，沒有志向的話，就不能扭轉
命運。
從以上事例，證明了「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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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記

6D 林豪榮

有一天，我從一個書櫃拿出一本《西遊記》來看，正看了一半時，突然有一股神奇的力
量，把我捲進書裏去。
我醒過來時，看見一隻猴子正在看着我，我仔細看看他頭上帶着金剛箍，才發現他原來就
是傳說中的孫悟空。他旁邊的僧人說：「在下是唐三藏，請問你從何方而來？」我回答他説：
「我是從二十世紀來的，請問我能和你們取西經嗎？」唐三藏點頭答應了。
突然，一個打扮漂亮的蜘蛛精襲擊我們，然後她用蜘蛛絲綁起了唐三藏和孫悟空。蜘蛛精
的手下攻擊我，情急下，我用平日上功夫班老師教我的招式抵擋他們的攻擊，經過幾輪激烈的
交戰後，我終於勉強打敗了她們。我喘着氣解開綁着他們的蜘蛛絲，孫悟空驚訝地感嘆：「兄
弟！你真厲害！」
「呼──」一陣強風吹起了地上的沙，我的視線霎時間變得模糊不清，我眼前一黑便昏過
去了。當醒過來時，就回到了現實，彷彿剛才的經歷是一場夢。
經過這段如幻似真的穿越後，我還是感到難以置信，但我仍然感到很興奮，因為我能把以
前的功夫學以致用，替唐三藏解決難題。

最懷念的人

6D 曾宇欣

一看到那張全家福，我就想起我的爺爺，想到這
裏，我的眼淚就不受控制地流下來了。
我的爺爺是一位很嚴肅的人，對我非常嚴厲，小時
候功課做得不好，他就會狠狠地責罵我，所以我小時候
都很怕他。
有一次，我的考試成績退步得很明顯，被父母責罵
了一頓，心裏很委屈，就走到房間的哭泣，這時爺爺走
了進來，對着我說：「考得差還要哭？別讓我對你失望好嗎？如果你下次考得好，我就帶你去遊
樂場玩。」
從那次開始，我就很努力地學習，終於在考試中考得好成績。我蹦蹦跳跳地跑回家，準備
將這個好消息告訴爺爺。剛到家門口，就發現很多人圍着我家門口，走近一看，就發現爺爺被
抬上了救護車，爸爸媽媽叫我在家等他們回來。
他們終於回來了，當時我馬上跑到他們面前問他們：「爺爺怎麼了？」媽媽的眼淚止不住地
往下滴，這時我就知道爺爺可能已經不在了。他們帶着我去到醫院，我看着被蓋着白布的爺
爺，臉上一時溫熱，一顆一顆晶瑩的淚珠順着臉頰滑落。我帶着哭腔對爺爺說：「爺爺，你不是
說要帶我去樂園玩嗎？怎麼說走就走了？你不是教我不能欺騙別人的嗎？」
我是多麼希望爺爺的死只是一場噩夢，夢醒後，爺爺可以回來，又在那邊講千千萬萬個人
生哲理，教我讀書識字……可惜，他沒有回來，永遠都沒有回來。
時間過得真快，爺爺已經離開了我們四年，每當我看到全家福，就不由得想起我爺爺那張
慈祥的臉龐，想起小時候爺爺與我在一起的點點滴滴。爺爺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教誨卻永
遠回響在我的腦海。我會嚴格地要求自己，不辜負爺爺對我的厚望。每想到爺爺對我好，心中
仍有酸酸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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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飲食

6D 陳詠淇

甚麼是「均衡飲食」？均衡飲食是健康的必要條件，人們每日需要從食物中攝取多種營養
素，以助他們成長。現在就讓我們來好好了解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吧！
首先，均衡飲食能讓我們身體健康。均衡飲食對於生活緊張、功課繁重的香港學生們十分
重要，所以我們都要吃蔬菜類和肉類，蔬菜可以增強身體機能及免疫力，例如：生菜、小白菜
和菜心等等。除了蔬菜類，還有肉類，適量吃肉能夠增強我們的肌肉強度，使我們更加強壯。
然後，不均衡飲食的後果不容輕視。缺少不同的營養素會引致各種各樣的問題，假如鈣攝
取不足會影響骨骼的形成與健康、蛋白質攝取不足會影響
頭髮、指甲等的形成。
接着，我們可以依照食物金字塔的原則飲食，達致均
衡飲食。食物金字塔中，寫着每天需要攝取的食物種類和
份量，我們只要依照食物金字塔進食，就能吸收各種營養
素。
總而言之，均衡飲食百利而無一害，而且十分容易達
到。只要每個人都實行均衡飲食，這樣大家都有健康的身
體，全世界也因此而看起來更有精神，活在這個世界，不
是很棒嗎？

遊太平山頂

6D 袁芊穎

今天，媽媽和我和姐姐到太平山遊玩，在舊山頂道看到有很多人在晨運，沿着山路走，我
們走到了白加道站。
走到白加道站，便感受到一股復古的氣息，白加道站在英國管治下建造，所以保留了一些
英國建築的特色，在白加道站的左手邊是翠綠的樹蔭，俯視下去，看到很多高樓大廈，這些大
廈像積木一樣，在我的眼前形成了一幅別有風味的畫作。接着我們緩緩地向凌霄閣的方向進
發。
來到凌霄閣後，前面有一個廣場，再從右邊看過去，有非常多遊人，走近一看，才發現原
來是一部已「退役」的纜車，人們正在和它拍照留念。走進凌霄閣，裏面有很多店鋪，有賣令
人們變得美麗的化妝品店，有賣美味的食物的店，也有賣令小孩子馬上開心起來的糖果店。
最後，我們到了凌霄閣的摩天台，在摩天台上仰視天空，就會看到藍天白雲，雲的形狀各
有不同，有動物、花朵、甜品的形狀。黃昏時，大陽的光散落在山上，萬物都鋪上了金紗，晚
上時高樓大廈都亮了燈，燈火通明的，有如在看「燈光秀」，美麗極了！
看了一天的美景，真是大開眼界！希望下次能夠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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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School
2A Ip Hin Long Kimi
Hi everyone! Welcome to my dream school. There are
six floors in the school.
The dancing room is on the third floor. We can dance.
We must keep it clean. We must not spit.

The art room is on the fourth floor. We can draw. We
must keep quiet. We must not play.
The garden is on the ground for. We can play. We
must keep off the grass. We must not litter.

About me
2A Leung Yan Ko, Howard
My name is Howard.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Fo Tan. I am in Class
2A in Hay Nien (Yan Ping) Primary School. I go to school on foot. I like
pizza. It is crispy and yummy. I like green. I like looking at the green grass.
I have a small family. There are four family members. I have one sister.
She is studying in kindergarten. My father is a driver. He drives a van.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I love my family.

My Best Friend
2C Kwan Sin Yao, Ancella
My best friend is May. She is six years old. She lives in Sha Tin. She is thin
and tall. She has small eyes and long hair. She is lively.

May is polite. She always says ‘thank you’. She is tidy too. She tidies her
room every day. I like her very much. I want to be her best friend forever
because she is polite and t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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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2C Lau Hau Yau, Yoyo
My name is Yoyo.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Sha
Tin. I am in Class 2C. I study I KCBC Hay Nien (Yan
Ping) Primary School.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like
strawberries. They are yummy. I like pink and sky blue. I
like looking at the sky.

I have a small family. There are four family members. I
have one sister. She is in kindergarten. My father and
mother are social workers. They help people in need.

About Me
2C Wong Sheung Yan, Leo

My name is Leo Wong.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ve in Tai Wai. I am in Class
2C.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like bananas. They are sweet and
yummy. I like red. I like red cars.
I have a small family. There are four family members. I have one brother.
He is four years old. My father is a salesperson. He sells things.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She looks after the family.

My Best Friend
2C By Yip Tsz Lun, Terence
My best friend is Ruby. She is seven years old. She lives in Tai Wai. She is
thin and tall. She has big black eyes. Her hair is long. She is nice.
Ruby is helpful. She folds the clothes and tidies her room every day. She is
polite too. She always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I like her very much.
I want to be her best friend forever because she is helpful and po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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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chool Today!
2D Lee Kai Yu, Charlotte
Today is an unforgettable day. Tom gets up at sev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He brushes his teeth and washes
his face. Then he has his breakfast.

Tom and Mum walk to school. They see a school
notice. ‘21st March is a school holiday,’ it says. They
say, ‘Oh! What can we do now?’
Finally they go to Ocean Park. They see the pandas and
the goldfish. They feel excited but tired.

No School Today!
2D Low Sherry
Today is an unforgettable day. Tom gets up at sev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He brushes his teeth and washes his face. He has sausages, an
egg and milk for his breakfast.
Tom and Mum walk to school. They see a school notice. It says,’ 21st
March is a school holiday.’ They say, ‘Oh! What can we do now?’
They go back home. Tom plays the flute and cello. They feel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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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p to Lamma Island
3A Chung Cing, Sophia
Today, my grandparents, father, mother and I went to
Lamma Island to celebrate grandpa‘s birthday.
In the morning, we went to Lamma Island by ferry from
Central.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the beach. I built a
sandcastle with my grandparents. My mother read some
books under the tree. My father swam in the sea. We felt
delighted.
In the evening, we had dinner at Chinese restaurant. We ate
dim sum, chicken, beef and seafood. It was very yummy and
delicious. Grandpa felt joyful.
Finally, I gave Grandpa a watch because he likes watches.
Grandpa felt thankful. I felt glad.

My Diary
3A Law Ming Hin, Marcus
Saturday 20th March, 2021
Sunny
It was sunny today so I went to the pond with my family. In the morning, I
had breakfast with my dad and mum. The egg noodles were very delicious.
Then, I prepared fishing hats, fishing bait and rod to the pond for fishing.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the pond by bus. After that, we started fishing.
After two hours, I caught two crabs and 10 fishes. I felt very happy
and hungry.
In the evening, we brought the fish we caught back home. Mum cooked
seafood for us. We enjoyed the dinner very much. I hope we can go fishing
again next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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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 Life
3A Feng Pui Yu, Abby
Dear Millie,
I want to go to Joyful Christmas Camp with you. The camp
is from 23rd December to 25th December. Are you free at
that time?

At the camp, we can take classes. I can play the piano but I
can’t play the violin. I want to take piano class because I am
good at piano.
We can join the Piano Contest. I am good at playing piano
and you are good at playing piano too. Let’s join! It is fun!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camp? Reply soon.

Love,
Abby

Buying Presents
3A Wong Chui Tung, Ashley

Today is Harry’s birthday. I want to buy Harry two presents because it is his
birthday.
I go to Fun Toy Shop. There are a lot of toys. I buy a toy car and a toy train
for him. They are $33 dollars.
The presents are lovely. I think he will like them. He says ‘thank you’ to me
because he is really likes the t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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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cy Chicken Filet Burger
3A Yip Tsz Chui, Icy
You need:
a cucumber
chicken breast
some lettuce
a bun

some cheese
an egg
some bacon
sweet chili sauce

Steps:
1. First cut the cucumber into slices.
2. Next put the sweet chili sauce on the Chicken breast and bake it.
3. Fry the egg and bacon.
4. Put the lettuce and the cheese on the bun.
5. Then put the egg, baked chicken breast, some slices of cucumber
and the bacon on the cheese.

6. Enjoy the Spicy Chicken Filet Burger.

My School Life
3B Chan Tsz Yeung, Cowson
Dear Kant,
I want to go to Joyful Christmas Camp with you. The camp is from 23rd
December to 25th December. Are you free at that time?
At the camp, we can take the Football class. I can play football but I can’t play
table tennis. I want to take the Football class because I am very good at playing
football. I can score a lot of goals.
We can join the Basketball Cup too. I am good at sports and you are good at
playing basketball. Let’s join! It is fun!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camp with me? Talk to you later.
Yours,
Co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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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lassmate
3B Shek Chun Ming, Kingsley
Quentina is my classmate. She is eight years old. She sits next
to me. She is an amazing student because she talks to me. She
listens to me. She doesn’t play tricks on me too.
Quentina’s favourite subject is Visual Arts. She is good at
painting pictures. She reads comics on Saturdays. On Sundays,
she visits her grandma. Her favourtie activity is swimming.

Buying Birthday Presents
3B Wong Wing Kiu, Hailey

I want to buy a birthday present for my friend Heily because it is her birthday
on 1st August. I go to a toy shop to buy a LOL doll.
I buy her a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toy. The present is nice. It is $78. I think
she will like it. I wish her a happy birthday!

My Classmate
3C Wong Kwan Nga, Gloria
Eva is my classmate. She is nine years old. She sits in front of me. She is nice.
She talks to me. She does not laugh at me.
Eva’s favorite subject is Music. She is good at singing. On Saturdays, she plays
the piano. On Sundays, she plays Chinese checkers with her friends. Her
favorite festival is Christmas. We have a party together at Christmas. We are
goo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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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airy
3C By Cheung Tsz Yu, Abigail
Saturday 1st May, 2021
Sunny
It was sunny today. 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Royal Park
Hotel with my mum and dad to have a staycation. We took
photos and enjoyed the facilities there.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a restaurant in the hotel and had
a buffet lunch. We ate salad, steak, oysters, curry chicken
and drank lemon tea. We felt full so we had some exercises.
We swam in the swimming pool. It is fun.
In the evening, we went back to our room. We had a room
service with delicious food for dinner. We had a great time
and we felt satisfied. It was a great day.

A Day at the Park
3D Cheung Wing Han, Hanna

Yesterday, Peter went to Happy Park. He played football happily.
Suddenly, Peter kicked the ball very hard and it hit a girl’s face. The girl was
injured. She got some scars on her face. Also, she broke her tooth. Her
mum was worried. She and Peter took the girl to the hospital.
Then, the doctor said she needed to undergo a big surgery. And then, Peter
felt guilty so he gave her a new doll, as the old one had dropped in the mud.
Peter prayed for the girl and hoped that she could recover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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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at the Park
3D Chu Ho Ching, Naomi
Today, Peter went to Happy Park. He played football
happily.
Suddenly, Peter kicked the ball very hard and it hit a girl’s
face. The girl was injured. She got some bruises on her face.
She was crying very painfully. Her mother was very worried.
She took the girl to the doctor and asked Peter to go with
her. At three o’clock, they met the doctor. He said the girl
was fine. What she needed was just some rest.
Peter felt guilty so he paid the bill. It was one hundred
dollars. Now Peter has no money left for himself. He even
got home on foot. His mother knew what he has done, so she
took his ball away and told him to stay in his room as
punishment.

My Diary
3D Xu Hailey
Tuesday 4th May, 2021
It was very sunny and hot today.

Sunny and hot

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a fairyland in Hong Kong Disneyland with my
mum. I went there to buy some princess dolls and some princess accessories.
They are very pretty.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a theatre. We watched a film of the Disney
characters and then w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next to the theatre. We felt
hungry so we ate some cookies and cakes. We also drank some juice. They
were tasty.

In the evening, we went to the Disney castle. We took some photos of the
beautiful castle. We were very delighted because we had a grea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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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 for Good Manners at School
5A Dai Tsz Fung, David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 good student and behave
well at school. Here are some ideas for you.
When we are in the classroom, we should talk to our
classmates politely but shall not shout at them.
Therefore, we will provide a good image to the others.
We should not be mean to them because they will be
sad. We should listen to our teachers carefully so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y say.
When we are in the library, we shall read books quietly
so our schoolmates will not feel noisy. We should not
shout at each other. Otherwise, we will disturb the
others. We should not run around in the library
because we will hit the others when we do that.
I hope this article is helpful to you and help you be a
good student.

At the Fast Food Shop
5A Chau Yui Chit, Rhys

Sunny and warm

3rd December, 2020

Today is an unforgettable day.
Sonia and I were in the Funfair Fast Food Shop to have lunch. I ate a burger
for lunch. Sonia drank cola and ate French fries. I saw a fat man sitting next
to my table.
After lunch, when I was about to go to the school, we saw a pair of
sunglasses on a table. “Whose sunglasses are these?” Sonia asked. “These
are the man’s,” I said. ‘He is fat with the short hair.’ I remembered he was
talking on the phone.
When Sonia and I wanted to take the sunglasses to the waiter, the man came
back. He looked for his sunglasses. We gave them back to him. He felt happy
and thanke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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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 in Hong Kong
5A Tsui Hei Lam, Hailey

There are a lot of interesting places in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some amazing attractions to someone
who would like to visit Hong Kong.
Ocean Park is a wonderful place in Hong Kong. I have
been there many times. You can take the cable car and
play on the exciting rides. I enjoyed watching the sea
creatures in the park. At last, I bought a keyring with a fish
in the souvenir shop. It was beautiful.
If you like birds, you can visit Hong Kong Park. You can
watch some special birds there. I have been there twice. I
took some nice photos with the birds and the plants. It was
relaxing.
I believe that these places are so amusing that they make
you feel excited.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love them.

Places in Hong Kong

5A Yeung Ting Chi, Vienn
There are so many famous places to visit in Hong Kong. Let me introduce the
Science Museum and Hong Kong Wetland Park to people who want to visit
Hong Kong.
The Science Museum is a popular place. I have been there once. It is large
and interesting. You can look at many amazing displays there. I played a lot of
educational games and learnt much knowledge about science. It was
wonderful.
If you like nature, you can go to Hong Kong Wetland Park. It is a natural place
with different animals. I have been there twice. I saw a crocodile, the
mudskippers and some special birds. Besides, I bought a toy swan as a
souvenir. It is beautiful.
If you come to Hong Kong next time, you can go to these places. I believe that
you will lik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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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 for Good Manners at School
5B Chan Hei Suen, Hazel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 good student and behave well
at school.
When we are in the classroom, we need to respect each
other. We should talk to our teachers softly because it is
polite. We should not fight with our classmates. It can hurt
others. We should get on well with one another because
we are friends.
The library is a public place. It belongs to everyone. We
should put the books back to the shelf because we need to
keep the place tidy. We should not run in the library. This
will disturb other people. We should line up when we
borrow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eople.
We should behave well in both the classroom and in the
library to make our school a better place to learn.

At the Fast Food Shop
5B Gao Xiang, Phyllis

Sunny

1st December, 2021

Today is a good day. I felt very happy.
Today Sonia and I went to Fairfun Fast Food Shop. I had cola and a burger for
lunch. A fat man sat next to my table. He was Mr Chan. He lives next to me.
Later, we wanted to go to the playground. We saw a pair of sunglasses on the
table next to us before we left. Sonia asked, ‘Whose sunglasses are these?’ ‘I
think they belong to Me Chan. He was talking on the phone,’ I said.
Sonia gave the sunglasses to me so I could take it back home and give it to
him. I took it to Mr Chan’s house. He was grateful. We felt g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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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 in Hong Kong

5B Law Chun Hei, Raven
Hong Kong is an amazing cit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wo
famous attractions to someone who would like to visit this
city.
Ocean Park is a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tourist attraction.
I have been there twice. What did I do in Ocean Park? I
rode on the cable car and watched a dolphin show. It was
unforgettable!

Disneyland is a fun and amazing theme park in Hong Kong.
I have been there many times. I took photos with cartoon
characters and bought some Mickey Mouse souvenirs
from the souvenir shop. It was magical.
Hong Kong is a wonderful city. I like it very much!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love this place.

Advice for Good Manners
5B Zhang Tsz Fung, Michael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 good student and behave well at school.
We should speak to our teachers politely because we need to respect our
teachers. We should not talk to our classmates rudely. We should be nice to
our classmates.
When we are in the library, we should put the books back to the shelf neatly
because we need to keep the library tidy. We should not talk to the librarian
rudely. We need to respect others.
We should behave well at school because we need to lear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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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sent For Dad
5C Chan Zonic

20th June, 2021

Sunny

Today is Father’s Day. I wanted to give Dad a surprise so I
got up early and made a colourful card for him.
First, I used scissors to cut out a tie. Then, I sticked the tie
on the card. Next, I colored some hearts on it. Finally, I
wrote ‘I love you so much’ inside the card. I gave the card
to Dad and said, ‘Happy Father’s Day’ Dad was surprised
and gave me a big hug.
Dad liked my card because I made the card myself. Mum
bought a plant for Dad. Mum and I gave Dad a kiss. We
bought a cake and had a buffet lunch. It was a wonderful
Father’s Day!

A Present For Dad

5C Kong Sze Chai, Samuel
20th June, 2021

Sunny

Today is Father’s Day. I got up early.
I gave Dad a surprise so I made a card
for him.
First, I cut out some heats and stuck them on the card. Next, I drew the face
of my dad in the middle of the card. Then, I wrote ‘Thank you and Happy
Father’s Day’. Finally, I drew a thumb up on the empty space. I think my card
is lovely and attractive. Dad was happy and surprised. He gave me a hug and
said, ‘Thank you. I feel happy.’
Dad liked my card because I made it all by myself and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gave him a card. Then, we went shopping in Mongkok. Dad bought a
pair of new shoes. Next, we watched a movie called ‘Stand by me’. We liked
this movie. Finally, we went back home after dinner. It was an enjoyable
Fa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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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sent For Dad
5C Situ Su Melissa

Sunny

20th June, 2021

Today is Father’s Day. I got up early. Dad is always nice to
me so I gave Dad a surprise. I made a pretty card for him. I
thought he would be very happy.
First, I used scissors to cut out a tie and stuck it on the
card. Then, I wrote ‘I love you Dad!’ on the card. After that,
I cut out some hearts and glued them on the card. Finally, I
coloured them. I thought my card was beautiful and
colourful. Dad was surprised and excited when he got the
card. He gave me a hug and said,’ Thank you! I love this
card very much,’ Dad liked it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make him a card.
My family bought a cake for Dad. Then, we had a party. He
was happy. He thanked us for celebrating Father’s Day for
him and made him glad. It was a nice Father’s Day.

Lost on Lantau

5D Chen Junxi Bosco
Last Sunday, Mr and Mrs Chan went hiking. They went to the Big Buddha.
Next, Mr and Mrs Chan got lost. Mrs Chan asked, ‘Where are we?’ They felt
worried. After that, it was getting dark. They luckily saw a man. They asked
the way to the pier. Mr Chan said,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walk from here to
the pier?’ They man showed them the way to the bus stop. ‘It takes 30
minutes,’ the man said.
Then, they arrived at the bus stop. They saw the bus just drove away. They
felt angry. In the end, they could get back to the pier because they found a
car on their way. They went home by car. They felt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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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 on Lantau

5D Lee Sze Wing Amy
Mr and Mrs Chan went hiking on Lantau Island last
Sunday. They wanted to go to the Big Buddha.
After they hiked for 1 hour, they got lost. ‘Where are we?’
asked Mrs Chan. They felt worried. They kept on walking
until they met a man. They asked the way to the bus stop.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o from here to the bus stop?’
asked Mrs Chan. ‘It takes 30 minutes,’ said the man. He
showed them the way. They went to the bus stop.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bus stop, they missed the bus.
In the end, they could get back to the pier. They met a
woman with long hair and she told them the way to get
back to the pier. They followed the route as the woman
said. They felt hopeful.

Lost on Lantau

5D Zeng Pak Yu Ethan
Last Sunday, Mr. and Mrs. Chan went to Lantau Island, but they got lost.
First, they went to the Big Buddha to take some photos. Next, they wanted to
find a place to take a rest. They walked for five kilometers. Then, they got
lost. Mrs. Chan felt worried, ‘Where are we?’

Then, they walked and walked. They met a man. Mr Chan asked,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walk from here to the bus stop?’ The man said, ‘30 minutes.’
The man showed them the way. After that, they walked to the bus stop. They
saw the bus but the bus left.
Finally, they found a taxi. They got on it immediately and went home. They felt
t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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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lucky Day
6A Rosabel Wong
What a shocking day for me! I slipped on a banana skin and
broke my arm.
Today my friend Lisa and I went to a big shopping cen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ky turned black. Lisa and I first went to the clothes shop and
bought a lot of clothes. Since the clothes were too heavy, we could not
take them for a long time and we could not buy more things. Therefore,
we went back home but it started to rain. We did not have umbrellas so
we ran to the bus stop. I was running when I slipped on a banana skin and
broke my arm. My body as well as the bags of clothes were all wet. I
wondered, ‘Why is there a banana skin?’ Luckily, a lady gave us an
umbrella and took care of us. She helped us go home.
Now, I am still very angry about who left the banana skin on the floor and
I am worried about my arm too!

A film review –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6A Lau Wang Yuet, Andy
I have just watched a musical fantasy film. It is called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The director is Tim Burton. It is a 2005 film.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Charlie and Willy Wonka. The film is about Willy
Wonka who owns a big and mystery chocolate factory. One day, Willy Wonka’s
chocolate factory rolls out a ‘Golden Ticket’ activity and five children win these
golden tickets. Therefore, these lucky children begin their adventures in the
weird Willy Wonka’s chocolate factory.
I am amused by this film because the characters are funny and lively. The
children in the film hav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have exciting journey in the
factory. I think the plot is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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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ntroduction
6A He Hui Yan, Joye
My name is Joye He. I am studying in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Yan Ping) Primary School.
I am a friendly and self-disciplined person. I am always nice to my
classmates s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in my class. Besides, I make my own
timetable so that there is a balance between my study and my leisure
time. I pay great attention to my study. I complete my homework and do
revision diligently. At school, I have been the class monitor as well as the
prefect team captain.
Moreover, I am an artistic person. I like singing and drawing. I have learnt
and practised playing the piano since I was ten years old. I have been the
Art ambassador at school. Outside school, I have won the gold award of
the First Place of Hong Kong Studens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2018. Also, I
was awarded the gold award in the solo- singing competition in the
eleventh Hong Kong Cup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esides, I performed
in a documentary about Nanhai Distri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16 and won the ‘Outstanding Young Actress’.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e a singer when I grow up because I really enjoy
singing. I work very hard on music and practise singing every night. I
participate in singing competition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know about
me. I would like to deliver the messages of positive thinking to everyone
through my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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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had a superpower
6A Lam Chun Hin, Vincent
If I had a superpower, I hoped I c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travel
to the future and fly to year 2112 when Doraemon, the robot cat,
is born.
My teacher gave me a nickname as "Doctor Vincent" since I enjoy studying. I
want to reach a doctorate degree and create robots afterwards.
Why do I want to travel to 91 years later?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how such
an intelligent robot like Doraemon can be invented. My dream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by creating robots for helping the elderly.
Nowadays, people tend to live a longer life while the birth rate is decreasing.
Therefore, a lot of elderly may live alone. They need help for cooking and doing
housework. However,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employ helpers.
If I had the superpower, I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the future so that I could
shorten my time to create robots and the elderly could benefit from it earlier.

A film review –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6B Du Sze Wan, Sharon
I have just watched an adventure film. It is called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It is produced by David Heyman and its director is Chris
Columbus. It is a 2012’s film.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Harry Potter, Ron Wesley and Hermione Granger. The
film is about Harry Potter, a boy who learns magic at Hogwarts. Hogwarts is a
boarding school for wizards. There he meets several friends who become his
closest allies and help him discover the truth about his parents’ mysterious
deaths.
I think the plot of this film is well-written. I enjoyed solving the puzzle with the
characters. I think the special effects of this film are amazing, such as the
lightening and the speaking snakes. They make the magic looks so real. I almost
believe that there are wizards among us in re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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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about charity events
6B Ding Jia Can, Desmond
20th January, 2021
Dear Miss Tao,
I am writing to you because our School Charity Club would like to help Sowers
Action to raise money for poor students in China.

We would like to help the people who are facing different problems. Some poor
children don’t have enough stationery because they have no money to buy them.
Some schools are too hot in summer because there are no fans in the classrooms.
Here are some ways to help. We would like to collect some stationery and books
and send them to the schools. We would also like to sell flags to raise money so
that the schools I mentioned above can buy fans and books for their students.
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help us organize the charity events.
If I had the superpower, I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the future so that I could
shorten my time to create robots and the elderly could benefit from it earlier.
Yours sincerely,
Ding Jia Can, Desmond
A member of School Charity Club

The two friends
6C Leung Sheung Man, Matthew
Joan and Alvin were friends but they did not get on well. Joan is hard-working
like an ant, but Alvin is as naughty as a monkey.
One day, Alvin played tricks on Joan. He put the banana skin on the ground.
Joan slipped when she walked on the banana skin and then fell on the ground.
Alvin laughed at her loudly so Joan was very angry.
The next day, Alvin and Joan went to the park. Suddenly, Alvin saw a dog. The
dog was as fierce as a tiger. Alvin felt scared of it and shouted, ‘Oh, no!’ Joan was
as brave as a lion. She helped Alvin drive the dog away.
In the end, Joan and Alvin became friends again and Alvin never played tricks on
Joa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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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ntroduction
6C Gao Huiwen, Will
My name is Gao Huiwen, Will. I am now 12 years old.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Yan Ping) Primary School for four years.
I am a caring person. I have joined the Community Youth Club for two
years. I always take care of my friends and donate money to the poor.
I am patient too. I have joined the Magic Class, Green Campus
Ambassador and the choir team. I have learnt to be patient because it
requires a lot of patience to take part in all these activities.
I want to be a Chinese teacher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Chinese
teacher, I will try my best to teach my students and guide them to a
brighter future. I need to be more attentive and patient so that I can do
better to teach my students.

A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about charity events
6C Li Nok Ching, Hailee
22nd January, 2021
Dear Miss Tao,
I am writing to you because our School Charity Club would like to help Sowers
Action to raise money for poor children in our motherland.
We would like to help the children who are living in villages and facing different
struggles. They have a very poor learning environmen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enough books, pencils or papers. Also, their schools are not good enough since
they have got very few chairs, desks or blackboards.
Here are some ways to help. We would like to run a second-hand stall. If we can
run such a stall, we can sell either stationery, crafts, food or decorations at the
school playground. Furthermore, we can ask our students to donate some books
and stationery for the poor childre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meaningful.
I hope you can support our idea. Thank you so much.
Yours sincerely,
Hailee Li
A member of School Charity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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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lm review – Ne Zha
6C Run Sheng Shi Michael
I have just watched an amazing Chinese animation which is far
better than any animations I have ever watched. It is called
Ne Zha. It has broken the Chinese Animation Records. It is
produced by Chengdu Coco Cartoon and it is directed by Jiaozi. It is based o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airy tale, and it is a 3D computer animation adventure film.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Ne Zha and his father Li Jing. The film is about Ne Zha
who is a child born with unique powers. He is recruited to fight demons and save
the community that fears him.
I am moved by this film because the plot is very touching. I would recommend
this film to my friends because the special effects are so stunning and look real.
The film is exciting and it must be your best choice if you love watching
animations.

Saving the dolphins
6D Cheng Ho Yin, Jade
I am a dolphin living in the sea. I am writing because we are facing many
problems. We need you to help save our lives.
The first problem we are facing is reclamation. You keep turning sea into land.
Therefore, there are fewer places for us to live. We will be extinct unless you stop
turning sea into land.
The second problem we are facing is water pollution. You keep dumping toxic
waste into the sea. Therefore, we will become ill and die. We cannot live in clean
water unless you stop dumping toxic waste into the sea.
The last problem is fishing. You keep fishing in areas where dolphins live.
Therefore, there are fewer fish for us to eat. We will run out of food unless you
stop fishing in areas where we live.
Please stop doing these things or you will make us die and extinct. Please help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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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Alvin and Joan
6D Cheung Ka Hin, Callum
Joan and Alvin were friends but they did not get on well. They were
both very timid. Joan is always hard-working on her study.
However, Alvin is naughty like a monkey. He likes to play tricks on
his friends.
One day, Alvin played tricks on Joan. Joan was very angry because Alvin
played tricks on her. He was as naughty as a monkey that he put a banana
skin on the floor to make Joan slip over. When Joan walked past, she really
slipped over and hurt herself. Joan was angry with Alvin.
The next day, they went to the park. Suddenly, there was a dog barking at
Alvin. The dog was as fierce as a tiger. Alvin tried to get away from the dog
but he couldn’t. Then Joan tried to help him. She gave the dog some snacks
and the dog went away.
In the end, Alvin thanked Joan and said, ‘I will not play tricks on you
anymore.’ At last, they become good friends.

Self-introduction
6D Cheung Rock
My name is Cheung Rock. I was born in 2009.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Hay Nien (Yan Ping) Primary School for three years.

I am a helpful person. I am a subject monitor in my class for two years. Being a
subject monitor, I always help others with their homework. When I have time, I
will sell flags on Sundays, hoping that the fund rasied can help people in need..
I am a sporty person too. I have joined som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Taekwondo. When there is an open day at my school, the teacher will invite me
to perform Taekwondo. Many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are amused by my
performance. They cheer me up. I am impressed by their passion too.
I want to be a firefighter when I grow up. If I become a firefighter, I will save
people from fire. I think it is a meaningful job and I hope my dream can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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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lm review – Horrid Henry’s Holiday
6D Lam Ho Wing, Gordon
I have just watched a cartoon. It is called Horrid Henry’s Holiday. It is produced
by Little Book Worm and its director is Gary Andrews. It is a 2017 film.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Henry and his family. The film is about Henry and his
family who go camping. Henry’s father wants to enjoy the nature but Henry
feels bored about that so plays tricks on his family. At last, the family cannot
enjoy the nature and they leave the camp.
I felt unpleasant about this film because Henry’s behavior is terrible although the
plot is colourful. I don’t like Henry’s behavior because he affects his family’s
holiday. His father likes nature and camping but Henry doesn’t like it so he plays
tricks on his parents. I think he is selfish. Because of his behaviors, his parents
cannot enjoy the nature at the camping. I would suggest Henry to prepare
different activities he can do at the camp beforehand so that he can enjoy the
holiday with hi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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