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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一個無限創意的空間，讓同學自由翱翔。這是他們努力的成果，讓我們一同分享吧！ 中文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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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了，牠們很害
怕，擔心回不了家，就傷心地哭了起來。
幸好，他們在路上遇到了小兔。小兔說：「你們
發生甚麼事？你們為甚麼哭？」小松鼠們說：「我們
在森林裏迷路了。」小兔樂於幫助小松鼠，小兔說：
「我帶領你們離開森林吧。」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小兔說：「過了
我的好朋友是陳雅琪。她有一雙又漂亮又 這道橋，你們就可以回家了。」小松鼠們看到這道橋
大的眼睛，一個圓圓的鼻子，一把長長的頭 很殘破，大風呼呼吹，膽小的小松鼠害怕跌進河裏。
髮。她最愛吃橙子和西瓜。
三隻小松鼠看着被風吹得搖來搖去的橋，十分害
在小息時，我們愛在課室一同玩玩具，一 怕，一步也不敢向前走。這時候，熊醫生剛剛路過，
同做功課，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 牠看見小松鼠很害怕，便決定幫助小松鼠。
一起玩跳飛機和捉迷藏，校園生活樂趣多。
熊醫生先把小松鼠抱在懷裏，接着大踏步地走，
很快就到了河的對面了。小松鼠們說：「熊醫生，謝
̳ৈ!!!!!͟ڇܮܛ2B!ౘྐा 謝你。」
過橋後，熊醫生帶小松鼠找到回家的路。小松鼠
我們學校在九月三十日舉行了公益金便服
看到媽媽滿臉愁容，於是小松鼠就說：「媽媽，我們
日活動。
回來了！」媽媽就歡天喜地說：「孩子，你們為甚麼
當天，同學們都穿着便服回到學校，有的
這麼久才回來？」小松鼠告訴媽媽今天發生的事，還
穿上牛仔褲，有的穿上格仔襯衣，大家打扮得
答應媽媽以後不會貪玩和獨個兒到森林去。
非常漂亮。
我穿上一件白色的汗衫，看起來十分醒目。
我覺得當天很有歡樂的氣氛，我愛便服日。
ԧ۞ҋ!!!!!!!!3D!Ҵضऍ
我叫余幸娟，今年八歲。我在觀塘官立小
學（秀明道）讀書，我今年讀二年級，喜歡英
文科，因為很有趣。
我的家有爸爸、媽媽、姐姐
和我。我喜歡吃草莓、雪糕和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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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代表有禮貌、愛或尊重。
上街的時候，我就喜歡媽媽、爸爸握着我的手一
起走，我覺得多麼幸福啊！

記得有一個暑假，我去探望外婆。當我一進入門
口，外婆看見我便過來握着我的手，我覺得很不舒
ཐኚ༼!!!!!!!!!3C!ӓౠሪ 服，用力的甩開她的手。媽媽看見，用眼瞪了我一下，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聖誕節。聖誕節是紀念 說我沒有禮貌。我輕聲地告訴媽媽：「外婆的手很粗
糙，好像沙紙一樣，她握着我的手，我覺得很難受。」
耶穌誕生的宗教節日。
媽媽聽了，笑着對我說：「以前外婆幹的全都是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和家人
重活，她就是靠那隻手養活你媽媽跟舅舅。你小看了
會用燈飾佈置聖誕樹，一起吃聖誕大餐，我最
外婆的那隻手啊！」
愛吃火雞。平安夜晚上，教堂有聖詩隊報佳
我聽了後覺得非常慚愧，走過去握着外婆的手，
音。我會向家人和親友送上聖誕
那時，我覺得外婆的手分外軟綿綿的。外婆的臉上，
禮物、聖誕卡等，表示孝順和關
露出了一絲笑容。
心，分享喜悅和溫馨。
我們很喜歡聖誕節，因為可
以與家人和親友一起度過這個快
樂的聖誕節。

現在，每當我回去探外婆時，一進門就會握着外
婆的那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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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小發明──帶路機械人。它的外形是
高高的和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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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體型高大威猛，性格善良而外
為甚麼我要發明這個機械人？是為了不用長 向，而且具有正義感，加上穿上一套警官制服，顯
者走得那麼辛苦。
得別具嚴肅，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這個機械人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是機械人
二十年後的我，當上了警察，為市民服務，屢
設有一個電子屏幕和附有電子地圖。電子屏幕可以 破奇案，並當掃黃、掃毒先鋒，成為優秀的警務人
顯示目的地、到達所需時間和全程距離；而電子地 員。
圖可以顯示你身處的位置，相當方便。
我現在是一個小學生，為了實現二十年後的理
如果你們不想浪費時間，而又想快捷地到達目 想，我要好好學習，鍛煉好身體，向着這美好的光
的地，機械人的飛行功能一定幫到你。如果你與目 明大道前進。為實現我的期望──世界和平而努力
的地的距離多於三公里，它便會以飛行模式來載你 奮鬥。
到目的地。
那麼，機械人是怎樣載人的呢？首先，它會放
出一張椅子，只要你坐上這張椅子，它便會有一些
透明的膠來保護你，接着，它便會以「飛行」或「步
行」形式來載你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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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後的我是一個消防員。我高大威猛，十
分勇敢。

這個機械人好用嗎？如果你們還想到一些功
小時候，我住在秀茂坪邨秀明樓，鄰居的單位
能可以加插在這個機械人內，就跟我一起來研究這
發生火警，我吸入很多濃煙。幸好有個消防員及時
個機械人吧。
救了我。我很感謝他，所以我要跟他一樣長大後成
為消防員。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勇敢的消防員，當有火警發
生的時候，我和同伴就要立即行動，趕到火警現
̈ि۞ॡ࣏!!!!!!!5C!ڒᅛྐ! 場，聽從上級命令和指揮，進行救火工作。
我們的工作是很艱苦和危險的，但是一想起在
我們每上兩節課，就會有一次小息。每當聽到
小息的鈴聲響起，很多同學都會興高采烈地離開課 火海之中的人們正等着我們的救援，我就會奮不顧
身去營救每一個人。
室。
在走廊，我們可以聽見同學談笑的聲音，有時
還會聽到老師的訓話；我們可以看見高年級的同學
在救傷站當值，他們有時在學習包紮，有時替同學
料理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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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操場，不同班級的同學都聚集在那裏，簡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乒乓球運動員。我的體格
直擠得水洩不通。我們可以聽見同學嬉戲的聲音，
強健，有毅力，更不怕失敗。我經常代表香港到世
有時也聽到老師宣佈事項及同學的廣播等。在操場
界各地比賽。
的不同角落，有人在玩「跳飛機」，有人在玩「猜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乒乓球運動員？因為我
皇帝」，有人在喝水、吃東西，當然還有風紀在當
自小就喜歡打乒乓球，所以我常常和我的乒乓球友
值……
練習。就算輸了，我也不會灰心！
可是，如果是下雨天，我們就要留在課室小
現在，我已經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乒乓球好手。
息。留在課室並不是不可以玩耍，我們可以聊聊
王皓是我的勁敵，也是我學習的好榜樣。我要加強
天，玩玩小遊戲或做家課……
個人技術，再和他一較高低。
所以，不管晴天在大操場小息，或是雨天在課
我希望自己會有更好的成績，和希望更多人喜
室小息，我們都可以輕鬆一下。因此，大部份同學
歡打乒乓球這個活動。
都會歡迎小息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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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我幫了一位老婆婆，現在回想起來
還很高興呢！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到商場買東西。正當我
們想坐電梯到上一層的時候，我看見一張紙條，
寫着「電梯壞了，若要到上一層，請用樓梯。」
電梯壞了，我們只好走樓梯。在梯間，我看
見一位老婆婆，她手上拿着一根枴杖，手上還拿
着一袋橙子，好像很狼狽似的。
正當她走了一步，橙子就從她的袋子滾了出
來，一直滾到最下層的樓梯。老婆婆想去拾，但
我說：
「婆婆，讓我來幫你吧！」說完，我就飛快
地跑到下層，把老婆婆的橙子逐一放進袋子裏。
我對婆婆說：
「婆婆，我扶您走吧，我也幫您
拿這些橙子吧！」婆婆向我道謝，並說我是一個
好孩子。
當到達目的地時，我說：
「婆婆，你要小心一
點！」我把橙子還給她，婆婆不斷說：「謝謝你，
謝謝你，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當婆婆走了，我趕快回到媽媽身邊。媽媽對
我說：
「想不到我的女兒會這麼乖啊！好吧，我帶
你買禮物去吧！」
買完禮物後，我們開開心心地回家。回家後，
我還把這件事寫在新買的日記簿裏呢！
有人說：
「我只不過是一位小學生而已，有甚
麼能力幫人呢？」其實，世界上還有許多要幫助
的人，只要多留心，就一定看見需要幫助的人。
那怕只是一點點瑣碎的事，人們也會感激你的。
經過這件事，我更能體會到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正含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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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快樂之本」，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
錯，不久前，我也有一次助人的經歷。
上周末，我如平常的周末一樣，拿着羽毛球
和球拍去球場打羽毛球。走着走着，我的腳忽然
踢到一個軟綿綿的東西，我好奇地往地上一看，
原來是一個黑色的錢包。我把錢包拾起來，打開
一看，「哇！」裏面竟然有五百大元，我心裏想：
這次發達了，五百元可以買許多我喜歡的玩具了。
我正想把這五百元佔為己有的時候，心裏又
有另一個聲音響起：爸爸經常教我不是自己的東
西不能拿，拾到失物要交給失主或警察。想到這
裏，我拿着錢包，一邊跑，一邊叫：
「是誰丟的錢
包？是誰丟的錢包……」
我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了丟失錢包的阿姨，
她拿回錢包，滿心感激，她摸摸我的頭對我說：
「你
真是一個拾金不昧的好孩子啊！」
我聽到她的稱讚，心中好像吃了蜜糖一樣「甜
滋滋」
。我深深地感受到幫助別人是一件多麼快樂
的事，「助人」真的是「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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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

記得有一次，上體育課的時候，體育老師叫
我們自由分組，每組四人。我立刻跑去跟我的「死
黨」──陳小康和楊世輝一組，而我另一位「死
黨」──劉炫楓又沒有來，於是我便找找有沒有
༊ԧઇ˞ĂԧົČČ!!!!!6C ڧ൞
同學是沒有入組的。
當我做錯了，我會勇於承擔後果，不會逃避，
那時候，只剩下一個體型胖胖的同學，老師
也不會說謊。
看見那個同學未能入組，又看見我組缺一人，就
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偷了媽媽的口紅，然
後胡亂地塗在姐姐的臉上。事後被聰明的媽媽發
現了，她狠狠地罵了我一頓。我知道自己做錯了，
向媽媽道歉，替姐姐把臉抹乾淨。媽媽說：
「做錯
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知錯能改，不要逃避，更
不要說謊。」姐姐說：
「還要記住下次不要再犯了。」
我嗚咽地說：「我知道了，不會再有下次了。」

叫他跟我們一組。我們不肯，說：
「這個……這個
同學這麼胖，一定跑得慢。」頓時，老師叫我們
走到她面前，對我們說：「每個人都有短處和長
處，你因為他跑得慢而不跟他一組。如果你的英
文弱，別人不和你在英文活動時一組，你會怎樣？
回去想想吧！」

我想：同學跑得慢我便排斥人，而我英文表
回想起來，那是我才四歲時發生的事，不過 現差勁，說不定人家也排斥我……
媽媽和姐姐那段話深深地銘記在我的心裏，讓我
下課了，我看見「他」在教同學完成作業，
明白一個道理：做錯了事，想一想自己錯在哪裏， 這時候，我終於明白讀書是他的強項，體育就是
向受害人或物件負責任，不要逃避和說謊。
他的弱項。我走過去跟他說：「剛才上體育課時，
我對你不尊重，真對不起！」他說：「沒關係！」
這個道理，我現在還深深記在腦海中。
後來，我們更成為了好朋友。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和短處，所以我們應該尊重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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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我在河邊釣魚。釣了半個多小時，
連一尾小魚都沒有上釣。我看到四周一片寂靜，
靜得讓人覺得沒有一點意思，我更有一股想回家
的念頭。可是，我轉頭一想，回到家裏也沒有事
情可做，也非常無聊。
過了五分鐘，我看到水面上的浮子在往下
沉，我心裏一陣激動。我想：皇天不負有心人，
終於釣到魚了！
這時，我的手開始有點顫抖，那是因為激動、
開心所致。我用顫抖的手慢慢地提起釣竿。哎！
釣竿下面竟然是沉甸甸的，難道是一條蛇？於
是，我小心翼翼地往上站起，人也轉身作好了逃
跑的姿勢，萬一是蛇，那就得快跑，免得被蛇咬
一口！
啊！長長圓圓的下面竟然是一面鏡子。哈
哈，那肯定不是蛇！我揉了揉眼睛仔細看了一
下。哇！是一隻大甲魚。這時，我格外開心，這
真讓人意想不到的收穫！要知道甲魚比一般魚更
要好吃，而且營養價值高很多呢！
這一次釣魚的收穫真讓我意想不到呢！回到
家裏，大家都誇我：奶奶誇我有本事，竟然能釣
起甲魚；爺爺誇我有毅力，做事有頭有尾；媽媽
誇我釣魚技術好，釣了一條大甲魚，為晚餐添菜;
爸爸誇我有出息。我因此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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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記憶中，父母親總是忙碌地工作，陪
伴我的時間總是很少。我在台灣讀書時，每天放
學，校門口總是有一個人等着我，帶我回家，那
個人就是我最敬愛的外公。
我的外公廚藝了得，很會烹飪。直到現在我
來到香港讀書，我還是忘不了外公煮的菜式：我
最喜愛的牛肉麵、米粉湯、滷雞腿和麻油雞。每
次我回台灣，他都會像進補一樣，把我養得白白
胖胖；我要回香港時，外公都會準備他親手做的
美食讓我帶回來，讓我在香港也能大快朵頤呢！
我敬愛的外公更是一個爬山高手，他已征服
了很多台灣的高山。他今年雖然已經七十歲了，
爬山的體力和速度並不輸給年青人。還記得去年
暑假，外公還帶我去爬「合歡山」
。雖然我和外公
一起走，但是到達山頂時，我已經體力透支，氣
喘如牛了，但是外公仍然精神抖擻地欣賞着風景。
我的外公就像我的避風港，每當媽媽要處罰
我時，我會立刻跑去外公的房間躲起來。當媽媽
找到我時，外公總會請媽媽原諒我。小時候，我
生病不能上學，媽媽會帶我到外公家，請外公照
顧我。

現在，我在香港讀書，不能時時刻刻見到他，
我真的好想念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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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九月十七日
星期二下午，這天是中秋節補假，我家的小
狗──鐵打生病了，我和父親帶牠去醫務所。
去到醫務所，我們等了一會便去見獸醫。鐵
打被放在診療桌上，害怕得很。醫生診斷後說牠
耳朵發炎，他摸一摸鐵打的耳朵，便聽到牠痛得
嚎哭起來。
看過醫生後，我們買了一個頭盔給鐵打，防
止牠挖耳朵時再弄傷自己。
之後幾天，鐵打耳朵都沒有好轉，醫生說牠
耳朵感染的細菌具抗藥性，所以一直沒法根治。
牠在家中帶着頭盔橫衝直撞，撞到牆上的灰都掉
下來了，我們不禁失笑。但牠因耳朵癢，不停打
那個頭盔，真是吵死了。不過看着牠這樣辛苦，
我很心痛。
星期六，我要到馬鞍山學畫畫及補習，累得
很。在等巴士時，母親的電話響了，她接聽後很
緊張地說：
「哦，真的嗎？有藥了嗎……是超級病
毒！好……我們今天儘快來拿。」掛斷電話後，
母親對我們說：「鐵打耳朵的病毒種出來了。」
我們立刻趕去醫務所為鐵打拿藥。下車後，
我們還要走一段很長的斜坡，到達醫務所時，我
們走呀走，走呀走，終於為鐵打取得藥了。
拿完藥，回家就要給鐵打吃藥，餵藥是我最
熟手，當然是由我負責這項工作。
這個星期，令我感受到擔心、緊張、煩厭、
興奮和快樂，我要對鐵打更好，給牠更多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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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的時間，已經是二零一一年，曾祖母
已經去世三年多了……
曾祖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就算她的皺紋
再多，她的臉色再蒼白，她的頭髮再凌亂，她都
會面帶笑容，讓人一看到她，就會有一種親切和
精神奕奕的感覺。
我還記得小時候，每次我回鄉，曾祖母都會
給我做很多好吃的；每次我有想買的玩具，曾祖
母都會省下自己吃早飯的錢給我，讓我買喜愛的
玩具；每次我默書不合格，媽媽要打我的時候，
曾祖母總會把我藏在背後，說：
「算了，算了，下
次努力一點就行了。」
無論我怎樣頑皮，曾祖母都不會對我露出無
奈、氣憤的表情，反而耐心地向我分析對與錯的
道理。
曾祖母，您在天上過得好嗎？會不會感到孤
單、寂寞呢？曾祖母，我一定會好
好讀書，讓在天上的您，都會為我
感到欣慰！曾祖母，我愛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