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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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
2D 林堯彤
各位家長：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聖誕節。聖誕節是紀念耶穌
孩子的眼光是闊大的，創意無限的，活潑的文
筆中帶出童心童趣，讓家長和同學一起細味。 誕生的日子。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和家人一起
中文科組
送給表姐的賀年卡

1A 韋思源

香香香，水仙香，甜甜甜，年糕甜，
漂亮賀年卡，自己做，自己畫，

到餐廳吃聖誕節大餐，然後去尖沙咀看燈飾。我會
向同學和家人送上聖誕卡和禮物，表示關心和愛
意，分享喜悅，共度歡樂時光。

家庭樂

2E 蔡煒豪

星期天，我們一家人到有機農場享受大自然的
風景。

親手送表姐。

在路上，我們看見很多花草、樹木。到了有機
農場，我看見一塊白菜田和牛，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星期日，媽媽帶我和弟弟到寶達公園遊玩。 我在草地上採了很多草給牛吃。我們一家玩得很開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朵和蝴 心。直到黃昏，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蝶，真是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
回家的路上，我們還說着今天所看到的事物呢！
我和弟弟一起盪千秋，一起玩耍。

遊公園

1B 陳德恒

日記一則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生日會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一

3C 周芷君
晴

1E 鄭嘉莉

今天，媽媽、哥哥、我、表姐和表哥一起到海
今天是二月二十六日，爸爸替我在家中舉行 洋公園遊玩。
了一個生日會。我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媽媽
我們先去玩機動遊戲，例如：
「跳樓機」
、
「滑浪
送我一個蛋糕。
飛船」……後來，我們還去了海洋世界、熊貓館。
我們上山的時候就乘纜車，下山的時候就乘電梯，
今天，我覺得很快樂。
當中有很多趣事，例如：表哥沒有扶好，差一點跌
我家是個動物園 1D 劉嘉輝 倒。這次我們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乘電梯不要談
天……
我叫劉嘉輝，我是猴子，
最愛吃香蕉，喜歡爬樹。
今天，我們很開心，也很滿足！下一次，我一
定會再來這裏玩個痛快。
爸爸是猩猩，最愛吃肉，
不愛吃生菜，不愛寫字。

小狼和小烏龜的故事

媽媽是小兔子，最愛吃青草，
喜歡蹦蹦跳，喜歡吃生菜。

3D 何敏楹

一天早上，小狼到公園晨運。

小狼在路上遇見迎面而來的小烏龜，小狼露出
頑皮的笑臉，突然向小烏龜狠狠地踢了一腳，把小
當小息的鐘聲響起，同學們立刻奔跑到操 烏龜踢到很遠的地方去。
場，當值老師看見後，就提醒同學不要再跑。
第二天一早，小狼又到公園晨運，路上又遇見

小息的時候

2A 鄭樂兒

最受同學歡迎的是小食部，同學們都排着隊 迎面而來的小烏龜，小烏龜生氣地說：
「小狼，你昨
購買食物，然後到附近的長椅子吃零食，有些同 天踢我，使我受傷了，十分痛，我很生氣呢！」小
學在看圖書和談天。
狼知道自己做錯了，他對小烏龜說：
「我知錯了，真
「我可以
有些同學會不守規則，例如：亂拋垃圾和採 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好嗎？」小烏龜說：
原諒你，但你以後要做個乖孩子。」小狼點點頭。
摘花圃裏的花朵，那些同學真沒有公德心。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互相尊重，不要傷害別
小息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同學也可以輕鬆
人，更要知錯能改。
地休息和快樂地玩耍。

看病

3A 卓文淵

小狗的自述

4D 吳天洛

上星期五，天氣預報說會刮風。出門前，媽媽
我是一隻小狗。我的外表很可愛，有一雙又小
叫我多穿衣服，但我當時不覺得冷，沒聽媽媽的話 又黑的眼睛，一條長長的小尾巴，身體是金色的。
就上學去。
我出生沒多久，就被人買了回家，我叫他「主
下午，冷空氣襲來，溫度下降。我在課室內感 人」。主人帶了我回家，就把我放在狗籠裏，還放
到有點冷，不一會兒還打了個噴嚏。
了一些食物給我，讓我有一個溫暖的家。
放學後，我告訴媽媽我的身體不舒服，媽媽帶
我很喜歡主人，他會帶我去散步、玩耍、洗澡，
我去看醫生。
有時候，主人還會跟我玩皮球。
醫生幫我檢查身體，說我發熱。他建議我打針
當我頑皮的時候，主人會教導我；當我乖巧的
和服藥，我聽說要打針，便害怕得哭了起來。
時候，主人會獎勵我、疼愛我。我真是很幸福！
晚上，我看到媽媽辛苦地照顧我，我感到非常
慚愧，我以後一定會聽媽媽的話了。

媽媽的愛

4C 梁尚文

春天，溫暖的太陽，

小息的時候

4A 梁錦培

喚醒了活潑的動物。

就像媽媽溫暖的愛，
今天小息的時候，老師告訴我要到一年級的課
給我溫暖和保護。
室教導同學做功課。

夏天，驕艷的太陽，

起初，我還不知怎麼教導同學。後來，我回想
起上課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的方法和技巧。我便 秋天，燦爛的太陽，
開始教同學學習，我感到自己非常威風。
令我們身心舒暢。
然後，我慢慢掌握到方法和技巧，我的心情很 就像媽媽對我的照料，
興奮。最後，上課的鈴聲響起，我向那位同學說再
永遠都無微不至。
見，那位同學也向我說：
「大哥哥，謝謝您的幫助，
下個小息再見。」然後，我便匆匆忙忙地回課室。

就像媽媽對我的愛，

剛進入課室的時候，中文老師說：「今天的作
文題目是『小息的時候』。」哈！哈！我就寫今天
小息到一年級課室教導同學吧！

令我健康地成長。

令大地草木茂盛地生長。
永遠都那麼關心我。
媽媽是我心中的太陽，
她照顧我的衣食住行。
她溫柔地給我溫暖，

一封慰問信
3B 馮瑋顥
這個小息是我最難忘的，我發現幫助別人真是
偉強表弟：
一件快樂的事情。
很久沒有見面了，你近來的生活好嗎？
你的媽媽昨天致電告訴我，你前天因意外受
傷，弄傷了腳踝，不能離開家裏，也不能上學。我
今天，我很興奮，因為我們會出發去宿營。 知道你不能外出，一定很不開心。不過，如果你在
回到學校，我的心情很緊張，希望時間快點 家裏好好養傷，一定會很快痊癒！
過，那就可以早點出發到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你近日沒有上學，你便不懂老師教的知識。但

日記一則

4E 吳淑榕

我看見中心內有很多給大家玩的設備。我和同 是你不用擔心，我會和你一起溫習老師教過的知識
學興高采烈地玩了足球機、繩網陣……
和補做所有的功課。那麼，你便不用擔心你不懂老
最令我難忘的是「夜行」活動。這是我首次離 師教過的知識。
開媽媽的保護區，和同學、老師一起去完成這個活
在這期間，只要你在家裏好好休息，聽醫生的
動。膽小的我終於完成了這個任務。我不但增強了 指示服藥，相信你一定會很快痊癒。
自信心，還明白和同學互相照顧的重要性。回到
祝
家，媽媽稱讚我真勇敢呢！
生活愉快，早日康復
這次的戶外活動，令我最難忘的就是克服自己
表哥
不敢去做的事，我真的長大了！
榮傑上
十月二十八日

介紹香港好去處

5A 邱麗倩

親愛的表姐：
你好媽？得知你要從美國回來香港遊玩，我
真開心！讓我來做你的導遊，帶你漫遊香港吧！
首先，我會帶你到維多利亞港海旁，因為那
裏的夜景十分美麗。入夜後，海旁兩岸的燈火耀
眼奪目，像一顆顆亮晶晶的星星。這麼美麗的夜
景，你怎能錯過呢！
第二天，我會帶你到海洋公園，它位於港島
南區。那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例如：熊貓、
海豚、海獅……園內的機動遊戲也十分好玩和刺
激，我推薦你玩海盜船、跳樓機和過山車。
第三天，我們到香港迪士尼樂園。我認為你
可以去看「米奇 3D 動畫」和「米奇金像獎表演」，
因為這些演出都十分有趣，是來到迪士尼樂園必
定會看的表演。你還可以跟可愛的米奇老鼠、善
良的灰姑娘、美麗的睡公主等卡通人物合照。
最後，當然要去逛一逛旺角的「女人街」
。那
裏賣的東西價廉物美，你可以在那裏買些手信給
親友，也可嚐一嚐香港的地道美食。
希望你喜歡我向你介紹的景點，也希望香港
能留給你一個美好的印象。
祝
身體健康
表妹
麗倩上
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我腦海中的秋天

5C 朱曉嵐

夏天悄悄地走了，換來了秋天，秀茂坪也換
上了秋裝。
沿着小石路漫步，可見小鳥們在天空自由自
在地飛翔，樹葉上有黃有綠。清爽的涼風在我身
旁吹過，樹上的葉子紛紛飄落，我說：
「秋天真清
爽呀！」我還嗅到陣陣花香。我漫步到花叢旁，
花香陣陣，連蜜蜂和蝴蝶也爭先恐後地採花粉和
花蜜。
這個令人喜愛的季節。我最愛去撿漂亮可愛
的落葉，每逢看見特別的落葉，我都會撿起來拿
回家當作書籤收藏。
我覺得秋天的時間太短暫了，只有兩個多
月。秋天姑娘，我們都非常希望妳逗留更長的時
間。
秋天，你帶給我們清爽，是個五彩繽紛的季
節。我愛秋天呀！妳帶給我們無限的快樂。

周記一則

5E 張傑洋

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我們在早會中進行頒獎活動。校長
鼓勵我們：
「你們要努力學習，不要被他人小看。」
聽了校長這話後，使我聯想到媽媽經常對我和姐
姐說的那句：
「知識改變命運。」意思都是要我們
知道：讀書的重要。所以，以後我會刻苦學習，
力爭上游。
星期五，我協助老師收簿，老師稱讚我做事
有條理，我心裏甜滋滋的。其實我覺得做甚麼事
一件尷尬的事
5D 劉玉榴
情，都要分主次，分先後，這樣做事就更加得心
就在兩年前，我和媽媽一起參加表哥的喜
應手。
宴。但是卻發生了一件讓我感到尷尬的事……
星期六，我為了下周的測驗，留在家裏認真
那一天，我剛到表哥家就上前向他道賀。之
溫習，把考試範圍重新複習、整理，希望能在測
後，我就跟我的朋友們一起到外面玩。
驗時取得好成績。
很快到中午了。吃過午飯後，我感到口渴，
正想到飲水機前倒水喝，沒想到沒水了。這時，
我東瞧瞧西望望，
「啊！找到了。」我開心得叫了
在我腦海中的秋天 5B 周泳琳
起來。這時，周圍的人都看着我，但我卻不知發
生何事，只覺不好意思。我以為這件事就這樣完
在我的腦海中，秋天是一位溫柔的姑娘。
了，可沒想到，桌上那一壺「水」又把我害了。
我走在遍地落葉的小路上，清爽的涼風輕輕
原來這是一壺米酒！當我倒「水」出來時候， 地撫摸我的臉，這讓我感覺到秋天已經來了。
就覺得這「水」的顏色怪怪的，但是我還是喝了。
秋天替翠綠的葉子換上金黃色的衣裳；替綠
「啊！這是水嗎？怎麼味道這麼怪，讓我的舌頭 油油的草地換上褐色的睡袍，看起來是多麼富有
都發麻了！」我大叫起來。這時，大家的目光又 詩情畫意啊！
投向我了，媽媽走過來，說：
「你怎麼喝米酒啊？」
秋天天氣清涼，是郊遊的好季節，登高、放
我說：
「我以為這是水！」當時旁人聽到了就忍不
風箏等活動，全都成為了秋天的遊戲。在公園玩
住笑了起來，連媽媽也笑了，我也無奈的「呵呵」
耍的小朋友不再汗流滿臉，只因秋天是多麼清涼。
兩聲……
秋天也有很多美食，大閘蟹也就是其中之
幸好，第二天大家都把這件事給忘了。現在
一。各地出產的大閘蟹中，以陽澄湖的最為有名。
想起來，我覺得自己真是傻。所以，我提醒大家：
如果不知道那東西是甚麼，千萬不要碰，以免鬧 那滑滑的蟹肉和那香香的蟹膏，可真是令人回味
無窮呀！
出像我這樣的大笑話。
在我的腦海中，秋天就是這樣美妙。在你的
腦海中，秋天又會是怎樣的呢？

我的理想──發明家

6C

梁鈺嵐

你們還記得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和二零一零年
九月十一日的災害嗎？這兩次地震和海嘯喚醒了我自
小的夢想──發明家。
我長大了要當發明家！我要發明一台儀器，能在
自然災害前的一個月預測到災害的來臨，不讓無辜的
人們受到傷害。我想：到我的發明成功時，我更會發
明一台尋親的儀器，只要在儀器上印上指紋，想找親
人的所在地就會顯示出來。這樣，那些和家人失散多
年的親人就能得到相聚，那些孤兒就能重投那溫暖的
家，過着溫馨、愉快的生活。
我更想到非洲去，探望那一班可憐的小孩們。他
們不像我們有充足的水源、足夠的食物。所以我要發
明一台「食物器」，能把泥土變成食物和水。
雖然，這只是我的夢想，但是我堅信夢想不會只
是「夢」
，在不久的將來會一一實現，能幫助世界每一
個需要幫助的人，這才是我要做發明家最終目的……
現在我還小，還有很久才長大，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一定會鑽研有關的書籍，將來成為一名發明家！

閱讀好處多

6D 何寶珊

「學海無涯」
，知識永遠學不完。閱讀不但可以讓
我們學到更多課外知識，還可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
準。閱讀不只是用眼看，還要用心去感受。
閱讀不但是開啟知識寶庫的鑰匙，還是打開心靈
的窗户。俗語說：「開卷有益」。就是告訴我們閱讀有
很多的好處，所以我們要好好讀書，讀好書，將來才
會有成就。
從小，我就不喜歡閱讀，覺得閱讀太沒意思了。
自從那次之後，我開始愛上了閱讀。
升上三年級那年，我的成績非常差，每個老師都
叫我要多看課外書，這樣，成績就會有進步。於是，
我就決定去看一些老師建議我們看的書，不知不覺，
我被書本神奇的力量吸引住了。每當經過圖書館的時
候，我都一定會忍不住走進去「尋寶」
。書對我的魔力
真的太大了。
在閱讀的過程中，我的寫作水平也慢慢提高了。
以前寫作只能寫一百多字，現在都能寫上三數百字了。
讀書的過程是艱難的，也是快樂的。漸漸地，我
從閱讀中感受到「風蕭蕭兮易水寒，壯士一去兮不復
還」的豪氣；體會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金散盡還
復來」的傲氣。
「一個家庭沒有書，就等於一間房子沒有窗。」
可想而知，閱讀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像一束陽
光，一扇微風，不僅可以提高我們的生活情趣，更能
讓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有聲有色。我們可以通過閱讀
豐富學識、增長見聞；讓生活過得更充實、更有意義。

閱讀好處多

6E 李梓杰

很多人認為閱讀不重要，有同學甚至認為閱讀就
如同背誦課文般乏味，使人提不起一點兒興趣。對於
這種看法，我並不同意。
正所謂「開卷有益」
。古往今來，不少學者文人都
博學多才，因為他們都很愛閱讀書籍，甚至廢寢忘食。
在很多學者的文章中，亦不難找到跟「開卷有益」相
關的句子，這些好詞好句，在寫作文時，我們可以加
以運用，令自己所寫的文章變得更生動和具體。所謂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這個道理，
只要我們多閱讀，就能找到自己的目標和理想。
我們也可以選擇一些知識性的報章、雜誌來閱
讀。這樣不但可讓我們掌握更多社會的資訊，提升我
們的寫作水準；更能讓我們了解歷史人物故事、天文
地理、旅遊勝地等。
在現今這個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課外書的種類
更帶給我們無限的驚喜。多閱讀就能領悟更多的知
識，也能為自己開拓一個思考探索的領域。
所以說，課外閱讀是十分富有趣味的。各位大朋
友和小朋友，我們何不從今天起走進書本中，尋找我
們的「黃金屋」呢？

閱讀好處多

6A 郝天禧

「書中自有黃金屋。」閱讀對我們的生活有着極
大的影響。
閱讀是需要培養的好習慣。每當我們閱讀，大家
都在吸取知識，都在學習生字新詞，這對我們的寫作
會有很大幫助。透過豐富的詞彙，表達個人的獨特見
解和抒發內心感受。
我們不應只閱讀一本語文書，更要多閱讀課外
書。這樣才能徹底地明白課文內容，理解段落大意。
此外，我們可以多閱讀報章。這可以讓我們知道
天下事，使我們的應變能力增強，關心社會，關心時
事。勿讓自己當上井底之蛙！
當我們煩惱時，打開一本圖文並茂的圖書，一切
的煩惱便會拋到腦後。可見閱讀能夠為我們解悶，更
能為我們去除煩惱，更可以鬆弛神經，閱讀多好呀！
所以，閱讀真是我們生活中的良伴。它可以增加
我們的知識，提高大家的寫作能力；還帶着我們遨遊
書海中，走進作者的心靈世界，我們的知識就是一點
一滴儲存起來。
難道閱讀不能帶給我們未來的新希望嗎？誰敢說
閱讀是一件乏味的事呢？

我看了……我感到……

6B 楊子軒

災禍永遠是令人傷感和悲痛的，但災禍有些是大自然的，有些是人為的，我們又可以怎樣阻止呢？
記得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美國世界貿易中心的恐怖襲擊嗎？我看了網上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後，我感
到十分傷感和憤怒。在那一刻，我曾經想過殺死所有的恐怖份子，但我知道是不可能的！這次恐怖襲擊令到很
多幼童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的父母在這次襲擊中喪生，一剎那間，他們變成了孤兒。
除了這件令人哀痛的事件外，還有一件比人為更恐怖的災難。這就是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生的
南亞大海嘯。我在近期看了一篇關於這件災難的報道，我感到非常痛苦，因為死傷人數竟有二十三萬人之多。
這個災難對印度洋造成很大的破壞。海嘯造成多人遇難，當中三分之一是兒童，他們對災難後產生的疫症抵抗
力較低，死亡的威脅更大。
我覺得這些災難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破壞。細想，災難來自人為，我們可以阻止，如果來自大自然，
就不是我們控制。所以，我們要多珍惜家人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