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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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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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新年

1B 吳慧晴

農曆新年假期裏，我和爸爸、媽媽、妹妹到外
婆家拜年。我們恭祝外婆、外公身體健康，他們給
我紅封包。我在外婆家吃糖果、瓜子、蘿蔔糕和玩
遊戲。我過了一個快樂的農曆新年。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D 余卓蕎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是露比，她的樣子長得很
美麗，她愛佩戴飾物。露比最愛吃小魚，她很會捉
老鼠，性格又開朗又善良。我希望和露比做朋友。

我是平板電腦

2B 吳雪瑩

我的身體方方、薄薄的，輕便得可以放在背包裏。
有了我，人們學習、工作和娛樂就方便多了。只
要輕輕一觸我的身體便能上網，即時接收各種資
訊，與人溝通和玩小遊戲，集資訊與娛樂於一身。
人類總喜歡運用我拍照片和短片，並即時與人分享
快樂、難忘的時光。
但是，有些人類只顧着與我玩，甚至疏忽家人和
朋友之間的溝通。所以，我希望人類除了懂得和我
這個平板電腦好好相處之外，還會記得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

復活節假期

1A 李樂怡

復活節假期裏，媽媽、爸爸和我到香港動植物
公園遊玩。我看到不同的雀鳥和七彩繽紛的花草樹
西瓜
2E 楊嘉鴻 木。我最愛那裏的噴水池，它可噴出不同的水柱，
我喜歡吃西瓜。它的樣子像個皮球，和籃球一 有大大的，也有小小的，水柱好像花朵一樣美麗。
樣大。它的外皮是深綠色的，表面很光滑。切開來
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假期，我感到十分開心。
看，我可以見到紅色的果肉，咬它一口，我會感到
又甜又多汁，我喜歡吃它。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C 洪梓穎

復活節假期

1E 范雯斐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愛洛公主，她的樣子長
得很漂亮，她愛穿粉紅色的裙子，打扮得很美麗。
復活節假期，爸爸、媽媽、姐姐和我到台灣的
台中、台北遊玩。我們在這兩個地方玩得又開心又 她喜歡吃甜品，又喜歡織圍巾。她喜歡幫助人，性
快樂。我玩過海盜船，又看過「九族文化村」的展 格溫柔、善良。我希望和她做朋友。
覽。我們吃過很多食物，更在日月潭喝過鮮檸檬汁。
遊公園
2A 王綽盈
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假期，我感到十分難忘。
星期天的下午，我的家人和朋友峰峰一家一起
我是時鐘
2C 陳筱柔 到九龍公園遊玩。
首先，我在園內看動植物。這裏的植物種類很
我是一個時鐘，我的身體活動每天限制於二十
多，但是動物只有鳥類。途中，我們看見了四隻鸚
四小時內。
鵡，牠們懂得說話。峰峰走到牠們面前說：
「你很頑
我的外型千變萬化，但是我的功能是不會變 皮！」一隻鸚鵡「哼」了一聲就不理他了，場面非
的，分分秒秒努力地工作。每到早上，我就會喚醒 常可笑。然後，我和峰峰去了玩滑梯，這是我最喜
我的主人起牀上學。
歡的遊樂設施。最後，我們來到展覽館參觀古代的
我是一個小時鐘，很開心人人都會記住
食具和錢幣，大家都覺得新奇有趣。
我，同時，我也每分每秒地為全世界服務。
那天的遊玩我們都非常開心，希望下一次也能
一件難忘的事
3A 張熹桐 夠和爺爺、奶奶一起去遊玩，共聚天倫。
二月十八日，發生了一件事，令我十分難忘。
當天，我來到香港體育館，心情很緊張。我參
加了由中國香港體操總會主辦的「全港藝術體操公
開賽」
。我在預備級別的繩操比賽中，取得了很高的
分數，最後還獲得了冠軍。我和爸爸、媽媽、婆婆
都高興得大叫起來。
我回想起比賽前辛苦練習的過程，記得媽媽曾
經對我說：
「你能否獲得冠軍不是最重要，只要你盡
力做到最好就可以了。」她這句話一直鼓勵着我。
我十分感激教練的用心教導和爸爸、媽媽不斷
給予我的鼓勵。

香港街道遊踪

3C 李栢森

月華街和裕民坊都是我熟悉的街道，因為我現
在居住在月華街。
月華街的樓宇雖然較殘舊，但是環境很清靜和
衞生，還有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等設施呢！
裕民坊位於觀塘市中心，是觀塘的交通樞紐。
兩年前的裕民坊是商店、食肆和銀行林立的街道。
但現在，市區重建局已陸續收購這裏的物業，將來
觀塘區會是一個綠化的社區。
我每天都會經過裕民坊，我十分期待重建後的
新景象。但是，我也很懷念昔日的裕民坊。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E 吳宛汶

星期一，老師帶我們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這是香港第一個歷史博物館，裏面有自然生態環
境、香港的民俗展館等。通過這些展館，幫助人們
認識香港的歷史。
我們最感興趣的就是「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讓」
的展館了。那裏的展品都附設有文字說明，告訴我
們割讓香港、租借九龍、新界的來龍去脈；還有林
則徐燒煙的模型和播放「鴉片戰爭」的短片。
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林則徐銷煙的模型，
模型裏的人物都栩栩如生。我見識到當時人們穿着
的衣服樣式，又認識林則徐銷煙的方法，好像我也
參與了銷煙，十分精彩。
回程的路上，我們雖然都累了，但仍舊興致勃
勃的，有空我一定會再來一次。

我眼中的張靜彤

4A 趙慧怡

美味的榴槤

2D 吳柏彥

這是一個榴槤。它看起來像一個海膽，和西瓜
一樣大。它的外皮是黃色的，有凸出的刺。切開來
看，可以看到幾顆黃色的果肉。一口咬入，我會感
到軟綿綿、滑溜溜的，我喜歡吃它。

給愛迪生的信

4C 郭茹伶

親愛的愛迪生：
你好嗎？我知道你發明了無數的發明品，我真
的很羡慕你。我想發明一台空氣清新機，希望它可
以把全世界的二氧化碳吸走。我還想發明一台做功
課機，它就像冰箱一樣，你只要把功課放進這機器
裏，它可以把功課完成。
我還想發明一枝筆。你是不是覺得一枝筆很普
通，但是我發明的筆一點都不普通。當你一拿起這
枝筆，它就會幫你作出一篇好文章。
我知道您發明了很多東西，當中很多人稱許的
是電燈泡。我真的很想學你一樣發明很多東西，做
一個偉大的發明家。
祝
生活愉快
您的朋友
茹伶敬上
二月二十八日

張靜彤是我班中的同學，她擁有一頭烏黑的頭
髮和令人感到開心的笑容。靜彤的成績不錯，也是
一名好風紀，所以大家都很喜歡和她玩。她最喜歡
看笑話，一聽到笑話就會哈哈大笑。
有一次，林美君跌倒在地上，膝蓋擦破了皮。
靜彤看見了，馬上走過去扶起她，關心地說：
「你沒
事吧？讓我帶你到校務處處理傷口吧！」
第二天，楊老師向我們說出事情的經過，大家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D 馮丹霞
都稱讚靜彤是個好孩子，但她只是謙虛地說：
「只是
四月二十二日，老師帶同學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舉手之勞，我可沒有那麼厲害。」
參觀，讓我們認識香港的歷史。
有人說「助人為快樂之本」，靜彤
博物館外形像一個長方體。我們首先到「自然
就以這件事，充分引證了這一點。
生態環境區」
。一進入展區，就看到一個地球模型，
我們可以找到香港的位置。那裏展出的岩壁是從野
我的好朋友
3B 邱思綺 外岩石倒模而成，幾可亂真。岩石及風化標本，闡
我的好朋友是余永遙，他是我在幼兒園認識的 釋了香港四億年來所經歷的變化。
第一個好朋友。
接着，我們到二樓的「日佔時期」展區參觀。
她有一頭長長的頭髮、一雙黑溜溜的眼睛和小 展區設計成一個防空洞，以營造戰爭的氣氛。一九
小的嘴巴，她笑起來很甜，而且她很善良。
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過十八天的艱苦抵抗，
她和我有很多愉快的經歷，從而成為了好朋 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本投降了，香港陷入了三年零
友。我們一起學習，一起看書，一起玩耍。有一次， 八個月的黑暗歲月。我們可以透過文物、歷史照片
我們一起為幼兒園的畢業典禮表演「灰姑娘」一劇， 和影片，了解八年抗敵的實況和「東江縱隊」英勇
雖然她當了灰姑娘的姐姐，不過現實她並不壞，她 抗敵的光輝事跡，感受到他們惶恐中的悲慘日子。
內心還充滿自信呢！那次的表演很成功，我們還得
這次參觀，使我更深入認識了香港的歷史。
到台下熱烈的掌聲。
雖然我們現在在不同的學校讀書，但對於從小 旅行記─遊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3E 潘晴怡
二月十日
星期五
晴
認識的好朋友，我真的很想念她啊！
大清早，媽媽和爸爸幫我準備好旅行的用品和食
旅行記
3D 朱穎妍 物。我穿好運動服和運動鞋，背上背包上學去。
二月十日
星期五
晴
到了學校，我們乘旅遊車出發去麥理浩夫人度
今天，我和同學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旅行。
假村。我們聽完講解後，便解散各自活動了。
在乘坐旅遊車的時候，我和同學在討論到營地
我和組員先到兒童遊樂場玩耍和吃東西，接着
裏玩甚麼，討論得興高采烈。
去觀星台看看，然後，我們去射箭和打乒乓球。
到達營地時，老師安排我們先聽職員講解。講
我們去「卡拉 OK」室唱歌，組員先選擇歌曲，
解之後，我們就急不及待去玩各種遊戲。
再把歌名寫在紙條上，交給服務員，就可以跟着音
首先，我們玩好玩有趣的手工藝。導師教我摺 樂唱歌了。我有點害羞，馬上想走，不過，卻被組
了一隻漂亮的蝴蝶，我將它拿回家作為紀念。接着， 員發現了，只好上台唱歌，我緊張得很呢！唱完歌
我們到文娛館玩足球機。我和同學鬥得球來球往， 後，我們去餐廳吃東西。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乘
車回校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真刺激啊！
我覺得這次的旅行很難忘，也很開心，希望日
最後，我們玩了康樂棋和兒童遊樂場裏的玩意。
後可以再到這裏遊玩。
當離開的時候，我還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呢！

我的好朋友

5C 劉張苓

我的好朋友叫林曉瑩。她長得十分標緻，眼
睛水汪汪的，像是一個可愛的天使。她每天都束
上同樣的髮型，雖然千篇一律，但是我也不覺很
悶，相反，我覺得她十分樸素呢！
曉瑩的個性很活潑，常與我談心事，所以我
們之間無所不談。自己的祕密也就只有對方才知
道。記得去年的九月一日，我獨自一人坐在巴士
上的雙人座上望着車外的景物時，她輕輕碰了我
的肩，我嚇得呆了一下。她溫柔的問：
「你叫甚麼
名字？」我用小得不能再小聲音回答了她。自那
天以後，我和她就成了知心友。雖然有時吵吵架，
但也會很快原諒對方。
曉瑩的興趣是看小說，我們經常會在聚在一
起分享哪一本小說好看，哪一本小說感人。每一
次，我都覺得我們是名副其實的「書蟲」呢！
我覺得曉瑩有很多優點值得我學習，像是細
心聆聽別人傾訴。有一次，她哭得很厲害，於是
我讓她伏在我的肩上哭，聽她說出種種委屈。現
在我希望曉瑩和我可以一直相依，一直做好朋友。

最偉大的是爸媽
最偉大的是誰？
當然是爸爸媽媽，
從小到大，
都悉心照顧我。

4B 葉心怡

最偉大的是誰？
當然是爸爸媽媽，
每當我做錯了事，
他們都會大方原諒我。

遊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5B 酈寶怡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是一個適合家庭樂和團體活動
的好地方，它位於享有「香港後花園」美譽的西貢。
度假營內的各類康樂設施多不勝數，有射箭場、足球
場和卡拉 OK 室等。
這天是我校旅行日，目的地原來就是西貢戶外康
樂中心，同學們都表現得雀躍萬分。
到達目的地了，我們先到飯堂聽工作人員講解。
了解場地規則後，我們便匆匆忙忙地分組進行活動，
一眨眼就不見了各組的身影，只剩下我們這一組。
我們這組有三男兩女共五人，男孩子們提議踢足
球，我和悅欣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了。悅欣苦中作樂，
拿出照相機不停拍照。這時，我突然記起背包裏有飛
碟，便立刻拿出來，和悅欣一起玩得不亦樂乎。哈哈，
幸好我有備而來。
好不容易才等到有空置的羽毛球場。男孩子們則
繼續踢足球，我和悅欣你來我往地大戰了三十分鐘。
起初我們旗鼓相當，但後來她體力不繼，終於敗於我
手下。
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旅程該結束
了。我認為這是樂也融融的一天，不知道其
他同學是不是也這樣想呢？

假如我是一隻小鳥

5D 劉玉榴

假如我是一隻小鳥，我會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
翔，飛去世界各地。
我會先飛到學校，和同學們一起學習知識。再為
最偉大的是誰？
他們送上美妙的歌聲，幫同學舒緩壓力。
當然是爸爸媽媽，
我會飛到那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一睹
每次有困難，
爸爸媽媽，
它的風采。
他們都用心教導我。
您們是我最偉大的
爸爸媽媽，
黃昏時，我想飛去一望無際的大海，欣賞那迷人
最偉大的是誰？
我愛你們！
的日落。
當然是爸爸媽媽，
我還想飛到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建造我的安樂
每當我有危險，
窩，不希望有「獵人」來打擾我的生活。
他們會保護我。
假如我是一隻小鳥，我想每天都在天空中
運動會
5E 洪杰湃 自由自在地翱翔，到世界各地旅遊，再回到我
每看到這面獎牌，就讓我想起剛過去的運動 的家，把我的經歷告訴我的朋友們。
會。
這次學校運動會在三月十五日舉辦。為了這
電腦的自述
5A 蔡鈞名
個特別的日子，我們全校師生都很期待，也興高
我的名字叫「電腦」，是人類發明的「天才」。
采烈的做好準備。運動會當天來了許多來賓、觀
眾，非常熱鬧。
我可以說是無所不能的，因為我計算的準確度幾
乎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有些人可以下載一些遊戲到我
這次我參加「五年級六十米跑步」
，可是我從
來都沒有參加過這項比賽，心裏非常緊張，但我 的肚子裏，提供人們娛樂一番；可以繪畫美麗的圖
畫；可以修改不完美的照片；可以幫人們整理他們堆
會盡最大的努力，為我班爭取榮耀。
雖然我拿不到獎項，但也很開心！讓我印象 積如山的文件。
此外，我還會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合作，例如：打
最深刻的是我跑步的過程。剛開始，我是落後的
一個，可是我不放棄。到最後一刻，我用盡全力 印機哥哥、耳機弟弟和滑鼠妹妹等。我和他們合作，
衝刺，雖然追過了幾個同學，但還是未能取勝。 就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呢！
這次賽跑的成績雖不太理想，不過，可以跟其它
可是，有些人會利用我們做一些不法的事，例
同學一起完成這場比賽，我已經覺得非常有意義。 如：入侵他人的電腦、發放電腦病毒、盜取他人資料、
雖然在這次的運動會，我的成績不太理想， 推銷劣質貨物、非法下載歌曲……
但是加深了同學之間的友誼，也學到了「不氣餒，
我希望人們不要再利用我來做不法
不退縮」的精神。希望明年的運動會，我可以更 的事，這就是我的願望，我相信人們一
上一層樓，得到更好的成績。
定可以做到的。

媽媽，感謝您！

6E 祝凱傑

媽媽，感謝您！
我的媽媽身形胖胖的，她有長長的頭髮，兩
條細細的眉毛，一對亮晶晶的眼睛，樣子非常慈
祥。
記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破媽媽最喜歡的花
瓶，她看見後，立刻罵我一頓。然後她一邊哭，
一邊收拾花瓶的碎片，她的手更被碎片刺傷流
血。這時，我的心感覺有東西在抓緊，有點想哭。
後來，我問爸爸：「為甚麼媽媽哭得這麼厲害？」
爸爸說：「因為那花瓶是婆婆的遺物。」這一刻，
我的眼淚不受控制的流了下來。
之後，我向媽媽道歉，我猜她一定會打我，
但她不但沒有罵我，還說：
「傻孩子，我早就原諒
你了。」我犯了天大的錯誤，媽媽竟然輕易的原
諒我。
媽媽對我的愛，好像天那樣高，地
那樣闊，海那樣深；媽媽對我的愛是無
微不至的，是無比偉大的。我應該拿媽
媽愛我的心，同樣去愛我的媽媽。
媽媽，感謝您！

媽媽，感謝您！

6D 何寶珊

從出生到長大，有一個對我幫助最大、給予
最多、最用心良苦的人，就是我親愛的媽媽。每
個孩子的出生，對於很多母親來說是一種痛苦的
考驗。
每個母親都對自己的孩子有不同的愛，有的
是嚴格的愛、有的是慈祥的愛……而媽媽對我的
愛是無私的，只求付出。
記得那次，我寫作業寫得太晚，累了，便伏
在桌子上睡着了。那次是考試前的幾天，由於作
業太多，溫書太晚，溫着溫着就睡着了。媽媽打
開門一看，就發現我睡着了，便立刻把我抱到牀
上去，幫我蓋好被子，免得我着涼。這個舉動，
深深感動了我。不知為甚麼，當時的我好像吃了
千粒巧克力一樣甜、一樣幸福！
媽媽，如果我是小樹，那麼你就是撫育着我
的大地；如果我是青蛙，你就是乘載我的池塘；
如果我是一朵小花，你就是溫暖我的太陽。媽媽，
我要感謝您為我付出的愛！媽媽，謝謝您！

我尊敬的李時珍

6A 曾梓辰

我最尊敬的歷史人物是李時珍。
他是明朝一位著明的醫學家。他行醫救人期間，
曾發現很多醫書的資料錯誤，甚至一些有毒的草藥更
被認為可以「多服延年」。
當他發現醫書的問題後，多次上書朝廷，希望能
作出改善。可是無能的朝廷對這些「雞毛蒜皮」的「小
事」置之不理。
因此，李時珍下定決心要自己編寫《本草綱目》。
他不斷到各個地方搜集資料和採藥。用了二十七年的
時間，終於完成了這本醫學巨著。
李時珍為了不讓錯誤的醫學資料繼續害人，他不
辭勞苦，攀山涉水地採集藥草，並冒着生命危險以身
試藥，過程中嚐盡失敗之苦。但李時珍從未有放棄的
念頭，反而愈做愈起勁。他花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捨己為人，無私奉獻。
他敬業樂業的精神實在令我敬佩；他不屈不撓的
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媽媽，感謝您！

6B 羅詩琪

每位媽媽都做過一些事情，讓子女感動不已，而
我的媽媽雖是一位平凡的媽媽，但我卻因為有了這她
做我的媽媽，而感到無限光榮……
媽媽，感謝您沒有像別的媽媽一樣――在兒女面
前稱讚別家的兒女那樣好，那樣要向他學習一下，讓
自己的女兒傷心、難過……
媽媽，感謝您在我最需要支持和安慰的時候，給
我最大的鼓勵和關懷……
媽媽，感謝您給我自由和尊重，不論是在家中，
在進入我房間時總會先扣門；不論在學業上，沒有強
迫我一定要名列前矛……
媽媽，感謝您知道我的底線到哪裏，沒有強迫我
做不喜歡的事……
媽媽，感謝您生我教我，讓我明白了親情和友情
的真諦……
媽媽，您有更多的好，我還未能說出來。此刻，
我只知道「親情是無價」的；我只想說：「媽媽，謝
謝您！」

我最喜愛的電視節目

6C 黃綺晴

電視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每家每戶都會看電視節目，開開心心地一起看、一起笑，假如沒
有了電視，我們可能會崩潰。你喜愛看甚麼電視節目？我最喜愛的電視節目──《變形計》。
這個電視節目很有教育意義，在湖南衞視晚上九點至十點播放。節目結合當下社會在繁華、富裕的
城市裏尋找熱點主人翁；在大山裏、農村裏找出貧困的人，安排他們進行互換人生的體驗，體驗對方的
生活。
參加了《變形計》的人，由原本逆父母意、不讀書、誰也管不了的人，經過七天的「變形」
，變得非
常孝順，還會為家人做飯；也會回到充滿友愛的課室裏，一起努力學習。另一方面，讓大山裏、農村裏
的小朋友大開眼界，感受城市的先進，學到不同的新知識。
節目播出後，讓有愛心的人捐錢給有需要的人們，改善貧山區人們的生活；也可以讓我們知道感恩、
孝順父母，與朋友相處之道；更讓我們學會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