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2012-2013中文文刊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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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圖寫故事     3A 鄭樂兒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了，他們害怕

得哭了起來，因為擔心回不到家。 

幸好，他們在路上遇到了小兔。她是一隻樂於助

人的小兔，看見小松鼠們迷路了，便答應帶領他們離

開森林。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便說：「你們過

了這道橋，便可以回到家了。」小兔剛說完，轉身走

了。小松鼠們看見這道橋非常殘破，十分害怕呢！ 

三隻小松鼠看着被風吹得搖來搖去的木橋，十分

害怕，一步也不敢向前走。這時候，熊醫生正好路過，

他看見小松鼠們不敢過橋，便將他們抱在懷裏，大踏

步送他們過橋去。 

過橋後，熊醫生帶小松鼠們找到回家的路。小松

鼠們歡天喜地回家了，並答應媽媽以後不會獨個兒出

外玩。 

 

各位家長： 
     本校將會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品，製成文
刊，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望在孩子的成長路
中，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生日會     1A 陳彥彤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替我在家裏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一起吃蛋糕，一起玩遊戲。爸爸送我洋娃
娃。今天，我覺得很高興。 

            我的好朋友       1B 施  盈 

我的好朋友是方心正。她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

睛，一個小小的鼻子，一把長長的頭髮。她最愛吃水

果和雪糕。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玩耍，一同吃東

西，大家玩得很快樂。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上課和玩

耍，校園生活樂趣多。 

 

             國慶日見聞   1C 何敏莎 

十月一日是國慶日。在灣仔 金紫荊廣場上舉行

了升旗儀式。在電視上，我看到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

上有大型的閱兵儀式，那些軍人哥哥步操得十分整

齊。以後，我也要向他們學習，做到安靜和整齊。 
 

              生日會     1D 顏駿浩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媽和親友替我在家裏舉行了

一個生日會。我們一起吃蛋糕，一起玩遊戲。爸媽送

我禮物。今天，我覺得很高興。 
 

           我的好朋友      1E 魏鈺清 

我的好朋友是魏學霖。他有一雙又大又亮的眼

睛，一個大大的鼻子，一把烏黑的頭髮。他最愛吃西

瓜和芒果。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吃東西，一同玩

耍，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跑步和學

習，校園生活樂趣多。 

 
            我的自述     2A 曾德俊 

我叫曾德俊。今年七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秀

明道)讀書，我今年讀二年級，我喜歡數學科，因為

它是我的強項。我的家有爸爸、媽媽和姐姐。我喜歡

吃水果、雪糕、三明治和漢堡包。 

 

             到海灘去      2B 黃子欣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海灘

去。那裏有很多人在游泳和玩耍，十分熱鬧。爸爸和

媽媽一起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打沙灘排球，我和

姐姐在岸邊用沙砌城堡。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帶着

疲憊的身軀回家。 
            到海灘去     2C 陳銘希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海灘

去。那裏有很多人在游泳，十分熱鬧。爸爸和媽媽在

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堆沙，我和姐姐在岸邊玩

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的自述    2D 黃玉瑩 

我叫黃玉瑩，今年七歲，在觀塘官立小學(秀明

道)讀書，我今年讀二年級。我喜歡體育和中文科，

因為我喜歡做運動，也喜歡中文科的遊戲。我的家有

爸爸、媽媽、妹妹和哥哥，還有一隻可愛的倉鼠。我

喜歡吃冰條、布丁和炸雞翅膀，因為它們都是十分美

味的食物，令人吃個不停。 

 
            到海灘去     2E 梁菀芝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海灘

去。那裏有很多人在游泳和玩耍，十分熱鬧。爸爸和

媽媽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堆沙，我和

姐姐在岸邊玩皮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坐車回家

去。 

這天，我們玩得很高興。 

 



           神奇雨傘    3B 司徒霈霖 

我想發明一把雨傘，這把雨傘上會有不同種類的

水果圖案，上面有三個按鈕。第一個按鈕可以聽音

樂，當你按下這個按鈕時，就能聽到很好聽的音樂。 

遇到不想聽的音樂怎麼辦呢？沒關係，只要按下

第二個按鈕就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音樂，讓我可以隨

時聽到我所喜歡的音樂。當你想關掉雨傘的時候，而

你的另外一隻手又拿着其他東西時，你就可以按下第

三個按鈕，雨傘就會自動關上。 

這把雨傘好用嗎？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就和我一

起來研製這把神奇雨傘吧！ 

 

看圖寫故事   3C 梁嘉軒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了，他們很害

怕，擔心得哭了起來。幸好，他們在路上遇到了小兔。

小松鼠開心極了！樂於幫助別人的小兔帶領他們走

出森林，尋找回家的路線。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

河邊，小兔說：「只要過了這道橋，就能回到你們的

家。」三隻小松鼠心想：如果我們過這道殘破的橋，

就會掉到河裏去。 

三隻小松鼠看着被風吹得搖來搖去的木橋，十分

害怕，一步也不敢向前走。這時候，路過的熊醫生抱

起他們，大踏步地走過了這道木橋，小松鼠們十分感

激熊醫生。過橋後，熊醫生帶小松鼠們找到回家的

路。小松鼠們終於回到家，他們的媽媽在門口等他們

回來。他們還答應媽媽以後不會再貪玩。 

 

             神奇筆盒      3D 施  晴 

我想發明一個筆盒，這個筆盒呈長方形的，上面

有三個按鈕，有正方形、三角形和圓形按鈕。 

如果你想錄音，就按正方形按鈕，便會錄出你想

要的句子了。 

如果你想播放錄音，只要按三角形按鈕，就能播

放錄音了。 

如果你遺失了物件，就按圓形按鈕，便可以找出

遺失的物件了。 

我設計這個筆盒是因為普通的筆盒欠缺趣味，而

且沒有這些特殊功能。你喜歡我設計的筆盒嗎？ 

 

     我的小發明    超級錢包 3E 陸可盈 

我發明的超級錢包表面上有兩個心形按鈕，還有

很多條直線。 

因為大人經常翻開錢包不方便，所以我就發明了

這個超級錢包。 

當你按左邊的心形按鈕，它會自動打開讓你用語

音說出你想拿出多少金錢，它就會給你適當的錢。 

當你按右邊的按鈕，它會根據你的指示設定密

碼，你被人偷錢那一刻，它就會發出「嘟嘟」的聲音

提醒你。 

一翻開超級錢包，會見到很多小格子，超級錢包

可以自動打開給你插卡和插相片。 

當這個超級錢包骯髒時，它會進行自動清洗。 

我很喜歡我的超級錢包，那你喜歡它嗎？ 
 

      二十年後的我       4A 卓文淵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個太空人，我身體非常強壯。 

小時候，我已經對太空產生一種熱愛：地球是不

是像一顆玻璃珠般漂亮？金星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

呢？我想為中國太空研究踏出第一步，所以我立志長

大後要成為一位太空人。 

經過艱苦的訓練，我現在已經能夠適應太空的生

活了。後天，我和同伴就要第一次飛上太空，當我想

到可以和同伴一起飛上太空，就感到十分興奮。 

上到太空後，我想欣賞一下銀河的景色，看看能

不能解答我小時候心底的問題；我還想在人類從未發

現的星球上漫步。 

現在的我一定要學習更多太空知識，充實自己，

準備為中國太空發展史揭開新的一頁！ 
 

   閱讀報告   《黑白村莊》4D 吳沅沅 

改寫：劉伯樂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故事內容簡介： 

  很久以前，大坪頂上有兩座顏色不一樣的廟宇。

一座叫「白厝村」，裏面的人都用白粉弄到全村都是

白色；而「烏塗坑」的人是用黑色的煤礦堆滿了整個

村子。他們都討厭對方的顏色，只喜愛自己的顏色。

後來下雨了，沖掉了人們身上的白粉和媒灰，發現了

大家都是一樣顏色。 

個人感受： 

這故事告訴我們在社會裏有不同種類的人，我們

應該和他們相親相愛和結交為好朋友，這個大家庭生

活才會美好。我希望黑白村可以和好，不要只喜歡自

己身上的顏色。我覺得一開始白村喜愛白色，黑村就

愛黑色，真是太單調了！ 

 

      閱讀報告   《綠野仙蹤》 4B 李卓欣 

原著：萊曼·佛蘭克·鮑姆 

改寫：彭詩茵 

出版社：明天國際圖書 

  有一場龍捲風把桃樂絲和小狗淘淘捲進了一個

既陌生又新奇的國家。桃樂絲勇敢地向那裏的人查問

回家的路。 

  路上，桃麗絲遇到想要腦袋的稻草人、想擁有感

情的機器人和想具有勇氣的獅子。 

  當桃樂絲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稻草人表現出

處理危機的智慧，機械人表現出為桃麗絲擔憂的心

情，獅子表現出面對危險時的勇氣。其實，他們已擁

有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了，只是他們不知道吧！ 

  這故事令我記起有一次，媽媽帶我和妹妹到麥當

勞餐廳吃早餐。當天是假期，所以人山人海，媽媽吩

咐我給大家買食物，我不敢去。在媽媽的堅持和鼓勵

下，我才鼓起勇氣為大家效勞。我細心思量一下，原

來自己是多麼的膽小。桃麗絲能夠在陌生的環境中去

問路，而我卻不敢排隊買食物！ 

  我希望自己像桃麗絲一樣有獨立的能力和勇敢

地面對困難；我希望自己擁有稻草人的智慧，有辨別

是非的能力；我希望自己像機械人有情感去關心家人

和朋友；我更希望自己有獅子的勇氣去排除萬難；我
希望自己…… 



         二十年後的我   4E 陳樂津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科學家。作為一個科學家

要聰明伶俐，有毅力，更要不怕失敗及勇於嘗試。 

小時候，我已喜歡上常識課，也很喜歡鑽研書中

的實驗，那時候的我沒有看過火山爆發，於是我便迫

不及待地看實驗的過程，看看當中的原理。回家後，

我作了多次嘗試，最終也沒有成功。 

第二天，我將事情告訴我的補習老師，老師說：

「瓶子裏的水一定要很熱，外面的水一定要很冷，這

樣才會引發『爆發』呢！」我點點頭表示明白。 

從那刻開始，我立志成為一個科學家，我會不斷

學習和不斷探求新的事物，為我的理想努力前進！ 

 

            我愛四季     4C 梁芷晴 

春天到， 

花兒出來跟太陽談話， 

小草探出頭來做早操， 

我愛春天。 

 

秋天到， 

黃葉出來和小鳥玩耍， 

清風輕輕奏着交響曲， 

我愛秋天。 

夏天到， 

雨點出來嘩啦嘩啦叫， 

大樹伸出手來當雨傘， 

我愛夏天。 

 

冬天到， 

白雪出來為大地蓋被， 

北風高聲提着早睡覺， 

我愛冬天。 
 

中秋節的晚上  5C 吳天洛 

九月三十日是中秋節，那天天氣特別涼爽，爸爸

和媽媽帶我到公園玩燈籠，我的燈籠像火球一樣發

亮。我看見有些人在「煲蠟」，他們還被保安員責罵，

最後還要罰款。 

一陣秋風吹過來，好像告訴我秋天來了。天上的

月光像一盞大光燈，照射到大地上的每個角落，為漆

黑的晚上帶來光明。到了晚上九時正，我把我的螢光

棒鋪灑在地上，令地上更加明亮。 

到了晚上十時正，我們要回家了。我們收拾剩餘

的螢光棒和燈籠，依依不捨地回家。爸爸說：「下一

年中秋節再玩吧！」今年的中秋節真令人難忘和開

心。 

 
               中秋節的晚上    5D 黃家敏 

  在中秋節的早上，我和家人討論晚上應該有

甚麼活動，但想了半天也想不到，只能和爸媽去商場

走一趟了。我無意間看到「中秋節晚會」的字條，我

們就決定晚上到那裏進行活動。 

晚會地點是商場左邊的小廣場。走了一會兒，我

才發覺來這裏的同學十分多，便跟他們玩了很久。終

於，晚會的活動開始了。 

首先，主持人給大家一張有號碼的紙條，在節目

的最後一刻就會抽出幸運兒。跳舞、唱歌等等的活動

都結束了，大家一直等待的活動開始了。我的紙條上

面寫着三號。主持人說：「中獎號碼是五號、九號……」

我想：沒機會叫到我吧，突然一聲「三號！」原來我

抽中了一袋橙。 

今年的中秋節我過得很快樂，特別是那巨大的月

亮，就像月餅一樣圓，我還跟一隻「兔子」進行跳遠

比賽呢！最後當然是我勝利了。當大家在天台賞月的

時候，爸爸說了一個笑話，令大家都哈哈大笑。這個

中秋節是我過得最快樂的一天。 

 

          難忘的中秋節      5A 范楚琦 

中秋節晚上，我和家人到奶奶家吃團圓飯。奶奶

從廚房裏端出香噴噴的飯菜，令人垂涎三尺。今年的

中秋節令我格外興奮，因為我們今天不玩電動花燈，

而是玩傳統的紙花燈。 

從窗外看去，我看到晈潔的月亮像個頑皮的小朋

友一樣和我玩「捉迷藏」：當我抬起頭想看看她時，

她卻躲在雲後，偷偷地笑着；當我專心玩耍時，她就

伸出頭來看熱鬧。我還看到人們有的在提着花燈玩

耍；有的在品嚐香甜的月餅和水果；有的在嘻嘻哈哈

地聊天。 

此外，我自己還嘗試做了一件很新奇好玩的事

情，把月餅鐵盒放在地上，然後把蠟燭放在鐵盒上，

然後逐一把它們燃點，火光在夜空中閃閃發亮，就像

一顆顆耀眼的鑽石，我和妹妹還比賽誰的蠟燭較快倒

下呢！那當然是我勝利了！嘻嘻！ 

今年的中秋節確是與別不同，希望下一年的中秋
節會更精彩有趣！ 

  愉快的中秋節     5B 黃莉淇 

今天是中秋節。我和妹妹十分高興，因為我們可

以在這節日裏玩燈籠、賞月、吃我們最喜歡的冰皮月

餅等。 

下午的時候，我們吵着外婆帶我們買螢光棒，外

婆答應了。 

晚上，我們吃飯了，晚飯的餸菜有新鮮的魚、健

康的蔬菜等。不一會兒，我們一家一起去公園賞月。 

公園裏，有的小孩在玩耍，有的在玩燈籠，有的

在吃月餅……我看到天上有一個又亮又圓的月亮，如

一個小皮球。近處有一朵朵漂亮的花朵，有的是黃

色，有的是紅色的。細細觀看，旁邊的花朵上，有隻

七彩繽紛的蝴蝶在享受花蜜。我聽到小鳥在樹上歌

唱。 

我和妹妹一起賞月，妹妹說：「月亮會不會像月

餅又香又甜呢？」我們一起吃冰皮月餅，真愉快。 

 

           中秋節的晚上    5E 張宇琛 

中秋節的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到公園去賞月和吃

月餅。 

我看見月亮不斷地「變形」：當變成半圓形的月

亮慢慢地變成圓形的時候，突然月亮不見了！原來月

亮躲在雲後休息呢！ 

一會兒，月亮就把小雲朵的臉撇開，好像在說：

「我美嗎？」我還見到有的人溜滑梯，有的人在玩捉

迷藏，有的人在跳舞唱歌，有的人在吃月餅…… 

我還聽到嫦娥仙子說：「我即使死了，也要和后

羿在一起！」月亮也就安慰了她。 

充滿這麼多傳說和美景，你一定會感覺到，中秋

節的晚上是那麼令人流連忘返，如癡如醉…… 

 



            閱讀好處多       6A 林萬年 

    由古至今，流傳着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書中自

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意思是指只要好好的

閱讀，不但可以求得功名，也能娶得美嬌娘，可見古

人十分重視閱讀。走向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難道我

們可以摒棄閱讀嗎？ 

    愛閱讀的人總說：「閱讀是人生一大樂趣！」我

們應如何從閱讀中取得樂趣呢？當我們忐忑不安的

時候，不妨拿自己喜歡的書種翻閱一下，走進書中的

世界，與作者同喜同悲同經歷，那麼內心的不安就會

煙消雲散。 

與此同時，閱讀可以擴闊我們的眼界，不再當井

底之蛙；閱讀可以提升我們的思考，具有辨別是非的

能力。你看！閱讀不是給我們無限的樂趣嗎？猛然記

起宋人黃庭堅說：「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語

言無味。」 

閱讀可以幫助我們積累詞彙，與人辯論時，自自

然然就會言之成理，令人心悅誠服；與友人閒談時，

溫文有禮，幽默風趣，令人敬重。閱讀除了可以提升

我們說話表達能力外，還可以提高寫作能力。 

    只要我們以書本結伴，多探索書中的奧秘，那麼

我們便可以走近「知識寶庫」——上至天文，下至地

理，樣樣精通。只要我們敞開心扉，多閱讀書中的「正

能量」——憂鬱的心，可得歡愉；挫折的心，可得激

勵。 

    朋友啊！你願意讓書本在你身旁掠過嗎？ 

 

 

我最敬愛的外祖母      6B 劉玉榴 

我最敬愛的長輩是最疼愛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雖然已經很大年紀了，但她的頭髮又濃又

黑，她總是紮起前面的頭髮，顯得特別的精神。外祖

母還特別的愛笑，在她的臉上又多了幾條笑紋。 

外祖母每一天都會穿一件顏色單一有條紋的上

衣，再加上一條灰灰的褲子，依時去到菜地給菜地裏

的大白菜施肥澆水，好讓它們快快長大，好讓我們摘

來吃。每當吃到外祖母親手種的菜，我就會感到特別

的幸福。 

外祖父死得早，所以我總會覺得外祖母會感到孤

單，但外祖母卻意外地樂觀。可能是我當時太小沒有

記得外祖母當時的表情，看不出她如何傷心，但我相

信她當時是很傷心的。 

我知道外祖母是很愛我的，每當我打電話給她的

時候，從她的語氣中不難聽出她很開心。我也很愛我

的外祖母。 
 

           我最敬愛的媽媽     6C 宋偉成 

我最敬愛的人，就是和藹可親的媽媽。她有水汪

汪的眼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 

早上，她會用清脆而親切的聲音向我說早安；晚

上，她會向我說聲晚安。她烏黑發亮的秀髮配合那苗

條的身形，真是美麗動人。 

她的性格溫和，做事一絲不苟，令我十分敬佩。

她很聰明，令人羨慕！她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我和哥

哥。她願意犧性她那一雙軟滑的手，來幫我們洗衣

服、燒飯……所以她真是個好媽媽。 

有一次，我上學時忘記帶學生手冊，縱使媽媽知

道她自己快要遲到，但為了我，也飛快地趕到校門親

手把學生手冊交給我。 

媽媽那麼關心我們，我們要好好讀書來報答她

呢！ 

          難忘的事     埃及之旅    6D 張曼琪 

兩年前的暑假，天氣十分炎熱，我、爸爸、媽媽

和弟弟隨旅行團踏上了飛往埃及 開羅的旅程。 

到達開羅，我們的第一站便是到著名的金字塔遊

覽。我們的旅遊車很快就抵達了目的地，金字塔就近

在眼前啊！金字塔可真雄偉！聽導遊介紹，金字塔是

用一塊塊巨大的石頭堆起來的，每塊石頭有二至七噸

重。在埃及眾多金字塔中，規模最大、最具神秘色彩

的是胡夫法老的金字塔。然後導遊帶着我們去探索金

字塔。金字塔裏面的世界真是太神奇了，我不禁對埃

及的偉大文明讚嘆不已。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埃及博物館。現在的博物館

是重建之後的建築，裏面有許多價值連城的歷史文化

瑰寶。在木乃伊廳，每個木乃伊邊上掛着一塊牌子，

爸爸告訴我，那上面寫着這個木乃伊的故事。 

後來幾天，我們遊覽了開羅其他的景點，都極具

地域特色。這次埃及之旅，我深深感受到了古代埃及

文明的輝煌，真是一次愉快而又讓人難忘的旅程。 

 

  難忘的事     乘風航  6E 張傑洋 

每當看見那張相片，就會令我想起那次難忘的經

歷。 

那是去年的冬天，我和同學參加了學校舉辦的

「乘風航」訓練。我們進行了很多活動，而我最深刻

的活動是：開快艇和跳水求生。 

那天我們帶着既開心又興奮的心情登船，做完簡

單的伸展運動，就開始活動了。我和其他同學跟着訓

練員到一隻小快艇上去。訓練員叫我們輪流駕駛，每

個同學都緊張地期待着。海上波浪翻滾，水花四濺。

終於到我開了，我照着訓練員教的技巧，謹慎地握着

方向盤。小快艇就像箭一樣乘風破浪向前衝。海風迎

面吹來，那感覺暢快極了。 

第二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是「跳水求生」。我

們都穿着厚厚的救生衣，排着隊。有的同學很勇敢地

一躍而下，簡單利落地完成；有的就縮作一團又不敢

往下跳；有的還害怕得哭了起來。但經過老師及訓練

員的鼓勵，大家都勇敢地跳下去。很快，就輪到我了。

我先把手放到救生衣上，看着海面，腦海頓時一片空

白，甚麼都沒有想，像國家跳水運動員一樣跳了下

去，緊張的心情突然一掃而空，然後，用我最擅長的

蛙式游回船上。 

那一日的活動，令我既害怕又開心。在那次旅程

中，我學會了做甚麼都要勇敢面對，不要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