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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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快樂的新年
1A 馮瑋軒
本校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品，製成文刊，
在農曆新年假期裏，我和親友們一起到酒樓團
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望在孩子的成長路中，留 拜。親友們見面時都互相祝福，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下彩筆，細細回味。
學業進步等。然後大家互送紅封包，我收了很多紅
我喜愛的動物
1B 司徒燁霖
我最喜愛的動物是兔子。牠有一雙大大的眼睛，
一個小小的鼻子，還有一對長長的耳朵，樣子長得十
分可愛。
牠住在森林裏，喜歡吃青草，不喜歡吃肉。牠愛
在草叢裏奔跑。我希望和兔子成為好朋友。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C 何敏莎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是白雪公主，她的樣子長得
很可愛，她愛穿長裙子，她每天都打扮得十分漂亮，
她愛吃水果，也愛唱歌和跳舞，她的性格十分善良，
我很希望和她做朋友。
遊動植物公園
1D 朱海琳
四月二十三日遊公園，動植物公園真有趣。
孔雀像彩虹，真漂亮！
蟒蛇像棒棒糖，真靈活！
松鼠猴像松鼠，真可愛！
公園真是動物的樂園，
我們要給動物一個美好的家。
給媽媽的信
2C 洪梓穎
親愛的媽媽：
你的生日快到了，爸爸、妹妹和我都想送禮物給你。
爸爸打算送一束鮮花給你，妹妹親手為你造了一張生日
卡，而我就會送一個手袋給你。
我們準備為你在家裏舉行一個生日會。爸爸會預備食
物，妹妹和我會佈置客廳。
我覺得和你慶祝生日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希望你也會
開心。
祝
生日快樂！
女兒
梓穎敬上
四月二十六日

我的同學
3A 張鈞源
我的同學叫張宗源，他是一個活潑開朗的男孩
子。他外形瘦削，但有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
我和他讀幼稚園時認識的。想不到升上小學後我
們竟然又在同一班。
他喜歡做運動，常常去跑步，所以身體很好。雖
然他的成績不太好，但是他的性格樂觀，遇到困難不
會放棄。我應該向他學習，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他還愛幫助別人。有一次默書，我忘記帶筆盒，
正當我焦急的時候，他主動把筆借給我，我很感謝他
的幫忙。
我能交上這個好朋友感到很高興。

包，更吃了很多精緻的賀年食物，有蘿蔔糕和油角
等。我們一起談天，說說生活近況，我過了一個愉快
的農曆新年。
復活節假期
1E 劉蔚錤
在復活節假期裏，爸爸、媽媽、哥哥和我到海洋
公園開心地遊玩。我玩過「彈彈屋」和看了「威威劇
場」。中午，我們在海洋餐廳吃過午餐後，再到水族
館和鯊魚館參觀，在那裏，我看到不同種類的海洋生
物。
這天，我度過了一個開心的假期，使我十分難忘。
遊公園
2A 曾德俊
星期天，爸爸媽媽帶我一起乘坐巴士到九龍公園
遊玩。下車後，我聞到小食部裏咖喱魚丸的香味，還
聽見冰淇淋售賣車的音樂聲。
在公園裏，有很多小孩子，他們像是一羣穿着彩
色衣服的小螞蟻，有的在溜滑梯，有的在玩團團轉，
有的在爬高架。
公園裏的玩樂設施真多，我最喜歡的還是盪秋
千，時而把我盪到藍天上，時而把我盪到綠樹旁。我
很喜歡在秋千上感受涼快的清風和看着媽媽的笑臉。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
去。這次遊公園的經歷十分難忘。
我愛葡萄
2D 范雯斐
我喜愛葡萄。一顆顆的葡萄像一對對明亮的眼
睛。葡萄穿上紫色的外衣，雖然衣服上有一些白色的
粉末，但是它還是很漂亮。
切開葡萄來看，我可以看到晶瑩通透的果肉，像
一位高貴公主手上的紫色鑽石。咬它一口，我會嚐到
軟滑的果肉和甜美的果汁流進口裏，美味極了！
葡萄的外表不但美麗，而且它的果肉像糖果一樣
香甜。只要我想起葡萄，我便會滿心香甜了。
美味的水果
2B 黃子欣
我最喜歡吃的水果是香蕉，它的樣子像一輪彎彎
的月亮，黃色的外皮，十分光滑。除去一片外皮，就
看見香甜的果肉，還藏着一點點黑色的小核在中心
呢！咬它一口，軟滑的果肉便溶化在我的口裏，令我
齒頰留香。它的營養價值也很高，所以我十分愛吃它。
。
我是一台手提電腦
2E 雷妙茵
我是一台手提電腦。
我的身體薄薄的，方方的。有了我，主人可以和
家人、朋友通訊和聊天；又可以利用我上互聯網搜集
資料和玩遊戲，方便多了；還可以當作時鐘和筆記簿
使用。主人喜歡幫我更換漂亮的衣服。
主人那麼珍惜我，我覺得很快樂。

旅行記
3B 司徒霈霖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我們的目的地是西
貢戶外康樂中心。我們在車上談天，沿途看見很漂亮
的風景，很快便到達目的地了。
我們首先到餐廳聽工作人員講解規則，接着分組
活動。我和組員一起到單車場踏單車，真開心！然
後，我們到餐廳買東西吃，但是那裏的食物非常貴，
所以我沒有買。之後，我們到文娛室做手工藝，小手
工不算太難做。我做了一條金魚，十分漂亮，它的身
體是橙色的。
今天我覺得非常開心，下次我會跟爸媽一起來這
裏遊玩。
我的同學
3E 蔡煒豪
我的好同學叫何耀文，他長得高高瘦瘦的，有一頭鬈
曲的頭髮，一雙大大的眼睛和一個小小的嘴巴。他的性格
很文靜。
每次小息的時候，他也會在自己座位上做家課，絕不
和人吵鬧。還常常給老師稱讚呢！
上體育課時，我常常和他一起玩耍，大家一起踢球、
打籃球、打乒乓球……
我非常高興能認識何耀文這個好同學。

學校旅行
4C 高衛峯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旅行，我懷着興奮的心
情上學。在操場集合後，我們就乘坐旅遊車前往西貢
戶外康樂中心。沿途風景優美，不知不覺就到達目的
地。
到達後，我們首先到餐廳聽職員講解場地規則。
然後我們去足球場觀看四年級班際足球比賽。我班
「對戰」四年級乙班，比賽一開始就十分激烈，對方
的球員在我班龍門射了一腳，幸好我們的守門員反應
敏捷，撲救了這一球。足球在場上來來往往，真是難
分勝負。最後比數零比零完場，我們都為班的代表歡
呼喝采。
觀看完比賽後，我們到了體育館打乒乓球。我們
和鄭老師對打，老師很厲害，我們全是她的手下敗
將。後來我們又玩雙打，我很開心。
活動後，我去餐廳吃午餐，食物都很美味。吃飽
了，我們到箭藝場射箭，又到兒童遊樂場玩滑梯，還
到單車場騎自行車呢！
這次旅行的活動多姿多采，我真開心，真想明年
的旅行快些到來。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A 卓文淵
三月十一日早上，老師帶領同學們到香港歷史博
物館參觀。我們乘坐旅遊巴士到達目的地後，先在入
口旁拍照留念。
進入場館後，有一位解說員跟我們說一些博物館
的規則。我們首先去地下參觀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是怎
樣生活的，我們在那裏還可以看到從漢至清朝歷代的
發展和香港及華南地區四個主要族群多姿多采的生
活習俗。
然後我們到二樓，那裏介紹了鴉片戰爭的起源、
經過和影響，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開埠及早年發展，還
可以感受到日佔時期香港的居民活在惶恐中的悲慘
日子。
最後我們在影片室裏看了一部關於戰後香港發
展成為現代都市經過的影片。
我們參觀完畢後便乘車回校。參觀完香港歷史博
物館，我得到很大的啟發
今天我們有較舒適的生
活環境，全賴前人的奮鬥，我應該好好珍惜。

一件難忘的事情

3D 陳曉雯

記得小時候，發生了一件難忘的事情……
那天，我吃錯了東西。我的皮膚變得紅紅的，出現了
一點點的小紅疹。於是，媽媽和爸爸帶我到醫院求醫，而
外婆便留在家中照顧弟弟。
到醫院了，我顯得非常緊張。首先，護士要替我注射
藥物，但我卻怕得要命，手腳亂動。於是，護士按着我的
手臂，一下子，手臂像被昆蟲咬地痛了一下。接着，醫生
來到了，他說：「你皮膚敏感，需要住院數天。」
住院期間，媽媽和爸爸都很悉心照顧我。醫院裏的食
物沒味道，很難吃。於是，媽媽便親自弄食物給我，他們
真的很偉大。
終於出院了，媽媽來醫院接我。經過這次事件後，我
以後要小心注意飲食，不要亂吃東西。

記一次學校旅行
4B 邱思綺
今天陽光普照，是學校旅行的日子，我和同學、
老師們去西貢戶外康樂中心遊玩。我們既期待又興
奮，還紛紛在校車上議論着，但營地的設施太多了，
我們都看得頭昏腦脹呢！
終於到達目的地了！我們在餐廳聽完講解後，便
分組活動了！首先，我們到了室內體育館攀石，那攀
石場有上百呎高，真令人心驚膽顫。我們都抱着恐懼
的心情慢慢往上爬，終於爬上去了！我感到很興奮，
好像有一種克服了一切困難的感覺。
吃過午飯，我們來到一個小池塘，在那裏看魚兒
游泳，十分寫意。但不知不覺中我們在營地裏迷路
了。大家感到又緊張又害怕，我們不斷地想辦法，在
那兒兜圈子，幸好最後我們走出了這個「迷宮」。然
後我們便到壁球室做手工。我拿了一張紙，用磨沙紙
在上面磨擦，再在紙上畫上精美的圖案，然後拿去穿
洞。把圖案剪下之後，便拿去烘焗，最後在小孔裏穿
上一條繩子，一個可愛的吊飾就完成了。我們還去了
兒童遊樂場玩「跳跳橋」
，我們那天玩得真高興。
我會用「多姿多采」來形容這次旅行的感受。因
為我能看到許多同學的笑臉，能聽到許多歡笑聲，能
嗅到新鮮的空氣，能品嚐到幸福的滋味。總之這次旅
程令我感到又滿足，又難忘。
學校旅行 4E 呂志滔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
行，地點是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當天，我們乘旅遊巴士出發，到達目的地後，
我們一起聽中心的職員講解有關使用營地設施的
事宜。班主任和我們一起到足球場進行足球比賽，
由四乙班對四戊班，各隊勢均力敵，互有攻守，最
終這場比賽賽果是平手。劉老師雖然是第一次和我
們一起踢足球，但他的技術也不差呢。
之後，我和同學們組成一隊，到營地各處遊玩。
我們先參觀裝甲運兵車，然後去打乒乓球、騎自行
車和踢足球等。
我最喜愛參觀裝甲運兵車和騎自行車，因為是
我首次近距離觀看這部車，它和其他車輛有很大分
別，很堅固和耐用，亦能運載很多士兵，行軍調將
時十分有用。在騎單車時，使我回憶起在幼稚園時
學習騎自行車的情景，在家人的指導下，我終於學
會了騎自行車。
這次旅行我玩得很開心，而足球比賽使我明白
到，若然大家能發揮團隊精神，互相合作，事情總
可以成功的。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D 吳沅沅
三月十五日，我班到尖沙咀的歷史博物館參觀。
到了那兒，我們跟着導賞員到底層了解地球的誕
生。當中介紹了四億年前地球上的生物及慢慢演變到
石器時代的情況。
然後，我們向前走，去看香港四大家族的歷史。
令我最深刻的是水上人的生活，他們在船上，主要是
靠捕魚為生。我覺得如果刮大風，他們就可能會遇上
海難，真是十分危險。
接着，我們向前走，認識鴉片戰爭和它的禍害。
我們還在那裏看了一段關於鴉片戰爭的短片。我覺得
那段片內容很豐富，令我進一步了解鴉片戰爭的歷
史。
不久，老師給我們五分鐘的自由活動時間，約在
十一時半，我們就坐旅遊巴回學校去。雖然，參觀的
時間只是短短兩小時，但是我在那一刻真是學到了很
多有關香港歷史的知識。
學校旅行的一天
5C 連力桁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是我們學校旅行的日子。那天，
我到了學校後，就已經聽到很多同學在討論旅行的事情，
有些還在討論等一會兒玩甚麼呢！不一會兒，我們乘坐旅
遊車出發了。
我們到達後，便去接待室聽場地職員講解。據場地職
員說，這個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軍
的軍營。講解完後，我們便開始分組並四處遊玩。我和李
雋軒和李澤堃首先去山上的暸望台觀看對岸繁榮的九龍
半島。接着，我們就到兒童繩網陣操練一下身體；再接着，
我們在路邊的長椅坐下來吃東西和休息一會兒。然後，我
們到服務台借羽毛球用具到羽毛球場打羽毛球。大約下午
二時，我們到山上集合和點名。最後，我們便乘坐旅遊巴
回校。
這次旅行令我十分難忘，尤其是我去玩繩網陣的那一
刻，我特別興奮，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玩繩網陣呢！
開心的一天
5D 劉嘉琳
二月十二日是學校旅行的日子，旅行地點是鯉魚門公
園度假村。我們乘坐校車出發往目的地。
到達後，我們首先到康樂館聽工作人員講解度假村的
規則、介紹各項設施和開放時間。解散後，同學們便自由
活動。
我和兩位同學在戶外羽毛球場打羽毛球。我覺得周穎
茵的羽毛球技術是我們中最好的，很多次都是她嬴。稍
後，我們便到康樂館打乒乓球、玩室內射箭和做手工藝。
我最深刻的是做手工藝，手工藝室內擺放了不同的作品，
很是吸引，我們在那裏做了一條漂亮的掛飾。
開心的時間很快就過去，我懷着愉快的心情乘車離開
度假村。

我的媽媽
3C 陳筱柔
我的媽媽長得高高瘦瘦的，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眼
睛、一頭烏黑的頭髮、一張小小的嘴巴和一個圓圓的
臉蛋。
她很關心我，每當我生病了，她便會耐心地照顧
我。她也很樂於助人，有一次，我們乘公共巴士時，
有一位老公公摔倒了，她馬上去扶起那位老公公，還
親切地問：「您有沒有事？用不用送您去醫院？」我
聽到了，心裏想：我的媽媽真樂於助人！
我的媽媽既關心我，又樂於助人，我真喜歡和她
相處！

《假如我是……》
5A 簡穎欣
假如我是一隻小鳥，
我會不畏風不畏雨，
柔風扇涼細雨沐浴，
自由自在展翅高飛。 假如我是輕柔的風，
我會把你抱在懷裏，
溫柔地輕撫你面頰，
假如我是一條小魚， 把愛傾注在你身上。
大海是我溫暖的家，
珊瑚是我的秘密屋，
無污染是我的最愛。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
我會茁壯地向上長，
用力伸展我的手臂，
假如我是一棵小草， 給人們遮風和擋雨。
我會慢慢地向上長，
默默在球場守衛着，
當運動健兒的腳墊。 假如我是一個……
可惜我是一個人類，
但是我有聰明才智，
可創出一片新天地。

《假如我是……》 5B 趙慧怡
假如我是小鳥，
我會在天空自由地飛翔，
不受別人的控制，
假如我是蜜蜂，
無拘無束地歌唱
我會勤奮地在花間工作，
享受大自然的生活。
不會偷懶惰，
努力地完成任務，
假如我是獅子，
和同伴分享食物。
我不會欺負弱小動物，
而會盡力保護牠們，
避免其他「壞蛋」任意破壞， 假如我是大自然，
當個正義的萬獸之王。
我會給予動物們一個溫
暖、快樂的家，
使大家可以在美好的環
境中成長，
建造一個「動物樂園」
。

《假如我是……》
5E 駱士俊
假如我是一棵大樹，我會為人們送上清新的空氣；給
小鳥一個溫馨的家；給植物增添水分、陽光和空氣，牠便
能扎根、發芽和開花。
如果我是大地，我會張開臂彎，令萬物充滿生命。對
我來說，世間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會給
牠無窮的生機。
倘若我是清風，我會和跑道上的運動員比賽。我又會
和港鐵列車比賽。在夏天，我帶給人們涼快，帶給人們清
爽。我愛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

《給爸媽的信》 6A 鄧凱琪
親愛的爸媽：
近日工作忙嗎？天冷了！要加衣，免着涼！
記得您們曾經問道：「乖女兒，友情、愛情、親
情讓你任選其一，你會選擇哪一樣？」我二話不說，
就揀選了「親情」。
年幼的我，深深感受到「朋友」可以選擇，「丈
夫」可以選擇，唯獨「父母」是上天的恩賜，難道這
不是最矜貴嗎？聰明的我，當然是選擇「親情」。
只說「親情」多麼的重要，卻少了履行「孝道」，那
怎能彰顯「孝道」的真諦呢？
我對您們的養育之恩，真是沒齒難忘。爸爸，您
為了給我們一個舒適的生活，您每天都披星戴月的工
作，總是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但您一點兒怨言都沒
有；媽媽，您為了照顧一家人的起居飲食，您每天總
是早起晚睡，溫柔體貼的對待我們，給我們一個溫馨
和諧的家，謝謝爸媽！
您們對我無微不至的愛，我一定會聽從您們的教
導：在學校做一位勤奮好學的學生，在家裡尊敬長輩
愛弟妹，做足女兒應盡的責任。爸媽，我會努力讀書，
好好裝備自己，將來服務社群，做一個不偏不倚的好
公民，我不會令您們再次為我的健康而操心，我會好
好照顧自己，我更會好好孝敬您們，我一定會……我
相信這樣才能報答您們對我的愛。爸媽，我愛您們！
祝
身壯力健
女兒
凱琪敬上
十月二十日
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6D 高岳廷
媽媽，此時，我正在紙上抒發對您的感激，不知
您是否能聽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着您頭上的銀絲，一天
比一天多。臉龐一天比一天憔悴。心中不禁有千言萬
語想對您說，有如骨鯁在喉，可又欲言又止，不知從
何開口！
這十一年來，謝謝您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與關
懷。爸爸因工作緣故無法時常回家，所以家中大小事
務都是由您來打理。無論您有多累，也不許我插手幫
忙，只望我好好學習，將來能有一番作為。媽媽，感
謝您！
在我小的時候，我還不懂事，經常無理取鬧，惹
您生氣。有一次，您終於忍無可忍，便打我、罵我，
我當時卻明白不了您的苦心、您的愛都包含在內，屢
次頂撞您，令您操心。現在回想起來，過去的日子，
您無條件為我付出，那都是您的愛呀！但我卻無法體
會，只知道繼續頂撞您，請您原諒我的無知與任性，
我保證從此以後，再也不惹您生氣！媽媽，對不起！
媽媽，我愛您！您為我付出的實在太多了，簡直
如同一個天文數字，無法計算。還記得那時剛和您分
開房間睡覺，您擔心得幾乎一整晚都沒睡着，不斷到
房間看我是否有踢被子。從這小小的一件事便能體會
您的愛。我立志一定發奮圖強，讓您過着幸福的日
子！

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6B 劉玉榴
媽媽，您像陽光，給我溫暖；您像大樹，幫我遮
風擋雨；您像園丁，細心呵護我這稚嫩的花朵。
記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手指割傷了，傷口很深，
血一直流個不停，您雖然嘴上一直指責着我，但我不
能忽略您掛着滿是焦慮的臉去替我借止血散，幸好有
個做醫生的鄰居，血止住了，您才鬆了一口氣。媽媽
我想對您說：「對不起，媽媽，我令您擔心了。」
這些年您一直都在重複做着一件事，晚上幫我蓋
被子。我一直都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睡覺時特別愛踢
被子，而媽媽您也養成一個習慣，幫我蓋被子。無論
您工作多累，您也一直重複着。媽媽您辛苦了。
一直以來，媽媽您對我做了太多事情，多得已經
記不清。您是我無論做錯了甚麼，都會原諒我的人。
您對我的愛，我無以回報，媽媽，我愛您！

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6C 朱曉嵐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
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每當我想起這
首詩，我就會想起我親愛的媽媽。母親節快到了，媽
媽在這裏我有話對您說。
我想跟媽媽您說一句話：「媽媽您辛苦了。」十
二年您每天都不辭勞累地為我和哥哥的衣食住行操
心。每天您都要上班，傍晚回家後又亳無條件地弄好
一桌飯菜給我們一家人吃。每次我生病的時候，您寧
願整晚不睡覺都要照顧我，您的笑容，您慈祥的樣
子，我永遠都會記得的。
記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上街，打了一個電話給
您，您卻要問東問西，和誰上街？去哪裏……我就不
耐煩地對你發了脾氣，我知道您這樣問我是為我好
的，怕我認識到壞人。但到我犯了錯誤的時候，您都
是寬容地教導我，令我可以積累更多的人生經驗。
媽媽，您對我的照顧、關心、無微不至、我都會
記住你的，媽媽的辛苦。我長大後一定會報答你。現
在我想對您說：「我愛您！」
一件傷心的事
6E 楊凱茵
在我的心裡，有一個小小的秘密，除了家人和我
最要好的朋友之外，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
這個秘密就是在十年前的八月，也是在我出生的
月份，我爸爸已經不在人世了……我想：別人一定會
問我許多問題，例如：你不傷心嗎？你很可憐哦……
我不想別人用憐憫的眼光看我！沒錯！我是在單親
家庭長大，但我只是想做個普通的小孩。
我不喜歡父親節，每當到這個節日，我就會感到
孤單、孤獨的感覺……每當學校要做關於父親節的勞
作、功課……我都不知從哪方面下手才好，因為我從
沒有跟爸爸相處過。我只可以從母親的口中，得知他
的為人、性格、興趣、生活趣事……
我知道我這個自卑的想法是錯的！其實，只要接
受過去，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