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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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姻彤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媽和朋友替我在家裡舉行了
一個生日會。我們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切生日蛋糕。
爸媽送我喜歡的禮物。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生日會
1B 李健鋒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替我在家裡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一起吃東西，一起玩耍。爸媽送我喜歡的
玩具。今天，我覺得很快樂。
我要上課了
1D 左欣澄
1D 班，活潑班，老師也稱讚。我和同學一起學習，
一起遊戲，真高興，我要上學了。我要做個好學生。

旅行日 2A 吳慧晞
十月四日是我校的旅行日，那天天氣晴朗，我們
到鯉魚門度假村旅行。早上，葉老師帶領二甲班同學
坐旅遊車出發。
到達營地，我們先聽工作人員介紹營地設施和注
意事項。然後，葉老師帶領我們到處玩耍。
我很開心，因為這裏有很多不同的設施，例如攀
石牆、康樂棋等等。我最開心的是葉老師陪我們一起
盪秋千。
我在鯉魚門度假村度過了愉快又難忘的一天。
到海灘去

2C 黃梓洹

星期天，天氣很晴朗。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海灘
去。那裏有很多人在游泳和堆沙，十分熱鬧。爸爸和
媽媽一起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用沙砌城堡，我和
姐姐在岸邊打沙灘排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帶着
疲憊的身驅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高興。
到海灘去

2D 魏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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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媽媽在曬太陽，弟
弟和妹妹一起游泳，我和姐姐在岸邊堆沙。直到太陽
下山，我們才收拾東西回家去。
這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的自述

2E 馮瑋軒

我叫馮瑋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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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我很喜歡做運動。我的家有爸爸、媽媽、哥哥和弟
弟。我喜歡吃冰淇淋、魚柳和雞翅膀，因為它們很美
味。

生日會

1C 陳秀盈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替我在家裡舉行了一
個生日會。我們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切生日蛋糕。叔
叔送我一個皮包。今天，我覺得很高興。

國慶日見聞
1E 陳宛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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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排隊時，我也要向他們學習，做到認真和整齊。
到海灘去
2B 王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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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開開心心地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看圖寫故事
3A 曾德俊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了，他們看見
黑漆漆的樹影在背後晃動，好像有些怪物躲藏在後
面，他們不禁害怕起來，擔心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後
便哭了起來。
幸好，他們在路上遇到了小兔。小兔好奇地問他
們：
「你們為甚麼哭了起來？」小松鼠回答說：
「我們
在森林裏迷路了，不知道怎樣回家去？」樂於助人的
小兔便帶領他們找回家的路線。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小兔說：
「只要
過了小河便能回到家。」但是膽小的小松鼠們看見大
風呼呼地吹着殘破的木橋，害怕會跌進河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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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的熊醫生看
見小松鼠們害怕的樣子便把他們抱在懷裏，大踏步走
過木橋，三隻小松鼠說：
「感激您的幫忙，熊醫生！」
熊醫生便微笑着說：
「不用客氣！」
過橋後，熊醫生帶小松鼠們找到回家的路。小松
鼠們終於回到家裏了，本來滿面愁容的小松鼠們，在
看見松鼠媽媽後也變得歡天喜地，他們答應媽媽以後
也不會獨個兒走到森林去玩了。
我的小發明
3B 庄峻旭
我想發明一副神奇眼鏡，這副神奇眼鏡有橢圓形
的玻璃鏡片，黑色的鏡框，非常精緻。
鏡框邊分別有兩個按鈕，只要將左邊的按鈕按下
就可以知道現在的時間，只需將右邊的按鈕按下就馬
上有電話的功能。
這個神奇眼鏡可以隨時隨地幫助你，方便有需要
的人士。
你說這個神奇眼鏡好不好用？你們如果想要，就
和我一起來研製這副神奇眼鏡吧！

我的小發明 3D 陸薈文
我的小發明是萬能飛天翼，它的功能是可飛上天
空，還可以照明。
它的外形很特別，是一個長長的橢圓形；而它的
顏色是橙色的，十分鮮艷，當晚上的時候，它還會發
光呢！
我設計這個小發明的原因是因為我時常看見小
鳥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飛，還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景
色，可以大開眼界。
我的發明可以幫助一些行動不方便的人使他們
很快到達目的地，所以它真的很有用呢！
我的小發明 3E 陳穎希
我想發明一架萬能飛車。我發明飛車的原因是當
有一些小朋友上學遲到時，飛車就可以幫助他們儘快
飛到學校。
這架飛車有一雙「翅膀」，方便它在高空飛翔！
它更有不同的功用，它可以在大海裏行駛。車前還有
兩盞照明燈，方便人們夜間行駛。
飛車還是一部開篷車，你可以坐在車上欣賞天上
的美景。另外，這輛飛車的車身可以伸長，它伸長時
是可以載十二個人的，像一架很長很長的列車。
除此之外，它更是一部防火防水車，它不怕風
雨，任何時候也可以行駛。它真是一部超級萬能車，
方便我們的生活呢！
十三年後的我
4B 馮宇妍
十三年後的我是一位舞蹈老師，我長得亭亭玉
立，還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小時候，有一次看見一群穿着漂亮舞衣的姐姐，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我羨慕極了，立志成為舞蹈老師。
從那時開始，我就參加了跳舞班，每天除了拉
筋，游泳、還跑步練氣。拉筋時，有時我痛得眼淚也
流了出來，真想放棄。難道不努力會成功嗎？於是我
堅持了下來。
現在我已經是一位出色的舞蹈老師，我培養出一
班班出色的舞蹈員，他們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舞蹈比
賽，取得冠軍，為香港爭光。
我希望更多人喜歡跳舞，並將中國舞蹈藝術推向
世界。

二十年後的我
4C 司徒霈霖
二十年後的我會是一位老師。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一位老師？因為我唸一年
級的時候，我看到老師們在辛勤地努力工作，用心教
導學生，所以我長大後希望成為一位好老師，像每一
位老師一樣每天用心教導在學校裏每一位學生，讓每
一位學生長大後都會聰明伶俐。
經過了多年艱苦學習，我終於成為了一位好老
師。教導好每一位學生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從來都不
覺得辛苦，因為可以教導每一位學生學習新知識，令
我覺得很開心。
雖然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學生的笑容，我
就會很開心。用心地教導學生，不就是老師的職責
嗎？我一定會做好這份工作。

我的小發明
3C 李樂怡
我想發明一個萬能功課盒，因為我是一個懶惰的
學生，想有更快的方法完成功課。
這個盒的外形是長方形，上面有兩個按鈕，當你
想睡覺時，按第一個按鈕一次，它就能幫你更快完成
功課。當你的書本跌在地上時，按一下兩個按鈕，功
課盒就會自動將功課或書本放進書包裏。
這個功課盒你喜歡嗎？有沒有要改進的地方？就
和我一起研究吧！
學校旅行
4A 陳筱柔
今天，是我們的學校旅行，我們將要前往麥理浩
夫人度假村。大家興高釆烈地乘坐旅遊巴士出發。
上車後，我們在車上不停地嘰嘰喳喳地談天，感
覺時間很快就過了，大約一小時後，我們終於到達了
度假村，大家都興奮得尖叫起來。
首先，我們到餐廳聽營地工作人員講解守則，然
後便前往康樂館。
沿途，我們經過了不少彎彎曲曲的山路，經過重
重「障礙」後，我們終於抵達了康樂館。可是此時此
刻，幾乎每一間活動室都擠滿了人，我們被迫離開。
由於我們剛剛一路走上來的時候，消耗了太多體
力，因此我們在附近的涼亭稍作休息一會兒再繼續出
發。
這時，康樂室的人潮逐漸散去，我們就趁這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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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 4D 陳浩墀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飛虎隊隊員。我的體格強
壯，有毅力，更不怕危險，能盡力保護香港的市民。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飛虎隊隊員？因為我自小
就很欣賞飛虎隊隊員的勇敢精神和準確的槍法，所以
我常常練習眼力，我看見很多隊友輸了便放棄，而我
就不會那麼容易灰心！難道不努力學習會成功嗎？
現在，我已經是隊內的槍法第一名。師父是我學
習的好榜樣。我要加強自己的眼法，再和師父較量。
希望我能成為一個出色的飛虎隊隊員。

學校旅行
4E 譚偉聰
十月四日是我校的旅行日。當天的天氣特別晴朗。
我一早就懷着興奮的心情上學去。
回到學校，我們先集合，然後一起乘坐校車前往麥
理浩夫人度假村去。
經過一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下車
後，我們到餐廳裏聆聽工作人員講解場地的安全規則。
然後，我們分成幾個小組到各場地去遊玩。
我和三位同學先到箭藝場玩。一開始，我們不懂射
箭，箭場的工作人員耐心地給我們講解射箭的技巧。我
緊張地拿着箭，照着工作人員的話去做。我手拿着箭，
望着箭板的「紅心」射去。開始時，我沒有用力，箭還
沒到箭板就掉下來。我連續射了幾箭，我還是射不中「紅
心」，可是有一位同學射中了「黃心」，我和同學都替他
高興，大家都興奮地祝他射中「紅心」。
接着，我們到了小型高爾夫球場玩，工作人員向我
們講解玩球的技巧。我和三位同學玩了好一會兒，才能
把幾個球打進洞裏。我們玩得汗流浹背，但感到很高
興，我們你望我，我望你，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們要集合回校了。我們上
車後，同學們有的談話，有的休息，有的累得睡着了。
這次旅行，我們不但玩得興奮，而且增進了我和同
學們的友誼。

中秋節的晚上 5C 鄺浩然
中秋節是人月團圓的好日子，我們會和家人一起歡
度這個佳節。
每年的中秋節，我總會相約幾個要好的朋友到公園
遊玩。我很期待中秋節的來臨。
吃過晚飯後，我和爸爸、媽媽到公園賞月。公園裏
人山人海，十分擠迫！幸好朋友的媽媽找到幾個座位，
公園裏佈滿了七彩繽紛的燈籠，三五成群的小孩拿着不
同形狀的螢光棒揮動着，看來他們玩得真開心呢！調皮
的小孩拿着蠟燭在「煲蠟」，他們的媽媽在談天說地，
我和朋友玩「捉迷藏」，玩得非常投入。這時候，就連
害羞的月亮姐姐也探出頭來湊熱鬧，她好像對我們說：
「我跟你們一起玩吧！」於是我們跑到那裏，她就跟到
那裏。偶然我們還會聽到小烏和蟬兒在吱吱喳喳叫，好
像牠們也在慶祝熱鬧的中秋節。不知不覺原來已經夜深
了，我們要回家了，我的心情還未平伏，心想：快樂的
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呢！
快樂的中秋節

5D 李綺彤

中秋節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日子，它代表團團圓圓。於是，我和往年一樣，都會
一家人齊齊整整、開問心心吃團圓飯。
晚飯後，爸媽和我提着水果、月餅和花燈到公園
賞月。公園裏很熱鬧啊！有許多小朋友在玩螢光棒、
螢光飛機和各種各樣的花燈，玩得十分開心。大人們
有的吃水果，有的幾個圍在一起聊天。吵吵嚷嚷，很
不熱鬧。
我把螢光棒掛在身上，跑呀，跳呀，叫呀。我把
飛機飛得很高，它泛着螢光徐徐地飛，我突然好像一
隻螢火蟲呢！
這個中秋節我感到很開心，希望明年的中秋節快
點來呢！

難忘的中秋節

5A 馮瑋顥

期待已久的中秋節終於到了！那天，我和家人都懷
着閒情逸緻的心情去賞月。
公園裏，人們都在享受中秋，他們有的在遊樂場
玩耍，像在玩捉迷藏；有的在分享月餅，像鳥媽媽找到
食物餵養幼雛一樣。
我們先沿着小路漫步而行。沿途可看到一朵朵小
花、一棵棵大樹被一顆顆串連着的燈泡覆蓋着，當燈泡
發亮時，就會出現火樹銀花的景象。走遠一點，便到達
遊樂場了。那裏人聲鼎沸，小孩子邊拿着花燈或螢光
棒，邊溜滑梯、盪鞦韆或翹翹板；悠然自得的老公公、
老婆婆邊坐在長椅上，邊欣賞那月明如鏡的滿月；青少
年邊吃月餅邊聊天，看起來好不開心。
再走遠一點，便到舞台了。那裏只有稀少的人，他
們大多數都拿來一個收音機，邊聽着收音機播放餘音裊
裊的音樂，邊跳舞。多走幾步，便到達賞月的最佳地方
休憩花園。在那裏可聽到鳥兒在吱吱地叫着，牠們
有的在地上找尋食物，像要清除地上的穀子；有的在天
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牠們那無拘無束的樣子，好不開
心。抬頭一看，可看到那像鑽石般發亮着的月亮，月明
星稀的黑夜伴着皓月千里、月明如畫的月亮；遠處一
看，可看到崇山峻嶺的飛鵝山；向左右看，可看到路旁
枝繁葉茂、鬱鬱蔥蔥的樹，這真是無邊風月的景色。
今年的中秋節有無邊風月的景色，令人感到如癡如
醉、心曠神怡、流連忘返……希望明年也可以再看到一
樣的景色。
精彩的中秋節

5B 張熹桐

今年的中秋節在九月十九日，我家的屋苑舉辦了中
秋晚會，於晚上在平台舉行。
當晚我和爸媽吃過晚飯便出發。一到埗我便聽到熱
鬧的人聲，原來很多居民早已來到賞月。
我望向清朗的夜空，看見圓圓的月亮掛在天上，閃
爍的星星就伴着她，好像一位媽媽帶着一家人散步，感
覺很溫馨。
陣陣清風輕輕地吹過，我嗅到秋天的氣息；樹木輕
輕發出沙沙聲，好像演奏着美妙的歌聲。爸媽把帶來的
月餅和水果準備好，我便替我的白兔花燈燃點蠟燭。我
們一家人吃着美味的應節食物，看着五光十色的花燈，
感覺非常溫馨、愉快。
晚會還有不同的節目，例如：攤位遊戲、小丑表演、
抽獎遊戲和派發免費棉花糖。這個晚上，我們過了一個
精彩的中秋節。
愉快的中秋節

5E 許藝瑩

農曆八月十五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今年中秋節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媽媽買了一個「叮噹」充氣花燈給
我，還帶我們到酒樓吃飯。
那天，我們一家人和親戚一起到酒樓吃晚飯。晚飯
後，我們就到翠屏邨公園遊玩。
一路上，微風夾着各種花香，兩旁柳枝被吹得左搖
右擺，小鳥和蟬兒互相對唱，唱出美妙的樂韻。我仰頭
往天上看，只見數顆星兒伴着皎潔的月亮照亮夜空。
到達後，我們看見那兒已經有很多人在玩花燈和螢
光棒及有部份頑皮的小朋友正在「煲爉」。我們便馬上
找一個位置坐下來，一邊吃月餅、水果，一邊玩花燈。
在人群中不時傳出歡呼聲，不斷讚美明亮的月亮。我們
沒有被那濃烈的「煲爉」氣味影響到心情，我們玩到十
一時才回家。那天我們玩得十分高興。

一件難忘的事
世事無絕對
6A 蘇熙驊
今天，我打開英文報章 南華早報，看見一個
自豪地捧着獎杯，威風澟澟的臉孔 正是我，獲得
了第二屆校際英語辯論比賽冠軍。
這得要由四年級說起：話說有一天，樊主任來找
我，「有沒有興趣加入英語辯論隊?」這句說話造成了
我成為辯論隊的一員。
在五年級的時候，我們辯論隊第二次參加校際辯
論比賽。因為已參加了一次，所以我們早已準備就
緒，但辯論老師史提芬先生卻說：「事實沒有想像中
那樣容易。」事實 也正是如此。
到了第一場比賽：這是與培僑書院(小學部)的一
場比賽。我們懷着輕視的心情，結果輸了。從這場比
賽，我學會了不要輕敵，認真應對。到了我們認真的
時候，第二、三、四場自然不成問題了。
第四場比賽勝出後，又有消息說要有兩場準決
賽。原因是初賽完結後，有三間學校的成績相同，其
中一間是培僑。我慌了，趕忙準備。
回到家裏，我正在沈思：「如果隊友和我的隊伍
都輸了，怎麼辦 不行，我要相信隊友!」最後，
雖然我的隊伍輸了，隊友卻勝了。培僑全部勝出。我
們雙雙進了決賽。
我更努力地搜集資料，練習。最後雖然每個人都
以為培僑必定會勝出，但是，我們勝出了。
媽媽說的「世事無絕對」和書本上的「世上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說得不錯，不要認命，只要有心，
一定會成功！
看見這篇報道，我想感謝同學、隊友、老師和父
母親。您們令我驕傲。

一件難忘的事
6B 趙慧怡
某天下午 我不耐煩地向妹妹解釋：
「六是三的
倍數 因為六可以被三整除。」妹妹點點頭 想了想
又問：
「那麼三是五的倍數嗎？」我真的被惹火了
因為我已為她重複解釋了很多遍 可她仍不明白甚麼
是倍數！我憤怒地吼道：
「難道你沒有上課嗎？甚麼
也不懂 『笨蛋』！」妹妹委屈地看着我 快哭的樣
子宛如被拋棄的小丫頭。但我心中的怒火卻控制不住
地爆發了。我跑回房間 用力地關上門 心想：我絕
對不會再教她做功課！
整整一個星期 妹妹都沒有跟我談及她的功
課，我也很少和她聊天。媽媽甚至開玩笑說：
「太陽
從西方升起了 平日最愛說話的怎麼閉上了嘴巴？」
直到星期五下午，妹妹才悄悄走到我身旁說：
「姐姐，
你看一看。」然後把數學作業遞給我。我打開第二頁
吃驚地瞪着日期的下方。妹妹天真無邪地仰着臉說：
「我得到滿分啦! 多虧姐姐教我 謝謝你。」我呆呆
地坐在沙發上，心裏很後悔之前這樣對她。她的每一
句話好像針一樣刺痛我。妹妹低下頭，對我說道:「姐
姐 對不起！我太笨了。別生氣，好嗎?」 我紅了眼
圈 點點頭。妹妹開心地笑着說:「我最喜歡姐姐！」
我小聲地說:「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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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難忘的事

6C 梁尚文

每當我走過酒樓、超級市場及魚檔時看到廚窗裏
的魚蝦就會令我想起了在北京吃的一道菜 醉蝦。
時光如梭，兩年前的暑假我跟外公、外婆去北京
旅行。我在飛機上看見朵朵白雲在藍藍的天空上飄
浮，真是姿態萬千，變幻無常，使我至今仍不能忘記。
在北京我們去過故宮、萬里長城、天安門……每
到一個地方，外公、外婆都會帶我吃當地的小吃，每
種地方的小吃都非常美味，可惜因為吃得太多，使我
留下的印象都不太深刻。
在北京的其中一天，外婆的朋友邀請我們去吃
飯。當中一道菜叫 醉蝦。服務員捧着一個透明的
玻璃碗，碗裏裝着白色半透明的小蝦，朝着我們求救。
透明玻璃碗裏的小蝦有的在跳舞、有的休息。我
奇怪地問：「為甚麼叫醉蝦呢？」外婆說：「玻璃碗裏
的『水』其實是酒，蝦喝了酒之後，就像人一樣醉倒
了，這時我們就可以吃牠了。」
那些蝦香中帶酒，酒中帶甜，甜中帶鹹，美味無
窮。
回到香港後，我還再想吃這一道菜。蝦呀蝦！你
真偉大，你為人類犠牲了生命，換來了一道回味無窮
的佳餚。
一件難忘的事
6D 洪錦鋒
我絕對忘不了那次抄小路的事。
那是一個漆黑的晚上，天上沒有月亮，我一個人
走路回家。忽然，我覺得附近有一個人跟踪我，心裡
就害怕起來。我記起媽媽說過當我們害怕的時候，可
以唱歌壯膽，於是我就在心中唱歌。
快到家的時候，那一個影子離我越來越近，我的
心跳得越來越快，我立即跑到大街上，但是街道上一
個人也沒有。突然，我看見街上有燈光在閃來閃去，
然後有一個人從燈光中走過來，我仔細地看，原來是
警察。我立即跑到警察身邊問：
「警察叔叔，我在我
家附近看見一個可疑的人，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看
看？」警察說：
「好！」
之後，我們走到我家附近，卻看見媽媽在焦急地
走來走去。我立即跑到媽媽身旁，說：
「媽鎷，剛剛
有一個形迹可疑的人在這裡徘徊。」媽媽說：
「那個
人是我。」
我們向警察道謝後便返回家中。
一件難忘的事 6E 駱士俊
當我伏在桌子上，我看到相框內一幀和鄭澤城的
合照，這張照片令我想起上次的事情
「哎呀」這聲音在課室裡迴旋了三次，令全部的
同學都露出疑惑的表情，他們心想是誰在大叫？聲音
是從課室的後方傳出來的，我們立即向後看發生了甚
麼事情。誰知原來是鄭澤城，老師迅速地走到「他」
的身旁，然後問他發生了甚麼事。接着他回答我說不
小心把釘書機的釘釘到「我」的大拇指上。老師看到
他神色慌張便叫我扶他到校務處療傷。治療後，他跟
我說：
「謝謝你剛才扶我到校務處
」
我覺得幫助別人是一件很開心而又有意義的
事，因為可以幫別人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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