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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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狼的故事     3A 黃子欣 

一天早上，小狼喝了很多酒，正想回家休息的時候，

看見了小龜，小狼看不清楚，就把牠當成一個足球，把這

個「足球」踢走了。 

第二天，小龜剛好遇見小狼，便問：「昨天你為甚麼

踢我？害得我全身都受傷了。」小狼說：「昨天我多喝了

酒，對不起，請你原諒我。」但小龜堅持不肯原諒小狼。 

突然，一個仙女出現了，仙女對小龜說：「雖然小狼

做錯了，但牠懂得知錯能改和道歉，所以你應該原諒牠。」 

最後，小龜原諒了小狼，牠們還成為了好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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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園     1A朱瑩采 
今天，媽媽帶我和妹妹到馬遊塘村鄉公所公

園遊玩。 

那天天氣特別好，我在草地上看見花兒和蝴

蝶，真是漂亮呀！我聽到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

聽。我和妹妹一起玩滑梯，一起玩捉迷藏。 

大家過了愉快的一天。 

 

                 遊樂園    1B甄芷澄 

星期日，媽媽帶我到油塘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很好，我在草地上看見花朵和小

草，真是漂亮。我聽到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

我和家人一起玩耍，一起吃東西。 

大家過了愉快的一天。 

             遊樂園   1C 馮智愍 

今天，爸爸帶我們到香港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兒和青

草，真是漂亮。我聽到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

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大家過了愉快的一天。 

              我的好朋友     1D左欣澄 

我的好朋友是姚卓妍。她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

睛，一個大大的鼻子，一把短的頭髮。她最愛吃麪

芝士腸。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玩耍，一同唱

歌，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學習和

參加活動，校園生活樂趣多。 

 

             動物園     1E陳宛琛 

爸爸帶着我，來到動物園。 

猴子真活潑，大象鼻子長。 

老虎好威武，鳥兒歌聲妙。 

白熊像雪球，綿羊似雲兒。 

            到海灘去     2A 方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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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在海灘上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在海裏暢泳，
我和姐姐在岸邊拍打皮球。 

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
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的同學      2B 何敏莎 

我的同學叫黎欣琪，今年七歲。她的頭髮長長

的，眼睛又大又圓。她今年讀二年級，喜歡中文科。

她個子高大，性格溫柔和開朗。她愛吃水果和蔬菜，

也愛做運動。她未來的夢想是當老師。 

她是我的好朋友，因為她常常幫助我，又有愛

心，所以我和欣琪成了好同學。 

                吃火鍋     2C 陳宇霖 
上星期六，媽媽帶我到酒樓吃火鍋。 

火鍋是我的最愛，所以我吃了很多食物。 

火鍋的味道真是美味極了！雖然我吃得很飽，但

我還是吃個不停。 

吃過火鍋後，在回家途中，我突然感到肚子很痛。 

結果，媽媽把我送進醫院。經過醫生檢查後，認

為我不是食物中毒，而是吃得太飽。我很後悔，發誓

以後不再暴飲暴食了。 

 

 

 
    吃火鍋    2D 魏鈺清 

上星期六，媽媽帶我到酒樓吃火鍋。 

火鍋是我的最愛，我取了很多食物。 

火鍋的味道很美味。那些食物很豐富，我吃了很

多。 

吃過火鍋後，我覺得肚子很痛。 

結果，媽媽把我送到醫院。經過醫生檢查之後，

原來是我吃得太多食物才會肚子痛的，我以後要小心

飲食。 

 

             小狼的故事      3D陳楠茵 

有一天，小狼到森林散步。正當牠散着步時，突然見

到一隻小烏龜迎面而來。小烏龜正想和小狼打招呼時，小

狼却嫌牠走得慢，一腳把小烏龜踢到半空中，痛得牠哭了

起來，於是小烏龜便非常傷心地走了。 

小牛、小兔子和小松鼠看見小烏龜傷心的樣子，便問

牠：「為什麼你那麼生氣？」小烏龜便跟牠們說了事情的

經過……牠們異口同聲地說：「小烏龜，我們幫你。小狼

這樣欺負你，真是太過份、太沒有禮貌。」小狼剛好經過，

聽到牠們說的話，自己也很後悔，於是便鼓起勇氣向小烏

龜說：「對不起，請原諒我！」小烏龜點點頭，原諒了牠。 

從此，牠們便做了好朋友。天天開心、快樂的在森林

裡一起生活，一起玩耍。 



                吃火鍋     2E 馮瑋軒 
上星期六，媽媽帶我到酒樓吃火鍋。 

火鍋是我的最愛，所以我雀躍萬分，點了很多

食物。 

火鍋的味道很香濃。所以我吃了很多，特別是

我愛吃的香腸和魚丸。 

吃過火鍋後，回家的途中，我的肚子突然痛了

起來。 

結果，媽媽把我送進醫院。醫生檢查後，說我

不是食物中毒，而是吃得太多，所以肚子痛。 

我很後悔，我以後也不敢吃得太多了。 

            小狼的故事    3B 袁子欣 

從前，森林裡住着一隻頑皮的小狼，它常常欺負

森林裡的小動物。 

有一天，牠在森林裡遇到小烏龜，小烏龜對小狼

說：「早上好。」小狼不但扮作聽不到，還一腳踢向

小烏龜，小烏龜四腳朝天，痛得哇哇大哭起來。 

第二天早上，小狼又在森林裡遇到小烏龜，小烏

龜問小狼：「昨天，你為甚麼踢我呢？」小狼不但不

肯承認錯誤，還扮作若無其事。小烏龜十分憤怒，一

句話也不說便離開了。 

小烏龜決定向森林之王告狀，牠把小狼做的壞事

告訴了森林之王。森林之王責問小狼，小狼才肯承認

錯誤，並向小烏龜道歉。結果森林之王和小烏龜都原

諒了小狼，小烏龜更和小狼做了好朋友呢！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不要欺負弱小。 

 

       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3C 章嘉諾 
    今天，許主任帶我和一班同學一起去參觀香港房
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到達後，職員首先帶我們欣賞短片。短片中介紹
香港從前的房屋發展到現在的情形。接着許主任帶我
們一起去玻璃瞭望橋，從橋下看香港立體地圖模型，
展現房委會物業的規模和分佈情況。後來我們到展品
區去。透過建築模型、模擬單位、實物擺設，你可以
窺探過去數十年香港的社會變遷，也能了解香港日益
改善的公共房屋居住環境。 
    經過這次參觀活動，我學習到很多有關本港公共
房屋的知識。 

 

     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3E曾梓鋒 

上星期一，學校安排我們到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

中心參觀。 

因為老師想我們從參觀中，學到多些有關房屋發

展的知識，認識舊香港的公共房屋。 

我們乘坐校車，一會兒就到了。那裡有很多與房

屋有關的展覽品。 

此外，我知道房屋委員會會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

居所，並竭力改善公共房屋內居民的居住環境。 

當日參觀時，展覽室內有精心設計的玻璃展示

屏、樓宇模型、模擬單位、以及多輯圖像和影片，呈

現了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歷程，令我大開眼界。 

沿着瞭望橋，我可以了解到在各區的公共房屋發

展項目，我更可在互動角，透過有趣的遊戲建設自己

理想的公共屋邨。 

這次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令我能更加

了解舊香港的公共房屋，所以我覺得很有意義呢！ 

 

          給老師的信       4A鄭樂兒 
親愛的鄭老師： 

您好嗎？您的身體好些了嗎？聽說您患了感

冒，您要多休息，多喝開水，還要定時吃藥。雖然這

幾天您沒有回校上課，但是我們也很自覺，聽從代課

老師的指導，班裏經常破壞秩序的同學也開始變乖

了，所以請您不用擔心我們。希望您好好休養身體，

盡快返回學校，因為每位同學都非常掛念您。 

請您不用擔心我的成績，因為我有準時交功課和

上課時很專心，在這次測驗中，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

成績。 

期考快到了，雖然有代課老師幫我們溫習，但我

始終覺得您最清楚我們的弱點。當然，我們也會努力

溫習，迎接考試，希望取得好成績。 

祝 

早日康復！ 

                           學生 

鄭樂兒上 

十二月十四日 

 

學校旅行記     4C廖詠詩 
今天，學校安排全校同學去旅行，而三年級和四

年級的旅行地點是位於西貢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在我們坐巴士的途中，我看見了很多牛在馬路邊

休息，那兒好像有七八隻牛，真是很多！過了一會兒

後，終於到目的地了。我們首先到餐廳聽姐姐的講

解。然後就可以去玩。我們分成了很多組，我的組員

有五個人。我們去了自行車場和兒童遊樂場玩，然後

就去了手工藝中心。我們做了一些很可愛的手工藝，

而我做了一隻小猴子送給媽媽。 

今天，我玩得真開心呢！希望下次能再到這裏遊

玩！ 

           我愛大自然   4D周樂茵 

彩虹，彩虹， 

你為什麼是五顏六色？ 

你真可愛，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你更漂亮。 

花兒，花兒， 

你為什麼這麼害羞？ 

有時向着我們盛放， 

有時卻害羞得收了起來。 

 

月亮，月亮， 

你為什麼懂得千變萬化？ 

你就像一個魔術師， 

本來彎彎曲曲的。  

過了幾天， 

就變成又圓又大的。 

 

大海，大海， 

到底你是什麼顏色？ 

唉！看上去你是藍色， 

不過有些人說你不是藍色，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福爾摩斯探案集之四簽名》讀後感   5A卓文淵 
被譽為「偵探小說之父」的英國作家柯南‧道爾一

系列的「福爾摩斯」巨著，最觸動我心靈要說是《四簽
名》。 

我十分欣賞作者能夠塑造出一位智勇雙全的角色
福爾摩斯。他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才幹，任何蛛絲馬跡都
逃不過他的慧眼。《四簽名》是一宗入室殺人搶劫案，
兇手為了錢財，竟做出駭人的行為，他不但沒有清理好

案發現場，還故意留下明顯的線索給警方。福爾摩斯憑
着精密的邏輯推理，細緻的調查，無懼狡猾的罪犯，終
於判斷出兇手是如何犯案，並將他緝拿歸案。 

福爾摩斯的推理能力十分了得，他的一舉手一投
足，一言一談都將我帶進驚險、刺激的世界，讓我置身
其中。此外，一波三折的故事情節，真是扣人心弦。 

我真想成為他的助手，助他一臂之力，共同為社會
伸張正義，捍衛法律的尊嚴，讓人們活得安全，活得快
樂，活得和諧，活得…… 

  爸爸的「缺點」！     5B朱穎妍 
我爸有一個缺點，就是煮飯很難吃。 

星期天，媽媽去了外婆家吃飯，只剩下我們三姊弟

和爸爸。爸爸就得意地說：「今晚由我來煮一頓美味的

晚餐給你們吃。」我心想：爸爸懂煮飯嗎？他燒飯不是

放很少水，就是放很多水。我決定觀察爸爸怎樣烹煮這

頓飯。 

爸爸首先將洗好的魚，用刀切成長短不一的，然後

打開煤氣爐，把油倒進鍋裏，將魚一下子倒進去。油從

鍋裏彈出來，差點兒就燙到手了。接着，爸爸從架上拿

了一些糖、鹽、醋等調味料，各放了一點入鍋裏，又放

了些水，最後蓋上了鍋蓋。我心又想：有人會這樣煮魚

的嗎？ 

過了一會兒，我聞到了香味，就請爸爸打開鍋蓋，

還趕緊拿來了碟子，可是爸爸說：「不行，萬一未熟呢？」

又過了幾分鐘，我聞到了一陣燒焦的味道，爸爸這時才

打開鍋蓋，把魚放進碟上。我立即拿起筷子，夾了一點

兒來嘗嘗，味道又酸又甜又鹹，非常難吃。 

以後我不敢吃爸爸煮的菜了！ 

                 我愛大自然     4E譚偉聰 
春天潮濕和暖，雨水滴滴答答， 

雨傘像一朵朵美麗的花朵，為街道披上漂亮的衣裳。 

 

夏天驕陽似火，人們快樂暢泳， 

堆沙嬉戲，給海灘增添熱鬧氣氛。 

 

清風送爽，楓葉載歌載舞， 

為郊野譜上美妙樂章。 

 

冬天寒冷乾燥，家家戶戶圍坐燒烤， 

聖誕燈飾璀璨奪目，給人們畫上幸福笑臉。 

我眼中的曼德拉      5C鄺浩然 
曼德拉，南非人，他出生於一九一八年，逝世於

二零一三年。當我和家人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都十分

難過，聽說他是因為染病而去世的。 

曼德拉在過去四十年獲得超過一百多個獎項，其

中最舉世矚目的，便是一九九三年獲得的諾貝爾和平

獎項。他還是南非著名的反種族隔離革命家、政治

家、慈善家。曼德拉幫助過不少黑人爭取權益，他在

任期間致力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和解除種族貧困和不

公。他被視為南非的「國父」，他的貢獻真是多不勝

數呢！ 

曼德拉的逝世令人惋惜。他為了實現理想，不畏

強權，敢於反抗的精神，值得人們學習。 

        學校旅行記    4B黃樂文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我懷着興奮的心情

回到學校。當集隊完後，便乘坐旅遊車前往麥理浩夫

人度假村。 

上到旅遊巴後，老師幫我們分配座位，旅遊巴終

於出發。經過一小時的車程，終於到達西貢麥理浩夫

人度假村了。我們先到餐廳聽工作人員講解規則，然

後到指定地點解散，再各自進行活動。 

首先我跟隊長到文娛館玩氣墊球和唱歌，玩完

了，我們便到康樂館玩「足球機」及使用其他設施。

當中，令我最難忘的活動是手工藝。進入那裏，有的

同學在畫圖畫，有的在拿卡紙。導師見我不懂做，她

就說：「你不知道怎樣做嗎？我來教你吧！首先拿一

張圖片卡和一張卡紙，然後用黑色水筆沿着周邊畫圖

畫，接着塗上顏色，再打一個孔，最後給我，我幫你

們放在焗爐裏，焗一焗，就完成啦！」我就照着來

做……終於成功了！ 

今天，我真開心，但是回程中很累，我和同學都

差點兒睡着了。噢！有男同學在嘔吐！難道他們想做

「嘔吐大王」嗎？可能他們喝太多飲料，才這麼「失

禮」，以後我不敢喝太多飲料了…… 

 

              一次助人的經歷      5D 嚴慧 
今天是星期天，我、妹妹和祖母吃過午飯後，祖

母說有點疲倦，所以去睡午覺，客廳只剩下我和妹妹。 

過了一會兒，我感到有點悶，所以我開了電視來

看。活潑又可愛的妹妹想和我玩，但又怕我責罵她，

所以想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她扮了我最喜歡的卡通人

物   「小飛象」。但是一不小心，她就從沙發上掉了

下來。我連忙扶妹妹到椅子上坐，之後去拿急救包幫

妹妹止血。我用消毒藥水替她的傷口消毒時，她大喊： 

「疼！疼！」 

我就回想到兩年前我在家也好像妹妹一樣頑皮， 

不小心從沙發上掉下來，當時我也是這樣，但媽媽跟

我說只要忍一忍，傷口便會好起來。於是我用相同的

口吻向妹妹說，來安慰她。 

消毒後，妹妹想知道誰教我急救，我說是媽媽教

的。想起那時候媽媽幫年紀小小的我急救時，我也是

這樣問媽媽，當時的我就像今天的妹妹一樣呢！ 

後來媽媽知道後，她讚我能學以致用，十分聰明

呢! 



 

       我最敬愛的長輩     6A彭月睿 

從小到大，我最常聽到媽媽的話就是「多放一

點心思讀書！」、「穿上這件衣服，不穿？不行，一定

要穿！」等這些老生常談的話。 

我常回應說： 「媽媽，你好煩啊！我自有分寸。

冷不冷，我自己會知道！」 其實，我並不想說出這

樣無情的話來傷害媽鎷，可是心頭上那一絲厭煩感就

如藤蔓般纏上我的心，迫得我無法不說出如鋒利的刀

的話來一而再，再而三的刺進媽媽千瘡百孔、滿目瘡

痍的心。 

聽到這些悔氣話，媽媽只是一如既往的微微一

笑，也不生氣。可我卻故意和媽媽拉遠了距離，連媽

媽她那雙美麗的杏眼，也不敢直視了。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媽媽的頭上長了數根白髮 

我哽咽着對媽媽說：「媽媽，你長了白頭髮……」媽

媽愣了一下，之後了然道：「沒事，白頭髮是我人生

的見証。」聽後，我禁不住撲進她那溫暖的懷裏，對

她說：「媽媽，對不起！」她笑駡了一聲：「傻孩子！

沒事！」隱約間，我看到媽媽眼中閃着欣慰的淚水。 

我終於明白到母愛的偉大！ 

    我最敬愛的長輩     6B周穎琦 
大家都說：「世上只有媽媽好。」縱使我的媽鎷

只是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但她也付出了最寶貴的青

春，含辛如苦地把我拉扯大，只盼我能健康、快樂、

平安地生活，她就心滿意足了。 

記得有一次，媽媽正在跟我說把我帶大多不容

易，要付出多少精力，我便悶悶不樂地問道：「媽媽，

既然那麼辛苦，那您後悔嗎？」她展出一絲慈祥的笑

容，用溫暖的手溫柔地撫摸著我的前額，道：「傻孩

子，怎麼今天突然問起這個問題呢？」我不好意思回

答，她便堅定地說道：「好吧！那我就告訴你。我不

後悔，甚至從來不後悔，生下你這個『開心果』，無

疑是上天賜給我最大的禮物。」從此之後，我們倆深

厚的感情又加深了很多，無論是狂風，抑或是暴雨也

沒法破壞我們之間既深厚又恆久的母女情。 

媽媽偉大極了！既無私奉獻她的青春，又細心教

導我。媽媽用自己的淳樸影響我，讓我勤儉簡樸；媽

媽用自己的溫暖滲透我，讓我充滿力量，媽媽用自己

的母愛感染我，讓我貼心、細心。媽媽如此偉大，為

何不是我最尊敬的長輩呢？ 

           閱讀好處多     6C梁尚文 
近年來，學校和社會各界都不斷鼓勵年輕人多閱

讀，很多學校都設有閱讀課，不同機構舉辦各種不同
的閱讀活動。 
閱讀書本會令我們學習到很多知識、詞語、句子

和成語。 
有些古人說的諺語很有意思，如「有田不耕倉廩

虛，有書不讀子孫愚。」 
讀書可以增加知識，也可以增廣見聞，還可以提

高個人的文學修養，增加自信心，令溝通及表達能力
有所提升。例如：在寫作文時可以引用色彩類的詞
語，如紅彤彤、綠油油、黃澄澄……又例如描寫聲音
的詞語，如轟隆隆、吱吱喳喳、沙啦啦等。這些都是
經過閱讀後所得到的知識。 
閱讀更可以令我們了解歷史及各國的文化。例

如：愛斯基摩人用碰鼻子來打招呼；北京是明、清及
現代的首都等。 
閱讀令人見識廣博，所以我們應該多閱讀。 

       記一次香港名勝的見聞和感受  6D鄭澤承 
暑假，我和朋友到星光大道遊玩，留下非常深刻

的印象。 

星光大道位於九龍尖沙咀的海濱長廊，對出就是

維多利亞港。政府興建星光大道是為了表揚香港電影

界的傑出人才，推動香港的旅遊業發展。 

那一天，天氣晴朗，我們首先看見一座「金像獎」

女神像，約高四十米半，她抬着頭，仰望藍天白雲，

呈現出她滿懷希望的神情。 

沿着星光大道，我看見了李小龍銅像，他是我們

中國人的象徵，他曾在電影中說過：「中國人不是『東

亞病夫』！」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他還發揚了中國

功夫，讓世界各地的人認識中國功夫。 

不經不覺，我走到了劉德華的手印旁邊，我情不

自禁地把我的手掌印在他的掌印上，感到非常興奮。 

我們走到星光大道的盡頭，已經花了大半天，入

夜了，我沿着星光大道欣賞迷人的維多利亞港夜景。

我靠着岸上的圍欄，觀賞香港島高樓大廈的璀璨燈

光，我感到「東方之珠」的名字，真是名不虛傳。星

光大道的日和夜，都叫人留連忘返。 

 

         一件難忘的事  6E陳嘉禧 

李老師是我在廣州唸書時的老師。他的身材偏

瘦，被他盯着的時候，就像被一頭老虎看着似的，令

人視而生畏，他為人卻十分有趣，而且還教了我們很

多做人的道理。 

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寫了一道難題，他說：「我

給你們一堂課的時間，一定要明白這條題目怎麼

做！」我心想：一堂課就做一題是不是太小看我們

呢？這題那麼簡單，我肯定是明白的！於是，我開始

埋頭苦幹起來…… 

過了十分鐘後，我「絞盡腦汁」都想不到答案，

李老師突然走出來說：「你們是不是算不出答案呢？

其實你們本來可以的，但現在不可以，那是因為你們

忘了『三思而後行』這句話，現在再做一次就行了。」

我照老師的話一步一步做起來，終於把答案找出來，

我們都覺得受益非淺。 

李老師，你是我心中永遠最敬愛的人。 

                 假期的一天    5E高衛峯 
每當我一看見這張我和爸爸媽媽在將軍澳拍的照

片，就想起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 

那是一個星期天，我和爸爸媽媽首先到尖沙咀的酒

家吃早點，有雞、燒賣、雲吞、腸粉和珍珠雞等等。然

後，我們去參觀科學館，我看見了很多科學展品，更玩

了不同的遊戲。最後我們去了商場買了很多東西。 

中午，我們去了熙來攘往的旺角。我們首先到花園

街和西洋菜街買東西。然後，我肚子餓了，所以我們去

了茶餐廳吃了十分美味的午餐。 

晚上，我們去將軍澳吃壽司，我們吃了玉子壽司、

三文魚壽司、青瓜壽司、鰻魚壽司、腐皮壽司、义燒拉

麵和咖喱飯等。 

最後，我們來了海邊，寧靜的大海好像一面鏡子。

我們還請路人替我們三人拍了一張照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