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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的動物 1B 陳曼筠
各位家長：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貓。牠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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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小小的鼻子，還有短短的耳朵，樣子長得十分可
愛。小貓住在籠子裏。牠喜歡吃魚，不喜歡吃肉。牠
望在孩子的成長路中，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快樂的新年 1A 蔡至善
在農曆新年假期裏，我和爸爸媽媽去外婆家拜
年，我恭祝外婆：「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外婆給
我紅包，又說我乖巧。我在外婆家又吃糖果又吃瓜
子，過了一個十分開心的農曆新年。
我喜愛的動物
1D 蔡芷瑤
我喜歡的動物是倉鼠。牠有一雙大眼睛，一個胖
胖的身軀，還有一條長長的尾巴，樣子長得十分可
愛。牠住在籠子裏。牠喜歡吃青豆，不喜歡吃花生。
牠愛在籠子裏玩耍。我希望和牠成為好朋友。

下雨天 2A 司徒燁霖
昨天早上，天色陰暗，媽媽提醒我要帶雨傘上學
去，我不理會媽媽的提醒。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起雨來，雨下得愈來愈大，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途中，我站在交通燈前，突然，
一輛車飛快地駛過，還濺起了一大片水花，我被水花
弄濕了衣服，十分狼狽呢！
回家後，我全身的衣服都濕透了，還忽冷忽熱，
好像生病了。
我明白到媽媽的提醒原來是那麼重要的。
美味的水果

2C 黃莉雯

這是一個芒果，它看起來像個豬腰。它的外皮是
黃色的，比雞蛋大，十分好看。切開來看，我可以見
到黃色的果肉和白色的大核呢！咬它一口，我感到很
香甜。芒果的味道是帶甜的，我十分喜歡吃它。
美味的水果

2D 葉雅雯

這是一個大西瓜，它看起來像一個大皮球。它的
外皮是綠色的，十分光滑。切開來看，我可以見到紅
色的果肉和黑色的小核！咬它一口，它的汁會馬上流
出來。西瓜的味道是甜的，我十分愛吃它。

下雨天

2E 曾穎茵

今天早上，天色陰暗，媽媽提醒我要帶雨傘上
學，我沒有聽從媽媽的話就上學了。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大雨。我急急忙忙地奔跑
回家。到了交通燈前，一輛汽車飛快地駛過，濺起
一大片水花，把我全身衣服都弄濕了。
回家後，我全身都濕透了。到了晚上，我突然
感到忽冷忽熱，原來我生病了。
我明白到要學會照顧自己和聽從媽媽的說話，
免得再讓媽媽擔心。

愛在家裏捉老鼠。我希望和小貓成為好朋友。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C 魏彥霖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湯瑪斯，他的樣子長得很
可愛，他愛穿藍色的衣服，打扮得很漂亮。他喜歡幫
助別人，性格開朗，十分受歡迎。我希望和他做朋友，
因為湯瑪斯是個親切和友善的火車頭。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E 駱士瑜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灰姑娘，她的樣子長得很漂
亮。她十分堅強、心地善良、樂於幫助別人……
有一次，灰姑娘得到仙女的幫助，可以參加皇宮的舞
會。王子對灰姑娘一見鍾情。午夜十二時，她馬上要離開，
只留下玻璃鞋。最後，王子找到她，他們一起過着幸福的
生活。我希望和她做朋友，因為她心地善良。
下雨天
2B 嚴琦
今天早上，天色陰暗，媽媽提醒我帶雨傘上學，
我不理會媽媽的勸告就上學了。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起雨，而且愈下愈大，我急急
忙忙地奔跑回家。我走到交通燈前，突然有一輛汽車
飛快地駛過，濺起一大片水花，把我弄濕了。
回家後，我全身衣服濕透了，我躺在床上感到忽
冷忽熱，我相信自己已經生病了。
我明白到要好好聽從媽媽的勸告。
我的同學
3A 韋思源
我的同學是范雯斐。她有一張秀氣的瓜子臉，白裡透
紅的膚色。她有一雙機靈而可愛的大眼睛，笑起來時露出
潔白的牙齒，十分討人喜歡。
范雯斐十分聰明，每次考試都會考第一，她也十分努
力，常說：「肯努力才會成功。」
每當我不開心時，她總會想辦法令我開心。記得幼兒
園時，我因為一幅畫畫得不好而被老師責備，十分難過。
范雯斐便說了一個笑話給我聽，聽完笑話後，我就沒有那
麼難過了。
范雯斐也十分大方，她常常和我分享食物。希望下一
年，我們繼續在同一班學習。
日記一則
3D 林卓楠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的農曆生日。媽媽早上去上班，而我在家裡
看電視，溫習和做練習。
媽媽放工的時候，她特意買了一個用水果做的蛋糕給
我，為我慶祝九歲生日。
首先，媽媽為我點燃生日蠟燭，並為我唱生日歌，然
後爸爸為我切蛋糕，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雖然我的生日派對沒有其他人參加，但是只要爸爸和
媽媽陪着我，我覺得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我的班主任
3C 謝宇晞
我的班主任是余老師，她的身型有點胖。臉上常
常掛着微笑。當我們調皮時，她就很嚴厲地教導我
們，雖然同學們不喜歡，但大家都願意聽從。
幾個月前的一天，余老師帶領我們放學的時候，
因為那天下雨，樓梯很濕滑，一路上，她只顧叫我們
要小心梯級，沒想到最後一級樓梯時，她自己卻滑倒
了。我們都很後悔，當時沒有人想到去關心她，問候
她。
余老師受傷後，教導我們的是一個又一個不同的
代課老師。每當有代課的時候，我們都很想念她，希
望她早日康復，再回來給我們上課，哪怕她天天罰我
們，我們都會樂意接受。那些日子，每天上學，同學
們第一件時間就是互相詢問：
「今天余老師會不會回
來？」
一月，余老師終於回來了，大家都很興奮。她未
完全痊癒就來給我們上課。我以後會聽老師的話，希
望大家都聽余老師的話。

日記一則
3B 曾恩僖
二月九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叔叔結婚的大日子，真是一個令人高
興，又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
下午放學後，媽媽幫我和妹妹打扮得漂漂亮亮，
一塊兒去參加婚禮。我們到了酒樓，看見新娘子穿着
潔白的婚紗，頭戴皇冠，像童話故事裏面的白雪公主
一樣，漂亮極了！我和妹妹拉着新娘，和她一起拍了
很多照片。
拍完照後，我和妹妹看到桌子上放滿了糖果，我
們便拿了一些「喜糖」來吃。
今天的婚禮真是令我難忘。

我的弟弟 3E 羅焌軒
我有一個弟弟，現在五歲多。他非常頑皮，但是
就有一些小聰明，時常做出很多古靈精怪的表情，逗
得我們歡樂大笑！
每天，他都會拉着我的手，嚷着要我陪他踢足
球。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公園裡一邊踢、一邊跑，他
參觀歷史博物館
4A 吳雪瑩
就一直在後面追着我。我決定戲弄一下他，就突然停
二月十七日(星期一)，鄭老師帶領我們到香港歷 了下來，令到他撞到我而一起跌在草地上。跟着，我
史博物館參觀，同學都顯得精神奕奕。一路上，我們 便擁抱着他在草地上轉來轉去，看着他驚慌的樣子，
有說有笑，十分高興。
我不禁大笑起來呢！
到達目的地了，老師還安排導賞員跟我們講 解
我的弟弟真可愛，我真的很喜歡他！
呢！進入博物館，啊！這裏的設計令我好像置身古
代，我既好奇又興奮。
APM 的見聞
4C 司徒霈霖
首先，我們進入了一條時光隧道，回到四億年
在一個炎熱的星期六，我和家人利用餘暇，一起
前。這是由假石塊鋪砌而成的，宏偉極了。從時光隧
APM 商場去逛街，輕鬆一下。
道走出來，啊！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大樹林，動物的叫 乘車到
APM
商場面積很大，琳琅滿目的商店看得我眼花
聲此起彼落，有如身處在原始森林中，真奇妙！然
後，我們便到第二個 展區 看早 在六千年 前人們的 生 繚亂。我和家人在商場內逛了一會兒後，便到三聯書
活。令我知道我現在是多麼幸福！接着我們還到了第 店去看書。過了一陣子，妹妹肚子餓了，嚷着要吃東
四至第八個展區。
西，媽媽便帶我們到一間麵店去。
令我最深刻的是第七個展區—日佔時期。展區
我們坐下休息的時候，我從高處望下去，看見大
設計成一個防空洞，以營造戰爭的氣氛。這展區令我 堂裏有一位健碩的男士在耍雜技，場面十分驚險。我
知道日佔時期居民的生活是多麼悲慘，多麼艱苦！ 全神貫注地看他表演，連麵也忘記吃了。那表演真令
這次參觀雖然時間很短，但卻令我獲益良多，這 人歎為觀止呢！
裏令我流連忘返，我希望下次再能參觀蘊藏豐富知識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家人談論那驚險的雜技表
的博物館！

年宵市場的見聞 4D 張鈞源
你知道農曆新年有甚麼習俗嗎？讓我告訴你吧！
其中一個習俗就是逛年宵市場。
吃完午飯後，媽媽帶着我和姐姐到「維園」的年
宵市場辦年貨。那裏人山人海，十分熱鬧。裏面有幾
百個攤位，有賣乾貨的、有賣小食的、有賣年花的，
每個攤位都人頭湧湧。我們來到了一個售賣娃娃的攤
位。我被那些造型可愛的「小馬」吸引住了。媽媽送
了一隻很大的馬兒給我，真開心！
前面傳來一陣陣香味，原來是小食檔！我們每人
吃了一串美味的魚蛋，好吃極了！
最後，我們來到賣年花的攤位。年花的品種多不
勝數，有桃花、蘭花和百合……
逛了整天，我們買了很多年貨，開開心心地回家

去。

演。我想這表演既可吸引顧客到商場來，又可以給人
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真令我大開眼界！

通菜街的見聞 4E 吳柏彥
今天，我和爸爸到位於油尖旺區的通菜街去。
這條街全長一千二百六十米，是油尖旺區著名的購
物區。
通菜街遊人如鯽，十分熱鬧。街道兩旁設有很多攤
檔，攤檔裏有的售賣玩具，有的售賣衣服，有的售賣飾
物，有的售賣電子零件……總之應有盡有。那裏聲音嘈
雜，常常聽到人們談話的聲音、討價還價的聲音，還有
電動玩具聲等等。
那裏有很多食肆，其中最吸引遊客的是那些小食
店。當香噴噴的味道撲鼻而來的時候，真令人垂涎三
尺，尤其是那些碗仔翅，吃上去材料豐富，味道香濃。
此外，小食店還售賣魚蛋、燒賣和腸粉……都十分美味。
通菜街售賣的貨品種類繁多，價錢相宜，加上交通
方便，難怪吸引了這麼多遊人前來光顧呢！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B 陳曉雯
為了使我們能透過觀察學習，擴闊視野，並且配
合各級專題研習的學習主題，學校安排四年級同學參
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我們由老師帶領上車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在路
途中，同學們都有說有笑，旅遊車裏的氣氛變得十分
熱鬧。我們因提早到達，便先在陽光充沛的環境下拍
班照留念。由於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對面是香港科學
館，所以我們能看見很多各式各樣的恐龍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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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的大自然
5B 趙震英
春天，到處生機勃勃，小草們紛紛探出頭來。
死氣沉沉的湖面，也為春天的到來而活潑起來。
夏天，火辣辣的太陽，打在翠綠的柳條上。
大樹不斷地生長，為萬物帶來絲絲涼快。
秋天，爽朗的天氣，葉子們換上高貴的褐黃色棉襖。
金黃色的稻穀也為秋天換上金色的禮服。
冬天，漫天飛舞的雪花，形成一個潔白明亮的雪景。
結了霜的湖面，為這個冬天點綴另一份淒美。

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6B 王婧怡
是誰在我難過時聲聲安慰？是誰在我驕傲時循
循善誘，耐心分析？是誰在我生病時無微不至的照
顧？就是您
媽媽！
到底是甚麼時候開始您的眼角漸漸爬上細紋？
到底是甚麼時候開始您的黑髮漸漸染上銀絲？是不
是在我考出差成績的時候？是不是在我大聲反駁的
時候？那種若有若無的嘆氣聲從您的口中傳出……
媽媽，對不起！這句話我想說很久很久了。
早上起來豐富的早餐、放在床上的校服、裝滿暖
水的水壺……您總是叮囑我：多喝水、冷了多穿衣服
……這些原本覺得嘮叨的說話，突然親切起來，使我
的眼淚不停在眼眶裏打轉。媽媽，我還有話想對您
說，但最想對您說的，莫過於「謝謝」
。在我學習時，
您都會耐心地為我「消化」一道道的難題。有一些事
我還歷歷在目
在我做功課，遇到難題時，您都耐心地解釋一遍
又一遍，直到我明白為止。
媽媽，請您相信在我的心裏，您永遠都是最重要
的，能成為您的女兒，是我一生的幸福！
媽媽，我愛您！

不可思議的大自然

5A 何榮輝

大自然是個魔術師，能呼風喚雨，
雙手用力一揮，狂風暴雨，橫掃全城；
大自然是個魔術師，能起死回生，
張口用氣一吹，花兒開了，草兒綠了；
大自然是個魔術師，能繪畫調色，
雙眼用力一眨，青山綠水，藍天白雲；
大自然是個魔術師，能調音彈奏，
雙耳向上一拉，鳥兒吱吱，流水淙淙；
大自然給大地……
給大地一場，無懈可擊的表演。

遊赤柱 5C 陳婉維
去年暑假，我們相約姨母一家人去赤柱郊遊。
早上，我們乘坐巴士到赤柱，途經銀光閃閃的淺
水灣，美麗極了。
到站後，我們隨即到赤柱市集逛商店。這裏充滿
悠閒的小鎮風情，商店出售皮製、絲質、羊毛和綿質
的衣物，還有中國工藝品、腕錶、紀念品等商品，真
是包羅萬有。媽媽還買了一個精緻的手工藝品給我。
接著，我們到銀光閃閃的赤柱泳灘游泳。為甚麼
我們不選擇淺水灣？因為我們想在赤柱泳灘游泳後，
隨即去其他赤柱的景點。我們在泳灘上感受著海浪、
清風和燦爛的太陽，寫意極了！
然後，我們到充滿古典氣息的美利樓參觀。美
利樓揉合了東西方的建築特色，設計模仿希臘復古式
的圓形石柱和中式瓦面的房頂，淡淡透出了一種古典
美，仿如時光倒流的感覺。
晚上，我們在赤柱大街吃晚飯，這裏有異國情調
的特色餐廳，意大利菜、法國、泰國、越南等佳餚任
君選擇。我們吃完晚飯後在海岸散步，聽著拍岸的海
浪聲，這裏充滿歐陸風情，感覺很悠閒。
最後，我們要離開了，這個旅程令我流連忘返，
希望可以再回來，感受赤柱的小鎮風情。
星期日，我和祖母、妹妹、媽媽一起去大澳旅行。
我們先乘搭昂平 360 出發。在纜車上，我們看見
美麗的風景呢！我們下車後便立刻到附近的寶蓮寺
參觀。導賞員說：「寶蓮寺位於大嶼山昂平高原，它
已經有 1924 年歷史，這座百年古剎，素有『南天佛
國』之稱，多年來香火鼎盛。東方及西方三方佛的大
雄寶殿尤其壯觀。」我和妹妹聽後，都大開眼界。
參觀完後，我們乘車往大澳去。我們首先到一間
茶餐廳用膳，這裏有很多明星也曾經光顧過的，十分
有名。那裏的山水豆腐花最為出名，去過大澳的人，
都會來這裏嚐一下。我們走過大街小巷，終於來到大
澳最出名的海味店，這間店曾經上電視，那裏最出名
的鹹魚和蝦醬非常受歡迎。我們最後來到糕點店買糯
米糍和茶果吃，真是美味極了。
回程路上，我們都感到非常滿足，我希望明年可
以再來一趟。
遊大澳

5D 嚴慧

奇妙的大自然 5E 黃成
大自然像魔術師，
為我們變出不同的天氣，
讓我們能感受到溫暖和寒冷。
大自然像音樂家，
為我們奏出動聽的樂曲，
讓我們聽到動物美妙的歌聲。
大自然像畫家，
為我們畫出了美麗的天空，
讓我們看到天空中雲的變化。
大自然像建築師，
為我們建築了花、草、樹木，
讓我們可以吸收到新鮮的空氣。
小紅帽 6A 周芷晴
這天，小紅帽帶着精心準備的蛋糕去找外婆。
一路上，小紅帽都十分興奮，完全沒有發現自己
的一舉一動已經被人盯着。
而躲在暗處的灰狼知道小紅帽要去外婆家，臉上
閃過奸險的笑容，轉身跳入河裏，率先游到外婆家。
當灰狼到達後，牠十分興奮，因為牠整整三天沒
有吃肉了，現在有機會「一箭雙鵰」
，牠又怎能不興
奮呢！
灰狼鬼鬼祟祟地打開門，掂着腳走進外婆家，當
牠看見外婆躺在床上時，不禁「嘿嘿」地笑了起來。
牠慢慢走到床邊，床上的「外婆」突然跳了起來，嚇
了牠一大跳。
當灰狼看清楚床上的人時，呆住了。
原來外婆是黑狼假扮的，牠們都十分清楚對方的
目的，也不願分享食物，便大打出手。
小紅帽到達外婆家門前，看見兩狼大打出手，嚇
得手足無措，馬上逃走了。
爸媽，我有話對你說 6E 李芷櫻
爸爸，你總是日以繼夜地工作，放假的時候也疲
倦得只能躺在床上睡覺，所以我不勉強你帶我和弟弟
去玩。為甚麼？那是因為當我被媽媽責罵的時候，你
總是出來幫我「解圍」；當我想買我想要的東西的時
候，你總會給我零用錢；在我和弟弟放假的時候，你
會在下班的時候帶我們想吃的東西回來。可想而知，
這些都是您關心、痛愛我們的證據。
所以我不會勉強要你帶我們去玩，但我始終想您
可以像我小時候一樣，一家人一起去遊山玩水。
媽媽，您在我小時候有一頭順滑，猶如瀑布般的
頭髮，可是在我長大之後，你卻把那頭髮剪掉；您在
我年幼時身材較瘦，可是在您生下弟弟後卻長胖了。
但無論你的外貌變成如何，您始終都是我最愛的媽
媽，您和爸爸一樣，每天都要上班，然後下班，然後
再上班，然後再下班……一直循環下去，實在辛苦。
您在我做錯事的時候，會向我說道理；在我努力
的時候，您會給我獎勵，所以您是一個獎罰分明的母
親，從不會誤會我。

三隻小狼 6C 連力桁
從前，有三隻小狼和父母快樂地生活在草原上。
狼媽媽發現三兄弟日夜只顧着玩耍，感到十分擔
憂，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
第二天，三兄弟剛想出去玩，立即被媽媽拉了回
來，媽媽說：「你們三兄弟以後要自己居住，自己建
造房子，但不要離我太遠，知道嗎？」三兄弟回答說：
「知道了！」
八天後，三兄弟終於建好自己的房子了！老大起
的是磚屋，他建完房子後，在房子內過着舒適的生活，
這是靠他刻苦耐勞的精神而得來的。老二建的是木
屋，沒有甚麼特別，只是有一個天台罷了。老三建的
是草屋，他的房子裏衛生環境非常惡劣，但他不理
會，引致害蟲和細菌滋生。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老大還是一如以往地勤奮
，還經常回去探望父母親呢！另外那兩兄弟呢？不是
玩耍就是睡覺，仍是好吃懶做。
有一天，獵人來到草原上狩獵，他看見遠方有間
草屋，好奇地走到草屋的窗口一看，發現裏面有一隻
小狼，他正想狩獵，於是，便撞開了門，把小狼吵醒
了，那隻小狼正是老三。老三既驚慌又快速地跑到老
二家。獵人追上來了！他拿起斧頭拆了老二的木屋，
兩兄弟慌忙地跑到老大家。獵人再次追來，拿起鐵鎚
拆了老大的家，三兄弟極速地跑到父母的家。獵人一
時追不上他們，但狼兄弟始終擔心獵人會發現他們一
家，因此，他們想到了一個辦法。
獵人終於找到小狼一家了，他看見他們一家快活
地在屋裏生活，獵人乘他們不備，走到他們家門口，
不料中了狼家的陷阱───火坑，獵人被燒得尖叫起
來，慌忙逃走，小狼一家不禁歡呼起來。
從此，獵人再也不敢來這個草原上狩獵了。
故事新編<<狼來了>> 6D 關子健
從前，一條村裏有一個牧羊童，他十分頑皮。一
天，在他放羊期間感到無聊，便想戲弄那些單純的村
民。他大聲地喊：「狼來了！請大家快來幫助我趕走
那些狼！」
那些村民聽到牧羊童的求助後，立刻放下手上的
工作，上山去幫忙。但當他們到山上之後，只看到那
牧羊童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才知道被騙了。
過了幾天，牧羊童又再戲弄村民，他又喊：「狼
來了！」村民立刻跑上山，再次看見牧羊童躺在草地
上，他們又被騙了。牧童每隔幾天就戲弄村民一次，
令村民開始對他反感。
村裏的一個獵人知道了牧羊童欺騙村民的事後，
他決定和村民合作，給那牧羊童一個教訓。
獵人披上一塊狼皮在身上，趁牧羊童不知不覺的
時候，走到牧羊童後面嚇他。牧羊童看見那披着狼皮
的獵人後，以為真的是狼。他立刻跑下山去，告訴村
民山上有狼。但村民只是不斷地笑他，他感到莫名其
妙，於是他跑回山上看看是甚麼回事，才發覺原來那
狼只是獵人假扮的。
經過這次教訓，牧羊童不敢再戲弄村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