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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1B 賴嘉儀
各位家長：
我的好朋友是陳依織。她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
本校將會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
睛，一個美麗的鼻子，一把長長的頭髮。她最愛吃香
品，製成文刊，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
蕉和巧克力。
望在孩子的成長路中，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玩耍，一同學習，

遊公園 1A 劉穎儀
星期天，爸爸帶我和弟弟到寶達邨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十分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兒和樹
木，真是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
和弟弟一起玩耍，一起散步。
大家過了高興的一天。

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玩耍和吃東
西，校園生活樂趣多。
遊公園

1C 林沛諭

星期天，爸爸帶我和哥哥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兒和蝴蝶，真
是漂亮。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吱吱叫，真動聽。我和哥
哥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我的好朋友

1D 李浚宏

大家過了開心的一天。

我的好朋友是貝玥澄。她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
睛，一個小小的鼻子，一把短短的頭髮。她最愛吃
水果和甜品。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談天，一同玩
耍，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學習和
跑步，校園生活樂趣多。

秋天到了 2A 陳秀盈
秋天來了，天氣變涼了，樹葉變黃了，周圍都是
金色的，很美麗。
公園裏有人在溜滑梯，有人在盪秋千，有人在吹
泡泡，有人在玩捉迷藏，真快樂呀！
秋天的天氣不冷不熱，真舒服！爸爸和叔叔們經
常去行山，我長大後也想像他們這樣經常行山。因為
不但可以鍛煉身體，還可以欣賞秋天美麗的景色。
秋天還有我最喜歡的節日 中秋節。在這一天
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吃月餅、賞月，還可以跟朋友一起
玩燈籠。
秋天真美，秋天真舒服。我喜歡秋天!
我的志願

2C 吳銘賢

我長大後想成為一位警察，因為可以攜手滅罪，
守護香港，使香港安定繁榮。
要當一位警察必須要學習射槍的技巧，而且還要
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為了實現我的志願，我決定今
後一定要用心完成功課、努力讀書和認真溫習。
我相信自己可以達成願望，當一位出色的警察。

聖誕聯歡會

2D 黃傲婷

十二月十九日是學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的日子。
聖誕聯歡會前夕，我們一起佈置課室，把氣球和
彩帶掛在壁報上，十分漂亮。
聖誕聯歡會那天，我們先到課室開派對，分享豐
富的食物和進行大抽獎。
接着，我們到禮堂看同學們表演。表演的項目有
唱聖詩、中國舞和朗誦，十分精采。
這天，大家都玩得很高興。

我的朋友
1E 張嘉文
我的好朋友是江羽揚。他有一雙又大又亮的眼
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把短短的頭髮。他最愛吃
水果和青菜。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吃東西，一同玩
遊戲，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玩遊
戲和吃東西，校園生活樂趣多。
萬聖節
2B 楊文翰
今天，我們學校舉辦了萬聖節活動，我被邀請做
工作人員。
早上七時半，我已經到達學校。我穿上中國式的
殭屍服裝，站在校門 嚇 到達學校的同學，他們都
穿奇裝異服，有的像仙子，有的像公主，有的像巫婆。
他們經過我面前都會被我嚇一跳！大多數女同學都
覺得我樣子恐怖，但老師們卻覺得我十分可愛。
之後，我們還有 不給糖就搗蛋 的活動，大家
都得到很多糖果，玩得十分開心！
小息時，我還被很多老師和同學邀請一起拍照，
我覺得十分高興！我想：明年，我會扮成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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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
3A 蔡一言
昨天，陽光明媚，我們全班開開心心地到曹公潭
戶外康樂中心旅行。
那裏的設施應有盡有，有羽毛球場、壁球場、足
球場等，同學們都高興極了。
我們分成七組，我和張祉悠和方心正等一組。我
們先去羽毛球場打羽毛球，我們玩得很開心。
之後，我們去了壁球場和攀石場玩。看見高高的
攀石墻，我起初很害怕，不敢爬上去。在教練的鼓勵
下，我一步一步，小心地向上攀，終於，我學會了怎
樣攀石。攀石又刺激又好玩，我下次會再玩的！
這次的旅行，我學會了要與人合作和分享食物。
我玩得十分開心，希望下次的旅行快些來到！

小狼的故事
3C 李雅林
某天早上，小狼和小烏龜同時經過森林裏的小徑。
小狼一不小心，把小烏龜踢翻了，小烏龜生氣地說：
「為
甚麼你要踢我？」小狼裝作甚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小狼想了一想，覺得始終是自己不對，最後還是說了
一聲對不起。最後，小烏龜不但原諒了小狼，還和小狼做
了好朋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只要知錯能改和懂得原諒別人，
就會容易交到朋友。
我的小發明--萬能圓珠筆
3D 羅沛怡
我的小發明叫萬能圓珠筆，它的外形特點就是在長方
柱的上面，有英文字母的圖案。
它有很多功用。功用一，在圓形按鈕上按一下，可以
塗改文字；功用二，在長方形按鈕上按一下，可以看時間；
功用三，在三角按鈕上按一下，便可以播放錄音。
我設計這支萬用圓珠筆的原因是方便小學生使用。
我很開心，因為可以設計一枝多功能萬能圓珠筆。

給聖誕老人的信

4A 林汶熹

親愛的聖誕老人：
你好嗎？最近身體健康嗎？天氣轉涼了，你要多穿幾
件衣服，並且要保重身體，避免着涼啊！
聖誕節當天，我沒有到外面遊逛，只留在家裏慶祝。
下午，媽媽、姐姐和我在準備不同的食物，媽媽和姐姐合
力做了一個美味的檸檬芝士蛋糕，而我就做了一些曲奇
餅。那些曲奇餅的圖案有很多，例如：聖誕老人、雪人、
薑餅人
到了晚上，我們一起吃聖誕大餐：雞扒、吉列豬扒、
羊架、鵝肝多士和安格斯牛扒等，十分豐富啊！最後，當
然少不了我們親手做的甜品呢！我們都飽得捧着肚子。那
天我很開心，因為我可以做曲奇餅和吃美味的聖誕大餐。
我希望聖誕老人你能夠送一份聖誕禮物給我，那就是
一個可人兒暖蛋，讓我可以用來取暖。
最後，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地過每一天。
祝
身體健康！
林汶熹 敬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

……

我愛四季，我愛我家

4D 林翠淇

我愛鳥語花香的春天，
萬物蘇醒充滿生機。
就像我家的小妹妹，
帶來無限愉快和歡樂。
我愛夏日炎炎的夏天，
小鳥 着甜美的 。
就像我家的小
，
每天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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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枯黃果實熟
私 奉獻
我愛寒冷的冬天，
大地換上雪白的新裝。
就像我家的爺爺，
和藹可親。
我愛 涼的 天，
子
。
就像我家的媽媽，
日日無 的
。

我的志願
2E 吳梓瑩
我長大後想成為一位教師，因為教師是同學的「百
科全書」
，教導他們學習源源不絕的知識。
要當一位教師，必須要有耐性指導班上的同學完成
習作，而且還要努力批改同學們的功課。為了實現自己
的夢想，我決定今後一定要努力學習，天天向上，希望
將來能成為一位出色的教師。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達成願望，當一位出色的教
師。

學校旅行記
3B 馮宇晴
今天是學校旅行日。我們全班在老師的帶領下到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遊玩。
今天風和日麗、天朗氣清，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來
到了目的地。
這裏空氣清新、景色宜人，還有很多設施：羽毛
球場、兒童樂園、飯堂……
我和嚴琦先來到了羽毛球場，這裏真大啊！球場
中間有一張大網，把羽毛球場分成兩半。我拿羽毛球
向上一拋，再用球拍一打，誰知羽毛球不但沒有飛過
球網，還掉了下來。我沒有灰心，第二回合，我又大
力把羽毛球打過去。羽毛球終於打過球網，我高興得
跳了起來。
我們接着打了很多回合，雪白的羽毛球就像白色
的燕子一樣在球網兩邊飛來飛去，真特別！
這天，我真快樂！
美麗的大自然

4C 陳楠茵

在春天裏，你像溫暖的陽光照耀大地。
你像一幅美麗的圖畫，百花齊放，千枝競秀。
好壯麗哦！
在夏天裏，果樹正在開花。
樹木高聳入雲，花香四溢，芬芳無比。
好優美哦！
在秋天裏，植物的綠衣漸漸染上黃色。
果樹結實肥碩，遠遠的青山，清澈的小河。
好可愛哦！
在冬天裏，植物漸漸地枯萎。
大地淒涼而瑟縮，登高一望，天色陰霾。
好奇妙哦！

萬能手槍
3E 劉彥熊
我設計的新產品名稱是「萬能手槍」，它的外型
像一般的手槍，但是卻有不同功用。
首先，槍的最前設有手榴彈，方便遇到襲擊時自
衛。在槍管下方設有照明，方便在昏暗環境使用。此
外，槍身設有指南針和時鐘，方便辨別方向和時間。
另外，槍的尾部設有解鎖鍵，以防子彈不小心射出。
除此之外，在槍身和手把位置設有發射鍵。最後，手
把的底部可以拉長和縮短，可作拐杖或拾東西用。
這件產品我是想設計給行山人士使用的，配合他
們的需要，例如自衛功能、照明功能和指南針等。
我希望「萬能手槍」能幫助行山的人，在他們行
山遇險時提供援助。

我家是動物園
4B 鍾遠達
我的爸爸是老虎，雖 他 子很 ，
但是心
， 他很喜歡吃 。

然 樣 兇
地善良
肉
我的媽媽是大熊，雖然她常常罵我，
但她常常教導我，令我成績進步多。
我的姐姐是長頸鹿，她非常聰明，
常常教導我，是個「大好人」。
我是隻大象，我不但力大無窮，
還非常高大，我非常愛吃食物。
我家是動物園，可以帶來歡笑，
有空就來吧，不收你們門票哦！
我愛甜品
4E 曾梓鋒
我愛雪糕，它是涼冰冰的，它有各種味道，
是夏日的消暑甜品，我怎捨得你呢?
我愛芒果布丁，它是軟綿綿的，味道甜甜酸酸，
是小孩子的恩物，我怎捨得你呢?
我愛龍鬚糖，它是內軟外硬，它有花生和椰子的香味，
是香港著名的小吃，我怎捨得你呢?
我愛蜜瓜西米露，它有蜜瓜、西米和椰汁，
味道清甜而可口，大人小孩都愛吃，我怎捨得你呢？
香港遊

長洲

5B 李思潁

長洲雖然沒有雄偉壯觀的建築，但是有細長的海
岸綫，空氣清新，風景優美。我愛長洲的風光。
今年五月一日，我第一次到長洲玩。早上，我們
一家人到中環坐船前往長洲郊遊。大概經過四十五分
鐘船程，我們就到達了長洲。
長洲的整個小島是兩邊闊大，中部窄長，像個啞
鈴，所以有「啞鈴島」之稱。長洲市集很熱鬧和繁榮，
大街上的行人熙來攘往。每年四月八日更是熱鬧，因
為有傳統的太平清醮巡遊和搶包山比賽。
長洲有特色的美食和本地自製的特大魚蛋小
吃，還有特色的手工藝品和掛飾售賣。因此，吸引許
多遊客來渡假和遊玩。
長洲有很美的東灣海灘，可以在這裏游泳和散
步。我們登上「小長城」，遠眺東灣和觀音灣的美麗
景色，有各種奇形巨石，有像花瓶的，也有像叮噹的。
位於東堤徑的滑浪風帆紀念公園，是為紀念在奧運會
奪得首面金牌的李麗珊而設立，她為香港爭取了榮
譽，也是香港人的驕傲。
時間過得真快，很快就日落西山，在夕陽的映照
下，水天一色，感覺長洲這個小島更美。我們吃了一
頓豐富的海鮮餐，就啟程返家了，真有點依依不捨。
我愛長洲的青山綠水和美食。

我眼中的華陀 5A 謝詩泳
要說著名的歷史人物，華陀是數一數二的，他還
對現代醫學有重大的貢獻呢！
華陀，出生於東漢時期。那個時代戰禍頻繁，他
眼見老百姓死傷無數，所以他立志行醫，醫治那些無
辜的老百姓。
華陀對我們後代有不少的貢獻，例如：「麻沸
散」，即是現在的麻醉藥，它是華陀千辛萬苦研究和
採摘藥材的成果。他還曾經為三國的其中一位英雄
──關羽刮骨治療毒箭傷，也用針灸為曹操治療頭風
症。曹操多次請華陀成為他的醫師，但華陀都拒絕，
最後，曹操大怒，下令把華陀殺了。
華陀曾說過：
「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治病」
，
主要是說醫生有好壞之分。華陀對我們有這麼大的貢
獻，所以我很祟拜他，我想對他說聲謝謝。
一次助人的經驗
5C 戴曉怡
今天，上中文課的時候，王老師神神秘秘地拿出
一疊長方形的紙條，上面有一隻可愛的鴨子圖案，那
是「我的承諾」工作紙。那時，我和同學們都感到疑
惑，猜想：王老師要我們做甚麼事情？儘管我們不知
道王老師「葫蘆裏賣甚麼藥」，但仍然專心致志地上
課。
之後，王老師吩咐班長給每人一張工作紙，當我
看見這張工作紙時，這讓我想起：當我唸二年級時，
也是高年級姐姐哥哥幫我剪這張紙的呢！如今，竟然
是我幫低年級的同學剪呢！
然後，我拿着剪刀，沿着鴨子的線條剪。那時我
小心翼翼地剪，不到三分鐘，我就把鴨子剪了下來。
接着，王老師說： 同學們把『我的承諾』交出來吧！
然後，同學們紛紛交出去。
完成後，我忽然想起：去年的四年班，王老師也
是我們的班主任，所以有些去年和我同班的同學也做
過這份工作。
通過這次幫助別人的經驗，令我明白到「助人為
快樂之本」的道理，只要多幫助別人，就會有無限的
快樂。

「

」

每當我看到和表姐在女人街拍下的照片，我就回
想起上個月和表姐一起到女人街購物的情況。
那天，我和表姐到女人街購物，沿途我們買了玩
具、首飾、衣服，家居用品等，這些物品款式多樣，
價格便宜，真適合我們。
到了中午，我們就到黃大仙祠去看看。黃大仙祠
是香港最著名的廟宇之一。表姐看到黃大仙祠，就不
禁讚嘆說：「啊！真雄偉！」
我之前聽人們說黃大仙「有求必應，簽文靈驗」，
所以我們便在這裏求了簽，希望可以實現我們的心
願。
到了晚上，我們到太平山頂遊覽。我們在一間高
級餐廳吃晚餐。我們在餐廳內一邊吃東西，一邊欣賞
香港四周的景色，我和表姐也異口同聲地說：「啊！
多麼美麗啊！」
吃完東西後，我們就回家了。我和表姐的一天遊
十分精采，我一定不會忘記的！
香港遊踪

5D 司徒霈霖

香港遊
海洋公園
5E 莊建偉
桌子上放着我在海洋公園買的紀念品「小海豚」
，每當我
看到這個紀念品，我就會不禁想起我們一家去海洋公園遊玩
的情景。
那一天，爸爸、媽媽、我和弟弟興致勃勃地坐巴士來到
海洋公園。我們首先來到大熊貓館，因為我最喜歡的就是大
熊貓。大熊貓全身毛茸茸的，眼睛外長着圓圓的黑眼圈，像
配戴了一副太陽眼鏡，看上去真可愛。我看見牠們捧着竹子
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像個貪吃的小朋友。哈，真是一隻「饞
嘴貓」！
之後，我們來到冰極天地，企鵝也是我喜歡的動物。企
鵝的家鄉在南極，它們的嘴巴扁扁的，像鴨子一樣，披着一
件黑衣服，露着白肚皮，可愛極了！
最後，我們來到海洋劇場，那裏人山人海，十分熱鬧。
海豚的表演十分精彩，到處都是歡笑聲。我看見海豚向我揮
手，好像跟我說：「你好！」
。
離開的時候，爸爸買了一件紀念品給我。回家後，我打
開一看，原來是一隻造工精巧的「小海豚」
。

我最愛的旅遊地點
6C 吳嘉正
上個月，我登上一座巨大無比的船
挪亞方舟。
當天是星期六，早上，我已經急不及待地穿上衣服，
和家人吃過早餐後，就乘車到挪亞方舟。在路上，我們經
過香港著名的青馬大橋。過了一會兒，路的兩旁出現了一
些雕塑，原來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在挪亞方舟裏，我們參觀了不少展區，最令我着迷的，
就是方舟花園了！
方舟花園是根據聖經描述的情況而塑造出來的。傳
說，上帝吩咐挪亞建造一艘方舟，要他一家和地上所有動
物登上方舟，並準備足夠的食物。後來大雨連降四十晝
夜，地上萬物皆被洪水淹蓋，只留下挪亞的方舟。
這裏有很多動物的雕塑都各具特色：有展翅飛翔、姿
態優美的老鷹；有手工精細、目察四方的灰熊；還有身形
巨大、栩栩如生的大象，我彷彿身處於傳說之中。
這次參觀，令我認識了很多關於聖經的傳說故事，讓
我明白到人類要和宇宙萬物和諧共處，真使我獲益良多。

我最敬愛的長輩
柯老師
6A 卓文淵
若大家問我印象最深刻，最敬愛的長輩是誰？我的腦海
頓時浮現出柯老師的樣子。
柯老師是我的中文老師，又是訓練我朗誦的老師。她傳
授不少語文知識給我。每當我在學習上遇到疑難時，她總會
耐心地教導我，引導我去解決難題，在柯老師悉心教導下，
我的語文知識進步多了。
當我失落、灰心的時侯，她會鼓勵我。記得有一次，我
練習朗誦時，屢次出錯，認為自己技不如人，一定會名落孫
山。當時的我，心情非常低落，失去鬥志，幸好柯老師沒有
放棄我，反而鼓勵我要勤奮練習，用心演繹，一定不會落後
於人。她說了一句令我震撼的話：
「即使你進不了三甲，只要
你有勇氣站在人群中演繹作品，你在柯老師心中已取得了冠
軍。」她的一句話，把我從谷底拉上來，我重拾信心，加緊
練習。最後，我在比賽中脫穎而出，獲得冠軍。
當我犯錯，她會諄諄善誘教導我走回正路。記得有一次，
我因調皮作弄同學而被她發現，我以為她會狠狠地把我訓斥
一頓，誰料到她只是平心靜氣地說；「幸好這次同學沒有受
傷，以後別再這樣了，回去吧！」聽完柯老師的一番話，內
心無端燃起了慚愧之心，覺得自己太令老師失望。以後我做
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後行，絕不會將個人的歡樂建築在別人身
上。
柯老師無論在學業、品德上都悉心教導我，令我獲益良
多。她的鼓勵、勸勉，使我重拾自信。沒有遇上這位良師，
就沒有今天的我。

我最敬愛的長輩 母親 6B 趙震英
我最敬愛的長輩是我的媽媽。
我能平安地來到這世上，我能無憂無慮、幸福快樂地
成長，這一切全因是她！
當我生病時，她連夜不眠不休、無微不至地照顧我；
當我在課業上遇上困難時，她耐心地引導我解決疑難；當
我對前路一片迷茫、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是她為我點上一
盞盞引路的明燈……她為我所做的一切，真令我深深感
動！
她每天都起得比我早，為的是幫我準備既有營養又味
美的早餐；熨得貼服的校服掛在我的衣櫃；摺得整齊的雨
傘放在我的書包，以備不時之需……這一切，早已在我心
中烙下深深的印記。
前幾天，當我和她聊天的時候，我才驚覺她那充滿朝
氣的臉容，早已換上飽歷滄桑的痕跡：眼角有數條細紋，
就連那把她一直引以為傲的烏髮也漸漸染上銀白色，我才
如夢初醒，醒覺到人是會變老的，是她用寶貴的青春換來
我的成就。想到這，眼淚已悄悄地滑過臉龐，滴在我的衣
領上。同時，我也很後悔：為甚麼我那麼倔強，每次都為
了一些小事跟她大吵大鬧？為甚麼她對我的關心，我會置
之不理，甚至作出反駁？她把所有的希望和精力都寄託在
我身上，但我給她帶來的只有失望。
媽媽，對不起！我明白到用千言萬語也無法彌補我的
過錯。
媽媽在我失敗時鼓舞着我，在我成功時與我一起分享
喜悅，這一切教我無言感激。偉大的母親，您的恩惠教我
無以為報，我可以做到的，是永遠愛您、敬您、孝順您！
一件難忘的事
6E 黃成
回想起來，在廣東新會市天河中的「鳥的天堂」
，還真
令我難忘呢！
我和表姐到達「鳥的天堂」時，眼前出現一棵棵大榕
樹，最大的一棵榕樹據說要十多個人才能環抱樹身。榕樹
有十分多的葉子，陽光照在葉子上，使葉子變得又翠綠又
明亮，令人感到無限生機。
我們在樹下停了片刻，可是，卻看不見一隻鳥，聽不
見一聲鳥鳴，「鳥的天堂」怎麼沒有一隻鳥？我等得有點
不耐煩，忽然表姐連忙指着樹梢，我看過去，有一隻鳥站
在樹上，表姐高興得拍起手來，這一拍，竟引出一大羣鳥，
一大羣令人數不清的鳥兒飛向天空，真令人目不暇給。
不一會兒，各種各樣的鳥展現出不同的姿態，有的站
在樹上呆立不動，有的飛來飛去，有的交頭接耳……
這一個「鳥的天堂」，真令我難忘呢！

閱讀的好處

6D 陳國軒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你們聽過這句
話嗎？你們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嗎？閱讀可讓我們有機會
學習到不同的知識，有機會向書中人物學習。
閱讀課外書可增進我們的課外知識，例如看動物類書
籍，我們便知道更多動物的特徵和習性；閱讀歷史類書
籍，便可知道更多歷史上作出貢獻的人；閱讀科學類圖
書，就會知道日常科學的常識……
想提升寫作或語文能力嗎？你便要多看文學類的圖書
了！因為這類圖書不但有很多寫作的要素，還可以認識不
同的新詞呢！
看書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可以為我們提供娛樂，令我
們鬆弛神經。如閱讀一些富趣味性類型的圖書，就能消除
功課、考試、測驗帶來的煩惱；思考類圖書，能讓我們多
動腦筋；閱讀推理小說，也能訓練我們的思考能力，你們
會不會一邊看，一邊推斷誰是最終的兇手？只要多動腦
筋，思維就自然會更靈活。
書本真是我們的良伴！朋友們，就讓我們一起培養閱
讀的好習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