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2014-2015中文文刊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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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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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B 趙思希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愛莎，她的樣子長得很漂亮，
她喜歡穿藍色的裙子，頭上綁着辮子。愛莎出生時便有創
造冰雪的魔力，她會用魔法創造「冰雕樂園」和妹妹一起
遊玩。愛莎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她很疼愛妹妹，我希望跟
她做好朋友，跟她一起在「冰雕樂園」裏玩個痛快。 

            一場大雨     2A 鄧 凱 
  星期一早上，天色陰暗。上學的時候，媽媽提醒我要
帶雨傘，但是我不理會媽媽提醒。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起大雨，我急急忙忙地奔跑。雨
愈下愈大，我全身衣服都濕透了。我跑到交通燈前，紅燈
突然亮了，我只好等待綠燈亮起。突然，一輛汽車飛快駛
過，濺起一大片水花，我的衣服都濕透了。 
    回家後，我全身都濕透了，我感覺忽冷忽熱，醫生說
我感冒了，我只能躺在牀上休息。 
    我明白到要學習照顧自己，還要聽從大人的勸告。這
一次我感冒了，讓媽媽很擔心，我也很後悔沒聽從媽媽的
勸告。 

             我的主人      2B 邱川碩 
  我是一塊方方的，長長的，雪白乾淨的橡皮擦。 
    我的主人是一個男孩，他很少把字寫錯，所以我
相信能活很久，也不會經常掉白頭髮。 
    可是，主人總喜歡在我身上畫畫，又把我的衣服
脫掉，或者把我分成一小塊的，一小塊的……弄得我
很難受。 
    我相信如果主人把這些壞習慣都改掉，一定會成
為一個好主人 

           母親節     2C 盧凱菌 
    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在母親節那天早上，我趁媽媽外出去市場的時候，靜
悄悄地用手工紙製作了一張母親節咭。當媽媽回來時，我
馬上興奮地對她說：「媽媽，母親節快樂！這是我送給你
的母親節禮物，希望你喜歡。」媽媽感動地說：「孩子，
你真乖！謝謝你的心意。」 
  媽媽每天辛苦地照顧我，我長大後一家要好好報答
她。 
 

到餅店去    2D 黃傲婷 
    昨天，媽媽帶我和弟弟到餅店去，那裏有各式各樣的
西餅，有曲奇餅、麵包、三明治和蛋糕。這些西餅都很吸
引，弟弟忍不住說：「這裏的西餅不但種類多，而且很美
味，我真想吃……」 
    媽媽和弟弟拿着托盤一起挑選了喜愛的西餅。我們選
購了不同的西餅後，就到收銀處付款，店員把西餅放進購
物袋。 
    最後，我幫媽媽提着購物袋離開西餅店。回家後，我
們跟爸爸一起分享美味的西餅。 

 

我喜愛的動物       1A 葉麗程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松鼠。牠有一雙小眼睛，一個小鼻

子，還有短耳朵，樣子長得十分可愛。 

 小松鼠住在樹林裏。牠喜歡吃松果，不喜歡吃魚。牠

愛在樹上爬來爬去。我希望和牠成為好朋友。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C 李梓堯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多啦 A 夢，他的樣子長得很可
愛，他愛穿藍色的衣服，脖子上掛着一個小鈴鐺。多啦 A
夢最愛吃豆沙包，一見到豆沙包就兩眼發光，十分有趣。 
 多啦 A 夢身上有一個「百寶袋」，當他的好朋友大雄
遇到困難時，他就拿出不同的法寶去幫助他，令我十分羨
慕。 
 多啦 A夢既熱心助人，性格又樂觀，我希望能和他做
好朋友，和他一起玩不同的法寶。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1D 羅啟瓏 

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是叮噹，他的樣子長得很可愛，
叮噹愛穿藍色的衣服，頸上掛着一個鈴鐺，他的身上有一
個白色的百寶袋子。叮噹最愛吃豆沙包，他很害怕老鼠。
叮噹有樂於助人的性格，常常幫助大雄解決問題，我也希
望和他做好朋友呢！ 

          我喜愛的動物      1E 鄭雅綺 
 我喜歡的動物是鹿。牠有一雙眼睛，一個鼻子，還有
小小的尾巴，樣子長得十分可愛。 
 牠住在動物園裏。牠喜歡吃青草，不喜歡吃蟲。牠愛
在草地上跑。我希望和鹿成為好朋友。 

 

          到做個盡責的孩子     2E 吳梓瑩 
    星期天早上，媽媽正在打掃房子，子誠看見她忙
得滿頭大汗，便打算幫忙她。 
    子誠回到自己的房間，看見玩具丟滿一地，想到
媽媽忙碌地打掃房子，他覺得自己應該主動收拾房
間。 
    為了減輕媽媽的辛勞，子誠決定自己收拾房間，
為了保持整潔，他把所有玩具都放進箱子裏。 
    子誠把所有玩具都收拾好，又把被褥疊得整整齊
齊。媽媽知道了，感到很安慰，馬上稱讚他是個盡責
的好孩子。 

我的媽媽    3B 劉溫謙 
  我的媽媽皮膚黑黑的，有著大大眼睛和及肩的頭
髪。 
  她內向但善良，做事細心，樂於助人。 
  她很瘦小，但走路時背部挺得直直的。 
  在五歲的那年，我得了肺炎，需要住院。媽媽每
天都在醫院照顧我，吃不好，睡不好。當我病好了的
時候，媽媽瘦了很多。 
  因為媽媽的照顧，使我無憂無慮的成長。她總是
教導我要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別人，鼓勵我勇於面對困
難。 



一件難忘的事      3E 洪敏瑜 
  我的一件難忘的事，是有一天，天氣晴朗，我跟著媽
媽、姑姑、明明姐姐、小表姐、大表姐一起去吃自助餐。 
  我們還逛了很多地方，我們逛了創紀之城買了很多化
妝品、衣服和鞋子等等。 
  中午的時候，我吃了甜品和炒麪，我們吃飽了。我們
還去了冒險樂園玩了波波池、碰碰車和翻天覆地。我們的
晚餐是燒烤，有玉米、魚蛋、棉花糖和魚。 
  這天真是很快樂的一天。 

海鮮街的見聞       4A 黃子欣 
  上星期六，媽媽、她的朋友和我到西貢海鮮街閒逛。 
    它位於西貢碼頭附近，因此，我一 
走進去，就已經聞到淡淡的海水味，那裡人頭湧湧，十分
熱鬧。我看見很多人在吃海鮮，例如： 蝦、蟹、石斑魚……
還有一些人在岸邊叫賣：｢快來看，這裡的海鮮應有盡有，
又划算又好吃……｣ 

這時候，我們的肚子有點餓了，就買了一些新鮮的
蝦、蟹、花螺等，我問道：｢這些食物都是生的，怎麼吃？
｣媽媽笑咪咪地回應：｢等會你就知道。｣她一邊說，一邊
把那些海鮮交給海鮮店的老闆。 

原來那裡的海鮮店提供了｢即買即煮｣服務，可以替顧
客即時烹調食物，香噴噴的海鮮配上秘製醬汁，真好吃。
我一個不小心，差點被粗糙的蟹殼刮傷了。 

那天的海鮮街之旅真愉快，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希
望日後有機會可以再來西貢海鮮街。 

難忘的一件事     3A 吳慧晞 
你渴望在考試中取得一百分嗎？當然想！我也不例

外。這個學期，我的數學科比以前有進步，我想挑戰自己，
在下學期的測驗中要取得一百分。 

測驗前一個月，我已計劃好溫習時間表，每天都抽時
間做數學練習。我有時會將作業的題目抄出來，再做一
次；有時會做爸爸買回來的補充練習；有時有自擬題目。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我的信心也越來越強。 

到了測驗那一天，我的心情和同學們一樣，十分緊張。
測驗開始了，我提醒自己要冷靜。我用心地完成所有題
目，並小心翼翼地檢查每一道題的答案。 

終於等到派發測驗卷的日子了。老師在遞卷給我的時
候還開了一個玩笑，說：「你為何得了零分？」那時候我
緊張得漲紅了臉，雙腳發軟。當我膽顫心驚地打開試卷的
時候，「100」分出現在我的眼前！「100」分出現在我的
眼前！我興奮得差點兒大叫出來。 

這件事令我十分難忘，記憶猶新。我明白到「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意義。以後的考試，我會吸取這件事的寶
貴經驗，希望不同的科目都能爭取到好成績。 

日記一則     3C 馮瑋軒 
三月十日  星期日  晴 

  上星期日，我和家人一起到迪士尼樂園遊玩。吃過早
餐後，我們乘港鐵迪士尼線到樂園去了。 
  到達樂園後，我們先玩滑浪飛船，接著坐過山車，這
些機動遊戲都很刺激呢！不久便到中午了，於是我便到園
內的餐廳吃午饍。 
  午飯後，我們去坐摩天輪。當摩天輪慢慢升起的時
候，我也在愈來愈高的地方，當摩天輪升到最高點時，那
裏的景觀可漂亮極了──蔚藍的天空、墨綠的高山和淺藍
的海洋，形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今天，我覺得很愉快，離開時還感到有點依依不捨。
我希望我可以再次到迪士尼樂園遊玩。 

秩序及清潔比賽      3D 林沛彤 
  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九日是我校內清潔及秩序比
賽。同學們知道這個比賽都很雀躍，希望得到良好的成
績，班主任對我們也有很大的期望呢！ 
  清潔方面，同學要整理垃圾，對齊桌椅，還要把書包
放在桌子旁邊，那是一定會獲獎。 
  秩序方面，上課專心、上課不談話、在禮堂集隊要整
齊，還要守規和安靜。同學只要人人守規就會獲奬。 
  我覺得這個比賽的意義有兩個，一個是在同學們之間
互相關心和互相提點，會增加團結精神，同學間也可以互
相學習溝通。 
  在自身方面，可以學習養成良好的習慣，以便自身將
來在社會做人處事也有良好的成長機會。另一方面，也可
以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B 庄峻旭 
四月十七日，老師帶我們出外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這是我第一次參觀歷史博物館的。一路上，同學們七嘴八
舌地講述自己曾經參觀的經歷，使我對博物館更好奇了。 

這次，我們共參觀了八個展區，其中我最感興趣的展
區有三個，包括：｢史前時期的香港｣、｢香港的習俗｣、｢
鴉片戰爭｣和｢香港的割讓｣。 

｢史前的香港｣是說石器時代時，已有人懂得生火煮
食、搭建房屋等。聰明的先人更會住在沿海附近，因為方
便生活。 

｢香港的習俗｣這展區介紹了太平清醮的特色，例如：
包山、道壇等。 

至於｢鴉片戰爭｣和｢香港的割讓｣中，介紹中國與外國
簽訂的條約。 

經過這次參觀，我認識了更多關於香港古時的歷史，
令我大開眼界，是次活動十分有意義。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4D 鄺梓涵 
今天，老師帶領我們全班同學一起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參觀。 
我們首先參觀的是以自然生態環境為主題的展館。入

口迎面是一個巨大的地球儀，岩壁是模仿野外岩石倒模而
成的。導賞員指示我們用手觸摸，親身感受一下岩石的表
面。同學都很用心的寫報告，記下重點。我們參觀的第二
個展館，是以｢香港的民俗｣為主題的，我們可以登上一艘
複製的漁船，我看見很多種類的魚，看起來很好味呢。第
三個展館的主題是｢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讓｣，這是我最喜
歡的展館。因為我可以認識鴉片戰爭的緣起，更可觀賞一
些鴉片戰爭的模型，我更明白這戰爭對香港的關係。 

我覺得同學都很用心地書寫報告和欣賞這些珍貴的
歷史，今次的參觀真是獲益良多，收獲豐富。 

 

給李白的一封信     4C 梁靖麟 

李白：  
     你好嗎？ 
     我叫梁靖麟，我比較喜歡畫圖畫，性恪文靜，平時
也喜歡打籃球。 
     我很欣賞你的詩歌，我在上中文課時都背誦過你的
詩歌。例如：靜夜思、贈汪倫、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在這
幾首詩歌中我最喜歡的是贈汪倫，因為這首詩歌的第三句
是表達他們的友誼很深。當汪倫與你離別時，汪倫就送你
最後一程，真是太令我感動啊！ 
     我真的要向你學習，因為你寫的詩歌太好了！ 

   祝 
身體健康 

讀者 
靖麟 

五月二十五日 



遊迪士尼公園    5D 司徒霈霖 
   上星期六，我和家人一起到迪士尼公園遊玩。 
  當我們進入了迪士尼公園裏，就立即到「幻想世
界」裏的火車站。我們坐上火車後，沿途看到很多不
同的卡通人物，有米妮、米奇、小熊維尼˙˙˙˙˙
˙很有趣。 
  接着，我們到了「小小世界」，在那裏我們可以
一邊乘船，一邊聽着動聽的歌，還會看到每個國家的
民族特色呢！到了中午，我們便到了一間餐廳裏吃午
飯。 
  吃過午飯後，我們到「明日世界」裏玩太空飛碟。
我一坐上飛碟後，飛碟就會開始慢慢地旋轉，之後它
便會一上一下地旋轉，真好玩！ 
  最後，我們到了「迷離莊園」裏的迷離大宅參觀，
裏面有着很多令人感到驚嚇的物件。我在玩耍的途
中，也被那些物件嚇倒了，真是害怕！ 
  到了下午五點，我們都感到意猶未盡，可是天色
已晚，我們便感到有點依依不捨，離開樂園了。如果
將來還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再來玩呢！ 

記一次家庭活動     5B 李思穎 
    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和爸爸、媽媽、哥哥一起到
長洲遊玩。 
  我們首先乘坐地鐵到中環，再到碼頭買了到長洲的船
票。我們一邊欣賞着優美的海景，太陽將海面映照得金光
閃閃的，水天一色，彷彿像一層金黃色的輕紗蓋在平靜的
海面上，令人讚歎。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來到了長洲了，
我馬上就看到了各種精品和小食部的攤店在街道上，我就
買了一個長洲的平安包小掛飾。然後，我聞到了一陣陣魚
蛋的香味，我便急不及待地和我的哥哥買了兩串長洲的特
大魚蛋，十分好吃。 
  之後，我就租了一輛家庭式的單車，由爸爸和哥哥做
「司機」，我們就開始了「長洲環島遊」。一邊欣賞着沿途
的景色，一邊吹着清涼的海風，真是寫意啊！ 
  接着，我們登上「小長城」，遠眺東灣和觀音灣的美
麗景色，有各種奇形怪石，有像花瓶的，也有似叮噹的，
位於東提徑的滑浪風帆紀念公園，是為了紀念在奧運會奪
得首面金牌的李麗珊而設立，她為香港心爭得了榮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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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長洲這個小島更美。我們吃了一餐豐富的海鮮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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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一次家庭活動    5E 鄭駿杰 

  五月三日那天，我、哥哥、爸爸和媽媽去大美督
燒烤。 
  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適合遠足和燒烤。到
達目的地後，我們走到一間店舖購買燒烤包和飲品。 
  到了燒烤場，我們打開燒烤包一看，裏面有很多
食物，例如：牛肉、玉米、香菇、雞肉腸、麵包、雞
肉、牛丸、魚蛋等．．．．．．真是豐富。 
  當我喊肚餓時，爸爸教我烤食物。我和爸爸一面
聊天，一面烤香腸，一不小心，就把香腸燒焦了，令
我感到有一些失望。經過兩小時，蕃薯終於烤好了，
這是我們最愛的食物，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覺間，太陽下山了，我們看到迷人的日落
景色。大家都希望有機會重遊此地。 

 

           給孫悟空的一封信     4E 黃芷潼 
親愛的孫悟空： 

你好嗎？你現在的近況怎樣？你是否居住在花果山
裏？ 

我真佩服你，因為你可以七十二變。如果我有七十二
變，我就會很愉快的。因為上學的時候，我不會遲到，我
會變成一隻大鷹飛到學校；小息的時候，我會變成一隻麻
雀飛回家喝一些水，然後，再飛回學校；放學的時候，我
會變成一輪巴士載全班同學回家。回到家之後，我會變成
一個聰明的小學生，在一小時內做完全部功課。每逢週
日，爸爸媽媽都會和我去海灘，我想去游泳，所以我會變
成魚在海中暢游。 

希望你們可以到香港探望我們，給我們看你翻筋斗。 
祝你 

身體健康！ 
你的小朋友                    

芷潼上  

五月十五日 

遊杭州西湖      5C 戴曉怡 
    坑州西湖是中國的名勝之一。在復活節假期裏，
媽媽帶我遊覽了坑州西湖。 
  坑州西湖真不愧是我國的名勝之一，它不但景色
宜人，而且風景優美，真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好地
方。 
  我們先來到西湖十景之一的「蘇堤春曉」。在這
裏，我聞到了柳樹、桃樹˙˙˙˙˙散發出各種芳香
的氣味；我也看到碧桃、芙蓉˙˙˙˙˙˙各種美麗
的花朵。這些花朵確實芳香美麗，幽香陣陣，因此吸
引遊客前來觀賞。 
  接着，我們來到「曲院風荷」，這裏的荷花千姿
百態，猶如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湖邊上輕輕搖擺
着腰枝。 
  最後，我們再到「平湖秋月」，這兒水平如鏡的
「平湖秋月」真像一幅碧水青山的圖畫般，美麗極
了！ 
  離開坑州西湖時，我感到流連忘返、依依不捨，
也覺得意猶未盡，期待下次可以再遊西湖，盡興而歸。 

           遊西貢郊野公園      5A 鄭樂兒 
    星期日，爸爸媽媽帶我遊覽西貢東郊野公園。那天天
清氣朗，正是郊遊的好時機，因此我們一家人懷着愉悅的
心情抵達郊野公園。 
  首先，我們去遊覽萬宜水庫東壩。啊！首先映入眼簾
的，就是那雄偉壯觀的堤壩。堤壩是由許多堰壩和巨石組
成，防止海浪衝擊。再繼續向前走，發現已來到東壩的盡
頭，不知該怎樣才能下去。我突然發現有一條可供攀爬的
山路通往壩底，然後我們沿着山路往下爬。 
  來到堤壩下，我發現有一個洞在離堤壩不遠的地方，
於是我們決定到那裏探索。 
  原來那個洞叫海蝕洞，那裏風景優美、空氣清新，令
大家都感到心曠神怡。遊覽完海蝕洞後，我們便向上爬回
堤壩上。 
  快到中午時分了，我們的肚子都開始「打鼓」，因此
我們決定離開郊野公園，結束這趟旅程。我希望能再次到
西貢東郊野公園遊覽。 



 
 
 

一本好書      6B李栢森 
    最近我閱讀了一本書──香港電車叮囑 110
年，這本書給我認識早期香港的地理環境和電車的發
展。 
  書中有多幅照片，其中有兩幅照片令我印象最深
刻。一張的背景是四十年代中環的歷山大廈，這裏是
一幢古典的英式建築物，路上有人力車和苦力，當電
車駛過時，形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另一張是「霸王
車」的照片，由於電車行駛速度慢，有些市民看到電
車駛來便跳上去，握住車的門窗邊，整個人「掛」在
車外，,到車站時便跳下來，沒有付錢，就搭了「霸
王車」。當然，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電車是港島區早期的主要交通工具。它連貫港島
的東西區交通，直至現在，電車仍然繼續服務香港市
民。 
  我覺得香港電車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香港
人的驕傲，因為它是「香港製造」的。雖然電車行駛
速度較慢，與現代的生活節奏格格不入，但是電車收
費便宜，乘客可以沿途欣賞風景，加上它是環保的交
通工具，更是香港的標誌，所以電車是有它的存在價
值和意義。 
  有空，我定會一嘗乘搭電車的另一番滋味。 

 

媽媽，我有話對你說   6A 庄森森 
  媽媽，您為了把我們撫養長大，花了不少心血；
為了幫我們做飯、洗衣服，您把那幼嫩的手變得粗糙
了。 
  每天夜裏，我們醒來的時候，還看見外面的燈還
亮著，想入您是在準備我們明天上學的東西吧！ 
  記得有一次，我感冒發燒，您急得像熱鍋內的螞
蟻轉來轉去，背著我去醫院。在您無微不至的關心和
照顧下，我終於病癒。 
  在這裏，我想對您說：「我愛您！」您是我們最
安全、最可靠的心靈依託。 
  小時候，我們在外面玩累了，肚子餓了，回到家
裏，您總是幫我們擦擦汗、喝些水，然後弄美食給我
們吃。 
在學習上，我遇到不懂的題，您總會為我一一解答，
直至我明日為止。 
  媽媽，您真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待我們長大後，
一定會報答您的養育之恩！ 

多拉Ａ夢的新法寶──迷你升空火箭 6D 李綺彤 
  今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從網上找了一段影片
給我們看，內容是關於未來的理想職業。當中有:
太空人、飛機師、空姐、歌手、演員、醫生等等。
這個時候，老師把影片關掉，笑著說:「你們今
天回家要作一篇文，題目是:未來我想做的職
業。」 我心想:「好像太空人也不錯，可以體驗
一下沒有地心吸力的感覺，相信會是十分有趣
的。」 
  放學回家後，我立即到房間裏寫作，多啦 A
夢見我很苦惱的樣子，便說:「你今天是怎麼了?
平常你回來後是一定會出去玩的，現在你這樣的
樣子，是遇到不懂的事吧!說出來會好點的!」 
  我說:「多啦 A夢，我長大後想當太空人，
卻不知道太空人升空的感覺是怎樣的。多啦 A夢
你有什麼法寶可以幫我嗎?」 
  多啦 A夢笑著說:「當然有!用這個吧!叫迷
你升空火箭，能讓你體驗太空人的感覺，按左邊
的第一個按鈕就會變小，第二個按鈕就是升空，
第三個是有緊急的事情才可以按，你要小心一
點!而第四個就是返回地球和變大。」 
  我驚喜地說:「哇!這個黃色的外殼，外型是
圓桶形的，火箭內還設有洗手間呢!設備很齊
全，謝謝你!」多啦 A夢說:「你快點上來吧!」 
一坐上去，我就按第二個按鈕—變小，再按第一
個按鈕—升空。火箭飛快地升空，不用五分鐘就
到達太空後，立即從火箭走出來，感受這沒有地
心吸力的太空。 
在太空裏，我在太空裏飛來飛去，享受這沒有地
吸力的神奇感覺。 
多啦 A夢說:「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要回去了!」 
  我滿足地說:「好!我按下第四個按鈕—返回
地球吧!」 
  我回到家後，便立即繼續完成我這篇文章，
結果我被老師稱讚寫得很有真實感呢! 
  不過這個迷你火箭有一個缺點，就是如果在
太空上逗留超過三十分鐘，火箭就會因電力不足
而回不了地球，所以我要努力學習，將來實現我
的太空人之夢! 

 

媽媽，我有話對你說  6E 高衛峯 
親愛的媽媽: 
  你好嗎?你身體好嗎?天氣轉冷了，所以您要小心
身體，穿多一些衣服。萬事小心一些。 
  媽媽，其實我有一句話想向您說的，但是我不知
何時說才好，因為我總是找不到好時機。就好像五天
前的事情，當您做完一頓美味的飯菜後，我想和您
說，您卻立刻回廚房裏清洗碟子和杯子。最後，是三
天前的事情，當您幫我檢查功課的時候，我正想和您
說，卻看見您正仔細地檢查功課，我不想令你分心，
所以沒有說出來。 
  於是，我寫下這一封信來表達我一直的心意。現
在我終於可以說出我的心聲:就是我很感謝您，媽
媽。這句說話我是真心的，因為您平日用心地照顧
我，所以我才會健健康康地成長。我的成績不好您不
會罵我，只會溫柔地問我為什麼和鼓勵我，令我的信
心也慢慢地回復。謝謝你，媽媽。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衛峯 

三月四日 
 

  媽媽，我有話對你說     6C 許菀澄 

  在我小時候，您已經計劃好我的未來，所以由幼
稚園開始，我就學習花式溜冰、跳舞等，訓練我多才
多藝，讓我的生活變得多姿多采。 
  每一次的測驗考試，你總是這麼著緊，你犧牲了
休息的時間，耐心地和我講解、溫習，終於我們的辛
苦有了成果，我考獲了全班第一名! 我真的很感謝媽
媽，激發了我的學習潛能和興趣。 
  有一次，我突然暈倒了，你費盡力氣地送我去醫
院檢查，醫生說我是緊張過度引致，並需留院觀察。
留院的那幾天，媽媽幾乎一秒也沒有離開過我，每一
日你還哄著我說:「你的朋友會來探望你，你再休息
一會兒吧!」我感激萬分，在你無微不至、不眠不休
的照顧下，我終於康復了。 
媽媽，我想跟您說聲:「感激你!我愛您!」是你令我
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兒，我祝您長命萬歲，讓我能
夠孝順您一萬年，愛你一萬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