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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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余浩宏   學校旅行 
十月八日那天是學校旅行的日子。那天我一早起

牀，吃過早餐後，就馬上回校。老師點名後，我們就
乘校車出發到鯉魚門度假村。 

我們到達後，導賞員向我們講解營地規則，然後
我們就自由活動。首先，我和同學玩乒乓球、踢足球
和去兒童樂園玩，然後我買一個三文治作為午餐。 

終於到回程的時候，我們帶着開心的笑容乘校車
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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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鄭巧瑩   遊公園 
    今天，媽媽帶我和弟弟到公園遊玩。 

    這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朵和青草，真是美

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弟弟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大家過了愉快的一天。 

           2B 陳恩琪   有趣的參觀 
    今天是晴天，老師帶我和同學到香港文化博物館
參觀。我帶着興奮的心情出發。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兒童探知館裏的米埔沼
澤。因為那裏可以聽到不同小鳥的聲音、認識不同鳥
類的大小、拼出小鳥的身體等。 
    這次是我最開心的參觀。因為這次參觀令我學習
了不同的知識。例如:認識大自然、做手工、觀賞模
擬場景…… 

            2A 陳思穎   我學會了 
    每天我都看到媽媽把地板掃乾淨，我看着媽媽勞累

的身影，就想讓媽媽教我掃地，可是媽媽總是認為我太

小了而不放心。沒想到媽媽今天竟然答應了我的要求。 

    媽媽首先給我示範了一下，便開始讓我自己掃地

了。首先，我將掃帚拿出來。糟糕!一不小心跌倒了。

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媽媽，媽媽微笑着說:「沒關係，

只要你沒有受傷就行了。」我心想媽媽真是一個善良的

人。 

    掃完地，那個地板好像對我說:「謝謝你!為我抹乾

淨身體。」 

 

          2C 林沛諭   小息的時候 
當小息的鐘聲響起，同學就奔跑到操場，我看見

有些同學坐在長椅子吃零食，有些同學在看圖書和玩

遊戲。 

小息的時候，我就會休息和看圖書，也會欣賞花

圃中的花朵，如果我感到肚子餓，就吃點茶點。 

在操場上，有些同學在籃球場打籃球，有些同學

跳飛機和跳繩，有些當值老師在勸止同學打鬧。 

小息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下

一堂可以更專心聽老師講課。 

2D 吳榮楷   聖誕聯歡會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學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的日子。 

    聖誕聯歡會前夕，老師和同學一起商量聯歡會那

天的工作安排，大家要分工合作。 

    聖誕聯歡會那天，我們先到課室參加課室聯歡。

我們一起分享豐富的食物，還一起玩集體遊戲。 

    接着，我們到禮堂欣賞合唱團為我們唱聖誕歌。

聖誕老人來了，原來是外籍老師扮演聖誕老人，他和

同學一起玩集體遊戲。最令人期待的是各級抽獎，我

非常幸運，抽中我喜歡的禮物。 

    這天，大家都非常高興，同學們和老師彼此祝福

大家聖誕快樂。 

           1A 李淑怡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是陳俊宇。他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
一個小小的鼻子，一把短短的頭髮。他最愛吃蛋糕和糖
果。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玩耍，一同談天，大
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上課和玩耍，校園
生活樂趣多。 

         1C 鄭彩燕  生日會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替我在家裏舉行了一個
生日會。我們一起吃蛋糕，一起唱生日歌。爸爸媽媽送
我文具。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1D 江祖羲   月兒詩 

月兒彎彎，月兒圓圓。 

月兒彎彎像香蕉。 

月兒圓圓像皮球。 

月兒圓圓照大地。 

             1E 唐羽晴   生日蛋糕 

白白白，蛋糕白， 

橙橙橙，蠟燭橙， 

華麗的，生日卡， 

自己做，自己畫， 

親手送媽媽。 

           2E 鍾家琪   我生病了     
    今天，我一起牀，就覺得很不舒服，辛苦極了! 
    祖父馬上帶我去醫院看醫生，醫生叫我好好休
息，準時服藥和多喝清水。因為我生病了，所以不
能上學。我只好聽從醫生的話，留在家裏休息。 
    幸好得到爸爸悉心的照顧，我很快就康復了，
感謝爸爸的愛和關心。 



         4A 施盈   聖誕奇遇記 
    今天是聖誕節，到處洋溢着歡樂的節日氣氛。可惜
我快要考試了，只能乖乖地留在家中溫習。 
    正當我專心一致地看書時，忽然，一隻綠色的小精
靈從書中跳了出來！他焦急地對我說：「小朋友！聖誕
老人病了，我們需要你的幫忙，快走！快和我們去送聖
誕禮物給小朋友們。」我還沒反應過來，就被綠色小精
靈帶走了。 
    這時，滿心驚慌的我發現自己正坐着雪橇在天空上
飛着，雪橇上的馴鹿正飛快地跑着，綠色小精靈正急忙
地在按名單上的名字送着禮物。這時，焦急的精靈對着
手足無措的我說︰「別發呆了！趕快來幫忙！看，這些
聖誕禮物全部是要送給你的好朋友的，你也不想你的朋
友收不到聖誕禮物吧！」 
    就這樣，在聖誕節那天，我和綠色小精靈把全部的
聖誕禮物及時地送到所有乖巧的小朋友家中。而我，也
收到了聖誕禮物。我還記得小精靈臨走前對我說︰「謝
謝你，好孩子，這是送給你的聖誕禮物，祝你聖誕快
樂！」 

         3A 陳宛琛   學校旅行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因為是我校的旅行日！當我

起床的時候，往窗一看，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真
是個美妙的日子！當我上學時，看見每個同學都懷着緊
張和興奮的心情呢！ 

我們先到課室討論行程，接着就到禮堂集合，最後
就登上旅遊車出發。 

到達目的地後，我和組員一起向前走，我的組員有
至善、瑩采、貝宜和宜霖。 

我們先到「卡拉ＯＫ」室唱歌。一踏進去，我就聽
到陣陣歌聲，不過有些五音不全，有些卻很動聽。我和
至善一起合唱了《真的愛你》。可是，唱到一半就有人
拿着麥克風大聲地尖叫，好像不想我們再唱下去，但瑩
采卻說我們唱得非常動聽。 

之後，我們玩過美式桌球和英式桌球，大家都玩得
非常開心呢！ 

到了最後，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但我不會忘記
這幸福的回憶和美妙的歌聲。 

       4D 高凱霖   給聖誕老人的信 
親愛的聖誕老人： 

 
您好！冬天來了，天氣轉冷了，您要多穿衣服，以免着涼

啊！保重身體。 
聖誕節當天，我們全家都到灣仔購物美食節參觀。晚上回

到家裏，媽媽還做了不少豐富的食物，例如：煎雞扒、吉列豬
扒飯……最後又做了美味的甜品。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聖誕老人，我很希望您來香港遊玩。我帶您到海洋公園坐
纜車和過山車，還會帶您看海豚表演各種的動作。您一定會很
開心。 

 最後，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您心想事成、開開心心、健健
康康地度過每一天。 

 
 
祝您 

身體健康 
您的小朋友 

高凱霖敬上 
      十二月十六日 

          3B 呂柏滔   我家裏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位救護員，他的身體很強壯。他喜歡

跑步和游泳。 
 由於我的爸爸工作時間較長，每天需工作十二小

時，所以晚上八時多才回家吃晚飯，我與他相處一小時
多便要睡覺。放假時，爸爸便會帶我到公園玩耍，有時
會帶我到泳池游泳，或會帶我到書店看書。 

 我也很喜歡聽他說故事，有時他晚上會抽空說故事
給我聽，我都聽得津津有味。 

 雖然他有時會對我很嚴厲，但大部份時間都很仁
慈，所以我都很喜歡爸爸呢！ 

3C 駱士瑜   我的小發明 
    我希望能發明一部自動功課溫習機。它是正方形
的，上面有三個按鈕和一個窗口。只要把功課放進去後
按第一個按鈕，它就會分辨出不同的科目及內容。 
  如果想要找到科目的學習重點，只要按一下中間的
按鈕，資料便能打印出來。 
  如要重溫上課的內容，按下第三個按鈕便會發出老
師上課時的錄音，方便溫習。 
  同學們，這部自動功課溫習機不但能幫助我們完成
功課和溫習，還可以節省時間。你們想要一台嗎？那就
和我一起研製吧！ 

        4B 馮瑋軒   樂於助人的姐姐 
    我的姐姐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和高
高的鼻子。她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 
    有一天，我和姐姐上學去，走着走着，突然聽到
「哎呀」一聲，我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婆婆絆倒了。
她坐在地上，一邊用手抱住左腳，一邊在呻吟。這時
路上人來人往，但大家對老婆婆視若無睹。我正想跑
過去扶老婆婆，但轉念一想：「如果我去扶她，就會遲
到。」正當我猶豫的時候，突然聽到熟悉的聲音︰「老
婆婆，我扶你起來吧！」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姐姐。
只見姐姐一邊把老婆婆扶到一旁的椅子坐下，一邊安
慰她說︰「不要擔心，傷口很小。」婆婆感激地說︰
「謝謝你。」姐姐說︰「不用謝。」 
    姐姐真是樂於助人！ 

 3D 彭月懿   寓言故事----小狼的故事 
 一天早上，小狼在一條山路上散步的時候，牠看見

一隻小龜也在很慢地走着。小龜很悠閒地欣賞周圍美麗
的景色。 

 然後，小狼故意踢了小龜一腳，因為小狼心裏覺得
小龜走得太慢，阻住自己的去路。小龜被踢得滾下山去
了。 

 過了一天，小狼又看到小龜，小龜很生氣地問小
狼：「小狼，昨天為甚麼要踢走我？」小狼很內疚，便
跟牠認錯。小龜原諒了小狼，後來牠們還成了好朋友。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不要隨意欺負別人，及做錯事要
勇於承認。 

        4C 林沛彤   爸爸媽媽的玩具 
    今天，我問媽媽：「媽媽，你小時候的玩具是甚麼
呢？」媽媽回答我說︰「綺桐啊，我和你的爸爸都有很
多玩具，例如有：紙飛機、搖搖、任天堂遊戲機、風箏
和波子。」 
    然後，媽媽遞了一本有關玩具的書給我，那裏有很
多玩具的玩法。 
    紙飛機的玩法是用紙摺成飛機放出去;搖搖的玩法
是把它身上圍着的繩子中間的那個圓圈套在食指上，然
後上下擺動;任天堂遊戲機是插一盒遊戲帶進去就可以
玩電子遊戲機了;風箏是把繩子拉着，把它放上天空;波
子的玩法是用手指彈自己的波子撞向對方的波子。 
    雖然爸爸媽媽小時候的玩具大多數都是自己動手
做的，但是他們都玩得很開心！不過都比那幾百元、幾
千元的玩具要好玩呢！ 



5B 黃詩琪   我眼中的華佗    
華佗是中國著名的藥物學家，是我心中最尊敬的歷

史人物。他小時候居住的地方戰禍頻繁，眼看無辜的老
百姓死傷無數，所以他立志行醫救世。 
    他發明了名為「麻沸散」的麻醉藥，為全世界的醫
學界作出了十分大的貢獻。 
    他提出「運動能暢其積郁，舒其筋骨，活其血脈，
化其乖暴，緩其急燥。」這句話深深地影響我，令我明
白除了讀書外，也要多做運動。 
    雖然華佗是東漢人，但是他的貢獻仍然流傳至今。
很多人都知道他曾為曹操治癒頭風症，為關羽刮骨治療
箭傷，還自創了「五禽戲」的拳法，利用動物的動作，
創造了一套可令人強身健體的拳法。他對充實和豐富我
國古代醫學寶庫作出了重大貢獻。 
    他為達成自己的夢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這份毅
力，十分值得我好好學習！ 

                5A 韋思源   四季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春暖花開；夏天，夏日

炎炎；秋天，秋高氣爽；冬天，山寒水冷。 
    我出生於春季，「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烏。夜來風

雨聲，花落知多少。」形容的正是春天。媽媽常說：「春

江水暖鴨先知。」比喻春天到了，水變暖了，卻是江中的

鴨先知。春天時，百花齊開：水仙、桃花、百合和櫻花是

最常見的代表。春天，天氣溫暖潮濕，生機盎然。 
    夏天，驕陽如火，路上的行人無一不汗流浹背、揮汗

成雨。我很喜歡夏天，暑假時，我和表姐、堂姐一起，拿

着幾根冰棍，說說笑笑就是一個下午。「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廉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描述清爽的夏日風光。 
    秋天，風和日麗，黃葉紛飛。不少人只道秋天景象蕭

條，殊不知，在農民的眼中，秋是一幅多美的畫卷，象徵

着豐收的喜悅。「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迆邐的白

沙佈滿遠岸，火紅的夕陽映照羣山，形容着秋天平靜的一

面。 
    冬天，冰天雪地，白雪皚皚。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只

有寒氣逼人的冷風。冬天時，很多動物都要冬眠：松鼠、

蛇、熊……冬天，有我喜歡的聖誕節，我努力地寫着一張

張的聖誕卡。不知您可聽過「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

作者描寫塞外極寒地區，五月本該是盛夏之時，天山仍有

雪。而「無花只有寒」則指不是雪花而是常年積雪，沒有

風號雪舞，只有寒氣逼人。 
    四季中，我最喜歡冬天，因為它給人一種內儉的高貴

氣質。不過，其他季節也很重要，因為一年四季，缺了任

何一季它也不完整了。 

5C 唐卡妮      香港遊 ----海洋公園       

    在家裏，正當我和妹妹在玩玩具的時候，我一看到

玩具海豚和玩具熊貓的時候，便令我回想起十月二十五

日那天，那天就是我們全家人去海洋公園的大日子！ 

    那天，爸爸、媽媽、我和妹妹一起到海洋公園遊玩，

我們首先乘坐海洋列車，我問：「你們要先到哪裏玩？」 

    妹妹說：「我們一起去『海洋摩天塔』吧！因為可

以從高處欣賞美麗的景色﹗」 

    我們決定去「海洋摩天塔」看看美麗的景色。接着，

我們去玩過山車「極地時速」，我覺得很好玩和刺激，

相反，妹妹就很害怕。然後，我們去海洋劇場，一進入

就看見那裏人山人海。跟着我們覺得有點餓，所以我們

去麥當勞快餐店吃雞翼、薯條、可樂…… 

    之後，我們到熊貓館探訪熊貓。離開時，我們經過

精品店，妹妹說：「爸爸，媽媽，可不可以買玩具熊貓

和海豚給我﹖」爸媽說：「好﹗」 

    最後，我們高高興興地回家去﹗ 

5D 陳楠茵   香港遊----大嶼山  
    今天我在家中打開手提電話的相簿，竟看到一張我、
姑母和姑丈在大嶼山山頂上露出甜美笑容的照片。想着想
着，我已很久沒見姑母和姑丈了，情不自禁地眨起了淚
光，令我漸漸回憶起那一天。 
那天，我們選擇了坐「昂坪 360」纜車上山，在高空

中俯視大海，海水藍藍的，就像一面藍色透明的大鏡子。
環顧四周，只見山上的樹木隨着微風輕鬆搖擺，好像在和
我們打招呼，歡迎我們的到來。 
   下了纜車後，我看見長長的石階直通山頂。昂首望去，
山頂上的大佛面容慈祥，神態莊重，彷彿在為人們祈福。
陽光透過山間的薄霧映照在大佛身上，雲蒸霞蔚，紫氣升
騰。 
    我們沿着梯級一路向上，每走幾步就抬頭看看，大佛
越來越近。終於，我們到達了山頂。大佛矗立在我們面前，
來到佛像腳下，我抬頭仰望，大佛可真雄偉啊﹗據說它是
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露天釋迦牟尼青銅像。因為它的基座是
仿照北京天壇而設計的，所以被稱為天壇大佛。 
    接着，我們進入了大佛座下的展館，它共有三層。我
們來到第二層的聯廊，這裏的出口直達大佛座下的外環
廊。我們站在欄杆前，放眼望去，周圍是層層迭迭的群山，
山峰上的雲霧虛無縹緲，好似一個個女子披着輕柔的薄紗
在翩翩起舞。漫山遍野一片蒼翠，看對面的寶蓮禪寺，那
紅牆黃瓦在一片蒼翠中顯得格外醒神。空氣中彌漫着草木
的芬芳，深吸一口氣，頓時覺得身心舒暢。 
    參觀完大佛後，我們又去了寶蓮禪寺。直到天色晚
了，我們才準備回家。回頭遙望天壇大佛，它彷彿飄遊在
青山薄霧裏，顯得更加壯觀。當然，我們不忘拍一張大合
照。 
    最後，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 
 

      4E 劉逸邦   新詩----美好的春、夏、秋、冬 
潮濕的春天到， 

百花盛放天氣回暖， 
樹上長出新嫩芽， 

迷人的花香令人着迷。 
 

                     炎熱的夏天到， 
                     人們盡情在泳池裏玩耍， 
                     冰爽的池水令人舒坦， 
                     是個火熱高漲的季節。 

 
 

乾燥的秋天到， 
葉子一下變紅， 
一下變橘， 
一下變黃， 

是一個多樣的季節。 
 

寒冷的冬天到， 
北風無情的呼喊着， 

告訴萬物放慢自己的腳步， 
                          是個酷寒的季節。 



 
 

 

           6B 鄧敏兒   閱讀好處多  

知識是種子，能力是樹幹，分數是樹葉。只有種子

發芽，才能長成參天大樹；樹只有獲取豐富的營養，才

能枝葉茂盛。沒有種子，沒有營養，大樹又從何談起呢？

知識都藏在書本裏，等你去探索，等你去研究。 

 有人說：「讀一本好書，就好像跟一位高尚的人說

話。」只要多看書，我們自己也能成為一位高尚的人。 

    除了增強寫作能力外，「增廣見聞」也是閱讀的好

處。透過不同類型的報章和書本，我們可以了解世界各

地的事物。例如旅遊書，我們可以從中了解當地的文化

和習俗，讓我們可以擴闊視野。 

 閱讀還有一個優點，當你生活感到無比壓力時，你

可以選擇看「搞笑」的漫畫或娛樂性的報章，可以讓你

的心情頓時放鬆下來，忘記生活的不快。 

 書本真是我的好朋友，它既有趣，又讓我獲益良

多，希望會有更多人愛上閱讀。 

           6A 施穎茹   我最敬愛的祖母 
每一個人心裏也有一位最敬愛的長輩，當然我也不例

外，我最敬愛的長輩就是年老的祖母了。 

 記得有一次，我和祖母聊天。我問她以前的生活，得知

她以前在鄉村裏生活的時候，每天破曉時分便要起牀到田裏

耕種，非常艱苦。另外還要照顧我的大伯父和姑母，我覺得

她十分偉大，可以不辭勞苦地兼顧多件事情，也沒有半句怨

言。當時我的祖父離開了鄉村，來到香港努力賺錢工作，養

活一家。 

    祖母現在的一雙手，因為下田耕種和照顧家庭已經變得

十分粗糙，這是辛苦和努力的痕跡。她為了自己的家庭付出

了很多，她付出了自己的時間，付出了自己的力氣，用心照

料家裏的每一個成員。我十分欣賞她堅毅、不屈不撓的精

神。我會永遠把她作為我的榜樣。 

                   6C 黃曉藍     遊太平山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到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參觀，

我期待極了！ 

 蠟像館位於太平山頂，是香港其中一個著名的旅遊

景點。香港素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吸引了不少來自五

湖四海的遊客慕名前來，一睹香港的美景，所以這裏的人

山人海，熱鬧非凡。 

 首先，我們由中環乘坐纜車前往山頂。途中我們從

車窗向外眺望，窗外景色風光明媚。我們一邊看着高聳入

雲的摩天大廈，一邊讚不絕口。 

 抵達山頂後，我們馬上前往蠟像館，甫進入蠟像館，

著名影星成龍的蠟像在門口迎接我們。接着，我看到一個

個製作逼真、栩栩如生的巨星蠟像。我彷彿看到真正的張

國榮在向我微笑。我興奮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跟蠟像自拍。 

 在蠟像館門外，有販賣紀念品的精品店，貨架上陳

列着不同人物的擺設。店內還有精美的名信片出售，名信

片上印有香港各個名勝景點，包括︰維多利亞港，天壇大

佛、山頂凌霄閣等等的著名景點。 

 離開蠟像館後，我們到了山頂廣場逛街和吃飯。媽

媽買了一些精美的鎖匙扣和毛娃娃給我。我們到了酒樓吃

飯後，便起程回家。 

 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跟爸媽外出遊玩令我感到十

分幸福。 

   5E 黃曉揚   記一次助人的經歷和感受 
早前，我和一班朋友到老人院做義工，探望那兒的老

人家。 
 我們來到老人院時，老人家都很高興。我們在那裏表
演，除介紹自己外，還唱歌跳舞，哄得他們非常開心。我
們也有跟他們玩遊戲，看他們蹦蹦跳跳的樣子，就像返老
還童一樣，變成了十多歲的小孩子。最後我們就派發禮物
和一些日常用品給老人家。 
 現在，我看着那幅臨走時拍下來的照片，令我聯想起
那位老婆婆。她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婆婆，行動不便，所
以走路都要人扶助。我在她身邊照顧她，聽她訴心聲。我
還切水果給她吃，只可惜時間過得很快，我們要走了。 
 我覺得這次助人的經歷很有意義，有空的話我會再去
做義工，我覺得很開心，很充實。 

 6D 關恩婷   我最敬愛的公公 
平日，我們會接觸到不同的人，其中有一些長輩更

會令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他對我們關懷備至、忍耐
及包容等。你最敬愛哪一位長輩？ 
 而令我最敬愛的就是我公公，因為我每一次做錯了
事或者是犯了大錯，他都一定會忍耐、包容我，還會慢
慢教導我，令我明白自己不對的地方。 
 我依稀記得小時候的事。我小時候非常愛公公抱，
而公公抱起我後，我又不停要求公公周圍走，公公就因
此不小心扭傷了腰。當時醫藥費還非常貴，但是公公不
但沒有跟我計較，反而原諒了我。 
 還有，我成績不太好，每次派成績表，媽媽想打罵
我的時候，公公也會叫媽媽不要打罵我，媽媽也會聽公
公的話而原諒我。之後，公公又會不停安慰和鼓勵我，
叫我下次再努力，爭取好成績。 
 有時候，我很頑皮，不但亂發脾氣、亂打人，也十
分愛哭，每次公公都會來我的房間，然後坐過來，在我
身邊說︰「你有什麼不開心，可以告訴公公嗎？」接着，
我一邊告訴公公，一邊大哭，公公就會不停安慰我和解
釋事理，讓我明白。 
 所以，我非常感謝公公這十一年來的關懷、忍耐我
及包容我的過錯等等。他讓我感到非常幸福，我真的感
謝我的公公！ 

            6E 莊建偉   閱讀好處多 
每次讀課外書，它都帶我進入知識的寶庫，每次閱讀

課本都能增強我的寫作能力，每次閱讀都可以豐富我的知

識。 

    讀書可以讓我們增長知識，讓我們的視野更加廣闊。

宋真宗說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

句話讓我知道，讀的書越多，就越富有。讀書是那麼的重

要，讀書是那麼的寶貴。「書到用時方恨少」，它讓我知道，

沒有知識的人是多麼失敗。 

    書是我們最真實的良伴，讀書必是我們每天不可缺少

的一件事，讀書就像吃飯一樣，閱讀得愈多，吸收的營養

就愈多。如果可以，將一些優美的句子和格言記下來。 

 有閱讀報章的人，就算寸步都沒有踏出門外，也能知

道國內外所發生的事，也能對周圍的事情提高警惕。 

 讀書的好處真是數不清啊！無論到哪裏，有知識的人

走遍天下；沒有知識的人寸步難行。 

 書本真是我的「老師」！讓我增廣見聞，讓我們一起

培養閱讀的好習慣吧！它肯定會使你受益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