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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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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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鄭芷怡
自我介紹
你們好！我叫鄭芷怡，今年六歲。我在觀塘官立小
學（秀明道）讀書。我喜歡吃雪糕和彈琴。

1B 鄭嘉堯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是章嘉軒。他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
一把烏黑的頭髮。他最愛吃哈蜜瓜和意粉。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吃東西，一同玩耍，
大家玩得很開心。我的校園生活樂趣多。

1C 張佩澄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
我們一起吃蛋糕，一起唱生日歌。哥哥送我洋娃娃。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1D 張熙文
我要上課了
1D 班，
可愛班，
媽媽也稱讚。
真開心，
我要上課了。
1E 黎雅桐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我們
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爸爸送我玩具。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3E 王綽熙
下雨了
這個星期的天氣情況真的很罕見，連續兩個颱風，
一個叫莎莉嘉，一個叫海馬。
莎莉嘉在星期三離開後，就不停有狂風暴雨，最先
是黃雨，然後是紅雨，隨着是黑雨。在黑雨時，街道兩
旁的大樹都被強風吹倒了，而有些地區出現了水浸。大
家都急忙趕着回家，以致等車隊伍出現人龍，又因為非
常大雨，即使有雨傘，大家下半身都濕透，真的非常狼
狽啊！
星期五又來了海馬，它是一個超級颱風，帶來了一
場強風暴雨，大家都做足防風防雨的措施。最後，天文
台懸掛八號風球，大家都休息了一天。

2B 梁靖雯
新書店
今天，爸爸和媽媽帶我到剛開張不久的書店。
書店裏，人來人往，非常熱鬧。那裏有一些家長帶
着小孩子來到書店看圖書，還有一些哥哥和姐姐自己來
購買喜歡的圖書。這家書店的書有很多，我看到了不少
封面設計精美的圖書，最後我買了三本漫畫書和兩本英
文書。
今天，我很開心，因為我買了很多圖書，我會好好
珍惜它們。

2A 施朗逸
旅行日
十月七日是我校的旅行日，那天天氣很好，我們乘
坐旅遊巴出發。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到禮堂聽老師講解場地規
則，然後我們一起拍大合照，接着我們就分組活動。
我們先到公園玩耍，再去了兒童樂園、遊戲機室、
攀石中心、自行車場……我最喜歡自行車場，因為可以
和同學一起比賽，看誰騎得快。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很快就要回校了，大家都帶着
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這天，我過了開心的一天。

2D 吳子軒
新書店
早上，爸爸和媽媽帶我到剛開張不久的新書店。
書店裏，人來人往，非常熱鬧。那裏有一些家長帶着小
孩子來到書店購買圖書，還有一些哥哥和姐姐自己來購
買故事書。這家書店的書種類很多，我看到了不少封面
設計精美的圖書，最後我買了一本內容很有趣的漫畫
書。
今天，我感到很開心。

2E 張延熙
自我介紹
我叫張延熙，今年七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秀
明道﹚讀書，今年讀二年級。我喜歡數學科和體育科，
因為我喜歡計算，也喜歡做運動。我的家有嫲嫲、爸
爸和媽媽。我喜歡吃魚、肉和蔬菜，因為它們營養豐
富，有益健康。

2C 李依澄
到海灘去
星期天，天氣晴朗。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海灘去。
那裏有很多人在游泳，十分熱鬧。爸爸和媽媽在彩色的
太陽傘下舒服地休息。弟弟和妹妹一起堆了一座漂亮的
沙城堡，我和姐姐在岸邊玩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
心滿意足地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滿足。

3B 胡根臻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害怕得哭
了起來，異口同聲地說：「媽媽!媽媽!你在哪裏？嗚
嗚……你在哪裏？嗚嗚……」
幸好，他們遇見一隻小白兔，熱心助人的小白兔看
見三隻小松鼠慌張的樣子，說：
「我帶你們離開這片森
林，好嗎？」小松鼠連忙點頭又點頭。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小兔子說：「過了
這道橋，你們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但是這道橋很殘
破，它常常被風吹得搖來搖去。」小松鼠很擔心掉進水
裏，他們都不敢過橋。
熊醫生看見三隻小松鼠站在橋邊，知道他們很膽
小，不敢過橋，便走過去把小松鼠抱在懷裏。小松鼠們
感激地說：
「謝謝你，熊醫生!你送我們過橋，是我們的
大英雄。」
最後，小松鼠找到了回家的路。他們遠遠看見松鼠
媽媽的身影，一邊興奮地喊叫：「媽媽!媽媽!我們回來
了。」一邊流出眼淚來。

3C 陳嘉儀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一時不知道該
怎麼辦，害怕得哭了起來。
幸好，他們遇見一隻小白兔，小兔看見他們慌張的
樣子，急急忙忙上前詢問，才知道他們迷路了。於是，
小兔決定幫助他們離開森林。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告訴他們過了這道
橋就可以回家，但是，這道橋看起來很殘破，又被風吹
得搖來搖去，他們因此不敢過橋。
這時，熊醫生看見他們站在橋邊，便走過去說：
「讓
我抱你們過去吧！」熊醫生把他們抱在懷裏，一起走過
了橋，他們感激地說：
「謝謝您！」
最後，三隻小松鼠找到回家的路了，他們看見松鼠
媽媽就興奮地同聲喊叫：
「媽媽！媽媽！」他們終於回
家了。
3D 李嘉茵
我的小發明
我的小發明是萬能變身衣。這件衣服有個自動調節
氣溫系統，無論在多麼寒冷或多麼炎熱的地方穿着，它
都能保持一定的溫度。
衣服上的紐扣就是按鈕。如果是冬天，一按白色的
按鈕，它就變成一件羽絨服；下雨時，按紅色的按鈕，
它就變成一件雨衣。
如果要參加舞會，只需要按萬能紐和輸入款式，它
就會在很短的時間裏變成一套優雅高貴的禮服。
這種衣服好用嗎？你們如果想要，就和我一起來製
造這件「萬能變身衣」吧！
4C 林萬里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傑出的兒科醫生。
我的身形很健壯，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和高高的
鼻子。我每天在聯合醫院兒科部工作，幫助患病的兒
童，給他們診症，有時還會替小朋友做身體檢查和手
術。
唸四年級的時候，我學了一篇叫做《未來的科學
家》的課文，老師告訴我們，我們要立志，還要勤奮
學習，所以我花了很多心思努力學習。現在，我最終
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成為一位出色的兒科醫生。
現在，我每天都穿着整潔的醫生袍繁忙地工作。
我期望生病的小朋友能盡快康復，並努力學習，實現
自己的理想。

3A 張嘉文
我的優點和缺點
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希望能改掉自己的缺
點，發揮個人的優點。
我的優點很多:上課專心、字體端正，練習本上貼滿
老師的獎勵貼紙。視藝方面，我畫的畫常被老師稱讚。
去年復活節，我做的復活蛋更拿了全班最高分呢！
我最大的缺點就是脾氣不好，經常和弟弟吵架。記
得有一次，我和弟弟搶玩具玩，更幾天不和弟弟玩，令
他非常傷心。後來媽媽對我說：
「弟弟還小，你要讓他。
如果媽媽不讓着你，你會怎樣？」我聽完媽媽的話後，
非常慚愧。
世界上沒有人只有優點，沒有缺點。我相信通過我
的努力，能慢慢改掉我任性的脾氣。做一個招人喜歡、
懂事的乖女孩。

4A 左欣澄

十六年後的我

十六年後的我會是一位小學老師。我有高高的個子、尖尖
的臉蛋和單純的性格。
為甚麼我會想當一位小學老師呢？因為我覺得這份職業
很偉大，老師不但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教授給學生，還會培
養他們有良好的品德。當學生犯錯的時候，老師不會只管責
罵，而是會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帶領他們走回正路。
我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好老師呢？首先要充實自己，除
了要努力讀書外，還要持續進修，做事要以身作則和有責任
心，這樣學生才會信賴自己。
要培育出一位好學生，不就是每一位老師的期望嗎？所
以我希望我所教過的學生，將來在社會可以成為一個善良和
出色的人。

4B 李駿
學校旅行
今天是十月七日，期待已久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終
於到了，我懷着興致勃勃的心情回到學校。當早會過
後，我和同學們便井井有條地排隊登上旅遊巴，前往目
的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旅行。
當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那裏秋高氣爽、風景怡人，
此情此景，令我覺得興奮莫名。那裏有很多小動物：有
小鳥、蝴蝶、蜻蜓……有的人在打籃球，有的人在放風
箏，有的人在看風景，還有的人在野餐。
首先，我和洪嘉偉三步拼作兩步地跑到羽毛球場打
羽毛球。過了一會兒，我們感到筋疲力盡，於是，便一
邊休息，一邊談天說地。
然後，我和同學飛快地到攀石場進行攀爬。到我攀
石的時候，因為我太緊張，所以一不小心跌了下來，就
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工作人員扶我下來，我才不致受傷。
最後，我和洪嘉偉一起去辦事處集合，袁老師叫我
們上車。我依依不捨地回校。我覺得這次旅行真難忘。

4D 李健鋒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網球運動員。我高大威猛，十
分風趣。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網球運動員？因為我自小就
喜歡打網球，經常和朋友一起練習網球，看見很多隊友
因為比賽輸了便放棄，但我不會灰心！難道不努力會成
功嗎？
現在，我已經是世界著名的網球員。我代表香港比
賽，為香港爭光。
我希望自己會有更好的成績，也希望更多人喜歡網
球這個活動。

5A 施盈
開心的中秋節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節終於到了。晚上，我們一家人帶上月
餅，提着花燈到太平山山頂賞月。
山上空氣特別清新，一陣微風吹過，我聞到了小草清新的味
道，一陣花香撲鼻而來，令人舒暢。低頭一望，整個維多利亞港盡
在眼底，山下千家萬戶，燈火璀燦。如此佳節，家家戶戶都在慶團
圓吧！
我們席地而坐，抬頭一看，哇！好美的星空，滿天的星星不停
地向我們眨眼睛，銀盤似的月亮大方熱情地綻放着耀眼的光芒，照
亮了整個夜空。
我們吃着月餅，爸爸媽媽談天說地，姐姐躺着仰望星空，我點
着蠟燭，玩着花燈，弟弟頑皮地嬉戲着，一家人樂也融融！
就這樣，在家人的陪伴下，我過了一個溫馨快樂的中秋節。只
要有家人陪伴，每一天都是開心的！
5C 彭靖嵐
開心難忘的中秋節
今天是中秋節，我很期待這天的到來呢！早上，我
一打開窗簾，我就聽到小鳥吱吱的歌聲，一陣陣的秋風
迎面而來，真的很涼快啊！這時我心想：
「今天一定會
是美好的一天。」
到了晚上，我們一家到了郊外賞月，在郊外有很多
人和家人賞月，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來。在那個時
候，我感到非常輕快，很快便把我的煩惱全部消除。我
望向周圍，看到草地上，有的人在吃月餅，很開心的樣
子；有的在玩燈籠，玩得很愉快。望上天空，我看到皎
潔的月亮。當周圍平靜的時候，就會聽到秋風的呼呼
聲，也會聽到人們爽朗的笑聲。
過了一會兒，我們就一起吃月餅，那月餅的味道真
甜美！我又吃了一些水果，味道也很清甜。我已經吃得
很飽了，這個時候，一股蛋黃的香味傳入我的鼻子，原
來是旁邊的人在吃蛋黃餡的月餅，真香啊！
休息了一會兒後，我就去散散步。抬頭一看，月亮
像跟着我散步一樣，我走的時候她也一起走。時間已經
很晚了，我們一家就回家去了。
今天真是開心又難忘的中秋節啊！

5D 洪少華
難忘的中秋節
中秋節的晚上真是美麗動人！看！白花花的白
雲飄過後，顏色黑得猶如黑板的天空，多了一顆又圓
又皎潔的月亮。
但是，在家中吃月餅，看上去美味可口，可我卻
吃到了一種苦澀，是眼淚麼？可我臉上並沒有淚水。
想想去年，在家裏吃月餅，一家四口開開心心吃月
餅，味道就是榴槤味都可以吃出一種不一樣的甜，那
正是有親人、家人的陪伴才吃得出的味道！
可是現在，三個人，再也吃不出那種味道了！
此時此刻，我的內心有了種淒涼無比的感覺。月
兒，你有親人嗎？你會不會想念他們？算了，只是對
牛彈琴罷了。
今年中秋節爸爸不在，真是讓人感覺孤獨難忘。
但願家家幸福快樂。
刷完牙，躺在床上後，我看着那個發光的大玉
盤，慢慢進入自己的夢鄉……

4E 張敏詩
十八年後的我
十八年後是多麼漫長的歲月。十八年後的我是怎
樣的呢？
十八年後，我已經是二十多歲了。我長得非常漂
亮。我有大大的眼睛，長長的頭髮，外表十分文靜。
我在小時候，看了一部電視劇集──潮流教主。劇
裏面主要介紹模特兒的工作及生活情況，我很喜歡看，
因為模特兒每天都可以穿高跟鞋及款式特別的新衣。
我便決定長大後，也要做模特兒。但模特兒工作很
辛苦，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克服困難，成為一位出色的模
特兒。
我不怕艱苦，因為我想令到所有人都看到我漂亮美
麗的樣子。這不就是模特兒的職責嗎？我樂意接受呢！

5B 馮瑋軒
難忘的中秋節
今天是中秋節，是一個充滿節日氣氛的傳統節日。
我和家人吃過晚飯後，便到公園散步。
到達公園後，只見那裏人山人海，看起來很是熱
鬧。我們沿着小徑緩緩地散步，絡繹不絕的人羣有的一
邊品嚐美味的月餅，一邊與家人聊天；有的一邊散步，
一邊抬頭賞月。有些小朋友在追逐、嬉戲，有些老公公、
婆婆在聽收音機，還有些哥哥、姐姐們在一旁猜燈謎。
不管每人做的事也不同，但他們的臉上也露出了燦爛的
笑容，到處也洋溢着濃厚的節日氣氛。
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在枝葉茂盛的大榕樹下
的位置。饞嘴的弟弟早已對那香氣撲鼻的月餅虎視眈
眈。抬頭一看，天空萬里無雲，只見一輪皎潔的明月高
高掛在漆黑的夜空中，毫無遮掩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這次害羞的月兒再也無法躲起來了。無數的繁星點綴了
深藍色天空的每一個角落，與那顆「夜明珠」互相映襯，
讓大家都忍不住把這美景盡收眼簾。
大自然不但讓我們大開眼界，也給我們演奏了一首
悅耳的樂曲：細心一聽，你可聽到麻雀吱吱的歌聲，枝
葉搖搖的沙沙聲，還有人們嘻嘻哈哈的聊天聲，孩子玩
樂時的歡笑聲，和那古董收音機發出的音樂。
我忍不住要用雙手去探索這神秘的大自然。只見草
地上佈滿了五彩繽紛的花草，樹上的樹葉都換上了黃色
的新衣裳。今早剛下過大雨，低着頭的小草都帶點濕
潤，那樹幹上的樹皮都很粗糙，彷彿已多久沒有洗澡。
樹上那小葉子頑皮地跳了下來，我伸手一碰，那乾燥又
帶點脆的樹葉竟裂成一半，我對這殘忍的動作不禁感到
有點慚愧。
不知何時這公園來了一羣新遊客：蜜蜂在勤勞地採
花蜜，小螞蟻也成羣結隊地在草叢間尋找食物儲糧，還
有那蝴蝶擺動着那色彩繽紛的翅膀翩翩起舞，彷彿在跟
人們說聲晚安。
當我在這美境中醒來的時候，只見盒子裏的月餅都
已被吃清光。這時，弟弟卻從背後拿出一個月餅，說：
「二哥，你吃吧！」大哥哥也不知道跑到哪裏去湊熱鬧
了，不久他卻喘着大氣地跑回來說：「看！這就是我猜
燈謎遊戲的獎品呀！」
看見其它家庭也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我突然覺得
這世界變我很溫暖，到處都充滿愛。我覺得這個中秋節
格外呈現了節日氣氛，我希望這樣的畫面能延續下去，
直至明年的中秋節，直至永遠。

5E 羅沛怡
一次助人的經歷
今天上學途中，我撿到了一個小皮包，打開一看，
裏面有五張一百元鈔票。當時我心情很複雜，決定不了
是交給警察先生，還是帶回家去才好。
正當我猶豫不決的時候，父親平常告訴我許多許多
做人的道理又在我耳邊響起了：
「丟掉錢包的人，心裏
一定很着急，很難過，所以我們不可貪圖別人的錢，要
把撿到的錢包交給老師或送到警察局才好。」
於是，我回校後，就把錢包交給老師。老師稱讚我
是一個誠實的孩子，我受到同學的鼓掌歡呼，我覺得非
常光榮。

6A 黃子欣
閱讀好處多
知識是種子，能力是樹幹，分數是樹葉。只要種子
能萌芽，總有一天能茁壯成長，成為參天大樹；只要樹
幹能攝取充足的養分，總有一天能枝葉繁茂，成為綠樹
成蔭。沒有種子，沒有養分，大樹又從何談起呢？知識
都藏在書本中，等我們去探索，等我們去研究，等我們
去發現。
根據《辭海》解釋:「讀」是指看書、看報、看文
件等。由此可知，閱讀是一種行動，我們要去翻閱書本，
翻閱報章，翻閱文件。唐代著名詩人杜甫曾經說：
「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顧名思義，讀盡萬卷書，下
筆時才會思潮湧流，像有神仙相助一樣。多閱讀優秀的
文學作品，可提高我們的寫作能力，可讓我們下筆如有
神，我手寫我心。
如果我們能做到書不離手，博覽群書，閱讀還可以
擴闊我們的視野，能知天下事。正如《道德經》說：
「秀
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皆因我們能從閱讀中獲取知
識，從報章中得悉世界大事。宋代詩人黃庭堅說：
「三
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由此可見，閱
讀與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缺一不可。
既然閱讀好處多，我們就一起暢遊「書海」的樂趣，
一起沐浴「書香」的恬靜，一起沈醉……

6D 陳楠茵
一件難忘的事
暑假裏的一個下午，我相約了幾個朋友到樓下公園
玩耍。當準備回家的時候，誰不知竟然下起滂沱大雨
來，於是我馬上跑到便利店避雨。因為地面很滑，我一
不小心便跌得四腳朝天，全身上下都濕透。
當時不知所措的我便大哭起來，忽然一位好心的姨
姨扶我起來，溫柔地問我:「小朋友，你有沒有大礙?」
我說:「我想回家，不過我的腳很痛。」說完後，那位姨
姨便扶起我，送我回家。
回到家後，爸爸媽媽十分感激那位好心的姨姨，
她說:「不要客氣，幫助別人，快樂自己。」
之後，她轉身便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我覺得雖然
她的樣貌很平凡，不過她的內心卻很善良，在那一刻，
我忽然覺得她很美麗。
我很幸運，因為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有人出手幫
助我，令我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溫暖。以後的日子，
我會以這位姨姨為榜樣，我會盡我全力幫助有需要的
人。這件難忘的事，我永遠不會忘記。

6B 陳穎希
一件難忘的事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家人答應帶我到海洋公園遊
玩。我們很早就出發，雖然途中有些堵車，但也在中午
前到達。
到達後，我馬上到動感天地玩機動遊戲，因為我長
高了很多，所以我能玩的機動遊戲也多了很多。
中午的時候，我吃了點東西補充一下體力，然後又
去玩了，因為海洋公園的玩意真是多不勝數!
在排隊途中，我看見一個十分巨大的摩天輪，它吸
引着我的目光，所以我獨自向那個方向前進。過了一會
兒，我才發現迷路了。我一邊走，一邊尋找媽媽，但走
了很久，一直沒找到，所以我哭了起來。我經過很多商
店，又向路人求助，幸好這時候我看見一位職員，我馬
上向他求救，最後職員把我帶到走失兒童中心。
我找回媽媽後，連忙感謝職員的幫忙。經過這次迷
路事件，以後外出遊玩時，我不敢再擅自離開媽媽了。

6C 唐偉業
一件難忘的事——外祖父的去世
在漫長的歲月中，有許多經歷像流星一樣，讓我耿
耿於懷!
有一天，我在書房裏看到外祖父給我的文件夾。就
想起前年二月份，我和爸爸、媽媽在寒冷的冬天，回鄉
參加外祖父的喪禮。
早年祖父已經有中風和高血壓的情況，因此引致血
管出現問題而令心跳停止。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感到驚
惶失措，當時我的心情猶如一把刀插入我的身體。
到達後，我們坐在地上，痛哭流淚，那刻人聲鼎沸!
經過一段時間工作人員把外祖父的遺體放入棺木，心裏
想:「希望他能夠走到世界另一端，能安祥休息!」我默
默地跟他說一聲再見!
腦海裏泛起和外祖父一起相處的日子，他的為人十
分慈祥。當我泄氣時，他會與我分擔憂愁或聊天，天南
地北，無所不談。有空時，他還會帶我到附近吃東西呢!
接着的幾天，我完全接受不了這個事實。不過親戚
們說:「將以前的傷心歷程忘掉，繼續努力吧!」
雖然他們所說的話也很有道理，但我的感受卻恰巧
相反。無論現在或將來，我對當天發生的情況也刻骨銘
心，永遠不能忘記。
6E 張偉軒
閱讀好處多
人生是一本書，幼年是開端，少年是發展，中年是
高峰，老年是結局。古代的人認為閱讀重要，因為閱讀
能汲取知識，有知識的人，前程才會一片光明。
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在看
圖書時，要是遇到任何新詞語，我就會找「啞老師」為
我解決難題，所以我的辭彙日益豐富。
俗話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在空閒時，
我也會閱讀報紙。閱讀報章不但能讓我知道國內外所發
生的事，也能對周圍的事情提高警惕。報章也設有「兒
童天地」
，讓學生們投稿，能閱讀其他兒童所寫的文章，
從而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呢!
書本真是我的好伙伴。朋友們，且讓我們一起去培
養閱讀的習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