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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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黃紫琪     我家是個動物園 

我叫黃紫琪，我是小金魚，最愛游泳和喝水。 

媽媽是大象，最愛吃香蕉和洗澡。 

爸爸是老虎，最愛吃肉和睡覺。 

我們家是熱鬧的動物園。有空請來玩，不收門票啊！ 

           1E 李汶澤    我的生日      

  我叫李汶澤，我是老虎，最愛吃肉和魚。 

媽媽是小白兔，最愛吃青菜和水果。 

爸爸是蛇，最愛睡覺和散步。 

我們家是熱鬧的動物園。有空請來玩，不收門票啊！            3A 葉麗程     小狼的故事 

有一天，在森林的小路上，有一隻小狼滿腦子裏全

都是媽媽煮的飯，走啊走……不小心就踢中了一隻小烏

龜。 

小狼覺得自己好像踢中了甚麼，牠回頭看一看，並

沒有發現甚麼東西。這時候，牠看見一隻傷痕累累、還

氣沖沖的烏龜走過來生氣地問：「你這隻可惡的小狼，為

甚麼要踢我？」小狼莫名其妙地說：「我有踢中你嗎？」

烏龜說：「有！」 

小狼吞吞吐吐地說：「對……對不起！我把你當石頭

了，請你原諒！」烏龜說：「不要緊，最重要是你知錯能

改。」最後，牠們還成了一對好朋友呢！ 

 

           2B 張雪晴    小息的時候 

小息的鐘聲響起了，同學們先排隊，然後到操場玩

耍。當到達操場後，大家都十分興奮。 

小息的時候，我和卓瑩一邊聊天，一邊吃東西，與

同學在一起的時候，真是快樂極了！ 

在操場上，同學們有的在跳繩，有的在玩「跳飛

機」，有的在拍球，也有些同學在小花園欣賞美麗的花

兒。 

小息的時間雖然很短，但能與同學一起玩耍，真是

愉快！ 

       2A 羅思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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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和同學一起佈置課室，製作

聖誕帽，商量和準備食物。 
聖誕聯歡會那天，老師先到課室準備禮物，舉行課

室聯歡會。我們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還一起玩遊戲。 
接着，我們到禮堂欣賞同學的表演，同學又唱歌，

又跳舞。聖誕老人來了，原來是外籍老師扮演聖誕老
人，他和同學一起玩遊戲、唱聖誕歌。最令人期待的是
各級抽獎，大家都會喊出自己的班號，我們都希望自己
是其中一位幸運兒。 

這天，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1A 湯文昭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媽媽帶我到安達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小草和花朵，真是

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媽媽一起
吃東西，一起玩耍。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1C 黃震耀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獅子山郊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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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妹妹一起
唱歌，一起跳舞。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1D 楊智恩    遊公園   

昨天，爸爸帶姐姐和我到郊野公園玩耍。 

爸爸坐在河邊專心地釣魚，姐姐和我就在綠油油的

草地上玩耍。草地上開着漂亮的花兒，勤勞的蜜蜂和蝴

蝶在花間採蜜，風景真美！活潑的小狗在草地上奔跑，

姐姐和我有說有笑，玩得十分開心。 

   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才依依不捨地乘坐巴士回家。 

          2C 唐羽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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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和同學一起佈置課室，商量聖誕
聯歡會的活動安排，大家都很樂意幫忙。 
  聖誕聯歡會那天，同學們先到課室開聖誕派對。我
們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還一起玩抽獎遊戲。 
  接着，我們到禮堂欣賞同學們演唱的聖誕歌。聖誕
老人來了，原來是外籍老師扮演聖誕老人，他和同學一
起玩聖誕遊戲。最令人期待的是各級抽獎，每個同學都
非常緊張，誰知，我非常幸運，竟然抽中了我，讓我抽
到心愛的禮物。 

這天，大家都非常開心，全體同學和老師都互相祝
福。 

           2D 曾垂宇     小狗的故事 
    昨天早上，小文在街上看見一隻可愛的小狗。他蹲
下來溫柔地問：「你的主人在哪裏？」 

小狗沒有吠，只是不停地搖擺尾巴，小文決定帶小
狗回家裏。他們一起玩皮球，大家都很開心。 

第二天，小文在街道上看見有一張尋狗告示，原來
小狗的主人正在尋找遺失的小狗。於是小文連忙抄下聯
絡電話，然後回家去。 

小文回家後，立刻打電話通知小狗的主人。後來，
小文把小狗送回去。主人看見小狗十分開心，小文也替
他們開心。    



      4C 任敏瀅    給聖誕老人的信     
親愛的聖誕老人： 
    您好！現在是冬天，芬蘭那邊可能已經大雪紛飛，
雪花翩翩起舞。 
    聖誕老人，每當到聖誕節時，我便會問媽媽：「世
界上真的有聖誕老人嗎？」媽媽只是說：「世界上真的
有聖誕老人，他的家在芬蘭。」雖然聖誕節的早上真的
會有禮物放在聖誕樹下。那一天，我會和家人一起去
玩，比如去購物。晚上，我會和家人一起欣賞香港的夜
景。 
    聖誕老人，我在聖誕節有一個願望：我希望有一個
可以收聽未來的收音機。   
    祝 
身體健康！ 

           你的好朋友     
任敏瀅     
十二月四日 

       4A 葉灝甄     學校旅行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可是，天色昏暗，

大家都很擔心會下雨。很多同學都帶了雨具，有些帶了
雨傘，有些帶了雨鞋，有些帶了雨衣。我們先到禮堂集
合，接着就到停車場坐車出發。 

不一會兒，我們就到達目的地——麥理浩夫人度假
村了！看見那綠油油的小草、茂盛的大樹、清香撲鼻的
鮮花，真令人心曠神怡呀！接着，我們到餐廳聽營地規
則。 

我和謝逸朗、陳曼筠成了一個小組。首先，我們去
手工藝中心。我細心地挑選卡通人物膠片，然後把它塗
上顏色，並把它剪出來，再放進焗爐後，它就完成了！ 

接着，我們就到高爾夫球場。首先，我們要學拿杆，
再練習一下就進行比賽。比賽開始了，先是林智毅發
球，他五杆就入洞了！可是，同學們的成績一個比一個
差。我排在最後一個發球，難道我真的會是最差的一個
嗎？但結果出人意料，我竟然是第一名呀！可惜，我在
第二個回合失分，最終只得第四名，我灰心極了。 

午餐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到康樂館吃小吃。但時間
有限，所以我們只好邊走邊吃。到了文娛館，我借了小
小的足球，當然，我借的足球，是用於足球機的，那才
不是用腳踢的呢！玩過足球機後，我們就到氣墊球室。 
    眨眼間，回程的時間到了，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
回家去。真希望明年可以再來啊！ 

      3C 孔玉梅   我的小發明：萬能書包 
    我想發明一種書包，這種書包底部有輪子，方便拉
動。有一天，我放學的時候，看見有些小朋友因為書包
太重而寒背，所以我想讓小朋友減輕背部不適。 
    這小發明的外型特點是可以放很多東西和自動行
走。 
    如果你覺得書包太重，你只需要推輪子兩下，它就
會變成自動行走的袋子;你不想讓別人拿走你的東西，
書包上有幾個按鈕，能鎖住書包拉鏈;你找不到想要的
書，按彩虹下的圓形按鈕，就會讓你想拿到想要的書。 
    這種書包好用嗎？你們如果想要，就跟我一起來研
製這個書包吧！ 

        3B 李浚宏      我的發明 
你猜一猜，我的最新發明是甚麼？我的最新發明是

萬能電筒，最適合經常到戶外活動的人士使用。 
 秋天到了，又是郊遊的好時候，但每次郊遊前，我

們總要帶備很多的物品，例如：電筒、驅蚊噴霧、蚊貼
等。此外，我們有時想在燒烤爐上煮食，卻又忘記帶燃
點器。我們帶備了一些罐頭，又忘記帶罐頭刀。這麼多
的物件要記得帶備，實在令人煩惱。 

 今次，我設計了一個萬能電筒，它設有電筒、求救
燈、指南針、收音機，可調較轉為電子驅蚊音頻來驅蚊;
還有萬能隱藏接合式萬用刀、防風打火器。此外，電筒
有一個掛鈎，可方便掛在背包，真是一物多用，用途廣
泛，是一件實用的郊遊必備用品。我要提醒小孩子，因
為這個電筒內有燃點器，所以小孩子需要有成人陪伴才
可以使用。 

 我希望這個萬能電筒能夠方便更多人到戶外欣賞
大自然。 

           2E 張靜茹     小息的時候 
小息的鐘聲響起了，我們先收拾書本，然後排

隊，跟隨老師到操場小息。 
小息的時候，我和小美一起在小花園欣賞花

兒，我們一邊談天，一邊吃零食，我感到很開心。 
  在操場上，同學們有的在跳飛機，有的在打籃
球，有的在跳繩，他們都玩得很開心。 

小息的時間雖然很短，但能夠和同學在操場上
一起談天，我們都很珍惜這快樂的時光。 

       3E 何鈞樂      學校旅行   
    十月七日是我們學校一年一度的旅行。那天天氣
十分晴朗，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上學去。 
    我們乘坐旅遊車，沿途我看見很多高樓大廈，經
過很多地方，終於到達了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那裏
空氣特別清新。 
    首先，我們到接待室聆聽營地職員講解場地設
施，然後分組進行活動。營地有攀石場、單車場、兒
童遊戲室……我和同組的同學一起踏單車，玩得汗流
浹背。我最難忘的是和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大家吃得
津津有味，非常開心。 
    最後，我們要回校了。我感到依依不捨。希望下
次我可以再來這裏就好了。 

           3D 廖梓鍵     學校旅行 
十月七日那天，學校舉行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當

日我非常開心，一早就回到學校。 
 我們先去禮堂集隊，然後乘車出發。不久，我們便

到達了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我們去到一個地方，有一
位姐姐說要注意有些地方是禁區。她介紹我們那些地方
可以去玩，我們拍完照之後就可以去玩了。 

 我跟我的伙伴去了踏單車，我們一起玩了半小時。
我們玩完了再去打籃球，打了一個小時，我汗流浹背。
我接着再去唱歌。度假村內的零食店有一個望遠鏡，我
看見天空上有幾隻老鷹，很雄偉。 

 這次旅行我非常開心，其他同學也玩得很高興呢！ 
    4D 黃傲婷    學校旅行   

    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終於到了。我們上午八時十五
分出發去我們的目的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在旅遊
車上，同學們又說又笑，十分興奮。 
    下車後，我們看到自行車場，大家也迫不及待想去
玩了，但我們要跟老師去拍大合照和聆聽工作人員的講
解。聆聽講解後，老師給我們分組才讓我們開始玩耍。 
    我和同伴去手工藝中心的時候迷路了，同伴說：「拿
平面圖出來吧。」接着，我看着平面圖，它是在小型高
爾夫球的前面。我們快步走到手工藝中心，教授手工藝
的姐姐說：「可以做手工了。」我們立刻動手製作了一
件精美的小飾物。 
    今天，我透過這次群體活動，和各同學的溝通認識
加深了，友情也增進了不少。 



       5A 黎欣琪    香港遊──和家人暢遊油尖旺    
    看着相簿中那張照片，我和家人站在尖沙咀鐘樓前，一

邊微笑，一邊對相機做出各個姿勢……讓我想起上個月和親

友「香港一日遊」。 

上月，堂哥來香港遊玩，我和爸爸帶他到香港景點購物

和參觀。 

那天，我們先到尖沙咀鐘樓，它的外型有趣，遠看就像

一根蠟燭插在「蛋糕」上。從照片看，鐘樓有如一個巨人，

我們站在鐘樓前，顯得十分矮小。 

吃過午餐後，我們到人山人海的朗豪坊購物，我們先去

購買服裝。一踏進服裝店，各式各樣的服裝映入眼簾，有休

閒服、首飾和皮鞋等，我們一看見這麼多衣服，便開始添衣

了！ 

傍晚時分，我們到維多利亞港欣賞夜景。夜裏的維多利

亞港耀眼奪目，有「東方之珠」的美譽。七彩繽紛的燈光投

射在水上，漂亮極了！ 

最後，我們各人都提着購物袋，露出心滿意足的神情。

我們不但買了很多東西，還拍了很多美麗的照片呢！ 

我希望能再經歷一次「香港一日遊」，再當一次「小導

遊」，再次和家人、親友共度美好時光。 

           5C 高凱霖    歷史人物—孫中山  

 孫中山先生，中國人，生於西元一八六六年十一

月十二日，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他小時候喜歡

抱打不平，仗義直言。 

 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兵領袖，具有遠見和抱

負。他勇敢果斷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

運，他生活在一個大變革的年代，他的品格，風度及言

行吸引千千萬萬人支持他的革命事業。 

 他在反滿清革命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他提倡的「三

民主義」成為革命者的路燈。 

 孫中山先生為振興中華的偉大志向，張揚「天下

為公」的博大情懷及追求真理的優秀品格值得後世學

習。 

 我對孫中山先生非常敬佩，他那熱愛祖國的高尚

情操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4E 黃賢熙      我愛我的家 

我愛媽媽， 

因為她很溫柔， 

就像天使一樣， 

一直守護着我！ 

我愛爸爸， 

因為他很有耐性， 

就像長腿叔叔， 

細心聆聽我的心事！ 

我愛姐姐， 

因為她天天教我做功課， 

就像老師一樣， 

細心地教導我！ 

我愛我的家， 

因為有了它， 

令我很快樂， 

每天笑哈哈。 

          6C 林翠淇     我最敬愛的爺爺   

小時候，我總是喜歡吃爺爺做的米粉，雖然它不算
是高級名店的食材，但它是爺爺用心思和時間做出來
的。 

我的爺爺是一個疼愛小孩子的人。記得我和堂弟在
小時候很喜歡和爺爺一起唱兒歌，他會耐心地教我們一
句一句地唱出來。我們跟着爺爺把兒歌唱出來的時候，
他總會拍手說好。 

我的爺爺是一個「閱讀博士」，每當有空閒的時候，
他就會說一些有趣的故事給我們三兄弟姊妹聽，使我們
不會太沈悶。同時爺爺也會講一些歷史故事給我聽，讓
我們認識更多知識。當我們沈悶的時候，您會和我一起
聊天。 

爺爺，謝謝你給我們知識、給我們歡樂、給我們趣
味。因為您讓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都快快樂樂。 

          4B 蔡家禧    給聖誕老人的信    

親愛的聖誕老人： 

   您好嗎？ 

   您住在加拿大，那裏的生活方式和天氣是怎樣呢？ 

   去年的聖誕節，媽媽送給我一份神秘的禮物，它是一架模

型飛機。它是白色和粉紅色的，機上有一排士兵，可以防止

乘客被怪物襲擊。我常常把這架飛機放在牀上，便覺得就像

鹿車了。聖誕節當天的下午，我們一家人在家裏慶祝，由於

要開心地度過這一天，所以我們在桌子上準備不同的食物，

有蛋糕、曲奇餅和拐杖糖……而裝飾方面，我們在牆上掛上

一些燈飾和小聖誕樹等。 

   另外，媽媽說您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爺爺。爺爺，您可不可

以在香港陪伴和探訪我呢？您又可不可以給我一份豐富的禮

物?我會在我的牀上掛着一對漂亮的襪子。親愛的爺爺，您

可以在香港停留一下嗎？ 

    我想帶您到尖沙咀海岸，一邊唱聖誕歌，一邊欣賞璀璨

的燈飾，您一定會很開心。 

    爺爺，我希望能坐上您的鹿車，飛到加拿大，探訪您的

家。在那裏，我們一起吃火雞，跟您到戶外玩雪球遊戲，享

受這個愉快的聖誕節，好嗎？ 

    最後，我希望您快些回覆，更希望您快快樂樂地過着每

一天。 

    祝 

聖誕快樂！ 

               您的小朋友     

蔡家禧敬上   

十二月十二日 

        5D 許霽光  香港遊—大嶼山    
一看到我和爸爸、媽媽還有哥哥一起在大嶼山拍攝

的全家福，就讓我想起上個星期，我們全家人去大嶼山
遊玩時的快樂情景。 

 那天早上，我們一早就乘坐地鐵來到東涌轉乘昂
坪 360，沒想到的是，雖然很早，但乘搭纜車的人已經
排成一條長龍了。等了一個小時，我們終於坐上了全亞
洲最長的纜車——昂坪 360 了，我既開心又興奮。隨着
纜車逐漸加速，我的心跳也遂漸加速，不一會兒，纜車
就已經升到了半空中。我向下面望去，看到了一片綠油
油中還帶着點彩色，就像一個大花環的地方。我再仔細
一看，隱隱約約地看到一條蜿蜒在曲折的小徑，上面還
有人在走呢！纜車就像一列在空中高飛的火車，緩緩地
向前駛去。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來到了目的地——大
嶼山。 

 離開纜車，我們就三步併為兩步地跑向天壇大
佛。我們跑得大汗淋漓，終於來到了天壇大佛下。在太
陽的照耀下，大佛四周散發出金光，更讓人感覺它高高
在上。 

 我們玩得特別開心，不知不覺，太陽快要下山了，
我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 



 
 
 

        5B 馮宇晴   香港遊──海洋公園  
    在我的睡房裏，有一隻可愛的「小企鵝」，這是
上星期天我在海洋公園裏買的。每當我睡前看着它，
就會不禁想起在海洋公園的快樂時光。 
 那天天氣晴朗，太陽像圓盤掛在天空中。那裏風
景優美，遊人如鯽，到處洋溢歡樂的氣氛。 
 我們迫不及待地跑到「兒童樂園」。那真是小朋
友的天堂，有旋轉木馬、摩天輪、「小飛象」……我
正在猶豫着先玩甚麼遊戲時，突然傳來一陣陣
「啊……」的尖叫聲，我循着聲音望去，原來是小朋
友在玩「跳樓機」，他們隨着「跳樓機」上下移動而
在大叫。躍躍欲試跑去排隊，終於到我們了。我坐在
座位上，機器慢慢上升。這時，姐姐已經大叫，但我
一點兒也不害怕，心想︰「原來玩『跳樓機』一點也
不刺激。」突然，機器向下墜，我嚇得「哇」的一聲
叫了出來。 
 我們到了不同的地方。最後媽媽還到精品店買了
兩個「小企鵝」送給我們留念。我們高高興興地回家
去了。 

           6A 吳焯潁    我最敬愛的媽媽 
 我的媽媽沒有動聽悅耳的好歌喉，也沒有優秀的寫作

技巧，但她有一雙巧手。 

    媽媽擅長下廚，在我心中，任何人煮的菜餚都比不上

她做出的每一道菜式。 

    媽媽是一位嚴師，她對我抱着極大的期望，每逢考試

臨近，她都催促我要完成堆成小山般的練習本，看着密麻

麻的文字，真令我眼花繚亂、頭昏腦脹。 

    在一次的中文考試中，我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結果

被她嚴厲地訓斥了一頓，那時的我對媽媽心存怨恨，真

想……後來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是多麼的幼稚

的。於是我誠懇地向媽媽道歉，並承諾會認真學習。 

    媽媽是一位慈母，我發高燒的時候，她十分擔心我，

大清早為我準備清淡的早餐，替我量體溫，餵我吃藥。我

看着她炯炯有神的目光消失了，連夜的辛勞，眼圈都黑

了。心裏恨不得自己快些康復，強壯起來。 

    想着，想着……淚水在我的眼眶內不斷打滾，我趕緊

拭乾了淚，強顏歡笑。不想媽媽看見，更不想媽媽為我擔

憂。 

    我的媽媽就是那麼嚴厲，那麼溫柔，確實是一位嚴師

慈母。媽媽，我敬愛您! 

            6D 張卓豪       閱讀樂趣多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古人認為

閱讀十分重要，因為閱讀是增長知識的好方法。閱讀不

但可以增長知識，還可以提升個人寫作能力。因為在閱

讀期間，我們就不知不覺地接收了不同的知識及語法。 

俗語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意思是說：多

看書，我們的知識就會不斷增長。而且閱讀不同的書可

提升不同的能力，例如：看偵探小說就可以提高我們的

思考能力，看一些普通的小說就可以提升我們的寫作能

力等。 

古人說：「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書中

的知識和智慧，可以讓貧窮變得富足，富人也會因為知

識和智慧而顯得高貴雅緻。 

閱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閱讀不同的書籍就會提升

不同方面的能力，不僅如此，閱讀還可以有益身心，令

人放鬆心情。既然閱讀有這麼多益處，我們不妨投進「書

海」，享受閱讀的樂趣。 

   6B 莫紫瑤    記一次香港名勝的見聞和感受 
上星期天，爸爸媽媽帶我和弟弟到一個香港的名勝

遊玩，你猜猜是哪裏？那就是太平山山頂了！ 
那天早上，天朗氣清，爸爸說：「今天的天氣這麼

好，不如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我和弟弟聽見
後，便馬上說：「好呀！」我們吃過早餐，便興奮地出
發了。 

我們乘坐私家車到太平山山頂，大約一小時的車程
呢！幸好沿途有美麗的風景陪伴。到了太平山山頂後，
我看到一座宏偉的建築物——凌霄閣屹立在太平山山
頂，附近還有各式各樣的商店。 

當我站在太平山上，展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幢幢摩
天大樓筆直的聳立着；山下無數座大樓同時亮着色彩繽
紛的燈光，維港的海面和上空都被映照得發紫，難怪香
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踏上歸家之路，我希望下次能
再來太平山山頂遊玩呢！ 

         6E 鄭子杰     我最敬愛的人  

 一說到我最敬愛的人是誰，那當然是我的婆婆。雖

然外婆已經是七十一歲了，但她還是年年如日地悉心照

顧我、疼愛我，使我和媽媽在學習和生活上減輕了不少

負擔…… 

    每天清晨，無論是寒冬、酷暑，外婆都是在清晨六

時半起床，為我準備豐盛的早餐和一壺溫開水。吃完早

餐後，外婆就乘巴士送我到學校，然後他去市場買新鮮

的菜。晚上放學回來，總是能吃上可口美味的佳餚…… 

    記得開學的時候，到了學校門口，我才想到忘記帶

功課袋，外婆又匆匆忙忙冒着烈日趕回家，把功課袋送

到學校。又有一次，下午放學時，天空突然電閃雷鳴，

狂風暴雨。這時我焦急地在學校門口等着，忽然在雨中

看見了熟悉的身影，喔喔，對了！是我最敬愛的外婆來

「拯救」我。 

    這十一年來，婆婆為我付出真的太多了，她是我最

敬愛的人。我永遠孝敬我的外婆。 

          5E 羅沛怡    遊迪士尼樂園 

 桌子上放着我在迪士尼樂園拍攝的照片，一看到

它，我就會不禁想起我們一家去迪士尼樂園遊玩的情

景。 

 那天，爸爸、媽媽、弟弟、我、姑媽和伯伯興致勃

勃地坐火車到迪士尼樂園。我們首先去坐「小飛象」，

因為我最喜歡的就是「小飛象」。「小飛象」像飛機一樣

快，我的心情又緊張又開心。 

 下一站是「咖啡杯」，以為是有咖啡喝，原來不是，

是坐「咖啡杯」玩遊戲。一坐上「咖啡杯」，我便覺得

很暈，因為它轉得很快，像過山車一樣快。 

 下午，我和弟弟坐在路旁看花車巡遊。各種各樣的

表演很精彩，有的工作人員還扮成迪士尼卡通人物。之

後，我們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和迪士尼卡通人物拍照。 

 天晚了，我們一家人依依不捨地離開。最後，我們

在大門口拍了一張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