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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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沛孜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兔子。牠有圓圓的眼睛和長長的
耳朵，樣子十分可愛。
牠住在籠裏。牠喜歡吃青菜，不喜歡吃骨頭。牠愛
跳來跳去。
我想和牠做朋友。
1B 鮑啟弘
復活節假期
復活節假期裏，家人和我到台灣新竹遊玩。我和妹
妹一起去看螢火蟲，牠們好像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亮
晶晶。
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
1C 陳宇琛 復活節假期
復活節假期裏，爸爸、媽媽和我到汕尾紅海灣度假
村遊玩。我們在度假村的海灘堆沙和玩水上電動車。我
還看見很多漁夫出海捕魚。
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

1D 倪子洪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烏龜。牠有笨重的殼和短尾巴，
樣子十分可愛。
烏龜住在祖母家裏。牠喜歡吃龜糧，不喜歡吃苦
瓜。牠愛玩捉迷藏。
我想和牠一起去散步。

1E 馮皓俊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鳥。牠有尖尖的嘴巴和鮮艷的羽
毛，樣子十分可愛。
牠住在鳥巢裏。牠喜歡吃蚊子，不喜歡吃肉類。牠
愛唱歌。
我想和牠玩耍。
2A 鄺恩途
小青蛙看世界
小青蛙決定離開自己居住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小青蛙用力地往上跳，結果成功跳出井口。牠看見
廣闊的天空，心裏感到很驚訝！
小燕子帶着小青蛙到處飛，跨過廣闊的高山和越過
草原，才知道世界是那麼大的，小青蛙真的很興奮呢！
小青蛙到了一個漂亮的池塘，池塘裏長滿了很多美
麗的荷花。小青蛙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景色，小青
蛙連忙跟青蛙們打招呼，大家都很歡迎他。
小青蛙跟燕子說︰「謝謝你帶我離開井底到外面，
認識這個美麗的世界，希望明年你再來探望我的時候，
我們再一起去玩。」燕子說︰「不用謝！希望你能快樂
地生活。」

2B 林海量
一場大雨
昨天早上，天色陰暗，媽媽提醒我要帶備雨傘，我
不聽從她的勸告，便匆匆忙忙地出門。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起傾盆大雨，我急急忙忙地奔
跑回家。路途中，一輛汽車駛過，濺起一大片水花，把
我的衣服和鞋襪都弄濕了。
回家後，我全身濕透了，感到忽冷忽熱，很不舒服，
媽媽便帶我去看醫生，我需要臥牀休息，十分後悔沒聽
媽媽的話。
我明白到聽從媽媽的忠告是很重要的，否則吃虧總
是自己。

2C 梁晏浩 小青蛙看世界
小青蛙決定離開自己居住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小青蛙用力往上跳，可是井太深了，一下子跳不出
去。小青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盡全力往上跳，終於
成功跳出井口。
小燕子帶着小青蛙飛過高高的山，飛過綠油油的草
原和廣闊的大海，牠這刻才知道世界是那麼大。
小青蛙到了一個漂亮的池塘，池塘有清清的池水，
有美麗的荷花，還有很多小青蛙。住在井底的小青蛙從
來都沒有朋友，牠一看見同伴就高興地和他們打招呼，
大家都很歡迎小青蛙。
小青蛙跟燕子說：「謝謝你！你帶我見識這個世
界，又帶我來到這個漂亮的池塘，讓我認識了很多朋
友，有一個新的家。」小燕子笑着回答：「不用謝！幫
助別人是快樂的事，明年我再探望你吧！再見！」

2D 吳子軒
一場大雨
昨天早上，天色陰暗，媽媽提醒我出門時要帶雨
傘，我沒有聽從媽媽的勸告，直接上學去了。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起傾盆大雨，我急急忙忙地跑
回家去。在回家途中，雨愈下愈大，汽車經過時濺起一
大片水花，把我全身弄濕了。
回家後，我全身都濕透了，身體忽冷忽熱。媽媽十
分擔心我，立刻帶我看醫生。
我明白到家人的勸告是很重要的，我們一定要遵
從。我以後都要聽媽媽的話。

2E 崔凱晴
做個盡責的孩子
星期日，子誠看見媽媽認真地打掃房子，她擦完窗
子，還要拖地板，忙得滿頭大汗，十分辛苦。
當子誠回到自己的房間，看見牀上的被褥亂作一
團，又看見玩具丟滿一地，他突然想起媽媽忙碌地做家
務的樣子，內心感到很非常慚愧。
子誠為了減輕媽媽的辛勞，決定自己收拾房間，他
首先把玩具一件一件放進箱子裏。
子誠把所有玩具都收拾好了，然後又把被褥疊得整
整齊齊。媽媽看見了感到很安慰，還稱讚子誠是一位愛
清潔的好孩子。子誠也感到非常開心。

３Ａ葉麗程
我的爸爸
這個人眼睛小小的，個子高高的，頭髮短短的，身
材胖胖的，十分善良，十分有耐性。你想知道他是誰嗎？
他就是我的爸爸。
最難忘的是一年級的時候，我躺在爸爸的肚子上，
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爸爸一動也不動，直到我醒來。
我記得小的時候，功課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都
會很有耐性地教我。他還教會我待人要有禮，做事要有
恆心，要心平氣和地解決紛爭等。
他對我的愛是永恆的，比大海更深，我有這個爸
爸，令我感到十分榮幸。謝謝您！爸爸！

3E 麥凱琳
日記一則
八月一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到海洋公園玩耍。
海洋公園的入口有一輛美食車，我們在美食車買
了一些東西吃，接着，我們便入場玩耍。
入場後，爸爸看見碰碰車，他便拉着我和媽媽去
玩，碰碰車真好玩，我們玩得很興奮，然後，我們去
看海豚表演，直覺告訴我海豚真聰明，我能不能像那
些海豚一樣聰明？我聽到爸爸肚子發出「咕咕」的聲
音，我們便一起吃棉花糖。
今天，我玩得很開心。

4A 陳宛琛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四月七日的早上，何老師和教學助理玲姐姐一同率
3B 施詠晴
日記一則
領我們一眾學生到達了這次參觀的目的地──香港歷史
二月一日 星期六 晴
博物館。
今天，我們到黃泥涌水塘踏水上單車。
館內有八個展區，我們只參觀了三個，分別是「自
黃泥涌水塘山清水秀，景色怡人，令人心曠神怡。
然生態環境」展區、
「香港的民俗」展區和「現代都市
你看！魚兒在水中自在地游來游去，鳥兒在蔚藍的天空
和香港回歸」展區。
下飛翔，牠們有些撲向水中捉魚吃。我想鳥兒是時候吃
首先，我們參觀了「自然生態環境」展區。內裏擺
「午餐」，魚兒看來肚子也餓了。
放了一個巨大的地球儀，地球儀上展示了中國和香港的
我們帶備了麵包。我們把麵包拋入水裏，魚兒像箭
一樣，拼命地游過來，一下了就把麵包吃掉了。接着， 位置。接着，我們走過時光隧道，看見了許多珍貴的動
我們看見一塊石頭，上面滿是烏龜！牠們一起休息，還 物標本，有老虎、大蛇、黑熊等。這些動物標本做得非
是開會？真有趣。我忍不住走過去細看。誰知，媽媽說： 常逼真，起初看見，還以為真的有隻華南虎盯上了我，
想把我活生生吃掉呢！
「快回來！否則你就會掉進水裏的！」
然後，我們參觀了「香港的民俗」這個展區。導賞
我不怕掉進水裏，因為我可以近距離跟烏龜和魚
員耐心地講解了關於四大民族的衣著、工作和生活方
兒玩耍，但是，我想媽媽一定會感到生氣極了！
式。水上人的生活方式最特別，他們是生活在一艘大帆
船上，無論煮食、睡覺，還是上洗手間，都是在大帆船
上進行的！
3D 林家浚 我的媽媽
最後，我們參觀了「現代都市和香港回歸」展區。
我的媽媽長得高高瘦瘦的，她有一頭長長的秀髮， 內裏介紹了香港發展史和發展後的情況，還展示了最早
一雙小小的眼睛和一張大大的嘴巴。她的耳朵常常戴着 期的交通工具呢！
耳環，笑起來的時候嘴邊有兩個小酒窩。
這次參觀活動令我們一眾學生都獲益良多呢！
在上學的日子裏，媽媽都會陪我一起溫習。每逢星
期六、日，我和媽媽會一起逛街和到超級市場買菜、水
果和日常用品。每逢農曆新年時，媽媽都會帶我到海洋
4B 蔡家禧
日記一則
公園遊玩和順道趁趁熱鬧。
二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
我的媽媽很細心和文靜。她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
今日上課時，袁老師宣佈頒獎名單，當時我的心情
我很喜歡她。
既興奮又緊張。
全班學業獎第一名竟然是我，接着宣佈操行獎，竟
4C 李彥鋒
給偉人的信
然又是我，真是十分驚訝，因為我連拿兩個獎，真的令
敬愛的高錕先生：
我覺得很開心。
您好，我是一名小四學生，我從電腦雜誌上知
然後，有一位老師帶頒我和其他同學到禮堂綵排。
道您的名字，文章介紹您提出利用光導纖維進行信 在開始綵排之前，一位老師向我們說一些頒獎時應有的
號傳送，多番實驗並取得成功，更被譽為「光纖之 禮貌和規則。
父」。
到開始綵排的時間了……輪到我的時候，我心情十
每當我便用電腦、電話時，能以最快速度與世
分緊張，但心裹卻十分興奮，因為我的數學老師，鼓勵
界接通，為通訊科技打開新一頁，這全歸於您的功
勞。您更於２００９年取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及多個 我和稱讚我，令我心情鎮定下來。當我上台時，我依着
老師的指示完成。
獎項，為香港人爭光。
最後，我希望感謝袁老師和所有老師的悉心教導，
我對您如何對化學、物理有着如此感興趣和追
令我有今天的成績。我會在下學期裹更加努力，再創佳
求感到好奇，您在不斷地實驗，鑽研過程中又遇上
績，向目標邁進。
什麼失敗與挫折。

很可惜的是，您被證實患上早期老人痴呆症，
對您所研發的光纖不知何物時，我甚感心痛，很希
望日新月異的科技會為您的病情帶來希望。
祝
安康
您的崇拜者
彥鋒敬上
三月八日

3C 魏蓓琳
一件難忘的事
有一天，我、姐姐、弟弟跟媽媽一起去朋友家玩耍，
朋友的家在石龍。
我們一起乘搭朋友媽媽的車去金沙灣玩碰碰車、夾
洋娃娃和買了很多文具，我們還去天文百貨玩波波池和
機動遊戲。我覺得碰碰車刺激極了。
最後，爸爸開車來石龍接我們回家，我們都依依不
捨地回家去了。
希望下次可以再來石龍玩耍。

4D 聶子晴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今天，林老師和同學們去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終於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我們先去「玩具展館」
，
那裏的玩具種類繁多，有的是舊式的，有的是現代的。
那裏的玩具很有趣，例如「挑大海」和「竹葉」
，
「挑大
海」只需在食指和拇指間纏上一根細繩，然後繞出圖
案。竹葉放在嘴唇上輕地吹，便會吹出清脆樂韻。那裏
還有不同的玩具，有趣極了。之後我們去參觀「香港故
事展館」，那裏有原始人的蠟像，還有化石和模擬漁民
的艇屋模型。我們還去看了一套有關早期香港的電影。
今天，我學了很多玩具種類和時代變遷的影響，我
對香港的歷史也有進一步的認識。
我會叫爸爸和媽媽帶我再去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5B 張又嘉
葡萄
很多人也喜歡吃葡萄。每到夏天，商店裏就放滿了
不同品種的葡萄，有「黑后葡萄」
、
「巨峰葡萄」……光
聽名字，就讓人垂涎欲滴呢！難怪這麼多人愛吃葡萄
了。
葡萄外形圓圓的，和龍眼的大小相約，味道清甜可
口。它的果肉不但好吃，就連它的葡萄籽也有一定功
效。葡萄籽中含有一種花青素，可以延緩衰老，所以常
吃葡萄的人可以令膚色紅潤透亮，可以令頭髮烏黑亮
麗。葡萄還有清熱和消暑的作用呢！
葡萄除了作水果外，用途也十分廣泛。李時珍在《本
草綱目》中說過：
「葡萄，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飲之，
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
葡萄的原產地是地中海、黑海和裏海沿岸，是落葉
藤本植物，長着濃密的葉子。它的根系十分發達，一般
集中在二十至六十厘米的土層中。葡萄喜歡在溫暖的地
方生活，成熟時，太陽照射下就像一串串的紫寶石，掛
在緣葉間。
葡萄用它的甜美可口，用它的飽滿多汁，點綴着我
們豐盛的生活。
5C 高凱霖
回鄉一遊
一個月前，我們全家返鄉下，舅舅約了我們一家，
姨媽、表哥、表姐一同去福建泉州市區遊玩。
我們約在九時已到達。我們先到世紀公園，這兒空
氣清新，建築精美、綠草如茵，風景迷人。
接着，舅舅又載我們去關帝爺公廟，是附近最著名
的廟宇之一，我們看到精雕細琢的青銅座像—關帝爺，
我們都不禁讚嘆說：「啊！真雄偉壯觀！」寺廟內人山
人海，吸引了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香客。據說它「有求
必應，籤文靈驗」
。
然後，我們再去新華都廣場遊逛。廣場內有很多不
同種類的商店，於是我們分頭行事。我和表哥、表姐去
坐電動車、玩滑梯、夾公仔……開心極了！而大人們則
去逛時裝店、家居用品店等，物品價格比香港便宜。
最後，我們到五星級的榮譽大酒店吃自助餐，酒店
內的佈置非常豪華，自助餐的美食繁多，各式各樣，數
也數不清。
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我們不得不結束這趟旅
程，依依不捨地回家去，希望明年春節再來。

5D 葉爽

寫給媽媽的情書

親愛的媽媽：
您好﹗媽媽，您一定感到很奇怪，我們母女倆無話不談，有甚
麼事不可以直接說，卻要用書信呢？告訴您吧﹗我之所以要寫這封
信，就是因為母親節快要到了，我想藉此向您表達一下我的心聲。
您還記得嗎？有一次期末考試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零晨三時的
時候發了39 度的高燒，您和我一樣心急如焚，只是我着急的是我的
期末考試，而您卻說：
「沒關係，其實期末考試只是你這個學期的知
識，只要您平日裏加油、努力，老師也看得出來的﹗」當時，我是
多麼感激您啊﹗雖然您有時打我、罵我，但我明白那實在是對我的
關心、對我的疼愛……
有一種愛一直被世人讚頌，有一種愛可以讓人每時每刻都感受
到它帶來的溫暖，這種愛就是母愛，母愛像黑夜裏的油燈，母愛像
冬天裏的毛衣，母愛更像山間的溪水，一點一滴的流匯成潺潺的溪
流，一點一滴的關懷匯成濃濃的母愛﹗
媽媽，我真的很愛您﹗
祝您
母親節快樂﹗
最愛您的女兒
葉爽敬上
五月十日
4E 馮秋儀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今天，老師帶我和同學們一起去參加香港歷史博物
館。
早上，我們乘坐旅遊車到達博物館。館裏有很多不
同的展館，其中有兩展館是我較喜歡的，第一個就是「史
前時期的香港」。這個展區陳列了香港地區出土的史前
時期石器、陶器和青銅器等文物，讓我能透過栩栩如生
的場景去體驗數千年前先民的生活，又可具體地讓我知
道部分陳列文物的實際用途。
第二個我喜歡的展館是「歷代發展：從漢至清朝」，
這個展區主要透過香港的文物，介紹香港從秦漢至清代
的歷史發展。
今天的參觀讓我獲益良多，十分開心，我希望自己
能夠再次到來參觀！
5E 朱浩朗
遊大嶼山
上星期六，爸爸和媽媽不用上班，所以我們一家就
決定到大嶼山郊遊。
我們一家乘巴士到東涌後，就乘搭著名的昂坪 360
纜車。 到達昂坪市集之後， 我們由市集沿路一直行， 便
到達天壇大佛。 站在大佛的腳下，我覺得大佛非常宏
偉，十分壯觀。
參觀完大佛後，我們就乘巴士到大澳去。我們先參
觀水上棚屋 ，然後在大澳街買手信， 收穫十分豐富。
旅程最後一站是梅窩，我們一家在梅窩的街道上閒
逛，之後在梅窩的飯店吃晚飯。吃過了美味的海鮮餐後，
我們便乘渡輪回家。
這次的行程非常緊湊，我感到意猶未盡，希望下次
再到大嶼山遊玩。

6A 吳焯潁 讀《塵話過「123 個快樂基本」
》有感
《123 個快樂基本》
，顧名思義，就是作者要教大
家如何追尋快樂，如何與快樂結伴。
「快樂」一詞，確
實挺空泛，單靠文字説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麼快樂
的「基本功」該如何去實踐呢？
有人説，要讓自己快樂，最好的方法是先令別人快
樂。
今天，當我閲讀《123 個快樂基本》這本書後，我
相信作者是一個「快樂人」
，因為他給我帶來閲讀文字
的快樂，給我帶來思維創意的快樂，給我視覺圖象的快
樂，給我……
正如筆者所説，如果我們能主動抓緊快樂，一切消
極負面的思緒，都會因內心的快樂丟在腦後；如果我們
面對重重的挫折，都會因內心的快樂視作為一個磨練，
那麼我們就能夠為自己塑造一個豐盛快樂的人生。
快樂，實在離我們不遠，每當我想起筆者的字字珠
璣及簡單的插圖，我便學會給別人快樂，讓自己活得更
快樂。只要人人有一顆「快樂的心」
，世界就會變得更
美好。
6E 呂程
爸媽我有話對你說
爸爸、媽媽，此時，我正在只想抒發對你們的感激，
不知你們是否能聽到？
光陰似箭月如梭，看着你們頭上的銀絲，一天比一天
多。
爸爸，是最疼愛我的。無論我發生任何事，你都會第
一時間來幫助我。有一次，我在公園溜冰的時候，一不小
心就被水池旁邊的小石頭絆倒了。幸好，你及時趕來，不
然我就要變成「落湯雞」了！這十一年來，謝謝你對我無
微不至的照顧與關懷。
媽媽，小時候我不懂事，經常惹你生氣。有一次你忍
無可忍，便打我、罵我。我當時卻不明白你的苦心，多次
頂撞你。請你原諒我的無知與任性，我保證會乖一點的。
媽媽，對不起！
爸爸、媽媽，我愛你們，你們為我付出實在太多了！
我一定會發奮圖強，讓你們過着幸福的日子。
6D 陳韵芝
媽媽，我有話對你說
每天起床睜大眼睛就能看見她，她為我煮食，為
我洗衣，為我添衣……
她在 2005 年 7 月 11 日開始了艱辛的育兒歲
月。她沒有一刻不為我遮風擋雨，無私地為我付出所
有，現在也是無時無刻牽掛住我，卻從沒聽過她說一
聲：「辛苦。」她是誰？她就是我親愛的媽媽。
媽媽日以繼夜地上班，就是為了賺錢養育我們，但
是不管什麼時候，她也牽掛着我。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哮喘發作，媽媽寧願不回家睡
覺，也要留在醫院無微不至地照顧我，鼓勵我。其實媽
媽的內心是十分緊張，但又不想我知道，生怕我擔心她。
媽媽我已經開始長大了！我能自己洗衣、穿衣、煮
食等等。謝謝你時刻惦念着我，你別再為我擔憂了！我
如何才可以徹底令你放心呢？你的女兒真的會漸漸長
大的！絕對肯定！
媽媽停下來歇一會兒吧！我不想讓你再忙碌了，讓
我們為你煮早餐，讓我為你按按摩，休息一會兒吧！我
願意當你的「小粉絲」
，永遠陪伴你左右。
媽媽您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謝謝你！

5A 黎欣琪
我最喜愛愛的食物—櫻桃
櫻桃深受大眾歡迎。它的小巧玲瓏令人們喜愛﹔它
的鮮紅亮麗受人們喜歡，它的一切都讓人們迷戀。
櫻桃又名「車厘子」，主要分為甜櫻桃和酸櫻桃，
有「大紅燈」、「早紅」、
「黃蜜」等種類。
櫻桃樹是落葉喬木，長着先端尖銳的橢圓形葉子。
櫻桃樹是喜光、喜溫、喜濕、喜肥的果樹，所以適合在
東南部生長。
遠遠看去，紅豔豔的櫻桃就像一名青澀、含羞的少
女，讓人想一親芳香，再仔細一看，又會發現這名少女
正穿着紅衣衫翩翩起舞，在跟我們打招呼。小巧的櫻桃
在手掌心滾動，柔滑的外皮在手心摩擦着，就像在給我
搔癢。拿起它輕輕一嗅，濃郁的果香在鼻尖前徘徊，令
人迫不及待去品嚐。咬一口，爽脆的果實在口中一分為
二，流出甜中帶酸的味道，那甘甜刺激着味蕾，令人畢
生難忘。
6B 章嘉諾
我的小發明
每當看到媽媽在做家務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她很
辛苦，為了幫她減輕負擔，我想發明一個「家務機械
人」。
這個「家務機械人」外型像一個充滿力量的年輕
人，它會隨身帶着一把掃帚，胸前有一個開關的按鈕。
不如讓我來說一說「家務機械人」有甚麼功能?
它的功能數之不盡:掃地、吸塵、報時和烹飪等等，還
有當你空閒時，你可以跟這機械人聊天。
當我們使用這個「家務機械人」時，它就會十分
勤勞地為你服務，只要有了它，你的家裏會變得十分
整潔，甚至一塵不染。
這個機械人另有一個隱藏功能，就是會幫你照顧
小孩，你就可以安心上班去。
我最想把這個機械人送給世界各地的媽媽，以後
她們就不用再這麼辛苦做家務了。

6C 吳潔瑩

龜兔賽跑新編

兔子因為上次的比賽輸給了烏龜，總想讓烏龜在其
他動物面前出醜，讓他丟盡顏臉。
一天，兔子走在森林裏，她無意間看到貼在樹上的
告示——「一年一度的森林運動會，贏得比賽可獲大
獎。」兔子看完告示後，決定趁這次運動會公開挑戰烏
龜。她自然自語地說:「明天是森林大會，那個時候我
就可以宣佈這件事情了。」於是兔子就興沖沖地回家了。
到了森林大會這一天，獅王發言完後，就到了小動
物們的發言時間了。兔子蹦蹦跳跳地上台後，向大家宣
佈了此事，大家都感到很驚訝，烏龜也只好答應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森林運動會，今年的跑步比賽與
以往不同，那是從山頂跑到山下，一開始，兔子遙遙領
先，她跑到山腰時，看見一塊大石頭，於是她決定在這
裏等烏龜，然後想辦法讓烏龜撞到石頭上。
過了很久，烏龜想要避開石頭的時候，兔子突然絆
倒了牠，可他並沒有撞到石頭，而是把四肢和尾巴還有
頭縮進龜殼裏，然後滾下山去。兔子感到既生氣，又驚
訝。
最後，烏龜又嬴得了比賽，兔子也想通了，不再針
對烏龜了，因為上天只會幫助善良的那一方。大家做回
了好朋友，森林變得更加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