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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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令聞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家人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我們

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祖父送我積木。 

   今天，我覺得很快樂。 

1E 余采瑩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替我在家中慶祝生日。我們

一起吃生日蛋糕，一起玩耍。哥哥送我貼紙。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2E 謝逸晉 到海灘去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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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灘上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堆出一座座城堡，我

和姐姐在岸邊玩沙灘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依依

不捨地回家去。 

這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2A 鄭芷怡 到海灘去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海灘

去。那裏有很多人在海裏游泳，十分開心。爸爸和媽

媽在太陽傘下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堆沙，他們築

了一座美麗的城堡，我和姐姐在岸邊拋球。直到太陽

下山，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快樂。 

  

3C 劉柏源 我的暑假 

這個暑假，爸爸、媽媽和我一起去旅行。那天天

氣晴朗，我們開開心心地展開旅程。 

我們在深圳集合之後，乘撘旅遊巴士，向着温泉

度假酒店出發。在高速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沿途風

景如畫。不一會兒，我們已經到了久負盛名的嶺南美食

城。我們在這裏享用了美味的午餐，略作休息，又登車

前往附近的大型購物中心。這裏的貨物琳瑯滿目，應有

盡有，我和爸爸媽媽都買到了心頭好。 

在導遊的再三催促下，我們終於向目的地進發。

經過一片山路，我們來到了温泉度假村。這裏有各式各

樣的温泉，以迎合不同的人享受浸浴的樂趣。泡完温泉

後，我們就去享受自助晚餐，有海鮮、小食、甜品、果

汁…… 

最後，我們回到酒店的房間。我和爸爸媽媽玩遊

戲，玩到睡着了。第二天，我們在酒店吃完美味的早餐，

就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啟程回港。我們度過了一個美好

的暑假。 
 

1A 馮瑋諾 自我介紹 
    你們好!我叫馮瑋諾，今年六歲，在觀塘官立小學

(秀明道)讀書。我喜歡吃橙子和游泳。 

 

1C 李佳軒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是李綽庭。他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

一把烏黑的頭髮。他最愛吃餅乾和蛋糕。 

小息時，我們愛在課室裏一同吃零食，一同看圖

書，大家玩得很開心。我的校園生活樂趣多。 

 
1D 趙櫻灝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我們

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媽媽送我一輛玩具車。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2B 吳澄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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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玩耍，十分熱鬧。爸爸和媽媽

在曬太陽，弟弟和妹妹一起堆沙，我和姐姐在岸邊玩

皮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這天，我們玩得很愉快。 

2C 張佩澄 到海灘去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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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傘下休息，弟弟和妹妹一起堆沙，他們築了一座

城堡，我和姐姐在岸邊拋接沙灘球。直到太陽下山，

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2D 湯岸霖 自我介紹 

我叫湯岸霖，今年七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秀

明道）讀書。我今年讀二年級，喜歡中文科，因為老

師很溫柔。我的家有媽媽和爸爸。我喜歡吃糖果，因

為很好吃。 

 



 

4A 趙櫻琦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名醫德高尚的醫生。我穿着一件

大白褂，以一顆善良的心去幫助每一位病人。 

為什麼我會選擇成為醫生呢？因為我從小就樂於

助人。我希望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樂

樂地生活，不會因身上的疾病而感到病苦。我想成為一

名優秀的醫生，讓病人遠離疾病，能急病人所急，憂病

人所憂。所以我自小勤奮學習，考入醫科大學，現在已

是一名技術高超的醫生。 

    每天，我都會到病房巡視病人，細心地檢查他們的

病情。如果有病人病情嚴重，我很樂意和我的醫療團隊

合作，同心協力找出醫治方法。我希望每一位病人都能

盡快出院和家人團聚。 

    讓病人早日康復，不就是每一位醫生的職責嗎？我

許下心願：希望能醫治好每一個患者，讓他們健康、快

樂地生活和工作。 
 

3D 林銘熹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覺得十分

害怕，因此便哭了起來。 

幸好，他們遇見一隻小白兔，小白兔看見三隻慌張

的小松鼠，於是上前安慰他們。小兔知道他們迷路了，

於是便帶他們離開森林。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了小河邊，跟他們說：「過

了這道橋，便能離開森林。」但是，那道橋被風吹得搖

來搖去，十分危險。 

熊醫生看見了，便立刻走過去，把三隻小松鼠抱在

懷裏，送到對面的草地。小松鼠們非常感激熊醫生的幫

助，連忙對熊醫生說：「謝謝您！」 

最後，三隻小松鼠順利找到回家的路，松鼠媽媽看

到他們，興奮得立即大叫起來，並緊緊地抱着他們。 
 

3A 方芷荃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不知怎

麼辦，害怕得哭了起來。 

幸好，他們遇見一隻小白兔，小兔說：「讓我帶你

們離開森林。」他們高高興興地跟着小兔。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了小河邊，他說：「過了這

道橋，你們就可以找到家了。」但是，這道橋很殘破，

被風吹得搖來搖去，他們有點兒擔心，誰也不敢過橋。 

在這時，熊醫生剛吃完飯到森林散步，也看見小

松鼠們緊張的樣子，就知道他們一定是害怕了。熊醫生

說：「讓我抱你們過橋吧！」小松鼠們在熊醫生的懷裏，

非常感激熊醫生。熊醫生說：「不用謝！」 

最後，他們終於找到回家的路。小松鼠們看見了

松鼠媽媽，他們大喊：「媽媽！媽媽！」然後，他們就

把剛剛迷路的事情說給媽媽聽，媽媽聽完也很感激小白

兔和熊醫生。 
 
 

3B 余愷晴 我的小發明—隔熱墊 

我的爸爸很喜歡喝紅酒，所以家裏儲存了一大袋

紅酒瓶塞，我心想：把它們丟掉又很浪費，怎麼可以廢

物利用？我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了一個小發明—做隔

熱墊。 

首先把瓶塞切成相同高度的小片，然後用萬能膠

把它們黏在一起，因為瓶塞是用水松木做的，它的特性

是可以隔熱。我們還可以設計墊子的形狀，例如：圓形、

心形、六角形……還可以塗上自己喜愛的顏色和圖案。 

經過半天的努力，我終於完成我的第一件小發明，

爸爸都很欣賞。他說這個發明既實用，又美觀，還可以

做裝飾品呢！ 

 

4C 林彥彰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個消防員。我高大威猛，十分勇

敢。 

  小時候，我住在秀茂坪邨秀安樓。有一天，鄰居發

生火警，我吸入很多濃煙。幸好有一位消防員及時救了

我。我很感謝他，所以我長大後，一定要成為一位出色

的消防員。每當火警發生的時候，我和同伴就會立即行

動，趕到現場，聽從上級的命令和指揮，立即進行救火

工作。 

  消防員的工作又危險又辛苦，但一想起在火海中的

人們，正等着我們救援，我就會奮不顧身去營救每一個

人。救火救人，不就是消防員的職責嗎？我樂於接受這

項挑戰。 
 

3E 吳子軒 我的小發明 

當我每天回到學校要上課室時，我發現同學走路

時都很吃力，背部也挺不直，心裏感到很難過，於是我

想發明一個神奇的書包。 

當背上這個神奇書包後，它就會自動變輕，讓我

們的背部感到輕鬆。如果走路時姿勢不正確，書包就會

發出「挺直，挺直」的聲音來提醒你。如果你把書包放

在地上，它的拉桿就會自動伸長，令你可以拖着它走，

當你停下腳步時，拉桿又會自動縮短。 

希望我的發明可以幫助同學改善他們的脊椎問

題。 

 

4E 關智謙 十八年後的我 

  十八年後的我是一位籃球員，我的體格強健，更不

怕任何對手。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籃球員？因為我自小就喜歡

打籃球，所以我常常都會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打籃球，四

年級更入選學校籃球隊呢！ 

  現在我已入選了香港籃球代表隊，去世界各地比賽。 

  我希望自己會有更好的成績，也希望更多人喜歡打

籃球這個活動。雖然我已經是一位出色的籃球員，但我

仍保持着對籃球這份熱情，努力克服困難，追尋自己夢

想。 

  難道不付出努力能換取成功嗎？我願意盡力一試，

希望可以晉身成為一位「ＮＢＡ」的職業籃球員。 
 

4B 黃凱琪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高大，有智慧，擁有一身古銅

色皮膚的運動員。因為我經常在室外網球場練習，所以

被太陽曬得古銅色的。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網球運動員呢？那要從小學

一年級開始說起了。當時我參加了小型網球學藝班，然

後被網球總會選為成員，參加培訓，那時我開始對打網

球變得很有興趣。 

  現在開始，我要參加多一些網球比賽，吸收經驗並

聽從教練的意見。我希望自己的技術能夠提升，還要在

每次練習時，為自己訂立目標。 

網球運動員的職責不就是要盡力打好每場比賽

嗎？我希望能夠拿到好成績和能夠到世界各地比賽。 

 



 

5C 梁凱喬 難忘的中秋節 

每年中秋節，我們一家都會外出玩耍。早上，我們

一起到酒樓吃早餐。我們吃了很多點心，例如：燒賣、

奶黃包、小籠包……數之不盡！ 

    接着，我們到親友家送月餅，因為我們買了十一盒

月餅。 

    晚上，我和家人在公園的草地上，一邊吃月餅，一

邊賞月。我還和家人一起用螢光棒結出各種各樣的物

品，如手環、燈籠、頭飾等等，全身閃閃發光，十分美

麗可愛。 

    吃過月餅，我們帶着小狗啫喱到公園玩耍。突然，

有一些小孩子前來跟啫喱玩耍，令啫喱成為公園裏的

「大明星」！天色已晚，我們也要回家了。 

 今天，我們十分高興，中秋節真是令人難忘的節

日！我十分期待妹妹出生，因為我可以和她一起玩。 

5B 林智毅 失望的中秋節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來了！今天是中秋節，但還要

上學，我們一直保持着愉悅的心情。晚上，媽媽決定帶

我們到銅鑼灣維園欣賞彩燈。 

    到了銅鑼灣後，那裏車水馬龍、人山人海，氣氛非

常熱鬧，周圍也有很多警察在路口維持秩序。進入維園

後，我看見裏面的彩燈非常漂亮，七彩繽紛，有兔子形

的，有熊仔形的……而令我最難忘的是隨風吹動後會發

出聲音的燈籠樹，整棵樹掛滿了燈籠，發出耀眼的光

芒。除了彩燈之外，維園還舉辦了猜燈謎活動和音樂表

演。在我們猜燈謎的時候，「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

大雨，人們紛紛由出口離開。 

    回到家後，媽媽拿了水果和月餅給我們吃，然後，

我和妹妹一邊玩螢光棒和賞月。不知道為甚麼月亮還躲

藏在雲層後呢？可能是因為太害羞吧！ 

    我希望下次可以看到月亮出來迎接我們。 

4D 林家浚 十八年後的我 

十八年後的我是一個籃球運動員。我高大活潑，健

碩強壯，很多人都對我投以羡慕的眼光，羡慕我能以興

趣作為職業。 

為什麼我會選擇成為籃球運動員？因為我自小就

喜歡打籃球，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朋友一起練習。在訓練

的過程中，看見很多朋友遇到困難、辛苦便放棄，但我   

絕不會放棄。我明白要成功必先經過努力、艱苦的練

習，難道不練習會成功嗎？經過重重的障礙，我已成為

世界排名第三的籃球好手。大強是我的勁敵，也是我學

習的好榜樣。我要加強個人技術，再和他一較高下。 

我希望自己會有更好的成績，帶領港隊進軍奧

運，也希望更多人喜歡打籃球這項運動。 

5D 葉安華 快樂的中秋節 

放學回家後，媽媽跟我們說：「今天我們會到外公

外婆家裏吃團圓飯。」我很高興，立刻把燈籠放進袋子

裏。 

    到了外公外婆家後，我看見有的人在看電視，有的

人在談天。 

    吃團圓飯的時候，我看見桌上豐富的食物，它們既

美味又漂亮，真的希望每天都可以吃團圓飯。 

    吃過團圓飯後，我和爸爸、媽媽、外公、外婆和其

他家人一起到樓下公園，我們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

我看見皎潔的明月，我覺得它像一個蛋黃。我們還玩了

燈籠和其他遊戲。 

    大約十一時，我們就回家了。今年的中秋節，我真

的非常開心啊！ 

5A 左欣澄 難忘的中秋節 

昨天是人月兩團圓的中秋佳節，可是天公不造美，

在日間下了好幾場大雨，弄得所有地方都濕漉漉的。幸

好，當我放學的時候，已經沒有再下雨了。 

    大約在下午六時左右，當我在做功課的時候，忽然

嗅到奶奶在煮菜的香氣，令我精神一振。沒多久，奶奶

端着一碟碟餸菜從廚房走出來，好奇的我立即走過去看

看奶奶煮了甚麼餸菜。一看之下，原來是我最愛吃的海

鮮，我覺得十分高興。 

    吃完晚飯後，我興高采烈地跟爸爸媽媽到我家附近

的公園賞月、吃月餅和玩遊戲。由於天雨關係，月亮小

姐害怕得躲在雲先生的背後不敢出來。雖然看不到月

亮，卻有點兒覺得可惜。但我們仍然可以玩遊戲和吃月

餅。首先，我們先吃月餅，我一邊吃着美味的月餅，心

裏一邊跟自己說明年一定可以看到月亮的。在悠悠秋風

吹送下，花兒和小草好像一隊隊有禮的隊伍向着遊人敬

禮。吃完月餅後，我們便開始玩遊戲了，我們的玩意兒

就是螢光棒。首先我跟爸爸媽媽一起用螢光棒結出一些

手環和「球」。我跟爸爸媽媽一起玩拋球遊戲和比賽誰

最快把手上所有的手環拋到樹上，最後勝出的是爸爸。

我們玩了一個多小時，便開始覺得累，就坐下來休息一

會。休息時，我向四周觀看，看見有的人在模仿仙子，

向你施展魔法似的;有的人在模仿歌星，唱歌跳舞給你

看。休息完了，我們多玩半小時便回家了。 

    雖然我們在公園玩的時間不算太多，但在這一天所

做的事情，對我來說十分難忘。 

    昨天真是一個難忘的中秋節! 

 



 
 
 
 

6A 黎欣琪 一件難忘的事 

 在歲月的海岸，有很多載着回憶的小船經過，這件

事卻被一艘遊輪盛載着，令我難以忘懷。 

 那一天，我正在課室上小學生涯第一節視藝課，一

不小心，我把顏色筆全部弄跌。當我把七零八落的顏色

筆執拾好時卻發現少了一枝，視藝老師讓我找到時把它

放好。 

 在班主任課前時的轉堂時間，我無意中看見那枝顏

色筆，便走上前拾起，放到儲物櫃。那時的我才剛剛升

上小學，對小學的規則一知半解，所以沒在老師批準下

便離開座位。 

 班主任知道後，把我叫到教師桌前。我不安地看着

一臉嚴厲的老師，然後向老師唯唯諾諾地解釋離開座位

的原因，被老師罵了幾句，便一臉哀傷地回到座位。 

 這件事令我開始了解小學規則，也令我開始慢慢適

應小學的生活。這是我在小學第一次被老師責罵，事隔

五年，這件事仍像一根刺一樣插在我心裏，讓我印象深

刻。 

6D 叶爽 幸福的顏色 

人生路上，人們總在苦苦地追尋幸福，驀然回首，

才發現青春原來是如此絢麗。 

 曾經，幸福對於他來說是一件兒時的新衣服，是可

以不停抽打的一隻陀螺，是長着大大眼睛的一隻蜻

蜓……如今，揣着大把的鈔票，住着舒適的豪宅，穿着

華麗的衣服，他卻感覺不到幸福的存在，「難道我的幸

福是透明的？」他自問。望着一疊疊的鈔票，心裏萬分

空虛。「我擁有了別人想要的一切，可是我對幸福是感

到麻木的。」一回首，才看見青春的珍貴在於「無價」。 

 在那畫架前不倦的揮酒、鋼琴旁執著的追求、運動

場矯健的騰躍，仿佛那奪目的青春，還瀝瀝在目。 

 青春、幸福本無色。它們是一張透明的畫紙，等待

你去描繪、等待你去上色。只有走過花季，走出雨季，

付出汗水，付出才智，青春才會呈現出各種絢麗的色

彩—因為，畫筆就在我們手中。 

 

6C 楊文廣 一件難忘的事 

 在漫長的歲月裏，有很多回憶陪伴着我們成長。但

惟獨這件事情，就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悠閒地跟小花貓「冬冬」玩耍，

怎料竟然打破了媽媽最心愛的花瓶。花瓶是藍色的，上

面印有嬌艷的玫瑰花圖案，還印有爸爸和媽媽兩人的合

照，原來這是爸爸送給媽媽的結婚週年紀念禮物，十分

珍貴。但我卻一時貪玩，不小心把媽媽心愛的花瓶打破

了，我嚇得像看到外星人一樣，六神無主，心想一定會

被媽媽責罵一頓。怎料媽媽不僅沒有責罵我，反而親切

地抱着我，溫柔地問我有沒有受傷，這時我才鬆了一口

氣。 

 幾天後，我發現那個花瓶被媽媽用強力膠水黏合起

來，放在客廳裏最顯眼的位置。我明白媽媽是要我注意

安全，我終於感受到母愛的偉大了！ 

6B 陳巧柔 一件難忘的事 
十月七日至十月十三日 

這一週我進了醫院，又打針，又吃藥，真的把我累
垮了。 

星期天，爸爸媽媽加班去了，我偷偷在樓下的無牌
小販攤檔買魚丸吃。晚上，我的肚子忽然痛起來，又嘔
吐，又拉肚子。爸爸回來看見我的苦況，就抱起我狂奔
到醫院去。醫生替我檢查後，說我需要留院治療。我心
想：這次糟糕了。 

星期一，這是一個美麗的清晨，但我一點也不覺得
舒暢，因為我的腸在痛苦地呻吟！醫生說我的病情不太
理想，要繼續吃抗生素和打針，真痛苦！ 

星期三，我還要吃藥，不過醫生說我已過了最難受
的時候。星期四，我的感覺好多了，但空無一人的病房
有點陰森恐怖，讓我想起跟哥哥爭玩遊戲機的日子，真
期待回家。星期六，我精神多了，醫生說我可以出院，
真是太棒了！ 

經歷了一週的住院生活，我終於知道健康的重要，
我以後再也不會光顧無牌小販，讓爸爸媽媽擔心了。 

6E 賴嘉穎 一件難忘的事 

 在歲月的長河中，有一件事烙印在我心中，永不會

忘記。 

 那是在二零零九年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們在看電

視，忽然警鐘響了，媽媽開門一看，看見很多人在逃走，

之後，發現原來鄰居家失火。看到濃煙後，我們立即疏

散。 

 我當時很驚慌，到了樓下，消防員在滅火，記者也

在採訪，救護車和警車也到了。 

 最後，發現原來是鄰居不小心引起火災。 

 現在回想起，我仍很害怕，所以我們要注意家居安

全。 

 

5E 黃嘉琦 難忘的中秋節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來了！去年的中秋節，我玩得

特別開心！ 

晚上，我和弟弟在玩燈籠，爸爸過來說：「我們一

起到公園玩耍吧！」我們立即說：「好啊！」 

    我們到達公園後，就看見公園有一場熱鬧的嘉年華

會。那裏有精彩的表演：有魔術、合唱團表演、小丑…… 

    我一邊玩着美麗的燈籠和螢光棒，一邊看着表演。

那天，我覺得很開心。 

    我希望每年的中秋節都可以玩得盡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