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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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 蔡美誼 我家是個動物園
我叫蔡美誼，我是小白兔，最愛吃紅蘿蔔和蔬菜。
奶奶是猴子，最愛吃香蕉和玩耍。
媽媽是孔雀，最愛穿美麗的衣服和照鏡子。
我們家是熱鬧的動物園。
有空請來玩，不收門票啊！
1D 鄧家熙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爸爸和媽媽帶我和姐姐到德國薩克森
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小花和蝴蝶，真是
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姐姐一起
玩耍，一起吃雪糕。
大家過了開心的一天。
1A 黎賢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媽媽帶我到佐敦谷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青草和花朵，真是
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媽媽一起
玩耍，一起吃東西。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2A 陳顥峯 小息的時候
小息的鐘聲響起了，我們先收拾書本，就立刻排
隊，跟隨老師到操場小息。
小息的時候，我和同學一起吃東西，一起談笑，我
們真是很開心呢！
在操場上，有些同學在跳繩，有些同學在小花園欣
賞花草，也有些同學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小息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我們可以談談天，輕鬆一
下，我和同學都已經很快樂。
2B 湯文昭 看圖寫作
放學後，小文在回家的路上看見一隻小狗。他蹲下
來温柔地問：
「小狗，你的主人呢？」
小狗沒有吠，只是不停地搖擺尾巴，小文決定把小
狗帶回家。他們一起玩耍，大家都十分開心。
第二天，小文在住所附近的牆壁上，看見有一張告
示，原來小狗的主人正在找牠。於是小文連忙抄下聯絡
電話，然後回家去。
小文回到家後，立刻打電話給主人接回小狗。後
來，小文把小狗送回主人身邊。主人十分感謝小文，小
文也替他們感到十分高興。

2C 莫凱軒 看圖寫作
昨天早上，小文在路上看見一隻可愛的小狗。他蹲
下來温柔地問：
「小狗，你的主人呢？」
小狗沒有吠，只是不停地搖擺尾巴，小文決定把小
狗帶回家裏去。他們一起玩皮球，大家都玩得很快樂。
第二天，小文在街道的牆壁上，看見有一張遺失告
1B 朱倩儀 我家是個動物園
我叫倩儀，我是一隻小白兔，最愛吃紅蘿蔔和跳來跳去。 示的海報，原來是小狗的主人在尋找小狗。於是小文連
忙抄下聯絡電話，然後回家去。
姐姐是一頭豬，最愛睡大覺和吃東西。
小文回家後，立刻打電話與小狗主人聯絡。後來，
哥哥是一匹馬，最愛奔跑和吃青菜。
小文把小狗交給主人。主人很開心，小文也替他們開心。
我們家是熱鬧的動物園。
有空請來玩，不收門票啊！
4E 林澤聰 我愛大自然
暖暖春天來了，
1C 楊泳渝 遊公園
百花開，山滿草，
假期的時候，爸爸帶我到月華街公園遊玩。
斜陽照大地，
那天天氣十分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蝴蝶和白雲，
換來一番新景象。
真是開心。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爸爸
一起玩耍，一起唱歌。
炎炎夏日到，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藍天白雲來。
百鳥枝頭唱，
3B 施朗逸 我學會珍惜時間
歡欣的氣象。
人們都說時間很寶貴，一去不回，但我總認為時
間有很多很多，好像用不完似的。
我愛清涼的秋天，
於是，媽媽叫我做功課的時候，我總會說：「等一
涼涼秋風送。
等，給我一點點時間，我等一會兒才做。」
黃葉飄滿地，
然後，媽媽叫我溫習的時候，我總會答：
「等等，
花兒不見了。
再等等，我等會兒就去做。」
最後，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而我每次
寒冷冬日來，
都是在臨睡前才匆忙地完成作業，溫習就說不上了。
清秋悄悄去，
終於，拿到成績表的那一刻，我明白了時間是不
懷念春風暖，
等人的，我要好好珍惜時間，不再浪費一分一秒。
夏日晚風吹。

3D 加爾用 學校旅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我們的學校旅行，目的地是保
良局北潭涌度假營，那天天氣很炎熱。
早上七時，我便懷着興奮的心情起床。回到學校
已有四班同學集合，十分熱鬧。在旅遊巴上，我和同學
們一邊聊天一邊看風景。下旅遊巴後，老師要我們有秩
序地排隊進入營地。
聽完營地職員講解規則後，我們先去踢足球，然
後，我們去踏單車，不過我不會踏單車，所以我只好看
着我的朋友玩。
最後，我們坐旅遊巴回到學校解散。離開的時候，
我有一種依依不捨的心情，希望可以與同學再次到這裏
玩！
2E 陳鈮 新書店
星期日下午，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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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來購買小說。這家書店的書很好看，我看到了不少封
面設計精美的圖書，最後我買了一本歷史書和兩本科學
書。
今天，我買了幾本自己喜愛的圖書，感到十分開
心。
4C 陳焜塬 我愛大自然
我愛海洋，
藍的海，清澈的水。
太陽斜照海水，
海水變成橙色的。
我愛森林，
綠的樹，幽默的森林。
小鳥吱吱地叫，
猩猩不停爬鋼線。
我愛極地，
白的冰，藍的海。
企鵝在海裏暢泳，
海豹在冰塊上跑。
3A 關鄯彤 學校旅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學校的秋季旅行，我和同學帶
着興致勃勃的心情上了旅遊巴士，目的地是位於西貢的
北潭涌度假營。我和同學在車上談天說地，不一會兒，
就到目的地了。
下車後，我們到中央廣場集合，聽職員講解後，
就可以解散了。我和同學討論該到哪裏玩耍，最後一致
決定先到飯堂吃午飯。我和楊皓晴一起分享飯卷，大家
也吃得津津有味。
吃飽後，我們想到射箭場射箭，到達場地，才發
現名額已滿，只好失望地離開。之後，我們選擇到滾軸
溜冰場，等了半個小時，終於成功輪到我們。這是我第
一次玩滾軸溜冰，我感到非常新奇和刺激。此外，我還
到了娛樂室和遊樂場玩。
經過這次秋季旅行，我加深了對部份同學的認
識。我很喜歡去學校旅行，因為可以讓我輕鬆一下。

2D 劉煒桀 新書店
週末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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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文具，還有一些哥哥和姐姐自
己來購買喜歡的圖書。這家書店的書很多，我看到了不
少封面設計精美的圖書，最後我買了文具和圖書。
今天，我覺得很快樂。
4B 方昕晴 我愛四季的不同
我愛温暖的春天，
春天就是一位魔術師。
變出七彩顏色的花朵，
帶來一片清新的景象。
我愛炎熱的夏天，
夏天就是一位小姑娘。
每天帶着燦爛的笑容，
陪我們到海灘曬太陽。
我愛清涼的秋天，
秋天就是一位老伯伯。
為晴空吹送出微風，
讓我們可以放風箏。
我愛充滿歡樂的冬天，
冬天就是一位雪人先生。
他吹着刺骨的寒風，
吃火鍋就最好不過了。
3C 劉柏源 大自然隨想
藍天中玉帶飄揚，
樹林裏空氣流動，
我吸了一口，
讓胸膛裏——
充滿大自然的清新。
陽光照耀大地，
天地中金光閃耀，
張開雙手，
讓手裏——
滿是金光一片。

3E 周澤朗 我的小發明——無敵鉛筆
我想發明一種筆，它的名字叫無敵鉛筆，它的外
形像一個長長的瓶子。
這枝鉛筆能變成任何東西，當你按第一個按掣，
然後講出想變的東西，它就能變出來給你用。如果媽媽
要清洗窗口，我就能把它變成清洗機械人，飛到屋外清
洗窗口，它也能變成其他工具幫媽媽做其它家務。
當我遇到別人有困難時，我就可以叫它來幫助別
人，這樣我就很快樂了。
希望將來我真的能夠做出這枝無敵鉛筆給每個小
朋友，來幫助媽媽分擔家務。

4A 張嘉文 學校旅行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我比平時早起了很
多。吃過早餐，我便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到學校，等待乘
坐旅遊車前往目的地——西貢北潭涌度假營。終於輪
到我班上車了！我們在車上一邊欣賞沿途的風景，一邊
說說笑笑，很快就到了。
一下車，就看到四周樹木林立，空氣十分清新。營
地附近，還有一片寧靜的泥灘，幾隻小白鷺在上面覓
食，風景十分優美。這裏設施十分齊全，有餐廳、遊樂
埸、單車場、體育館……我和同學決定在這裏好好地玩
樂一番。
我們首先去了好玩的遊樂場玩秋千，然後玩刺激的
運動場攀石和跳彈牀，還到餐廳吃東西。吃飽喝足後就
繼續我們的「玩樂之旅」
。
我們到了我最喜歡的手工藝室做彩沙瓶。我們十分
用心地聆聽導師的每一個指示，希望做出一個美麗的彩
沙瓶。首先，我將喜歡的紫色和綠色彩沙混合在一起，
然後再慢慢地加入橙色、藍色的彩沙，彩沙一層疊着一
層，十分好看。最後，還可以再加入自己喜歡的顏色呢！
我看着自己親手製作的彩沙瓶，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生
輝，漂亮極了！
這次學校旅行十分充實，既令我舒展身心，又增進
了與同學之間的友誼。希望下一次的學校旅行快點到，
該多好啊！
5C 陳海琦 我眼中的好朋友
我的朋友陸凱藍是個學生。
她有一張瓜子臉，長長的頭髮，厚厚的鏡片後面隱
藏着一雙大眼睛，小小的嘴巴，不大不小的鼻子，樣子
十分完美。她的個子不高，矮矮瘦瘦的身形像隻小倉
鼠，可愛極了！
陸凱藍是個愛閱讀的人，不論是排隊、乘車、吃飯
或是看電視，她都拿出書本，專心地閱讀。她也很喜歡
跳舞、唱歌和畫畫。
其實，她有一顆關愛他人的心，每當我有困難的時
候，她都會幫我，直到困難解決了為止，她有時還跟我
說：
「你有什麼困難就找我吧！」所以我有時會覺得她
就是我的偶像。她很喜歡笑，無論去到哪裏都是笑容滿
臉的，所以她很愛歡迎。
想不到原來我有一個這麼好的朋友，我一定會好好
珍惜跟她的友誼，不會令她失望。
5E 陳瑞欣 我眼中的哥哥
我的哥哥有一頭烏黑黑的頭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高高的鼻子和紅潤的嘴巴。
他說話的時候，總是不慌不忙的，而且堅定有力。他
是一個有誠信的人，從來不會在人的背後說別人的壞話，
自己也不會欺騙別人。
他從來不會驕傲，當他取得高分的時候，他也會再接
再厲，希望自己能夠再次爭取更好的成績。
哥哥的專長是一百米短跑，他曾經在校運會中取得冠
軍。他取得金牌的時候，他很開心，當然我們也替他開心。
其實，我真的要向哥哥好好學習他的體育精神——鍛
煉再鍛煉，堅持再堅持。他說只有這樣才可以「鐵杵磨成
針」。每當我看見他的運動鞋也被磨穿了，肯定他在跑步
下了不少苦工，花了不少心血。
我希望自己做任何事也可以像他一樣堅持，直到成
功！

5D 陳柏愷 一次助人的經歷
今天早上，我照常上學，途中我遇見兩個美國人。我
看見他們東瞧瞧西瞧瞧的樣子，便主動詢問他們，希望可
以幫助他們。原來他們迷路了，他們要去安達臣道。
我那時非常擔心，怕自己聽不懂英文，在那一刻，我
突然想起了英文課堂上學過的一些句子，我便用來跟他們
對話。可是他們聽不懂，是我的英文太差嗎？接着，我耐
心地多說了一次，他們終於明白了。接下來，他們就開開
心心地往目的地去了，而我就上學去了。
事後回想起他們聽不懂我說的英文，我覺得有些慚
愧，我決定以後學好英文。另一方面，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今天特別高興，難道這就是古人說的「助人為快樂之本」
嗎？我決定以後一定會常常主動幫助別人。
4D 林靜欣 大自然——四季
春天，春天你在呼喚我嗎？
我可幫你叫醒全部動物，
我可幫你喚醒全部花草，
我可隨時幫你手，
春天你來了！
夏天，夏天你在呼喚我嗎？
我可幫你指揮知了演奏，
我可幫你喚醒荷花小姐，
我可隨時幫你手，
夏天你來了！
秋天，秋天你在呼喚我嗎？
我可幫你為植物穿上色彩斑斕的新衣，
我可幫你把彎彎的月亮填滿，
我隨時幫你手，
秋天你來了！
冬天，冬天你在呼喚我嗎？
我可幫你把動物們安睡，
我可幫你為世間披上銀紗，
我隨時幫你手，
冬天你來了！
5B 周樂琳 一次助人的經歷
自從那一次助人後，我領悟到幫助別人的快樂，內心
的滿足感真是不言而喻。
我天性害羞，不喜歡與人接觸，因此朋友不是很多。
直到那一次……
在放學途中，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我將事先帶好的雨
傘拿出來，匆匆忙忙地趕回家。路上，我遇上了一個沒有
帶雨傘的小女孩，他仰望長空，一臉擔憂的樣子。我開始
猶豫要不要上前幫助她呢？可是雨傘容納不下兩人，我本
性害羞，不敢開口跟她說話，所以我希望有好心人前來幫
助她。但沿路上的行人也急急忙忙地趕路，對她不屑一
顧，相信她定是十分徬徨，而我的內心卻一直掙扎着。
正準備離去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上星期……那是一個
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去公園玩耍時，看到一個行動不便的
老公公要過馬路，又是因為我本性害羞的原故，本想幫助
他，但難以啟齒，結果白白失去一個幫助人的機會。
想到這裏，我一鼓作氣，跑到小女孩的跟前，把我唯
一的雨傘交給了她，然後高舉着書包，飛快地跑回家中。
回到家裏，我已經渾身濕透了，但是內心還是暖暖
的……我終於戰勝了心魔，克服了長久以來那害羞的性
格，更真切地體會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

5A 李駿 一次助人的經歷和感受
今天放學後，我如常在學校門前等候巴士。突然，
有一位神色慌張的老伯伯在巴士站附近東張西望，好像
在找甚麼似的，又好像迷失方向。
此時，巴士到站，我該上車回家，還是留下來幫老
伯伯呢？我的內心充滿掙扎，猶豫不決之際，腦海裏泛
起一件往事。
記得上個月的某一天，我乘巴士回家時，因為太疲
累，所以在車上呼呼入睡了。醒來時，已經過了站，我
從上層座位，三步併作兩步馬上下車。下車後，眼前的
建築物是陌生的，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淚水快要奪眶
而出。當我彷徨之際，幸好遇上一位善心的叔叔，他仿
似一盞明燈照亮我回家。
當我想到這位善心的叔叔，我不再猶豫，便決定留
下來幫忙老伯伯。我親切地問他：「需要我幫忙嗎？」
他口齒不清地回應，我好不容易才明白他的意思，原來
他找不到秀明樓。我馬上向他指示方向，他一臉茫然，
我就知道他仍不知道該怎樣走，於是我決定帶他過馬
路，並送他回家去，他的家人連聲向我說謝謝。
回家後，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爸媽，他們異口
同聲稱讚我是一個好孩子，還說我能觀察到別人的需要
而伸出援手，他們因我有樂於助人的心而感到欣慰。我
想：助人為快樂之本，我只是付出少許時間，根本算不
了甚麼！
6D 叶爽 秋意濃
春日，碧波蕩漾，桃紅柳綠；夏日，荷花搖曳，草木
蔥郁；秋天，則是一種寂寥，是一種悲涼。
秋雨是愁緒的，是傷感的。當它敲打一片片黃葉時，
彷彿在向世人述說着那絲絲縷縷的徬徨惆悵。
秋天的菊是韌的。當別的花都零落時，只有它綻出美
麗與秋意做伴；只有它在秋風中屹立，來實現生命的意義。
秋天的水是寧靜的。風乍起，留下粼粼波紋。停留在
水面上的落葉，仿若一艘艘小船，載着那份只屬於秋的靜
默，緩慢的駛向遠方。
秋天的農民是喜悅的。想，在稻浪翻滾的田間用鐮刀
一點一點收割着幸福和快樂，想到一滴滴汗水都凝結成了
這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米粒，是一種怎樣的欣慰？
秋天，這個複雜的季節，好像一杯酒，有着絕世的
香濃，卻又那麼的悲涼。
6C 鄭曉蕊 我最敬愛的孫揚
中國有很多傑出的運動員，你們猜我最敬愛的中國運
動員是誰？就是游泳健將——孫揚。
在二零一二年的倫敦奧運會中，有無數個刻骨銘心的
畫面留在我們的腦海中，其中游泳健將孫揚給我留下了最
深刻的印象。他一人便囊括了兩金一銀一銅的獎牌。一項
金牌是來自四百米自由泳賽事。孫揚擊敗衛冕冠軍的韓國
選手朴泰桓奪得冠軍，並打破了世界紀錄。另一項金牌來
自他的強項一千五百米的自由泳賽事，並創造了新的奧運
紀錄。孫揚毫無疑問在中國游泳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孫揚不僅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而且擁有寬容、樂觀、
向上的精神。賽前朴泰桓曾高傲地對孫揚說：「你不應該
來參賽，你的到來是為了體現我的速度的。」孫揚聽後，
淡淡一笑，最後用金牌證明了他自己的實力。但賽後孫揚
並沒有驕傲，仍然與朴泰桓有說有笑。
我們應該學習孫揚的樂觀積極、胸襟廣闊的精神。我
的夢想是成為游泳健將，我會以孫揚為榜樣的。

6B 張又嘉 我最敬愛的人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着您頭上的銀絲，一天比
一天多……
媽媽每天不辭勞苦地上班，就是為了賺錢養育我
們。不管甚麼時候，您也牽掛着我們，沒有一刻不為我
遮風擋雨，無私地付出所有。
還記得有一次我半夜肚子痛，拉肚子，當時正下着
大雨，您把自己的外套蓋在我身上，以免我被雨淋濕。
到達醫院時，您已變成了「落湯雞」
。
媽媽，我小時候不懂事，經常惹你生氣。有一次您
忍受不了，便打了我一頓。我卻不明您的苦心，多次頂
撞您。請您原諒我的無知與任性。您就像一盞明燈，每
當我犯錯時，您都會為我指引正確的方向。
媽媽，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好的！您為我付出的實在
太多了！我一定會發奮圖強，讓您過着幸福的日子。謝
謝您！
6A 施盈 我最敬愛的媽媽
她，清秀的臉上有着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黑中帶
黃的頭髮散落在她的肩膀上，白晢的手在陽光下閃閃發
亮，此刻她正在把麵送到客人手裏。她——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每天早出晚歸，但她還是堅持每天來接我
放學。每一次，我都跟媽媽說：「媽，您去上班吧！不
用來接我！」其實，我只是以此作為藉口，真正的原因
是我看見其他同學都自己回家，而我卻還要媽媽接，太
丟臉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絕您，卻不知不覺一次一次
地傷了您的心。
現在，我大多也是自己回家了，回想起您接我放學
的日子，卻有點懷念。
雖然您對我的成績不太着緊，但當您看到我不努力
的時候，就會狠狠地責罵我，那樣子足可以跟十八層地
獄的法官媲美了；可是，當我取得好成績時，您就跟被
頒了諾貝爾獎似的那麼高興。
媽媽，您總在我失敗時鼓勵我、在考試時幫我温
書、在晚上幫我蓋被子……媽媽，您的雙手充滿着歲月
的痕跡——由我呱呱落地那一刻開始，您承擔了照顧我
的重大任務，您用那雙巧手照顧我、安慰我、鼓勵我、
責罵我……
日復一日，您臉上的皺紋多了、身體差了、頭髮少
了……我卻只能默默的看着您的付出，您的每一滴血汗
都是為我而付出的呀！
媽媽，如果我能用我的成就換回您的青春，那該多
好呀！
6E 羅沛怡 考試了
上星期四，我很早就回到課室，發現課室裏非常安
靜，還以為是老師在課室裏呢！坐在座位後，才想起今
天是中文考試。我根本沒有準備，很多同學和我一樣。
經過了一個輕鬆的星期天早把考試的事忘光了，現在只
好臨急抱佛腳了！
今天，老師發了考試卷，同學們都臉色沈重。老師
告訴我們：「平日多準備，才能有好成績。希望大家要
汲取這次的教訓，日後用功讀書。」說完後，大家就背
著沈重的書包回家了。
晚上，好幾次想鼓起勇氣告訴爸爸考試的分數。可
是總是提不起勇氣，怕了要受責罰。唉！誰教我不用功
讀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