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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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熙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歡的動物是白獅子。牠有長長的毛和尖尖的

牙，樣子十分兇猛。 

白獅子群居在森林裏。牠喜歡吃肉，不喜歡吃草。

牠愛在草原上奔跑。 

我想和牠在草地上賽跑，那一定又刺激又好玩。 

 

1E 陳毅滔 復活節假期 

復活節假期裏，媽媽和我到海洋公園遊玩。我看見

胖胖的企鵝和海獅，還有國寶熊貓，我們還玩了碰碰車。 

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 

 

   3C 趙震炫 農曆新年 

  在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爸爸媽媽和我們一起回鄉

過年。 

  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到家鄉。親戚朋友看見我們

回來都很開心，還叫我們一起去逛花市。花市裏，我看

見各式各樣的花朵，其香氣撲鼻而來，我還看見枝葉茂

盛的年桔呢！ 

  在送舊迎新的大除夕晚，我看見很多人的家門兩旁

都貼着不同的春聯，而且到處都聽聞爆竹響聲。這就是

過年的習俗。 

  新年的氣氛十分熱鬧！我還觀賞了「舞獅賣地

主」、「舞獅爬竹竿奪利是」和采青……這些都是精彩的

表演。 

  這次回鄉探親使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春節。 
 

2A 楊智恩 一場大雨 

 昨天早上，天色很陰暗，媽媽提醒我要帶雨傘才上

學，我沒有聽從媽媽的說話，就馬上出門上學去了。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起大雨，我急急忙忙地跑回

家，更用書包遮擋雨水。在交通燈前，一輛汽車飛快地

駛過，弄濕了我的校服和鞋襪。 

 回家後，我全身都濕透了，不停地在發抖。媽媽知

道我生病了，她立刻帶我去看醫生，醫生吩咐我要準時

服藥及好好休息。 

 我明白到要聽從媽媽的勸告，我要學會好好照顧自

己，不要令父母擔心。 

 

 

 

3A 梁靖雯 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好像天上的小星

星，她還有一張像櫻桃般的嘴巴，笑起來十分甜美。她

的個子高高的，身形胖胖的。 

  她待人有禮，樂於幫助別人。有一天，她看見一位

小朋友跌倒了，便馬上扶起她，關心地說：「你沒事吧？」

小朋友說：「我沒事，謝謝關心。」 

  媽媽對我關懷備至。有一天，我生病了，媽媽擔憂

地跟我說：「糟糕！我要趕快帶你去看醫生。」到了診

所，醫生跟我說：「記着要多休息，多喝水啊！」我說：

「我知道了。謝謝您。」之後那幾天，媽媽都很細心地

照顧我，令我很快就康復了。 

  媽媽平日有空時，都會跟我說做人的道理，還教導

我各種各樣的知識和學習方法。 

  我非常愛我的媽媽，長大後，我一定會好好報答她。 
 

1A 趙俊浩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狗。牠有大眼睛和短尾巴，樣子

十分可愛。 

小狗住在籠子裏。牠喜歡吃骨頭，不喜歡吃蔬菜。

牠愛和我一起玩耍。 

我想和牠做朋友。 

 

1C 莊焌熙 復活節假期 

復活節假期裏，爸爸、媽媽、弟弟和我到台灣遊玩。

我們到十分放天燈，看到很多天燈在飛。 

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假期。 
 

1D 趙櫻灝 復活節假期 

復活節假期裏，媽媽、姐姐和我到迪士尼樂園遊

玩。那裏人山人海，十分熱鬧。姐姐和我迫不及待地想

玩遍整個樂園，而我最感興趣的是轉轉杯，十分刺激又

好玩。 

我度過了一個開心的假期。 

 

2B 鄧文皓 一場大雨 

 昨天早上，天色陰暗。媽媽提醒我要帶雨傘上學，

我不理會媽媽便上學去。 

 放學的時候，突然下雨了，雨下得愈來愈大。我急

急忙忙地奔跑回家，把書包當作雨傘用。突然有一輛汽

車在我旁邊飛快地經過，濺起一大片水花，令我全身都

濕了。 

 回家後，我全身濕透，我感到忽冷忽熱的，原來我

生病了，家人很擔心，媽媽陪我去看病和餵我吃藥。 

 從此我明白到要聽從媽媽的勸告。 
 

 2C 章嘉軒 龜兔賽跑 

 有一天，鳥龜和兔子舉行賽跑比賽。比賽一開始，

兔子飛快地向前跑，可是，烏龜慢慢地爬行。 

 跑了一會兒，兔子回頭看見烏龜落後，覺得烏龜沒

有能力跟自己較量，於是，兔子決定在大樹下休息。 

 過了一小時，烏龜終於到了大樹下，這時，兔子還

在睡覺。烏龜雖然疲倦，但是牠沒有放棄，堅持向前跑，

最終取得第一名。 

 兔子一覺醒來，後悔追不上，牠這次嘗到失敗的苦

果。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不要驕傲自大，不

要半途而廢，要踏實做事，才會成功。 
 



2D 邱博禧 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是一個活潑的人。姐姐的身材瘦瘦的，有

一頭秀麗的頭髮，還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姐姐很愛

我，總為我講故事，陪我一起玩耍，一起做功課。 

姐姐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她很愛看書，學習也很

用功，姐姐一有時間就陪我看書。 

我愛我的姐姐。等我長大後，一定要好好保護她。 
 

4B 羅嘉靖 一次被老師讚賞的經過 

三月五日 星期一 晴 

今天下午，又到了我期待已久的體育課。今次課堂老

師要我們練習跳遠。我們跟着老師的指導，一步一步地把

技巧做好。接着我們要分批進行練習，首先是女同學們，

我看見排我前面的同學都跳得很好。 

 緊張的時刻到了，因為下一個就輪到我跳了，我在起

跑點一直加速向前跑過去，然後用力一蹬，跳了過去，沒

想到老師會對我說跳得很好呢! 我回去集隊的時候心想：

下一次一定要跳得再好一些啊! 

 最後我帶著甜絲絲的心情和同學們一起回課室繼續

上課了。 

 

2E 鄧志恆 故事寫作 

 有一天，烏龜和兔子一起參加森林賽跑比賽。比

賽一開始，兔子飛快地向前跑，可是，烏龜卻慢慢地爬

行。 

 跑了一會兒，兔子回頭看見烏龜遠遠落後，覺得

烏龜沒有能力跟自己較量，於是，兔子決定在樹下休息

一會兒。 

 過了一小時，烏龜終於來到樹下，這時，兔子還

在呼呼地睡覺。烏龜雖然感到疲倦，但牠沒有放棄，仍

堅持跑下去。 

 烏龜一直向前跑，結果得到第一名。兔子感到很

後悔，牠明白到自己的驕傲自大，半途而廢，最終使自

己嘗到失敗的苦果。  
 

3E 鄭柏熙 參加生日會 

三月三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們一家到屯門參加名叫彤彤的小女孩的生

日會，媽媽買了一個漂亮的電子琴送給彤彤，彤彤覺得

非常開心。彤彤的媽媽做了很美味的雞翅膀、香腸和水

果給我們吃，我一邊吃一邊和彤彤看電視。 

  彤彤媽媽拿出的原來是我最喜愛的巧克力味的蛋

糕，我吃啊吃的時候，彤彤的媽媽送了一盒陀螺給我，

我覺得很開心，她又送了一盒樂高給我的弟弟。到了晚

上，我的爸爸和媽媽下樓逛一逛，我和弟弟就留在彤彤

家裏看電視。不久，爸爸和媽媽回來了，我們就回家去。 

今天我們玩得真開心。 
 

3B 張雪晴 日記一則 

三月一日 星期四 陰 

  早上，我起床後，爸爸媽媽便帶我到祖父祖母家拜

年。祖母為我們準備了好吃的，有蘿蔔糕、年糕、瓜子

和我最愛吃的糖果。祖母還給我大大的紅封包。 

  之後，爸爸說帶我到中環坐摩天輪。聽到後我十分

興奮！我們到中環後，先吃些東西，接着我們排隊買

票。我們等候了約一小時，終於到我們坐上高大的摩天

輪了！我迫不及待地衝進去！摩天輪升高的時候，我看

到一些我從未看過的建築物，我還把它們拍下來。 

  之後，我們到了嘉年華會場，爸爸還幫我嬴得了兩

隻布偶！ 

  今天真是令我擴開眼界呢！ 
 

4C 陳思彤 日記一則 

三月九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學校家長日，我和爸爸一起到學校見老師。 

一進學校，我就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當與老師會面時，我十分緊張。過了一會兒的交談

後，老師便拿出我的成績表跟爸爸說：「思彤的成績雖

然有些退步，不過還是很好。」而最令我驚訝的是我竟

然考上全班第三名！ 我開心極了！ 

接着，我和爸爸到禮堂買圖書。我看見那兒有許多

不同種類的書籍。我買了三本《福爾摩斯》、兩本數學

練習和一套迪士尼故事書，我既高興又滿足！ 

最後，我覺得凡事要努力，我會繼續刻苦學習。 
 

6D 洪少華 運動會 

又是一年一度的運動會，今天我早已準備就緒。記得

上一次的運動會，我在一百米的比賽中雖是初賽第一，但

在決賽中就算用盡全力也只有第四、第五而已，所以今天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為我們班，為自己贏一次！ 

「六年級男子一百米第一次集合、六年級男子一百米

第……」「少華，到我們了，是男子一百米啊！」思捷那

把獨特的聲音喚醒了我，我叫上晉瑜一起，三步併作兩

步，一下子就跑到那個令人十分緊張的地方……過了十分

鐘，終於到我了！「各就位，預備，咇——」初賽還算簡

單的，但決賽……那決賽如針刺了我的心一般，一下子心

就滴血了，「啊——第四！」我恨自己起步過慢，跟第三

只差不到一米的距離，但自己也改變不了事實，我只好留

力為接力賽有更好的發揮而開始休息。 

接力，讓我又重新回到這個戰場了！我做好準備，當

比賽開始前，我聽到他們給我的力量！「六丁，加油！六

丁，加油！」當時我的實力就被完完全全激發出來了。 

「咇——」開始了！當霽光跑過來時，我馬上接着

了，啊——爆發吧！少華的小宇宙！我超過六戍班的第二

棒同學，前面，就是梓濠了，我突然在腦海中浮出這麼一

句話：「少華，你不要臨近終點的時候才收步啊！如果不

是，你很容易被人反超前的。」那正是鄧主任的教導啊！

我把接力棒交給梓濠，直至子銘衝過終點線，我笑了！那

一刻，我真的很想像足球比賽中入球的那方一樣，在地上

滑行並面向觀眾，雙手舉起，用拳頭堅定向觀眾證明我們

的榮耀！是的，我做到了！我真的，我真的做到了！ 

這次的運動會給我的快樂，想必我一生都忘不了。我

最大的感受，還是一樣，還是享受着自己的人生，人生中

的每一個難忘的片段。我愛你， 二月七日那天的我，我

不敢說你很完美，但最起碼的是——我自豪你有努力過！ 

 

3D 李朗 我的姐姐 

  我最喜歡的人就是我的姐姐。 

  她有一雙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和一張櫻桃小

嘴，姐姐留有一把長長的頭髮。 

  她非常文靜，每天，當她完成功課後就會看書和唱

歌。她不但在學習方面給了我很大幫助，而且在生活上

也悉心地照顧我。這次考試，她耐心地幫我溫習，結果

我卻考得不好，所以我決定繼續努力，不要再令她失望。 

  我非常感謝姐姐對我的幫助，她真是我學習的好榜

樣。 
 



5C 張家翔 像音樂人的大自然 

 

噓， 

你有聽到一些聲音嗎？ 

 

沒有？ 

 

難道你沒有聽到大自然的交響曲嗎？ 

雖然沒有命運交響曲那麽豪邁， 

又沒有田野交響曲那麽柔情， 

 

但它， 

更真實， 

更悅耳， 

 

來， 

聽聽它演奏的交響曲吧！ 
 
 

5B 周樂琳 農曆新年記趣 

    今天是一年一次的大掃除，雖然很多人會討厭這個

日子，但我對這項工作充滿熱忱呢！ 

    清晨，我們隨便用過早餐後，便開始了今天的重頭

戲——大掃除。 

    我被分配到清洗電風扇，本以為只是一項沈悶的工

作，但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想法：我把風扇的殼拆出

來，可不小心弄傷手指，我也顧不得受傷，猛然地扭開

水龍頭，怎料太過用力，頓時水花四濺，水毫不留情地

濺過我的衣服，整個人都濕透了。 

    調整後，我重新投入了工作，我用力地擦着扇葉，

巨大的水珠濺過我的臉龐，我已經分不清哪是水還是汗

了，我一心想把家務做好，好快點休息。 

    終於，經過一小時的清洗，電風扇變得亮晶晶的，

大家看到我狼狽不堪的模樣，都笑彎了腰，我也跟着他

們樂起來。 

    經過一連串的風波，我們明白到幾點：凡事不要看

表面，要實際去做才知道；「皇天不負有心人，用心一

定會成功」；大掃除真是件樂事呢！ 

 

4D 馮宇鏗 日記一則 

二月十五日 四 晴 

 今天的陽光特別燦爛。不知不覺中，原來已經是大

除夕。 

 上午十時，我們在街市買了一些西蘭花、響螺、元

貝、海蝦……來製作盆菜。 

 下午，媽媽就一直在廚房裏忙過不停：洗菜、做大

蝦、炆豬手……預備晚上的團年飯。我看見媽媽很疲

倦，就進去廚房幫忙，我還看見媽媽流下了很多汗珠，

我知道媽媽是想做好團年飯，讓我們吃得開開心心、快

快樂樂。 

 晚上七時，我們準備開飯時，已聞到濃濃的香味，

我們一家坐在同一桌上，品嚐美味豐盛的盆菜，共享團

年之樂。 

 時上十一時半，我們一起在客廳裏看電視，大人們

邊談邊看，家裏洋溢着歡樂的氣氛，這是一個多麼快樂

的節日啊！ 

 

4E 林慶娟 日記一則 

二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我期待這日很久

了，我很希望能夠拿到金牌。 

 我和同學、老師一起乘坐旅遊巴士到九龍仔運動

場。到達後，我和同學、老師們坐在最上層。我參加的

項目有女子組一百米個人賽和女子組四乘一百接力賽。 

 很快就到我比賽了，我跑女子組一百米個人賽奪

得第四名；女子組四乘一百米接力賽跑最後一名。 

 比賽結束了，還有一個啦啦隊比賽，由校長來評

分。不知道校長評了多少分給我們呢？相信一定會很高

分的，因為我十分落力地去打氣。運動會完了，我們愉

快地回學校去了。 

 我希望下年的運動會可以拿到金牌呢！ 
 

 2018年「4·23世界閲讀日創作比賽」高小（中文組）

優勝獎 

5A 李駿 給爸爸的信 

親愛的爸爸： 

    您近日仍在忙於工作嗎？我有心事要與您分享。 

當我看見書架上的《團圓》，腦海立刻浮現「人月

兩團圓」的字句。誰不愛看夜空中的滿月呢？誰不喜歡

佳節一家人團聚呢？這些疑問促使我把《團圓》一書翻

開來看。 

    爸爸，這是一本温馨的繪本，封面的一家三口躺在

牀上，小女孩躺在爸爸和媽媽的中央，一股暖和甜蜜的

感覺湧上心頭，兒時的我也曾有這幸福的畫面，可

是……可是妹妹出生後，這個專利已落在妹妹身上，您

總是不怕嘮叨的説：「駿駿，長大了！要自己睡啦！」

您的一句話，使我有酸溜溜的感覺。 

爸爸，我覺得自己比故事中的毛毛幸福得多。毛毛

的爸爸要出遠門賺錢養家，一年只能回家一次，而我每

一晚都可以看見您，看見您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我連

一句關懷的話都沒説，只沈迷在玩遊戲機，想到這裏，

內心十分慚愧，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團圓》一書喚醒我要珍惜與家人團聚的時光，一

家人能團圓不是必然，幸福不是必然。爸爸，您每天下

班回家，讓我來擁抱您一下，好嗎？    

祝 

一家團圓 

兒子                                          

駿駿上 

 十二月十日 

 

5E 黎溢浠 我的家             

家，帶給我們温暖， 

令我感受到被愛。 

無微不至的照顧，  

令我倍感窩心。 

 

家，是我的避風塘， 

不管遇到什麼， 

家的大門都會開， 

永遠也歡迎我。 

 

家，甜蜜又溫馨， 

有家人相伴的時光， 

是如此的寶貴！ 

我們要好好珍惜！ 

 
 



 
 
 

6C 王思捷 爸爸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出生了，您們的生活有

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父母是農夫，我是幼苗，每天都

灌水和施肥。不管風吹雨打，您們也不讓我受到絲毫傷

害，為我摭風擋雨，我就在健康和溫暖的環境中慢慢發

芽。 

    現在我長大了，也懂事了。媽媽，您要做家務，我

能替你分擔。爸爸，您公務繁忙，我能幫您倒倒茶，幫

您捶捶背肩。但即使倒千杯茶，捶萬次肩，也不及您們

的恩。 

    您們是我一輩子最想報答的人，感謝您們給了我生

命，讓我擁抱着幸福。爸媽，您們為了養育我，辛苦了！

全賴您們，我現在能夠展翅高飛，不是從前只懂撒嬌的

我。 

    「世上有本讀不完的書，那就是父愛和母愛。」感

謝您們…… 
 

5D 劉慧瑩 香港游——海洋公園 

    桌上放着我在海洋公園買的紀念品「小鯊魚」，每

當我看到這個紀念品，我就會禁不住想起我們一家去海

洋公園遊玩的情景。 

    那一天，爸爸、媽媽、姐姐、哥哥和我興致勃勃地

坐巴士來到海洋公園。那天是考試結束後的第二天，所

以我們決定去海洋公園玩。我們首先來到鯊魚館，因為

我最喜歡的就是鯊魚。鯊魚的牙齒非常鋒利，牠們游得

非常快，像快艇一樣，牠們的樣子真是非常可愛啊！ 

    之後，我們來到機動遊戲區，過山車是我最喜歡的

遊戲，它可以 360度旋轉的，非常刺激。 

    最後，我們來到水母館觀看水母，那裏的水母有大

有小，吸引了大量的人來看，牠們像一隻隻小鳥，在天

空中飛舞。 

    離開的時候，媽媽買了一件紀念品給我。回家後，

我打開一看，原來是一隻造工精巧的「小鯊魚」。 

 

       4A 張嘉文 上網的好與壞 

    上網——一個與現代人生活息息相關的詞語。無論

在列車上，在餐廳內，還是在行人路上，「低頭族」無

處不在。可是，上網有好處，也有壞處。 

    上網可以查資料、聽音樂、看新聞……無聊時還可

以玩玩遊戲。網絡上的社交平台可以做到「海內存知

己，天涯若比鄰」，新聞平台更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門，

盡知天下事」。只要善用不同的平台，就可以獲得豐富

的資料，充實自己，造就人才。 

    上網雖然為生活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資訊，可以造就

人才，但也可以令人走入無盡的深淵。 

    不懂管理時間，毫無節制地上網，沈迷於網絡遊戲

不能自拔，這就是「深淵」。有些人學習成績一落千丈，

有些人長期上網導致視力下降，有些人受不良信息影響

竟走上犯罪之路，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 

    大家千萬不要沈迷上網，不要被網絡束縛了原本自

由的手腳，到時你越爭扎，「網絡」就束縛得越緊，不

要被網絡的陷阱埋葬了你的花樣年華。 

    「良藥苦口利於病，患言逆耳利於行。」希望大家

善用時間，善用網絡平台，告別網絡遊戲，給自己的未

來一片蔚藍晴空！ 

 

6B 張又嘉 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媽媽，是您給了我生命，是您含辛茹苦地養育我，

是您教會了我人生道理……媽媽，謝謝您！您辛苦了！ 

   媽媽，您細心的教誨，就像微微的春雨，注入我的

心裏；您燦爛的微笑，就像明媚的陽光，照亮我的心

靈……媽媽，謝謝您一直以來無微不至地照顧我。 

  媽媽，我不會再讓您擔心。無論我發生任何事，你都

會來幫助我。 

  小時候我不懂事，經常惹您生氣。有一次您忍受不了

便責罵我。我卻不明白您的苦心，多次頂撞您。請您原

諒我的無知和任性，我保證會乖一點。對不起！ 

  有一次，我肚子痛，您馬上帶我去醫院。當時正下着

大雨，您為了不讓我弄濕，便把自己的外套蓋在我身

上。到達醫院的時候，您都快要變成「落湯雞」了。 

   媽媽，我愛您，您為我付出的實在太多了！我長大

後，一定會讓您過着幸福的生活。 
 

6A 吳慧晞 爸媽，我有話對您們說 

爸爸媽媽，謝謝您們。您們給我寶貴的生命，讓

我在充滿愛和陽光下健康成長。您們無時無刻都給我無

限關心和照顧，在我最消沈失落時總會在我身邊陪伴

我、鼓勵我、支持我，和我一起分擔憂愁。謝謝您們在

我成長的路上為我付出了數之不盡的汗水。 

爸爸媽媽，對不起！每次在我倔強、貪玩、不聽

話、任性時都讓您們為我操心了。但所謂「經一事，長

一智」，我向您們承諾，我不會讓我的不聽話而再令您

們操心。 

爸爸媽媽，請您們放心吧！我不再是草原上一隻

傻呼呼的小豹，我已長大，有一雙敏捷的腿，在無邊無

際的草原上奔跑。當然我也不會辜負你的期望。我會善

用時間，適當地分配時間，努力學習，爭取更好的成績。 

爸爸媽媽，謝謝您們，我愛您們！ 

6E 張潁浠 爸爸媽媽，我有話對您說 

從二零零六年九月九日，我呱呱落地那一刻起，

您們便開始了艱辛的育兒歲月。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

九，您們為我操碎了心。 

俗話說：「可憐天下父母心。」爸爸媽媽把希望

寄託在我身上。您們時刻關心我的安全，叫我過馬路時

一定要等綠燈；時刻為我的學習着想，叫我不要去網

吧、遊戲房，叫我多看課外書；時刻為我……您們為我

付出太多了，我一定要努力。 

我知道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才能來自勤奮。正

如愛迪生所說：「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 百分之九十

九的汗水。」我一直在思考甚麼使「醜小鴨」變成白天

鵝，使不起眼的小男孩變成舉世矚目的科學家？不是別

的，靠的是自己堅持不懈地努力。勤奮才能有成果，古

今中外都不例外。 

爸爸、媽媽，我不想讓您們時時刻刻牽掛着我，

為我擔憂了。我一定努力，用無比頑強的毅力，去挑戰

自己，為您們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