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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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長路上，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1B 郭子晴 自我介紹 

你們好！我叫郭芷晴，今年六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秀

明道）讀書。我喜歡跳舞和吃雪榚。 

 

1E 林雋軒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

我們一起玩遊戲，一起吃蛋糕。爸爸送我一輛玩具車。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2A 羅卓楠 葉子的眼睛不見了 

天亮了，天亮了， 

露珠兒像葉子的眼睛， 

一顆一顆亮晶晶。 

小狗跑呀跑， 

尾巴擺擺，碰碰葉子， 

啊！ 

葉子的眼睛在哪裏？ 
 

 

2E 朱善如 開學了 

九月三日，開學了！ 

 我懷着愉快的心情上學去。看見老師說聲早晨，老

師稱讚我是個有禮貌的學生。 

 今年我升讀二年級 E 班，班主任是蔡老師，她教

我們中文和體育科。我們班有二十四個同學，老師希望

我們都能互相幫助，和平共處。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我要努力學

習、爭取好成績，遵守《好學生基本法》，做個好學生。 

 

4A  莫皓麟 三十年後的我 

    三十年後的我是一名電腦專家。我腦筋靈活、聰明

過人，經常替不同行業的客人度身訂造專屬的電腦器材

和應用程式，提高各行各業的工作效率。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一名電腦專家呢？小時候，我

見爸爸總會在家中為別人維修電腦，我好奇地問他：「爸

爸，為甚麼有這麼多的電腦需要維修？你不累嗎？」爸

爸笑着說：「雖然現在家家戶戶都有電腦，可是很多人

不懂維修電腦。既然我懂，就會盡力去幫助有需要的

人。助人為快樂之本，我不累的。」我十分敬佩爸爸，

也立志成為電腦專家。 

    現在的我，在電腦行業中無人不知，我的公司門庭

若市，客戶絡繹不絕。每當客戶提出要求時，我都會盡

量配合他們的需要，為他們設計合適的程式。一放假，

我更會到社區中心做義工，為有需要的人免費維修電

腦。 

    電腦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難道我是專家，就不用學

習新知識嗎？當然不可以！現在我還一邊學習新的知

識和技術，一邊在工作中實踐。雖然科技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方便，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太沈迷電腦，多和家人、

朋友說說話，談談心。 
 

1A 余子揚 自我介紹 

你們好！我叫余子揚，今年六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秀

明道）讀書。我喜歡吃糖果和跑步。 

 

1C 李睿珩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我們

一起吃蛋糕，一起唱歌。媽媽送我一份禮物。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1D 蔡銘皓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哥哥替我在家裏慶祝生日。我們

一起吃生日蛋糕，一起唱生日歌。爸爸送我洋娃娃。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3A 李梓琪《春夏秋冬》 

春天來了，我換上涼快的衣服，過快樂的新年。 

夏天來了，我吃着美味的冰淇淋，過涼快的暑假。 

秋天來了，我換上薄薄的毛衣，過甜蜜的中秋節。 

冬天來了，我吃着熱騰騰的火鍋，過溫暖的聖誕節。 

 

2B 劉慧敏 葉子的眼睛不見了 

早上，太陽出來了， 

大風吹，葉子的眼睛不見了。 

小松鼠跳來跳去， 

小羊口渴，葉子的眼睛不見了。 

眼睛掉到地上， 

眼睛飛上天上， 

走進葉子裏， 

眼睛飛到松鼠身上， 

眼睛給小蟲吞掉了。 

眼睛給蒲公英帶走了。 
 

2D 梁嘉莉 自我介紹 

 我叫梁嘉莉，今年七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秀

明道）讀書，我今年讀二年級，我喜歡中文科，因為可

以認識很多生字。我的家有媽媽、爸爸、妹妹和我。我

喜歡吃西瓜，因為西瓜能消暑解渴。 
 



2C 胡恩瑜 一次參觀活動 

 星期一，董老師帶我們到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參

觀。那天天氣很晴朗，我們都懷着期待的心情出發。 

 首先，我們下了旅遊車，走了一段路，便到達香港

文化博物館。我們在博物館門外看到很多人和植物。接

着，老師安排我們一起拍攝大合照。然後，老師還給每

個同學派發入場貼紙。 

 過了不久，一位導賞員哥哥帶着我們走進兒童探知

館，參觀「香江童玩展覽」。那裏有很多有趣的玩具，

有洋娃娃、玩具車和機器人等等。我們都認真地聆聽導

賞員哥哥的講解。然後，我們可以自由參觀和玩玩具。

我最喜歡玩積木，因為可以砌出很多圖形。最後，我們

依依不捨地回到學校。 

 這次參觀令我獲益良多，因為我學習了很多有關玩

具的知識。 
 
 

3E 陳凱桐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害怕得哭

了起來。 

幸好，他們遇見了一隻小白兔。小兔對他們說：「不

用害怕，讓我帶你們離開這個森林吧！」 

小兔帶着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河上有一道殘破

的小橋，被風吹得搖來搖去，他們不敢過橋。 

這時候，熊醫生剛好經過，他對三隻小松鼠說：「我

抱你們過橋吧！」小松鼠感激地說：「熊醫生，謝謝你！」 

最後，小松鼠找到回家的路，他們見到媽媽後，立

刻抱着媽媽說：「媽媽！媽媽！」 
 

3C 倪珈熙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不見了

媽媽，因此十分害怕，於是大家都哭了起來。 

幸好，他們看見了小兔子，小松鼠很慌張，小兔

子決定帶他們離開森林。 

小白兔對他們說：「過了這道橋就可以回家。」但

是這道橋被大風吹得搖來搖去，三隻小松鼠害怕得不敢

過橋。 

剛巧熊醫生看見三隻小松鼠站在橋邊不敢過，熊

醫生馬上走過去把小松鼠們抱在懷裏，並和他們一起過

橋，所以松鼠們非常開心和很感激熊醫生。他們齊聲接

着說：「謝謝您幫我們過橋。」熊醫生說：「你們不用客

氣，這是我應該做的。」 

最後，松鼠們終於回到家裏和媽媽相聚。 

 

3B 楊希雯 小松鼠要回家 

有一天，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覺得很

害怕，變得一言不發，一隻小松鼠害怕地說：「這裏那

麼大，很難找到離開的路。」 

幸好，他們遇見一隻小白兔。她說：「只要過了這

道橋，就能回家了。」可是，那道橋搖搖擺擺，非常危

險，他們嚇得不能動彈。 

小兔帶三隻小松鼠來到小河邊，一隻小松鼠覺得

有點生氣，為甚麼呢？因為他覺得小白兔想置自己於死

地，因為這道橋被風吹得搖來搖去，十分危險。所以小

松鼠大罵小白兔說：「你為甚麼要我們過這道殘破的橋

呢？」最後，小白兔傷心地離開了。 

這次來幫助他們的並不是小白兔，而是熊醫生，

他說：「我抱你們過去吧！」 

最後，小松鼠們開心地回到家了。他們明白到「船

到橋頭自然直」的道理。 
 

4B 余愷晴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個護士。我的身型高佻，體格強

健。 

  為甚麼我會選擇成為護士？因為我喜歡關心和照

顧病人，能夠與病人一起對抗病魔，看着他們康復出

院，很有滿足感。 

  我要努力讀書，考上大學的護理系。除此以外，因

為護士要接觸很多人，所以我會多參與社區活動，例

如：探訪老人，多做義工服務，令自己不怕接觸陌生人。 

  做護士要不怕血，要勇敢，在危急的時候協助醫生

拯救病人。在工作上，可能會遇到很多恐怖場面，但只

要我一想到病人寶貴的生命，我就會鼓起勇氣，盡力協

助病人度過危險。 

  拯救病人不就是護士的職責嗎？我希望能達成這

個目標。 

 

4D 貝廷熙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個高大威猛的消防員。 

    經過在學堂艱苦的訓練，我已經是一個甚麼都不怕

的消防員。每當火警發生的時候，我們就立即趕到火警

現場，我和同伴會聽從上級的命令和指揮。 

    有一次，當我們救完一場大火後，發現有熱心市民

為我們送上飲料，令我們十分感動。 

    雖然，消防員的工作艱苦又危險，但一想到在火海

中等待營救的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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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接受這

項挑戰。 

 

6C 梁凱喬 一件難忘的事 

有一件事情不停在我的腦海裏徘徊，讓我久久不能

忘懷…… 

那事情是在上星期六。當天，天氣晴朗，藍天白雲，

還有和煦的陽光，令人身心舒暢，我正在和好朋友──

馮智愍一起在公園玩耍。 

當買飲品的時候，我們在途中看見一隻滿身白毛、

一臉不悅的小貓。我們正要走過去安撫牠的時候，牠害

怕得往後退，瑟縮一角。我們用盡了很多方法也不能夠

令牠安靜下來。這時，有一位姐姐走過來，問我們為甚

麼在這裏盯着這隻貓呢？因此，我們聊了很久很久……

最後，我和馮智愍才知道那個姐姐原來是愛護動物協會

的義工！ 

最後，那位義工姐姐幫小貓尋回主人了。我和馮智

愍感到非常高興，也十分感恩得到義工姐姐的幫忙。 

這一件事情令我感到十分難忘，原來幫助動物跟幫

助人同樣得到快樂！ 

 

3D 陳加蕊 小松鼠要回家 

從前，有三隻小松鼠在森林裏迷路，他們很害怕，

哭了起來。 

幸好遇上小兔，小兔看見三隻小松鼠很慌張，三隻

小松鼠想小兔帶他們離開森林。 

小兔說：「過了這道橋就可以回家了！」但是，這

道橋很殘破，而且被風吹得搖來搖去，所以他們都不敢

過橋。 

此時熊醫生經過，看見三隻小松鼠站在橋邊，他立

刻走過去把他們抱在懷裏。三隻小松鼠感激地說：「謝

謝。」 

最後，三隻小松鼠找到回家的路，松鼠媽媽興奮地

喊叫。 

 



4E 吳子軒 我最喜愛的玩具   

  還記得七歲生日那天，我一放學回到家，就看見桌

子上放着一架機械人遙控車，當時我真是又驚又喜。它

就是媽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也是我現在最喜愛的玩

具。 

  我只要輕按一下遙控掣，遙控車就會變成機械人，

如再按一下，機械人就會變回遙控車。當它遇到障礙物

的時候，它就會自動退後。我可以遙控它的速度，還可

以控掣它的方向。它還會發出聲音，外型像一架跑車。 

  當我有空閒的時候，我都會把它拿出來玩。每次玩

完後，我也會把它收好，所以到現在也保存得很好。這

個玩具既特別又新奇，你們喜歡嗎？ 

 

5D 連可欣 東方夏威夷 

 去年的暑假，我和家人去了讓人流連忘返的「東

方夏威夷」──美麗的三亞。 

 三亞在海南島最南端。碧波蕩漾的大海是它最美

的衣裳；金色的沙灘是它獨一無二的小短裙；栽種在路

邊的椰樹是它華麗的舞鞋；飛翔的白鷗是它最閃耀的頭

飾；而海浪的聲音是它最美妙的歌唱。 

 三亞的海水是綠色的，讓我按捺不住興奮的心

情，跑進這綠寶石般的大海嬉戲、玩耍。 

 三亞的海灘是金色的，踩在這玉屑銀般的細沙

上，我和兄弟姐妹們在上面堆沙堡、撿貝殼、捉螃蟹…… 

 三亞的白鷗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這金色的陽

光和沙灘間，有幾隻白鷗，牠們有的優雅地飛翔在空

中，展現出自己最美的姿態；有的站在岩石上，不時的

撲着翅膀，準備下一次的起飛。 

 三亞除了海灘，還有很多景點，比如「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是沿着海邊打造的，一路上，你會看到一

些奇形怪狀的樹和石頭，那些樹有交叉形的，拱門形

的，愛心形的……而那些巨大的石頭上，刻了許多字，

有的刻「家」和「美滿」，有的刻「快樂」，有的刻……

但我們最想找「天涯」和「海角」這兩塊石頭。我們走

過了好幾條小路，走過了無數條小溪，終於在盡頭找到

了這塊石頭，還在那裏拍照，才心滿意足地回酒店。 

 這三天兩夜的旅遊，真的太美妙了！三亞──是

第二個夏威夷。 

 

4C 黃俊霆 十六年後的我   

十六年後的我是一位攝影師。我很善良和長得很高

大。 

小時候，我經常都會幫家人拍攝相片，他們都說我

拍的相片很好看，媽媽說我長大可以做攝影師。我聽了

之後很開心，覺得自己可以此作為志願。 

長大後，我經過攝影師的教導下，又經常看關於攝

影的節目和多到郊外練習攝影技術。最後，我終於成為

一位攝影師了。拍攝相片和影片，不就是攝影師的職責

嗎？ 

要當一位攝影師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簡單，但只要客

人滿意我的相片和影片，稱讚我的作品，我就很開心

了。遇上困難時，其他人也會替我加油。 

我希望別人都喜歡我拍的相片。讓別人透過我的相

片發現身邊的幸福，不就是我成為攝影師的理由嗎？ 

 

 

6E 曾梓淇 謝謝您 

    今年我已經十一歲，踏入青春期了。回想起在我成

長的過程中，有很多人曾經幫助我、鼓勵我、支持我……

當中有一位老師的教導令我獲益良多，改變了我很多，

她就是林老師了。 

    林老師教了我大約四年多，我以前一上林老師的課

堂，心裏就很害怕，希望林老師不會再教我。 

    以前的我經常欠交功課和不專心上課，所以林老師

上課時經常嚴厲地教導我，還要我反思自己的錯。還

有，我以前的字體真的很醜，而林老師為了糾正我的字

體，就要我重新書寫，直至我把字寫得端正為止。現在

我之所以會認識那麼多的字、明白那麼多的人生哲理、

字體寫得那麼的端正……就是因為林老師的嚴厲教

導，讓我一年又一年的改變，讓我一年又一年的進步。

或許林老師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凶神惡煞」的老師，但

是我就不怕林老師，因為我知道嚴師才能出高徒的道

理。 

    雖然林老師現在已經沒有再教我了，但是我腦海裏

仍然想着她嚴厲的教導，她責罵我的聲音。我心底裏仍

然十分感激她，希望有一日能夠再次遇見林老師，親口

和林老師說一句：「謝謝您！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妳的

教導！」 

 

6B 姚卓妍 颱風下的一天 
曾幾何時，聽老人家說有一個颱風叫「温黛」，還

說叫人難忘，但是這次「山竹」吹襲，威力更勝一籌，
令香港滿目瘡痍。 

颱風「山竹」吹襲後的一天，我們一家人乘私家
車到處遊走，視察災後的情況。只見馬路上滿佈倒塌的
大樹，橫枝落葉漫山遍野，猶如走進野外，大樹七倒八
歪，情況慘不忍睹。 

此時，我們進入了一個運動場，爸爸告訴我，這
是小西灣運動場。走進場內，只見一片凌亂，滿佈泥濘，
門閘大都被吹歪了。 

在會場內，有不少工人正忙於清理災區，清洗滿
地泥濘。真是萬料不及，我們在放假的時候，這些工人
們在艱辛地清理災區，讓我們有良好的生活環境，讓我
們回復井然有序的生活。看着他們豆大的汗粒滴下來，
我真切體會到他們默默耕耘，默默付出，我的眼淚很快
地流下來。我趕緊拭乾了淚，然後走到一位叔叔面前
説：「讓我來幫你！」我拿着掃帚，掃啊掃……突然，
聽見一聲「回去了！」劃破了寧靜的長空，原來是爸爸
的聲音。 

我無奈地把掃帚交回叔叔，並說道：「對不起，幫
不了甚麼忙，辛苦你了！」但叔叔卻對我行為讚不絕
口，一股暖流直入我的心窩，我的心兒甜絲絲的。 

在回家的路上，目睹的景象一一在我腦海中浮
現，看見那滿目瘡痍的情景，不禁有劫後餘生的感覺，
我打從心裏哭了出來。我看見那些站了不知多久的大
樹，猶如過世的親人，經不起是次風暴的洗禮，連根拔
起……要知道它是經歷多少個春秋，才能屹立至今。還
有不知多少的地方，仍被海水淹浸，變成澤國……這次
「山竹」襲港，讓我體會颱風的真正威力，更讓我覺得
無情的大自然好像憤怒的怒漢，透過這次風災發洩對人
類的沒有好好保育的情緒…… 

 



 
 
 

5B 蘇日朗 踏單車給我的啟示 

 今天，我和家人到大尾篤學習踏單車。起初我感到

很艱難，因為踏單車需要很好的平衡力，才能夠把單車

操作得好。我看見人們把單車控制得那麼好，我當然想

學會它呢！ 

 於是，我和爸爸媽媽每人租了一輛單車，便開始了

我們今天的「單車練習之旅」。剛開始，我覺得踏單車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怎料我摔了一個四腳朝天。當時

的我真的很氣餒，很想放棄。這時，爸爸媽媽不斷地鼓

勵我，於是我便繼續努力練習。 

 接下來，我拚命地嘗試，終於在跌跌撞撞地把單車

駛向前。原來要把單車控制得好，先要放鬆身體，然後，

雙手扶着單車的手柄，眼睛要向前望，還要坐好在單車

上，最後，要保持平均的速度，這樣才能夠成功地掌握

踏單車的技巧。 

 經過半小時的練習，我終於能夠自如地踏着單車，

還轉了幾個大圈，感覺非常暢快。我終於學會踏單車

了！ 

 踏單車讓我明白到只要努力堅持，不要放棄任何學

習機會，便能獲得成功。荀子說：「鍥而舍之，朽木不

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夠

堅持和努力，就不會成功；相反，如果你持之以恆，那

麼這一件事便會成功。」 

 

6A 任敏瀅 一件難忘的事 

時間在流逝，我漸漸長大了。從小到大的記憶就像

大海般無邊無際，但總會有幾件特別的事情令我印象深

刻。 

這件事情發生在我三年級的時候。那時是暑假，媽

媽有要事忙，就讓住在老家的外婆照顧我。這天，外婆

帶我出門買菜，因為昨夜下了一場大雨，所以地上特別

濕滑，外婆怕我會摔倒，所以不打算帶我外出，可是她

敵不過我的哀求，只好帶我去市場。 

買完菜後，我在回家路途上，突然有一輛自行車衝

過來，外婆下意識把我推開，她以血肉之軀阻止自行車

前進。外婆受傷了，她被送到醫院去。到了醫院後，醫

生替外婆檢查，幸好只是腳踝扭傷了，並無大礙，過了

一段時間就會好起來。由於外婆年紀老邁，康復後，行

動會有不便。外婆是犧牲自己救了我，我心裏十分感謝

她，我要好好照顧她。 

雖然外婆已經康復了，但她推開我的情景，至今仍

記憶猶新，我永遠不會忘記。 

 

5C 馮宇鏗 開學了 

 今天陽光明媚，慢慢地照入了我的睡牀，使我漸漸

地從睡夢中醒來。我恍然大悟，原來今天是開學的日

子，於是，我趕快地穿好校服、刷牙、洗臉……吃完媽

媽為我精心準備的早餐後，便去巴士站搭巴士回校。 

 到了學校，我先放好手提電話，然後上一樓的禮

堂，一會兒，全校所有的學生陸續到達禮堂，校長帶着

威風的形態上台。開學禮開始了，我們首先唱國歌和輕

快地唱校歌。接着，到校長致辭，校長認真、有耐性地

說了幾句對學習有幫助、怎樣面對社會的話，然後就把

全校的主任、班主任和其他新來的老師逐一介紹一遍。

回課室時，我不知道自己是升班還是降班，所以心裏很

緊張，當我到達 4E 的門口時，還是很緊張。 

後來，我升上 5C 班，升了一級，但是還要努力！

取得更好的成績，不要經常欠功課，做完功課才做其他

事，要快點改正自己的壞習慣，為班爭光。 

 

5E 何鈞樂 難忘的中秋節 

 今天是中秋節，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到公園賞月。 

 首先，我們將月餅一包包地從盒子裏拿出來，然後

用小刀把月餅切成一小份，一邊賞月，一邊和家人享受

這美味的月餅。 

 圓圓的月兒像一個大大的蛋黃懸掛在天空上，她一

邊悄悄地看我們遊戲，一邊和雲朵聊天，十分有趣。這

時，我看見朋友們在空地上玩耍，我飛奔地跑過去和他

們一起玩遊戲，玩得大汗淋漓。 

 屋邨的中秋節晚會開始了，有各種形形色色的攤

位，包括美食攤位、飛標、釣魚等，我和朋友們玩得十

分盡興。突然，天空下起大雨，淅淅瀝瀝地響起來，居

民們十分狼狽地找地方避雨，我們也急忙地走避。 

 雖然，中秋節的天氣變幻無常，但我和家人朋友一

起度過了這個歡樂的時光，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6D 林梓桐 一件難忘的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已經長大了。回

想起我經歷過許多事，有開心的事、悲傷的事、快樂的

事、幸運的事……但是也少不了難忘的事。最讓我難忘

的還是那一件事……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我早早便起牀，吃完早

飯，準備出門。媽媽因為不舒服而沒送我出門，她還大

聲叮囑我記得帶雨傘，今天可能會下雨。但我說不用，

一溜煙跑了。 

下午，天空突然像變臉一樣，晴空萬里的天空一下

子變得風雨交加。我看着同學們一個個帶着雨具走了，

只有我一個人沒帶。我望着外面，滂沱大雨的天空突然

變得可怕，讓我不禁哭了起來。突然，我看見一個身影

向着我走過來，仔細一看，原來是媽媽！媽媽像落湯雞

似的，渾身濕透。媽媽温柔地說：「來，我們回家。」

我看見媽媽，感動得撲向她懷裏大哭。回到家後，媽媽

的頭很燙，我快快拿來探熱針，一看 38.8 度，我大叫

一聲，感動地流下淚。 

這一件事讓我今生今世也不能忘記──「母愛」。

父母的愛是我最難忘的，這件事讓我懂得珍惜身邊的

人。 

 

5A 陳傲宏 快樂的中秋節 

 中秋節當天，媽媽、弟弟和我到了公公的家裏吃團

圓飯，共度佳節。 

 吃完一頓美味的團圓飯，我和弟弟就到附近的公園

玩耍。公園裏人山人海，有的小孩在玩耍，快樂得流連

忘返；有的老人坐在長椅上，跟朋友訴心事；有的人在

玩螢光棒，結出各種各樣的形狀，氣氛十分熱鬧。 

 之後，媽媽還教我們自製燈籠。製作的方法很簡

單：首先媽媽把吃完的柚子皮抹乾淨，接着請我們把想

要的圖案在柚子皮上刻劃出來，接着把蠟燭放進去，便

大功告成。 

 回家的路上，温柔的月亮姐姐一直陪伴着我，好像

想跟我說心事。 

 這一次的中秋節真是與別不同。我希望大家能和平

共處，人人幸福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