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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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昊軒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愛的動物是老虎。牠有又圓又亮的眼睛和黑黃
相間的條紋，樣子十分兇猛。
牠住在森林裏。牠最喜歡吃肉，不喜歡吃菜。牠愛
在草原上捕食。
我想和老虎拍照，這樣就可以天天在家中看到牠。
1A 鄭柏裕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愛的動物是小貓。牠有長長的尾巴和短短的耳
朵，樣子十分可愛。
小貓住在籠裏。牠喜歡吃魚，不喜歡吃蔬菜。牠愛
捉老鼠。
我想和牠做朋友。
1C 錢沛恩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愛的動物是小白兔。牠有長耳朵和紅眼睛，樣
子十分可愛。
小白兔住在森林裏。牠喜歡吃青菜，不喜歡吃蟲
子。牠愛在森林裏跳來跳去。
我想和牠一起開心地玩耍。
1D 林金澔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愛的動物是小狗。牠有一雙又黑又大的眼睛和
一個靈敏的鼻子，樣子十分可愛。
小狗住在屋子裏。牠喜歡吃狗糧，不喜歡吃蔬菜。
牠愛散步。
我想和牠一起玩耍。
1E 陳紫君 我喜愛的動物
我喜愛的動物是兔子。牠有長長的耳朵和圓圓的尾
巴，樣子十分漂亮。
兔子住在森林裏。牠喜歡吃蘿蔔，不喜歡吃肉。牠
愛在草地上跳來跳去。
我想和牠一起到公園玩耍。
2B 蔡美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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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跳出井口，小青蛙看見外
面的世界是很廣闊的。
小燕子帶着小青蛙飛過廣闊的大海，穿過廣大的高
山。小燕子帶着小青蛙到處飛，小青蛙很高興，牠大開
眼界，原來世界是那麼大、那麼美。
小青蛙到了一個漂亮的池塘，池塘裏有很多青蛙，
小青蛙連忙跟牠們打招呼，牠們很歡迎小青蛙。小青蛙
決定留在這個美麗的池塘裏。
小青蛙跟燕子説：「謝謝你帶我離開那個井口，現
在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小燕子説：「不用謝，你開
心就可以。明年我再來探望你，再見。」

2E 楊嘉彤 做過盡責的孩子
星期日，子誠看見媽媽正在認真地收拾客廳。
她首先擦窗子，然後拖地板，忙得滿頭大汗。
當子誠回到自己的房間，看牀上的被褥亂作一團，
玩具丟滿一地，他突然想起媽媽忙碌的樣子，覺得自己
應該幫忙做家務。
子誠為了減輕媽媽的辛勞，他決定自己收拾房間。
他首先把玩具一件一件地放進箱子裏。
子誠把所有玩具收拾好，然後把被褥疊得整整齊
齊。媽媽看見子誠的房間很整潔，感到很安慰，並稱讚
子誠是個懂事的孩子。子誠感到十分開心，決定以後要
自己的事自己做。
2D 梁藝詢 故事寫作
有一天，烏龜和兔子一起參加賽跑比賽，比賽一開
始，兔子飛快地領先，可是，烏龜爬得很慢。
跑了一會兒，兔子回頭看見烏龜落後很多，覺得自
己一定能勝出比賽，於是，兔子決定先睡一會兒。
過了一小時，烏龜終於超越兔子，這時，兔子還在
睡覺。烏龜雖然跑得慢，但牠仍堅持跑到終點，最後奪
得冠軍。
兔子天生跑得快，但牠因為自大，半途而廢，最後
輸給烏龜。
3B 林筱妍 日記一則
二月六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外婆、外公和哥哥一起到觀塘海濱公園
遊玩。
我們先準備各種不同的食物，然後興高采烈地出門
了。
到了觀塘海濱公園後，我們首先在碼頭邊看到很多
小魚在游來游去，我們説﹕「哇！有很多小魚啊！」我
們還看見有人在野餐，有人在做運動，有人在騎自行
車。接着，我們便在那裏走了走和觀賞優美的風景。我
們看見一些小孩和大人在收拾垃圾，我們覺得很有意
義，便決定和他們一起清理公園的垃圾。然後，在感觀
花園玩了一會兒遊戲，便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了。
今天，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我們不可以亂拋垃
圾，我們要好好保護環境，才會有美麗的自然環境和優
美的風景。
3C 陳鈮 我的媽媽
我最喜歡的人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有長長的頭髮，小小的眼睛和小小的嘴
巴。她的身形是瘦瘦的，她的樣子十分漂亮。
她令我最難忘的事情是發生在我小時候，有一次我
在公園裏玩耍時，我一不小心跌倒了，她馬上把我扶起
來，然後她帶我到醫院檢查。醫生給我縫了針。後來，
媽媽問我﹕「你的傷口還痛嗎？」我回答﹕「不痛了，
只要媽媽在我的身邊，我就不痛了。」媽媽笑了起來。
我從她身上學會了做人要有愛心和善良的心，還要
樂於助人。

3A 曾玟綺 一件校園有趣的事
記得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班裏發生了一件有趣的
事。
那天，天氣悶熱，老師叫我們打開窗户。我們正
在上常識課，突然，一隻小鳥飛了進來，我們害怕得大
叫起來。小鳥停在一個同學的桌子上，那個同學拿起書
本想要往小鳥砸去，老師馬上阻止她，説﹕「小動物是
不可以傷害的，讓牠自己飛走吧！」果然，小鳥在課室
裏飛了幾個圈後就飛出去了，只見牠在窗外徘徊，好像
在説﹕「再見了，小朋友們，祝你們學業進步！」然後
朝着更遠的地方飛走了。望着小鳥越飛越遠，最後消失
在空中，我高興極了！

4A 吳柏儒 給歷史人物的一封信
敬愛的孔明先生：
您好！您在天上的生活如何？
我七歲時就聽過您的故事，每次一聽，您那神機妙
算、威風凜凜的身影就展現在我眼前……
回想在赤壁時，周瑜故意刁難您，要您立下軍令
狀，三天內交出十萬枝箭。想不到，您竟然利用濃霧鎖
江的天氣情況，使曹軍中了您的草船之計，白白「送」
了十萬枝箭給您，這是多麼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啊！
當您駐守的城池大軍臨境，您手中沒有將士，您就
擺下空城計，悠閒地坐在城樓上彈琴，騙過了司馬懿，
看得我拍手叫好。
您擔任蜀國軍師，打勝了無數次仗，令人敬佩。我
要向您學習，多動腦筋多思考。
祝
生活愉快！

3E 陳凱桐 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有一雙小小的眼睛，一個小小的鼻子，
一張像櫻桃般的嘴巴，一頭長長的秀髮。她的個子很
高，身形肥胖。
尊敬您的人
她很有自信，十分温柔。記得有一次，我數學考
吳柏儒上
試的分數很低，我向媽媽説出我的分數，雖然媽媽很失
三月三十日
望，但是她沒有指責我，還説﹕「下一次努力一點吧！」
我問她﹕「除了温習，還可以怎樣？」媽媽温柔地説﹕
3D 邱博禧 日記一則
「你要有自信和勤加温習。」結果，下一次，我真的考 三月三日 星期六 晴
獲較高的分數呢！
今天，天氣晴朗，媽媽準備帶我和姐姐去爬炮台
我非常愛我的媽媽，長大後，我一定會好好報答 山。吃過午飯，我們收拾好行裝就出發了。
她。
首先我們坐港鐵來到油塘，按照路牌指示來到了山
腳下。我往上看了看，呀！這麼高的樓梯，不禁心裏害
2A 黃梓蕎 學校就像我的家
怕起來，但看到媽媽和姐姐都上去了，我也一級一級慢
在學校裏，我看到美麗的花朵和高高的樹木。我
慢跟上去。
看到同學在操場上活動。
一路上，有的人在樹下遮蔭，有的人在拍照，有的
在學校裏，我聽到同學在課室讀書的聲音，又聽
人在談天説地。我們跟着指示去了炮台山軍事設施，然
到同學們在音樂室唱出美妙的歌。
後走到了炮台山碉堡最高處。看着眼前的美景，我那爬
在學校裏，我喜歡中文課和英文課，我很喜歡老
山的恐懼感和疲勞早已消失了。休息片刻，再欣賞美麗
師，因為老師教導我們，她們常常陪伴我。
的景色，我們就踏上回家的路了。
雖然我已經有一個家，學校卻是我另一個家。學
校就像一個温暖的家。
4C 黃兆堃 自製小玩具
今天我們上視藝課時，老師説:「你們要自製一件小
2C 黃翠怡 如果我是……
玩具，完成後把它帶回來。」聽完老師的話後，我們立
如果我是一隻小白兔，
刻回家「尋寶」。
有長長的耳朵，
我回家後立刻諮詢媽媽的意見。媽媽説:「其實有很
有短短的尾巴，
多啊！例如有沙包、公仔紙、玩具車等。」媽媽剛説完，
還有明亮的眼睛。
我就搶着説:「那麼我就做一輛『戰地坦克車』吧！」
我每天和朋友談天和吃紅蘿蔔，
首先，我在家中找了一個大塑料瓶，把它剪成長方
盡情歡笑，盡情蹦蹦跳，
形。然後，我把鞋盒剪出四個圓形，再把衣架剪成條狀，
這樣我的生活就不孤單，我感到很開心。
並把四個圓形用打孔機打成小洞，再把紙皮剪成一個翅
5D 許少霖 自學炒飯
膀的形狀，最後把「翅膀」貼上大塑料瓶後便大功告成
晚上，我打算從手機上學習炒飯。我準備了一小 了。
塊火腿、一個雞蛋和一些蔥，還有一碗米飯。
媽媽和我進行二人對決。我們用水盛滿整個塑料
一開始我先將火腿切丁，然後把蔥切成蔥花，準 瓶，然後控制「坦克車」安全地避開障礙物。到達終點
備的步驟就完成了。開始正式炒飯了。首先，我倒入少 的時候，媽媽的「坦克車」內的水完全沒有掉出來，可
許的油，然後把米飯和火腿放到鍋中，再加入醬油。接 是我的「坦克車」內的水卻灑了出來。媽媽贏了，我們
着，將雞蛋打到米飯裏，翻炒三分鐘後，頓時香氣四溢。 玩得十分開心。
最後撒上一點蔥花，一碗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的
我把坦克車帶回學校。經過我的一番介紹後，同學
炒飯就大功告成了。品嚐後，更令我回味無窮。
們都熱烈地拍掌，大家非常喜歡我的設計。自製玩具的
這次是一個寶貴的經驗，希望有空我還可以做出 好處就是不用浪費金錢，而同學們的稱讚是我動手製作
更多的菜式。
玩具的動力。你們猜猜我下次會自製甚麼小玩具呢？

4D 張嘉熙 《給歷史人物的信》
親愛的孫中山先生：
您好！我是二十一世紀的人，我在學習時聽到許多
關於您的偉大歷史，我覺得您是一位很聰明的人，您成
功推翻了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
在您推翻滿清政府後，結束了帝皇統治的歷史，並
聯絡各方力量，令市民生活幸福快樂，令原來被滿清政
府迫害得苦不堪言的人民也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
您對後人的影響極大，如果沒有您，可能我們還過
着那麼困苦的生活。
祝
生活愉快！
四丁
張嘉熙敬上
三月二十二日
4E 謝寶怡 温馨的課室
我每天上學都是很高興的，你知道為甚麼嗎？因
為有這個温馨的課室。你一定不知道我講甚麼，就讓我
告訴你吧！
首先要介紹在課室裏我最喜愛的角落—那就是靠
着走廊右邊的一掛窗戶，因為每逢節日將至，右邊的每
個窗戶都添上了很多圖畫和有關那個節日的裝飾品，那
是我們分工合作的成果。班主任王老師還會把我們在學
校的生活照片貼在窗戶上，讓我們都能常常回味快樂的
片段，例如：其中一張照片是帶給我最多回憶的，那就
是聖誕聯會時，在禮堂的抽獎活動中，我中了大獎，那
時，我感到很興奮呢！
還有新年前，我們全班同學都帶了一些紅紅的揮
春回來佈置課室，令課室充滿濃濃的新年氣氛。身處其
中的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幸福啊！
看完這篇文章後，相信你也會感受到為甚麼我每
天上學都那麼開心，因為課室就是我們在學校裏温馨的
小家園呢！
我愛我的課室！
6B 蔡至善 難忘的小學生活
很快踏入六月—畢業季，代表着我們即將要和母
校分離，邁向中學階段，當年懵懵懂懂的小孩子，現在
已經長大，變得懂事。
還記得一年級的我們，誤打誤撞地成為了好朋
友，眨下眼就六年了，不知不覺間培養了深厚的友誼和
默契。曾幾何時，我們一起為過多的功課而抱怨；曾幾
何時，我們因為班長大喊一句「老師來了！」而立刻變
得安靜；曾幾何時，我們為了勝出比賽而團結一致。
在六年中有數不清的回憶，現在看着那些師弟師
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影子。新學年，這個熟悉的課室
仍然會坐滿學生，但再也沒有我們的蹤影了。
回顧以前一起有笑有淚的時光，雖然天真，但是
美好，很感恩在這六年裏出現過的老師、同學，每個人
都幫助了我很多，我們互助互讓。
我們長大了，日後要面對更多難題，但我相信大
家都會在某個角落陪我一起奮鬥，縱使分隔多遠，心仍
會彼此聯繫。我定不會忘記老師的教誨，同學的友誼和
母校給予我的温暖，雖然會捨不得，但當我望出窗外的
繁星，回想起這青澀歲月、簡單的友誼，仍然會會心微
笑，這樣就足夠了。

4B 梁靖雯 自製小玩具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這天氣非常適合到郊外
野餐，所以我們一家五口到公園遊玩。
我們先收拾東西，大家忙着帶水、食物、雨具等，
而我只是隨手拿了六張菱形顏色紙、一枝竹籤和一瓶膠
水，希望用得着吧!
郊野公園裏，不但風光明媚，還有微風吹送。我們
坐在野餐氈上吃水果、喝飲品。
這時候，我開始覺得無聊了，所以我打開手提袋，
拿出出門前放下的東西，想做一個小風車。我把六張菱
形顏色紙的其中一角用膠水黏緊，形成一朵花形，再把
顏色紙的另一端往「花芯」貼好，黏好後便在車葉背部
貼上一枝竹籤，風車便完成了。玩的時候，手拿着竹籤，
向着風，小風車的車葉就會轉動起來。
這小玩意不但有趣，而且製作簡易，大家不妨試試
呢！
5A 張子媛 我最喜愛的食物—薯片
你知道我最喜歡吃的是甚麼食物嗎？猜對了！我
最喜歡吃的就是薯片。
薯片又名「洋芋片」，每片呈金黃色，製作方法就
是把馬鈴薯切成一片片薄如紙張的薄片後，再炸成酥酥
脆脆的零食。薯片美味可口，吃下去「啪」的一聲，酥
脆無比，令人一片接一片的停不下來！
那麼你又知道薯片的歷史嗎？在十九世紀，一位富
翁到月亮河餐廳用餐，點了一份法式薯條。他覺得那些
薯條太粗，就請主廚喬治．克魯姆重新製作。喬治．克
魯姆只好硬着頭皮答應了。為了捉弄那客人，他特地把
馬鈴薯切成薄薄的一片片，使他無法用刀叉來吃，讓他
出醜，但是客人卻對此做法讚不絕口。就這樣，薯片誕
生了。
薯片一吃下去，首先味道比較濃，然後漸漸變淡，
交織出有層次感的滋味！市面上的薯片亦會使用不同
味精及香料作調味，有原味、燒烤味、洋蔥忌廉味……
真的怎麼試也試不完啊！
俗語說:「少吃多滋味，多吃壞肚皮。」雖然薯片
很好吃，但是始終是油炸食品，為了我們的健康也不應
該吃太多啊！
6C 陸凱藍 故事新編《狼來了》
從前，有一個牧童每一天都要將羊群趕到離村莊一
小段距離的山坡下。他覺得日子過得很苦悶，就想出了
一個惡作劇作弄村民。他用盡剛吃完早餐的力氣吸了一
口氣大聲説︰「狼來了！狼來了！」好心的村民聽到
了，馬上丟下活兒，跑到山坡下去幫牧童驅趕惡狼。當
他們到達後，就被那個牧童嘲笑了一番，因為根本沒有
甚麼狼。
又一天，牧童又耍同樣的把戲，村民們甚麼也不
管，馬上跑下山，反而給牧童嘲笑了一番。又一天，再
一天，又再一天……每一天牧童都笑得説不出話來。村
民們每一天也都生氣地回到家。
有一天，狼真的來了，牧童用盡九牛二虎的力氣大
叫︰「狼來了！狼來了！這一次狼真的來了！」有一個
抱着懷疑態度的村民跑了下山，卻發現今次真的狼來
了，馬上拿起武器趕走那隻狼。最後還是把狼趕走，綿
羊平安無事，牧童十分開心，馬上謝謝那個村民的幫忙，
而且改掉「説謊」的習慣，不再虛報狼來了，並向所有
村民道歉。

5B 陳思彤 四季的大自然
春天，有和暖的太陽，
喚醒沈睡的萬物。
讓小鳥換上漂亮的春裝，
禁不住自由地飛翔。
夏天，有熱情的太陽，
讓花草樹木茂盛地生長。
令人們都躲在雨傘下，
遮掩熾熱的陽光。
秋天，有燦爛的太陽，
有乾爽清涼的微風，
有色彩繽紛的紅葉，
到處有秋天的歡笑。
冬天，有明麗的太陽，
風兒提醒草木們，
冬天快來了，冬天快來了！
萬物都沈睡了，等待春天的來到。

6D 張敏詩 爸爸媽媽我有話對你説
爸爸、媽媽，我想對你們説聲「謝謝！」你們給了我
寶貴的生命，把我帶到這個美麗的世界，讓我在愛的陽光
下成長。你們把我當作一件珍貴的寶物，給予我無微不至
的關心和憐愛。當我難過時，你們會安慰我；當我煩惱時，
你們陪我聊天；當我遇到困難時，你會鼓勵我……
爸爸、媽媽，我想對你們説聲「對不起！」因為我平
時倔強、任性、貪玩、不聽話，讓你們操心。但是「經一
事，長一智」，我保證以後一定會改正，再也不惹你們生
氣。
爸爸、媽媽，我想對你們説聲「放心吧！」請你們不
要把我當作一隻不會飛的小鳥，其實我有一雙自由的翅
膀，想在天空中翱翔。我不會辜負你們的期望，我要把愛
和祝福變成一位「快樂的小天使」，永遠守護着我親愛的
爸爸、媽媽！
6A 陳麗盈 給朋友的一封信
親愛的安妮：
去年暑假一別，至今仍念念不忘我們相聚的歡樂時
光，你近來生活如何？甚念！
古語有云：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這是我近
日閲讀《勇士回歸》的感受。我被作者淺顯易懂的文句吸
引住，眼珠沿着「文字路軌」一直前進，我邊閲讀，邊推
測情節，精美的插圖成了我的甜品，愛不釋手。
個性一向温柔婉約的芙勒迪娜皇后竟然被女巫斯蒂
亞操控着，性情大變，她雖然有一副慈眉善目的樣貌，但
擁有一顆苛刻惡毒的心腸，她下令要謝利連摩到天涯海角
尋找七件寶物，要他隻身孤影去執勤公務，要他……
皇后的舉止言談，判若兩人，謝利連摩不由得疑心
大起，於是設下計謀，潛入皇宮。説時遲，那時快，夢想
國快要面臨翻天覆地的災難，謝利連摩不能眼巴巴見證夢
想國走入女巫的圈套，於是祈求好友前來拯救夢想國，一
呼百應，果然召集不少勇士相助，團結的力量終於粉碎了
女巫的陰謀，拯救了國民心中的夢想國。
我深深感受到謝利連摩的明智抉擇，正好印證：
「在
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真諦。紙短話長，就此擱筆。
祝
友誼長存
好友
麗盈
十一月十七日

5C 林沛渝 一位我欣賞的人
我欣賞的人是媽媽，因為她每天都照顧和關心我們日常
起居，她總是牽掛着我們，沒有一刻不為我遮風擋雨，無私
地付出所有。
她面形瘦瘦的，頭髮卷卷的，有絲絲花白，因為她每天
都辛勤地照顧我們，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大
大的耳朵和小小的嘴巴，她平時説話很温柔，如果當我們不
聽教，就會大聲發怒，但我們也會哄媽媽開心。平時媽媽叮
囑我要吃魚，皮膚就會光滑了，我想想也真有一些道理吧！
測驗剛結束，媽媽最擔心的是「呈分試」，她時刻提醒
我要適當地分配時間、善用時間、努力讀書。我以前很倔強、
貪玩、驕傲，讓媽媽很操心。我知道她為我們付出數之不盡
的汗珠，她希望我們在小學階段可以快樂地成長。
我知道我長大了，有一雙敏捷的長腿，可以在無邊無際
的草原上奔跑，我會當媽媽的跑腿，讓她過幸福無憂的生活。
5E 歐佩岐 奇妙的大自然
春天，和暖的太陽，
喚醒了活潑的小動物。
就像爸媽温暖的愛，
給我温暖和保護。
夏天，酷熱的太陽，
令大地草木茂盛生長。
就像家人對我的愛，
永遠都那麼關心我。
秋天，燦爛的太陽，
令我們天天心情開朗。
就像父母對我的照料，
永遠都無微不至。
爸爸媽媽是我心中的太陽，
他全心全意地照顧我，
他們温柔地給我温暖，
令我快樂地成長。
6E 黃嘉琦 爸媽，我有話對您説
媽媽，您記得嗎？在我小時候，您經常對我説，我的生
日，就是您最痛苦的一天！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感冒了，媽媽嘮叨地説：
「都説過了，
要蓋好被子！要穿多點衣服……」可是我竟然大聲地對您
説：
「您別再煩我了！」
自從那次以後，我感到非常後悔，非常內疚，幸好我及
時說對不起，要不是的話，媽媽，您會原諒我嗎？
媽媽，您的手開始變得粗糙了！頭髮也開始變白了！媽
媽，是因為我嗎？是因為要照顧我嗎？是因為我太令您操心
嗎？媽媽，我只想對您説一句，謝謝您這麼多年來養育我，
我相信真的不容易啊！媽媽，趕緊竭一竭吧！
媽媽，我已經長大了，我已經學會照顧自己，已經會幫
忙做家務了！真的真的感謝您，對我的養育之恩！我長大
後，我一定會好好地報答您啊！
爸爸，我也想跟您説，這十一年以來，您也辛苦了！從
小到大，是您出外工作，養活我們這一家。就是因為您經常
鼓勵我們要爭氣，令我變得更有自信！我真的要感謝您為了
我們的付出，從日出到晚上辛勞的工作，才能讓我現在的生
活無憂無慮。
爸爸，我想跟您説，您要注意健康，因為我發現您的身
體虛弱了許多，頭髮也變得蒼白了，面容也變得憔悴！我真
的感到心痛。
爸媽，之前你們細心養育我，照顧我，到我長大後，我
該報答你們，你們養我上輩子，就讓我來照顧你們下輩子吧！
爸媽，你們辛苦了！我永遠永遠愛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