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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序言 
 

 

 

 

    《荷塘的天空》是何福堂

小學每位同學匯聚而成的精

心作品。感謝教師的循循善誘，

成就學生的夢。 

 

   希望這本文集能成為學生成長良伴，從而感

染更多的身邊人喜愛閲讀、喜愛寫作，同時享受讀

寫的樂趣。 

 

 

                     翁美茵校長 

                             二零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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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網課的感受   一年級 林軒彤 
 

    我比較喜歡在學校裏上

課，因為能與老師見面，能與

同學一起上課。我很想快些復

課啊！ 

 

★老師的話：老師也很想快點復課與你們見面呢！ 

 

我如何學習打籃球   一年級 梁靈風 
 

    我會透過老師的教導來學習打籃球

的動作。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覺得很開心，

但同時覺得很不容易，尤其是射球，我現

在還未做到呢！我會繼續努力學習的！ 

 

★老師的話：希望你繼續努力，成功挑戰射球！ 

 

 

  母親節 二年級 余昭賢 

 

    母親節到了，爸爸、哥哥和我安排了節目和禮
物。 

 

    我送了在學校做的一個母親節木牌給媽媽，上

面寫着「祝您母親節快樂，愛您!」而哥哥送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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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扣，這個鑰匙扣很特別

呢！它一拉出來就有很多照

片，真美麗呢！爸爸就帶媽媽

到餐廳吃牛排。 

 

    這個母親節，媽媽過得很

開心。 

 

★老師的話： 

相信你們一定過了一個溫馨幸福的母親節呢！ 

 
看圖寫故事 二年級 羅子喬 

  
   星期四中午，同學們在課室裏準備吃午餐。大

家都在興高采烈地談天，非常興奮。小明也跟同桌

同學在快樂地談天。 

 

    不一會兒，小明的手肘碰翻了水瓶，他的書包

濕透了。小明大叫：「啊！」大家都很驚訝，嚇得目

瞪口呆。 

 

    接着，同學們有的幫

忙收拾小明的水瓶，有

的舉手說要拿拖把清潔

地上的水。小明對同學

們說：「不好意思，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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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大家的幫忙。」 

 

   最後，地板變得乾乾淨淨了。老師非常欣賞同學

們，並說：「同學之間要互助互愛，要珍惜友情。大

家做事要小心，不要粗心大意。」 

 

★老師的話： 

故事完整又能突出班中互助互愛的氣氛，很好！ 

 

2020 年的聖誕節   三年級 鍾嬗瑤 

 
去年的聖誕假期跟往年不

一樣了，我們未能參與聖誕聯歡

會，也未能送聖誕禮物給同學們，

但我收到葉老師的聖誕卡，葉老

師的鼓勵和關懷，令我很感動。 

 

雖然在這個假期中，我只能在家裏度過，但我

依然覺得十分充實。早上，我會做功課和溫習，增

長知識；下午，我會在家裏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晚上，我會看圖書或和朋友玩網上遊戲，放鬆心情。 

 

我感恩我身邊的親人、朋友、老師、同學都平

平安安的！我也希望可以快點回學校上課和去泳

池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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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這是個不一樣的聖誕節，但是我們能健康地生活着

已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欣賞你懂得為擁有的感恩！

期望我們能快點一起在學校上課。 

 

我的老師   四年級 馮雅婷 

 
  你們最喜歡的老師是誰？在

我的記憶當中有很多曾經教過我

的老師，其中讓我最喜歡的老師就

是劉老師。 

 

    劉老師個子清瘦，有一雙大大

的眼睛，還有一個短小的鼻子和一

排雪白的牙齒，她每天都穿着深色

的衣服，給人斯文、和藹可親的感覺。 

 

    劉老師是一位溫柔的老師，當我成績不好時，

她會耐心地教導我。她總是溫柔地鼓勵和支持我。 

 

    此外，劉老師還是一個既善良又體貼的老師。

有一次，劉老師問我問題，但我不懂回答，所以我

感到不知所措。她不但沒有怪責我，更對我說：「不

要緊，讓我來為你們解答吧！」我頓時鬆了一口氣，

幸好她很善良、體貼，沒有責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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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老師不但善良，還溫柔體貼地對待每一位同

學。劉老師，您是我最尊敬的人。    

 

★老師的話： 

能透過具體的事例及運用行為描寫和語言描寫來

突顯老師的性格，真棒！ 

 

我的老師  四年級 何政翹 
 

  在我的記憶當中有很多老師，有的和藹可親，

有的嚴厲。其中最親切又最關懷學生的就是鄧老師。

他是教導我們體育的。 

 

    鄧老師已經二十多歲了，他的體型健

碩，有圓圓的面龐。他還有一雙充滿神采

的眼睛，一頭烏黑的短頭髮，每天都穿着

五顏六色的運動服，給人充滿活力的感覺。 

 

    鄧老師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師。有一次，我在

體育課上跑步時，在操場上跌倒了，鄧老師看見後，

馬上跑過來，體貼地問：「你痛不痛？」當時我的腳

非常痛，還流血，無法站起來。於是，鄧老師吩咐

班長帶我去醫療室休息。下課後，他還過來帶我返

回課室呢！這令我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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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老師是一個對人關懷備至的老師。上星期二

的體育課上，鄧老師叫我們踢足球，突然，有一位

同學給球打中了臉，血頓時從他的鼻子流下來，嚇

得他大哭起來，鄧老師就像跑車般跑過去，一面幫

他按着鼻子，一面安慰他，說：「不用怕！老師陪着

你。」還摸摸他的面龐。我覺得他是一位體貼的老

師。 

 

    鄧老師像家人一樣，在學生跌倒時會鼓勵、會支

持、會照顧學生。真希望在五、六年級時，我仍可

得到他的教導！ 

 

★老師的話： 

文筆流暢，善用心理、動作、說話描寫來突顯老

師的性格，我也感受到你很喜歡老師呢！ 

 

我的老師  四年級 劉芊慧 
 

在我的記憶當中，老師們有的可親，有的嚴厲，

其中最親切、最溫柔的就是鄧老師了。 

 

鄧老師二十多歲了，她個子瘦小，有一頭烏黑

而濃密的長髮，有白嫩且圓圓的面龐。她的眉毛彎

彎，睫毛短短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有精神。她

的鼻子挺直，嘴巴裏那一口雪白又整齊的牙齒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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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般漂亮。鄧老師左右兩邊的面頰上都有

可愛的小酒窩呢！她每天都穿着粉色的

衣服，給人溫柔和溫暖的感覺。 

 

    鄧老師是一位有耐性的老師。有一次，我們遇

到了不明白的題目，雖然鄧老師講解了很多遍，但

我們還是搞不清楚，於是，鄧老師拿起筆，重新在

紙上比劃，又不厭其煩地教我們如何計算，一次又

一次地鼓勵我們、教導我們。 

 

  鄧老師是一位溫柔的老師。有一天，我跌倒了，

鄧老師立即扶我到醫療室裏，還親手幫我包紥傷口。

我說：「謝謝您的幫忙，我覺得好點了，謝謝！」鄧

老師回應：「不用客氣！」我高興地對鄧老師說：「您

是我見過最親切、最溫柔的老師。」 

 

 鄧老師像春蠶一樣奉獻了自己，裝飾了別人。

她又像園丁一樣不辭勞累地培育了花朵。她又像一

盞明燈指引我們走向正確的道路。啊！鄧老師，您

是我最尊敬的人啊！ 

 

★老師的話： 

語句流暢、優美、結構清晰、內容明確，從中可以

看到你對鄧老師的喜愛和尊敬，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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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會了照顧動物  六年級 鮑凱晴 

 
     一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姨母因公事要回內地一天，所以就把她

養的鸚鵡小次暫時交給我照顧。我既興奮又緊張，

因為媽媽常常說我沒有能力養寵物，這次我終於可

以嘗嘗當主人的滋味。 

       

    起初，我以為養鸚鵡只是個簡單的任務，所以

就爽快地答應姨母，但事實卻不是如此。我和小次

玩耍時，我發現牠突然把羽毛縮起來，難道是生病

了嗎？我立即上網查找原因，這才知道鸚鵡「縮毛」

是代表牠很緊張。可能小次還沒適應我家的環境呢！ 

        

    午飯時，我一邊悠閒地看平板電腦，一邊吃飯，

暫時與小次分開了。午飯後，我回去看小次，牠竟

然不在籠子裏，我這才知道自己沒有把籠子關好！

我很驚慌，到處尋找牠的蹤影，

可翻遍全屋也找不到，我急得

快哭了。突然，電話響了，原來

是隔壁的王太太，她告訴我鸚

鵡從我家飛進了她的屋內。我

立刻把小次接回來。失而復得，

我破涕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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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姨母來把小次接回家。經過這一天，我不

得不承認自己真的未有資格當一個主人，因為我的

疏忽才令小次飛走。幸好，牠只飛到鄰居家中，不

然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呢！我要再提高自己的責任

感和愛心，不會讓今天的事情再發生！ 

 

★老師的話： 

照顧寵物真的不易，你要為成為主人作好準備呢！ 

 

  我和同學合作做專題研習 六年級 林鈞杭 
 

五年級時，老師給我們派發「雨天警報器」專

題研習的材料，讓我們分組討論如何製作。 

 

我們都十分雀躍，將自備的材料一一拿了出來。

分了組後便興致勃勃地展開討論，如警報器的構圖

模型、各個部分使用的材料…… 

 

經過一番討論，我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製作。

我們先在紙杯裏倒上鹽，然後把導線夾在蜂鳴器上，

再將另一端夾在紙杯杯口邊緣上，與蜂鳴器形成連

接。這時，只需要在杯口和鹽堆之間加入導電體，

就完成了。可選擇最合適的導電體就成了一個難題，

因為只有導電性能最好的物體才能接通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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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們苦苦思索時，

組長突然說：「我們不如將

這些導電體全都試一遍

吧！這樣至少有所行動，比

坐在這裏甚麼都不做要

強。」他的話令我恍然大悟，

立即與組員做起實驗。 

 

我們試了錫紙、萬字夾、鐵夾……最終我們發

現萬字夾導電性突出，而且不易生鏽，我們一致同

意用它作為導電體。 

 

我十分興奮，因為能和組員成功完成專題研習，

也學會了團體的重要性。我決定以後要多與隊員合

作，那麼做任何事都能事半功倍。 

 

★老師的話： 

文章內容切題，文句通順和詳略得宜，繼續努力！  
 

   我和同學合作預備才藝表演 五年級 翟凱程 

 
看見電腦上儲存的相片，我就想起四年級時的

才藝表演。那時，老師告訴我們兩個月後，學校會

安排高年級學生在禮堂進行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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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老師提議我們唱歌和跳舞，同學們開始

議論紛紛，你一言我一語，有些同學想唱英文歌，

有些同學想唱普通話歌，有些同學只想跳舞。接着，

老師看見我們各持己見，便提議我們用投票的方法

選出表演項目。之後，老師就安排時間給我們排練。 

 

當開始排練時，我留心地聽從老師的指示，但

是有些男同學不但不聽從老師的指示，還在大聲  

説笑。有些同學說: 「你們不想表演可以退出啊！」

那些男同學「不甘示弱」，馬上回嘴…… 

 

    老師看見同學們爭吵得面紅耳赤，便即時過去

調停說：「才藝表演是一件叫人開心和能讓大家表

現團體合作的事情，不要為小問題而爭吵。」幸好，

大家之後都冷靜下來，繼續認真地作準備。 

 

終於到了表演的大日

子，當我上到台後就立刻

緊張起來，跳舞時也好像

機械人。我只有不斷看向

旁邊的同學，跟着他的動

作跳。之後旁邊的同學向我眨一眨眼睛，示意只要

我有信心，甚麼都不用怕。我即時深呼吸一下，眼

睛向着觀眾繼續完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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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件事情後，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體會

到團體合作的重要。我還明白了做任何事情只要有

信心和肯堅持，就一定會成功的。我決定以後要給

自己多些信心，不要膽怯！ 

 

★老師的話： 

文章內容切題，感受段寫得很出色，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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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屯門彩虹欄杆 二年級 陳允祈 
 

  星期天，天氣十分晴朗。我

和爸爸乘輕鐵到景峰站後，我們

沿路上山，途中看到池塘裏有不

同顏色的魚，還有很多蜜蜂。不

久，我們就到了彩虹欄杆，我撿

起一支長樹枝，在地上畫了一隻

小白兔，並跟小兔一起拍照。 

 

    最後，我在太陽下山之前離開彩虹欄杆。今天真

是既疲累又高興的一天啊！ 

 

★老師的話： 

老師很想看看你跟小白兔的合照呢！那一定很可

愛！ 
 

遊海洋公園  二年級 麥子怡 
 

  去年暑假，我和一家人決定再一次去海洋公園，

我們乘地鐵、又坐雙層巴士來到了海洋公園門前。 

 

    我們進了「亞洲動物天地」，館內全是大熊貓、

小熊貓和一些小魚。水缸裏色彩繽紛，各種各樣的

小金魚非常漂亮，讓我眼花撩亂。我還觀看了海獅、

海豹、海豚等大型動物的表演，牠們引得人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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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 

 

    爸媽還帶我們玩了很多機動遊戲。例如：青蛙跳、

過山車、摩天輪......非常刺激，我的心情十分興奮。

最後玩累了，我們就去吃飯。吃完後，天色不早了，

我們就坐車回家去了！這次玩得很開心，下次我還

要來玩！ 

 

★老師的話：你這一天

的行程真豐富啊！相

信你必定過了快樂的

一天呢！ 

 

 
遊爬蟲館  三年級 吳梓軒   

 

  今天難得出門一次，我和家人決定去屯門公園 

爬蟲館遊玩。 

 

    到了爬蟲館後，我發現那裏很冷清，除了職員，

就只有我和我的家人。以前要排隊觀看動物，現在

想看就可以看到，十分

自在。可能沒有遊客的

原因，爬蟲館內十分安

靜，有部分動物都睡覺

了。我本來興奮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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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就變得十分失落。 

 

    我很久沒有探望豬鼻龜和蛇頸龜。牠們可能還

記得我這個好朋友，一看見我，就在水裏伸長脖子

看着我興奮地游來游去。我看見牠們也立刻開心起

來，也不忘和牠們拍照留念。 

 

    今天我很開心，因為我又再次見到我的龜朋友。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我就可以常常探望牠們。 

 

★老師的話： 

你的文章內容寫實，更加入了轉折，吸引人繼續閱

讀。 

 

中秋節遊記  三年級 梁少贏 
 

  今天是中秋節，我和一家人到屯門公園慶祝。 

 

    我們到達目的地後，就看到那裏人山人海，有的

人在玩火箭炮，有的人在玩燈籠，有的人在玩螢光

棒，大家都十分高興。公園裏到處掛滿了燈籠，很

有節日的氣氛。 

 

    我們找了個空位便坐下來。爸爸和媽媽一邊賞

月，一邊談天；我和弟弟一邊追逐，一邊玩燈籠，

不一會兒就覺得十分疲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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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我們聽到有人大叫：「月亮

出來了！今晚的月亮真是又圓又亮

啊！」我們便抬頭一看，忍不住回應  

説：「真是美麗的月亮啊！」 

 

    夜深了，我們帶着疲倦的身軀回家。今天，我和

弟弟玩了很多不同種類的燈籠，真高興呢! 

 

★老師的話： 

文章內容完整，能寫出當時的環境和氣氛，不錯！  
 

我參加探訪老人院活動 四年級 李子健 
 

  上星期天，我和媽媽參加了學校的探訪老人院

活動，並由我們負責送曲奇餅給老人家。這是一個

很寶貴的經驗。 

 

    在活動開始前，我和媽媽在家裏給老公公、老

婆婆做曲奇餅。我負責拿材料，媽媽負責搓麫糰，

一直至中午......終於，我和媽媽做完了曲奇餅。 

 

    探訪活動正式開始了。我一到達老人院，老公

公、老婆婆就熱情地向我揮手，然後，我和老公公、

老婆婆一起唱歌、跳舞、玩遊戲。一直玩到了下午

五時左右，我就開始收拾桌子，媽媽負責收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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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拿上我和媽媽辛

苦了一個上午做的曲奇餅給他

們。老公公、老婆婆都開心得快

要流出眼淚來，而我也露出了

太陽般的笑容。媽媽要我離開

時，我的心裏十分不捨。在我離開之前，我向老公

公、老婆婆說再見，他們也哭着向我說：「再見。」 

 

    從活動中，我明白到甚麼是「施比受更有福」，

因為我覺得自己比老公公、老婆婆們更開心呢！ 

 

★老師的話： 

能具體描寫活動的經過、自己及他人的心情，文筆

自然流暢，不錯！ 

 
我參加賣旗活動   四年級 吳勝宇 

 

    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家人參加了學校賣旗日，獲

取了很寶貴的經驗。 

 

    在活動開始前，老師講解賣旗的流程﹕「我們會

拿着一個錢袋和大量小貼紙，當捐款者投放善款於

錢袋後，我們會將小貼紙貼在捐款者的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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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旗活動正式開始了，我和爸爸叫喊着自創的

口號，吸引了很多市民前來。有一位市民稱讚我們

創作的口號別具創意，還說我們很有愛心，讓我們

感到很高興呢！慢慢地，有很多人前來捐款，雖然

我們忙得團團轉，但看着滿滿的錢袋，我們都感到

十分值得。 

 

    我和家人回到學校後，把一個裝滿善款的錢袋

交給老師，讓老師十分驚訝呢！ 

 

    想不到我也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更想不到幫助別人會有這麼大的滿

足感，真是「施比受更有福」呢！ 

 

★老師的話： 

文句通順，段意分明，結構正確。 

 
我參加植樹活動  四年級 黃景業 

 

  當我在看電視的時候，一看到植樹活動的廣

告，就不禁想起上星期六我和家人一起植樹的寶

貴經驗。 

 

    上星期六，我們一家人帶着愉快的心情一起

乘坐巴士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一起種植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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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那裏早已人山人海，映

入眼簾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十分廣闊。走進

會所後，工作人員先跟我們講解一些規則，然後

才分發一些植樹工具給我們。 

 

    當我們聽完規則和接收工具

後，便開始植樹了。爸爸和媽媽

吩咐我和弟弟拿工具給他們。我

在東張西望的時候，看到一位老

伯伯自己一個人躲在角落裏植

樹，看到他這麼可憐，我就主動上前幫助他。老伯

伯見到我這麼熱心助人，立即稱讚我，我感到十

分開心。 

 

    到了黃昏了，爸媽說﹕「差不多要走了！」

我和弟弟都抱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這裏。 

 

    想不到原來我也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呢！ 

 

★老師的話： 

分段正確，段意分明，內容頗詳細，能交代事情的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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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的一次學校旅行 五年級 張澤鄴 
 

    學校旅行是每個學

生最期待的活動，可

是，由於疫情關係，我

們已經兩年沒有去旅行

了。在小學生涯中，三

年級上學期的學校旅行令我印象最深刻。 

 

    想當年，我和老師、同學去郊野公園野餐。

在那裏，我和同學吃飽喝足後，便玩起了遊戲，

老師看到我們活蹦亂跳的樣子，欣慰地笑了。 

 

    突然，我想去「方便」一下，可是我一問之下

才發現最近的廁所也在二點五公里之外。慶幸的

是，有一個同學也想要上廁所，所以我和他一起

踏上了往廁所的旅程。可笑的是，我們令留在原地

的同學兩個小時沒有事做；可悲的是，我足足憋了

一個小時才能「方便」。「方便」過後，我不敢怠

慢，跑得大汗淋漓地回到原地，因為我怕老師和

同學們久等。 

 

    在這次旅行中，我感到十分抱歉，因為我令

老師和同學久等了。我希望疫情能儘快結束，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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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旅行能順利舉行。 

 

★老師的話： 

扣題，能清晰寫出難忘的事，內容十分有趣！ 

 
我學會了騎自行車  六年級 陳震霆 

 

       五月十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學會了騎自行車。雖然我以前學過

騎自行車，可是到現在還是學不會，今天我就下

決心學會如何騎自行車。爸爸說：「騎自行車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不怕受傷的勇氣

的。」我自信地說：「我不怕的，快點開始吧！」 

 

    首先，爸爸開車帶我到元朗的自行車場。他

先教我熟習腳踏、剎車掣和響鈴的位置。我熟習

了腳踏，便小心地騎上去，可是我常常跌倒。爸

爸一邊教我平衡，一邊鼓勵我再嘗試。我按照爸

爸的吩咐再次試騎......我終於能平衡了！原來看似

簡單的事，實際做起來是不容易的。 

 

    接着，我開始學習剎車，這是最考驗人的手

眼協調的。我練習了一會，手汗已經像瀑布一般

湧出來，但我沒有放棄，終於成功了。然後，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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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要我再反覆練習幾遍。 

 

    最後，我終於成功學會了騎自

行車！大家知道我學會了騎自行車

都讚不絕口，我頓時感到很自豪！

這次經歷讓我明白到騎自行車一

點也不難，不過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需要常練習才會成功。 

 

★老師的話： 

震霆，欣賞你學騎自行車的毅力，以及有不怕受傷

的勇氣。文章能仔細描述學習的過程，特別欣賞你

以「瀑布」來比喻手汗，顯出當時緊張和專注。 

 

讓我大開眼界的一週 六年級 吳雨澤 
 

  這短短一週的西藏之旅不僅令我大開眼界，更

使我留下了許多無比珍貴的美好回憶...... 

 

    星期一，是我們來到西藏的第一天。在吃完了當

地美味的特色早

餐後，我們便整

裝待發前往西藏

最為著名的名勝

古蹟──布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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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了。剛到達目的地，便看見顏色赤紅的布達拉宮

尤如一隻匍匐着的雄獅般座落在高山上。布達拉宮

的外貌宏偉壯觀，巨大的宮殿無論在哪個角度觀賞

都清晰可見，讓人不禁產生出要頂禮膜拜的感覺。

除了外觀之外，布達拉宮的內部裝飾也毫不遜色，

隨處可見許多栩栩如生的雕像，而宮內的壁畫都令

人忍不住發出讚嘆之聲，真叫人看着看着都不想離

開了。 

 

    星期三，我們一家一大早就準備好要去納木錯

遊玩了。我一下車，便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一望

無際的湖面清澄如鏡，澄亮的湖面倒映出天空的美

景，彷彿與天空融為一體，令人着迷。 

 

    在這短短的一週中，西藏不僅給我留下了許多

美好回憶，更令我流連忘返啊！ 

 

★老師的話： 

文筆流暢、詞語豐富，能把見聞和感受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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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忘的生日          三年級  吳梓軒

 
每當我看見掛在牆上的照片，就會想起去年我

的八歲生日，當天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去年，我和家人在家裏慶祝我的八歲生日。 

     

原本以為爸爸會給我一個驚喜，回來和我過生

日，但是與平常一樣，令我十分失望。我一起牀，

就看到我的書桌上擺放了一份禮物。我迫不及待地

拆開禮物，看見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整套「哥斯拉」

模型，令我驚喜萬分。 

     

我看見爸爸寫給我的一張生日卡，告訴我不能

回來陪我過生日的原因。我看完後，流下了眼淚。 

     

最後，我們透過視像與爸爸拍照

留念。雖然爸爸不能回來陪我過生

日，但他也悉心為我安排了一個特別

的生日。我感到既感動，又無奈。我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我們可以一家團

聚，共享天倫之樂。 

 

★老師的話： 

文筆流暢，用詞豐富，感情真摯，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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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生日    三年級  陳錦軒

 
 當我在整理照片時，看見了這張合家歡的大合

照，腦海裏情不自禁地想起去年我們為外公舉辦的

大壽宴。 

  

去年，是外公六十歲的生日，這是一個很特別

的日子，所以我們一家人特意為外公舉行了一個盛

大的生日會慶祝。 

   

當天早上，我和爸爸媽媽精心地佈置客廳：牆

上掛着五顏六色的氣球，大門口掛着七彩繽紛的彩

帶，飯桌上鋪了一張紅色的桌布，非常喜慶。 

 

突然，小姨拿出一個大蛋糕來，慢慢地走到外

公面前，大家就跟着小姨一起，一邊唱生日歌，一

邊跳舞。外公頓時歡天喜地地大笑起來！原來小姨

特意挑選了一個有「六十」字樣的蛋糕，旁邊還放

了兩個又大又圓的巧克力壽桃，還有我喜愛的草

莓。更加特別的是，「六十」字樣後面還寫了「身體

健康」這幾個字呢！ 

 

正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唱歌時，突然聽見了爆竹

聲。原來舅父用手機程式，播放爆竹的音效，增加

熱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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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一起拍了一張大合

照，大家的笑容都十分燦爛。我們

還精心挑選了一件黃銅鑄的壽桃

當禮物送給外公。 

 

這個生日能與一家人相聚，肯定能讓外公難以

忘記！多希望下次還可以與大家一起給外公過生

日，一起吃美味的蛋糕！ 

 

★老師的話： 

錦軒，你的文章實在令我眼前一亮！除了創意十足

外，文章內容、結構、文句表達均佳！ 
 

難忘的生日      三年級 陳秦露 

 
每當我看見桌上的相框，就想起我的好朋友佳

欣。這是我六歲時，她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同時，

也勾起了我對六歲生日那天的回憶：爸媽精心為我

舉辦的生日派對。 

   

生日當天，爸媽提前叫工作人員裝飾了水晶巴

士。下午，爸媽帶我去尖沙咀乘搭我夢寐以求的水

晶巴士。 

 

  晚上，我的好朋友都來巴士上參加我的生日派

對。工作人員端上來各式各樣精美可口的點心和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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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我們一邊品嚐食物，一邊欣賞窗外迷人的香港

夜景。 

   

水晶巴士中途停在中環，那裏有巨型的摩天

輪。我和小朋友看見後，就興高采烈地下了車跑過

去，準備乘坐摩天輪。我們坐在摩天輪上，維港夜

景盡收眼底，有一種一覽眾山的感覺！我們驚喜萬

分，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感到心豁然開朗。 

 

最後，我們拍了許多照片留念。不知不覺，生

日派對已經接近尾聲，我們卻都還不肯離開。 

 

這次特別的水晶巴士旅程讓

我十分難忘，也是我最難忘的一次

生日體驗。謝謝爸媽為我準備的生

日驚喜！希望以後的生日還能夠

和大家一起度過！ 

 

★老師的話： 

文章內容非常吸引人！能夠很詳細地按照時間順

序向讀者講解了難忘的生日的完整過程。文句表達

也暢達！老師可以感受到你這次生日的快樂心情，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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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天     四年級 伍詠謙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 

 

  回想起我今早在疫情下的第

一天上學，我到現在還是有點戰戰

兢兢！ 

   

今天早上回到學校時，我看見

所有老師和同學都戴上口罩，還聽見有同學對老師

說：「今天可以回校上課，我既開心又害怕。」我心

想：如果不是疫情的關係，我們就不需要留在家中

上網課，可以愉快地在學校學習了。 

   

在課間休息時，有些同學脫下口罩吃東西，突

然，我聽到有一位同學打了一個「大」噴嚏。我頓

時嚇了一跳，一不小心整個人跌倒在地上，因為我

害怕他的飛沫帶有病毒，會隨時傳染給我。這時，

王老師看到事情的來龍去脈，便告訴我：「即使疫情

嚴重，也不用過份擔心。只要戴上口罩和做好防護

措施就不會被傳染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即使有疫症，也不要

過於緊張，要以平常心面對疫情。 

 

 



32 

 

★老師的話： 

這是一篇十分寫實的文章。2020年是很不容易過的

一年，但只要心存盼望，相信生活和學習都能重回

正軌。 

 

              難忘的一天        四年級 林欣婷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 

 

    回想起兩個月前我跟爸媽到日本賞楓葉的事，

我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 

     

兩個月前，爸媽帶我到日本賞楓葉。我們到達

目的地後，看到那裏人山人海，非常熱鬧。有的人

在拍照，有的人在賞楓葉，有的人還在野餐呢！大

家都展露出像太陽花般燦爛的笑容。突然，有位小

妹妹大叫：「嘩！今年日本的楓葉真的很美麗啊！」

我心想：沒錯，如果時間可以停留在這刻便好了！ 

     

這一刻，是我最難忘的

一刻，因為爸爸的工作很

忙，很難得才放假。這次終

於能跟家人一起在日本欣

賞五顔六色的楓葉，共聚天

倫，真是非常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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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真是很難忘和溫馨的一天，因為一家人能

團聚是很珍貴的事情，日後我一定會更加珍惜與家

人在一起的日子。 

  

★老師的話： 

你能通過記與家人一起欣賞楓葉的事情，帶出要珍

惜與家人相處的日子，真棒！佳作！   

 

難忘的一天     四年級 王書浩

 
十月三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媽媽和姐姐一起去稻城亞丁爬山。 

 

    在山下，我們看到這座山非常高，不知道甚麼時

候才能爬到山頂。我們買完門票後，先坐上觀光車

到山腰上，車上的司機對我們說：「這裏的海拔很

高，不要走太快，不然會很累。」我們都點點頭。 

     

到了山腰，我們要走路上山了。我們走着走着

發現沿路有很多石頭，而且它們都是疊起來的。走

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我就已經氣喘吁吁了，我就

和姐姐說：「我已經很累了，我先和媽媽回去好

嗎？」姐姐回答我說：「可以。」然後，我糾結了一

會兒，因為姐姐和媽媽不斷鼓勵我，最終我堅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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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頂。最後，我們走到了山頂看到了很美的景色。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

「堅持才會有回報」的道理，堅

持下去就一定有回報。我決定無

論做任何事，都會堅持到底。今

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老師的話： 

文具流暢，文章一氣呵成，很棒！你能通過爬山一

事，帶出「堅持才會有回報」的道理，真了不起呢！ 

 

難忘的一天        四年級 李雨澤 

十月八日  星期四  晴 

 

    十月金秋，讓我回憶起去年十月一日登長城的

經歷，那真是難忘的一天！ 

 

    那天，我狼吞虎嚥地吃完早餐，就跟媽媽、兩位

好朋友和他們的媽媽一行六人向慕田峪長城出發。 

 

    經過一個多小時，我們到達長城腳下，那裏人山

人海。這時，媽媽們的一聲令下，我們三個小孩開

始登長城比賽。開始的時候，他倆遙遙領先，我感

到有些着急，因為他們都比我年長，體力比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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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我很難追上他們。這時，我想到了《龜兔

賽跑》的故事，鼓勵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要

堅持到底！到了非常陡峭的第十九號烽火臺了，由

於他們在前面的路程所消耗的體力太多，所以筋疲

力盡得爬不動了。我還是堅持不懈地追趕着，終於

在半小時後，我超過了他們，第一個登上最高點

──第二十號烽火臺，我感到非常自豪！ 

     

這一天，我不畏艱難，登

上長城，成為好漢！這是我非

常寶貴而難忘的記憶！ 

 

★老師的話： 

行文流暢，用詞豐富且準確，能引用《龜兔賽跑》

的故事來鼓勵自己，並帶出「堅持到底」的道理，

是非常出色的文章！真棒！ 

 

          難忘的一天       四年級  羅焯恩 

 
四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天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一大清早就起牀了。爸爸

說:「今天帶你到香港濕地公園遊玩。」 

 

到達公園後，我非常興奮，左看看，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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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很多不同的昆蟲，十分漂亮。當我想去看蝴

蝶的時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來，地面非常濕滑。這

時候，我看見一位老公公一不小心滑倒在地上。 

 

我看看四周的路人，發現沒有路人想扶起那滑

倒在地上的老公公。我心想:下雨天地面濕滑是很正

常的，他自己不小心滑倒，我不用管。爸爸看到這

樣，便對我說：「幫助別人是需要自己主動的！」聽

到爸爸的話後，我頓時感到很慚愧，我馬上上前把

老公公扶起來。老公公高興地説：「謝謝你！你願意

主動幫助我，我十分感謝你呢！」我聽到後，感到

很快樂。 

 

這次經歷讓我覺得非常難

忘，我體會到幫助別人，不必等

別人提醒才去做，我也可以主

動去幫助別人呢！ 

 

★老師的話： 

欣賞你文章結構完整，更能提醒大家各人都可以主

動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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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的事/物     五年級 葉啟睿

 
四月一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我遇到一隻恐怖的東西，那就是令我十分

害怕的蜘蛛，它的長相十分恐怖，長了一雙黃色的

眼睛。如果被它咬到，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早上九時，我到新居旁邊的小路散步，那些花朵

和樹木長得十分漂亮和茂盛，還有不同的小動物和

昆蟲，例如小鳥、蟬、倉鼠等。 

     

    途中，我看到有一個叢林的入口，旁邊有一個指

示牌，上面寫着「請勿進入」，那時我在好奇心驅

使下不由自主地進入了叢林。當我走進去後，立刻

就後悔了。因為我看見一隻十厘米大的蜘蛛在我旁

邊，我看見它時立刻逃跑，但它爬到我的手臂上，

雖然我用另一隻手撥走它，但也無補於事，還被它

咬了一口。我立刻使勁地揮動雙手，把它弄到地上，

再一腳把它踩死。然而，蜘蛛的毒素在我身上已經

生效，痛得我在地上滾來滾去，最後還暈了過去。 

 

    當我醒來後，就睡在醫院的病牀上。醫生告訴我

有人發現我暈在叢林，然後叫救護車送我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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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還說幸好蜘蛛的毒素不太厲害，沒有傷及性

命，最後他要我在醫院休養一天。 

 

    我之所以那麼害怕蜘蛛，是因為這

次的慘痛經歷。那被它咬傷的感覺到現

在都讓我感到十分難受，這次經歷讓我領悟一個道

理，那就是千萬不要隨便跑進叢林。 

 

★老師的話： 

內容充實，具組織，不錯! 

 

我害怕的事/物    五年級 張思捷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陰 

 

    今天，我遇到一樣非常嘔心的東西，那就是令人

不寒而慄的蟑螂。它的長相不單嚇人，身體呈橢圓

形和扁平，還有着深沉的赤褐色。腳上長滿毛刺，

給人恐怖的感覺。 

     

    晚上十時，我和妹妹睡覺前拿了一包餅乾在睡

房吃。當預備上牀睡覺，突然發現地上出現了一隻

蟑螂。 

     

   當我和妹妹發現那隻蟑螂時，我們嚇得立刻告訴

媽媽，然後媽媽就用拖鞋拍死了那隻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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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被消滅後，我和妹妹很安心。可是，沒想到

被拍扁的蟑螂「遺體」，比它生前更嘔心。它被拍扁

後，內臟也擠出來。結果，我和妹妹在凌晨三時才

能入睡。 

     

    我之所以那麼害怕蟑螂，是因為那

隻死了的蟑螂，它的身體變得更加扁平

和嘔心，令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這

次經歷讓我領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不

要在睡房吃東西，時刻要保持清潔。 

 

★老師的話： 

文章發展緊湊，能說出怕蟑螂的原因，很好! 
 

我真幸福        六年級 葛玥林

 
    幸福是一種感覺， 即人的滿足感。因此人生要

追求幸福，但不可強求幸福，這就是人生幸福的關

鍵所在。 

 

    首先，我找到自己的興趣，我感到很幸福。我喜

歡畫畫，我會在星期六、日去畫

室靜下心來，認真地完成我的作

品。在繪畫的過程中， 我經常會

遇到一些困難，但經過老師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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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我總會完成作品。完成之後，我會有一種成就

感，這就是幸福。其實幸福真的很簡單！ 

 

    其次，每當踏進我的小書房時，我都會有一股莫

名其妙的幸福和滿足感。在這裏，我可以忘掉所有

的不快。因為書房裏不僅有各種畫具，比如：馬克

斯筆、水彩筆…… 還有一張柔軟的小沙發，讓我無

憂地躺在上面。這一切都讓我產生幸福感。 

 

    最後，家裏無數象徵着幸福的玩具圍繞着我。

在我的睡房裏，有各式各樣的毛絨玩具，有的是在

旅行時帶回來的，有的是別人送給我的，有的是爸

媽媽給我買的。每當看到它們，我都有一種溫暖、

親切、幸福的感覺。 

 

    總而言之，幸福是一種感覺，就算是一些日常小

事，也可以使人獲得滿滿的幸福感。因此，只要懂

得發現身邊事物的美，幸福就隨手可得。 

 

★老師的話： 

要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也要關顧你身邊需要幫助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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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幸運        六年級 鮑凱晴

 
幸福是一種持續時間較長，對現在生活的滿足

感，並希望保持現有狀態的心情。以下我會分三部

份來說說我真幸福的原因。 

 

首先，我擁有健全的身體。我有明亮的眼睛可

以看見色彩繽紛的世界;我有四肢可以跑步和玩

耍……有些人要每天去醫院吃藥和打針，相比他們

我真幸福。 

 

此外，我也擁有溫馨的家庭。我雖然沒有兄弟

姊妹，但爸爸、媽媽和外婆給我無條件的愛和關懷，

每天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使我能活在幸福中。 

 

最後，我還有一隻活潑的鸚

鵡。我從小便飼養鸚鵡，牠會和

我說話和玩耍，有的時候牠也會

是發小脾氣呢！每當我放學回

家的時候，就會聽到牠和我嚷着說：「姐姐回家。」

此刻，我真感到無比的幸福和愉快！ 

 

總的來說，我覺得我真的很幸福。媽媽從小就

教導我要珍惜和感恩現在擁有的東西，只要知足和

感恩便會得到永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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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你能常存感恩，生活自然會變得幸福。 

 

我真幸福        六年級 鄧詩慧

 

     甚麼是幸福？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不同，有

人認為只要能滿足物質上的生活便是幸福，但有人

卻認為要加上心靈上的富足才算是幸福。其實幸福

是自己心中的滿足感。  

 

    我雖然欠缺讀書的天份，但仍覺得很幸福。以下

我會分三段來說明我自己擁有甚麼，為甚麼會感到

幸福。 

     

    首先，我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記得從小到大，

我從不缺乏父母對我的關愛，無論是物質上的，還

是心靈上的需要，父母都一一關顧，對我日常生活

上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的，這一切都讓我感到無

比幸福。 

     

    此外，我也擁有舞蹈天賦。很小的時候，老師就

給予我非常高的評價，說我的柔軟度很高，很適當

學習芭蕾舞。即使我現在稍微胖了一點，也沒有減

低我的柔軟度。與生俱來的舞蹈天賦讓我心中感到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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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還擁有強健的體魄。從小到現在，我

都很少生病，當然這也是家人的功勞，沒有他們無

微不至的照顧，我也不能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當

然，也要感恩上天給予我強健的體魄，讓我能幸福

地感受及體驗世界。 

     

    總括而言，我是一個幸福的孩子，我會珍惜着自

己擁有的「半杯水」。 

 

★老師的話： 

文章結構清晰具條理，能引合宜的事例抒發感情以

配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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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了得的是畫畫    二年級 陳允祈

 
    自從三歲開始，我就喜歡畫畫，因

為畫畫給我很大的滿足感。我在家裏

有很多作品，例如：小兔、小貓、獨

角獸......我將來希望成為一位畫家。 

 

★老師的話：允祈，希望你夢想成真！ 

 

最令我快樂的事    二年級 麥子怡

 
    令我快樂的事是考試得了一百分。那時候我的

心情開心極了！我要感謝老師辛勤

的教導和滿有愛心的監督。有付出，

才會有好成績。沒有付出，是不會

有好結果的。 

 

★老師的話： 

子怡，你說得真好呢！欣賞你努力溫習，並得到好

成績。 

 

         最令我快樂的事      二年級 陳錦鋒  

 
最令我快樂的事就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迪士

尼樂園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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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爸爸、媽媽、弟弟一起乘

搭巴士前往迪士尼樂園。進入樂園

後，我看見那裏人山人海的同時，

一眼便看到新的「睡公主城堡」了。 

     

    首先，我們玩「太空飛碟」。登上飛碟後，飛碟

徐徐升空，開始高速旋轉……然後在玩「飛越太空

山」的時候，我坐上過山車，在黑暗的「星空」中

極速穿梭，我既緊張又害怕。接着我們又去玩「瘋

帽子旋轉杯」、「灰姑娘旋轉木馬」、「轉轉彈弓

狗」……  

     

    天漸漸黑了，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迪士尼樂園。

這天，我玩得很開心，期待下次再去玩。 

 

★老師的話：  

相信你這趟迪士尼樂園之旅一定過得很快樂呢！   

        

我最喜愛的動物    四年級 黃景業

 
  我的家裏住了一個「小霸王」，牠是一隻烏龜。

牠的外形就像一塊小小的石頭，性格既古怪又貪

吃。 

   

牠的體形細小，全身長滿有斑點的皮膚。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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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小小的耳朵，還有一雙黑色的眼睛，像黑寶石

一樣閃耀。牠還有一個結實的龜殼，樣子十分可愛。 

    

雖然牠的體形十分細小，但是牠是一隻非常饞

嘴的烏龜。有一次，我想餵牠吃牠十分喜愛的龜糧

時，牠竟突然伸出脖子，然後狼吞虎嚥地吃掉這些

龜糧，差一點就連我的手指都吃掉了呢！ 

   

牠的性格還很古怪，每當我想摸牠的時候，牠

就會用兇惡的眼睛瞪着我，然後咬我。但如果是弟

弟摸牠的話，牠就不會這樣，牠好像只生我的氣。 

    

雖然牠常常這樣對我，但我仍很

喜歡牠，因為在我無聊的時候，牠可

以陪伴我，就像我的朋友似的。 

 

★老師的話： 

欣賞你能運用動態和靜態描寫來描述龜的特徵以

及加入個人的聯想。  

 

我最喜愛的動物  四年級 吳勝宇 

   

你知道我最喜愛的動物是甚麼嗎？我最喜愛

的動物是蛇。蛇的外形活潑可愛，性格既冷靜又溫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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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的體形細小，全身長滿鱗片。牠沒有耳朵，

一雙紅色的眼睛，像紅寶石般閃耀，牠還有一條長

長的尾巴和舌頭，樣子十分可愛。 

   

蛇的性格很溫柔，十分平近易人，不會主動襲

擊他人。有一次，我去遠足的時候，遇見一條蛇，

牠的眼神兇狠，像要把我吃掉的樣子，我被嚇得後

退三步，可我明白牠根本沒想過襲擊我。 

   

牠還有冷靜的一面。當牠面對敵人的襲擊時，

總能冷靜地面對。有一次，我在網上看見一條蛇被

鱷魚襲擊，牠也能冷靜面對，最後逃出生天。 

   

我覺得蛇是一種「敵不動我不動，

敵一動我才動」的動物，不會胡亂傷害

別人，但又能冷靜面對危機。 

 

★老師的話： 

欣賞你能善用設問作為引子，並能運用動態及靜態

描寫來講述蛇的特徵。 

 

我最喜愛的動物    四年級  葉凱澄   

      
我最喜愛的動物是兔子，牠的外形十分可愛，

性格乖巧又貪吃，令我們一家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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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兔子的體形細小，

全身有白茸茸的毛。牠有一對

珍珠白的長耳朵，一雙細小的

眼睛，像紅寶石閃閃發光，一個

黑黝黝的鼻子，一個灰灰的小

嘴巴，還有像球體般雪白的尾巴，十分可愛。 

     

牠的性格十分乖巧，當我命令牠做一件事的時

候，牠不會搖頭晃腦，而會以最快的時間完成這件

事情。 

     

牠還有貪吃的一面，牠最喜愛的食物有很多，

例如：玉米、菠菜、蘋果等，但是牠始終最愛的還

是胡蘿蔔。有一次，我給牠一些食物，牠就開心得

蹦蹦跳跳的，樣子十分逗笑！ 

     

牠已經加入我的家庭半年多了，雖然我和牠相

處的時間不是很久，但是我們之間不知不覺建立了

一份友誼，成為了好朋友。 

 

★老師評語： 

欣賞你能仔細地描寫你家小兔子的外貌和行為，真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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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動物    四年級 周柏烽

 

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喜愛的動物，我也不例外，

而我最喜歡動物就是貴婦狗。 

 

我家的貴婦狗名叫多多，牠體形細小，性格既

貪玩又盡職。 

 

我家的狗狗全身毛茸茸的，長滿了金色和白色

的毛。牠有一條長長的尾巴，一雙紅彤彤的眼睛，

像兩顆閃閃發光的紅寶石。牠還有一個黑黝黝的小

鼻子，經常到處嗅東西，好像對所有事物都十分好

奇。 

 

貴婦狗的性格非常盡職。每當我回家的時候，

多多雙眼都閃閃發亮，牠的尾巴會搖來搖去，還會

咬着我的拖鞋快速地跑過來幫我穿上。 

 

貴婦狗也有貪玩的一面。牠常常會要我和牠玩

耍。有一次，我和多多在公園裏，我一拿着皮球，

牠就屏息凝視看着那個皮球。我一拋皮球，牠前腿

便往上跳起來，嘴巴緊緊咬着

那個皮球，然後快速地跑過來

把皮球還給我。牠的樣子非常

帥氣和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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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加入我的家庭十年多了，每當我走過去逗

牠玩耍時，牠總是把小腦袋伸出來嗅我的手指頭。

當我在家裏覺得無聊的時候，牠都會陪着我看電視

節目，我們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份友誼，成了好朋

友。我很愛牠，牠也很愛我。 

 

★老師的話： 

十分欣賞你用心寫作，反映你對這題目有充分的

準備及想法。 

 

我最喜愛的動物     四年級 鄭淑恩

 

從小至大，我便渴望養一隻小倉鼠。倉鼠外形

細小可愛，既又溫柔又貪玩。 

 

爸爸知道我喜歡倉鼠，特意買了一隻小倉鼠給

我。牠全身長滿白茸茸的短毛，有一對細小的耳朵，

一雙黑黝黝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閃着亮光，真可

愛！ 

 

小倉鼠性格溫柔。有一次，因為我中文科成績

不及格，我失望地哭了，小倉鼠看見我低下了頭，

悶悶不樂的樣子，就直衝過來，用前爪緊緊抓着籠

子的欄杆，抬起頭來，瞇着眼睛，好像在向我說：

「不要哭，你下次繼續努力！」所以我覺得牠又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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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又可愛！ 

 

小倉鼠也有貪玩的一面。我

發現牠在籠裏的時候，非常喜歡

玩跑輪，只要牠一踏上跑輪，就

開始用腿向前跑，好像跑也跑不完，就算牠跑到累，

也不管，繼續拼命地向前跑。 

 

我覺得牠又淘氣，又溫柔可親，就算牠做錯一

點事，我也不捨得罵牠呢！ 

 

★老師的話： 

很棒！能細緻寫出倉鼠的動態，文章豐富、流暢。 

 

我最喜歡的動物      四年級  黃昱熹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甚麼呢？牠

就是非常可愛的大熊貓啊！牠的外

形胖乎乎的，十分可愛，性格既懶惰

又貪吃。 

 

熊貓的體型是圓滾滾的，牠長着

一身黑白相間的毛，特別引人注目，牠還有一雙圓

圓的「黑眼圈」和一個圓圓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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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非常懶惰。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牠走

路時總是慢吞吞的，還天天咕嚕咕嚕的躺在竹林裏

睡覺。 

 

牠不但懶惰，還非常貪吃呢！一看到有竹子就

馬上吃個不停，好像幾天沒吃飯一樣，狼吞虎嚥地

把竹子塞進肚子裏，還會東張西望，生怕別人會搶

走牠的竹子。 

 

我很喜歡大熊貓，但是牠們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珍惜牠們，不要使牠們絕種。 

 

★老師的話： 

欣賞你運用了形容詞及動態描寫把大熊貓寫得非

常立體！佳！ 

 

 我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文梓樂 

 
    俗語有說：「民以食為天」，中國的特色菜不勝

枚舉，例如：北京的烤鴨、江南的小籠包、廣東的

鹽焗雞……而我卻對四川的宮保雞丁情有獨鍾。以

下我會分三部份來介紹宮保雞丁。 

     

    首先，我會介紹宮保雞丁的賣相和味道。宮保雞

丁的顏色艷麗，金黃色的雞丁和翠綠色的黃瓜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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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在紅彤彤的辣椒的襯托下，整道菜顯得更

光亮誘人，光是顏色就令人醉倒了！雞肉的鮮嫩配

合花生的香脆，入口鮮嫩酥香，紅而不辣，辣而不

猛，肉質滑脆，十分美味。由此可見，這道菜既好

看又美味。 

 

    其次，我會介紹宮保雞丁的來

源。清朝時，四川總督丁寶楨微服

到山東 濟南私訪。突然，他聞到

一股香味從一農家院中飄出，於

是他迅步走進院中，並品嚐了一口由一名中年男子

烹調的「宮保雞丁」。丁寶楨覺得味道十分鮮味，他

吃了一次便回味無窮。回府後便遣人重金把那男子

聘為家廚，並以這道菜為「壓軸菜」招待客人，每

個人吃了都讚不絕口。由此可見，這道菜歷史悠久，

是中國珍貴的飲食文化遺產。 

 

最後，我會介紹宮保雞丁的營養價值。宮保雞丁

含蛋白質、鈣、鐵、維生素及碳水化合物等營養成

分，具有温中益氣、滋補五臟的功效。食之可以養

生滋補、增進食慾、促進人體健康、增強機體抵抗

能力。這是多麼有營養的一道菜啊！ 

 

總的來說，宮保雞丁以色、香、味、形俱全而

聞名於世，既美味又健康，是中國珍貴的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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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也是最讓我情有獨鍾的一道菜。 

 

★老師的話﹕ 

內容豐富，文筆流暢優美，尤其形容菜式的部分，

文辭細緻。結構嚴謹，整體表現優秀，佳作！ 

 

       我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黃婉晴     

 
    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可見中國人非常重視飲

食，而我最喜歡的中國菜就是餃子。以下我會分三

部份來介紹餃子的來源、做法和營養。 

     

    首先，我會介紹餃子的來源。很久以前，有一位

神醫要出外遠行，他回來時已經是春節了。有很多

人的耳朵凍傷了，於是神醫就把羊肉、韭菜等材料

用麵粉皮包好，然後煮熟。他把這些食物分給那些

人吃，他們吃後，過了幾天耳朵就康復了。這種食

物就是餃子了。從此以後，中國人就有春節吃餃子

的習慣了。 

     

    然後，我會說說餃子的做法。做餃子的材料有肉

類、蔬菜、蛋黃和餃子皮。首先要把切碎的肉醃好，

然後加上切碎的蔬菜，攪拌後，加入蛋黃，再拌至

看不見蛋黃為止。接着用餃子皮把餡料包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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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錢包的樣子，最後把餃子拿去煎或

蒸，餃子就做好了。煎餃顏色焦黃，

而蒸餃則是粉白色，各有特色。而且

餃子香味誘人，讓人想一口氣吃掉全

部餃子呢！ 

     

    最後，我會說說餃子的營養價值。餃子含有碳水

化合物、維生素、礦物質、脂肪和蛋白質等五種營

養，能促進新陳代謝，還有驅寒等功效，而且容易

被吸收，所以餃子其實有着「醫食同源」的特質

呢！ 

     

    總的來說，餃子的營養豐富、色彩美麗、味道吸

引、形狀好看，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 

 

★老師的話﹕ 

文章結構完整，內容豐富，文句流暢，選材詳略得

宜，整體表現優秀！ 

 

 我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唐詩瑤 

 

     古語有云：「王者以民為天，

民以食為天。」可見中國人十分重

視吃。那我最喜歡吃甚麼中國菜

呢？我最喜歡吃的中國菜是水煮魚。以下我會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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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份來介紹水煮魚。 

 

    首先，我會介紹水煮魚的來源。水煮魚源自一個

有趣的故事。其實，水煮魚的前身是重慶特有的火

鍋魚。有一位小廚師的朋友經常在江裏撈草魚去他

家作客。有一天，這位朋友突然到小廚師家作客時，

小廚師家中沒有別的食材，他靈機一動，想起了辛

辣、爽滑的火鍋魚。於是，他把草魚做成火鍋魚。

做好後，他讓朋友嚐了一口，那位朋友立刻讚不絕

口。後來，在一九八三年四川 重慶地區舉辦的一次

廚藝大賽上，他以這道菜獲得了大獎。從此，這道

菜就一舉成名。 

 

    接着，我會介紹水煮魚的烹調方法和材料。水煮

魚的材料十分豐富，有草魚、黃豆芽、榨菜、大蒜、

薑、花椒、乾辣椒和色拉油。把材料放進鍋中煮熟

後，再把色拉油倒進鍋中再煮一點時間， 色、香、

味、形俱全的水煮魚就做好了。它淡紅、它酸辣、

它香濃、它柔軟。水煮魚真是一道色、香、味、形

俱全的中國菜！ 

  

    最後，我會介紹水煮魚的營養價值。水煮魚有十

分高的營養價值和食療作用，例如：暖胃和中、平

肝祛風、益眼明目等等。草魚還含有維生素乙一、

乙二、尼克酸等，對身體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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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我真的很喜歡水煮魚這道中國菜！

我們一定要把中國的飲食文化傳承下去。 

 

★老師的話﹕ 

內容豐富，結構清晰，全面介紹了水煮魚。欣賞你

運用了不少四字詞，也靈活運用了課文所學。 

  

我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何金鵬 

 
    中國有句諺語──「民以食

為天。」可見中國人很喜歡吃東

西。我相信每個中國人都有一道

自己喜歡的中國菜。你又最喜歡

甚麼中國菜呢？而我最喜歡的是來自四川的川菜

—辣子雞。以下我會分三個部分來介紹辣子雞的來

源、烹調方法和營養價值。 

     

首先，我會說說辣子雞這道菜的來源。據說在

十多年前的一個新年，西平鎮 六村村民龔紅雲在下

廚炒雞的時候不小心把一碗辣椒潑到鍋裏，只好繼

續炒雞。就這樣當龔紅雲炒完後，辣子雞便做出來

了！品嚐過的人覺得味道非凡，便一直流傳至今！ 

     

接着，我會說說辣子雞的烹調方法、賣相和味

道。各地由於風味不同，辣子雞都各有特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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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有一整隻雞、蔥、乾辣椒、花椒等。烹調方法

就是先把公雞宰好洗淨，生薑拍鬆、蔥切寸段，然

後將雞腌半小時。之後把乾辣椒洗乾淨，把雞炒三

至五分鐘。隨後加入蔥、薑等快炒便成。它的顏色

鮮紅，味道香辣，略帶回甜，十分美味！ 

     

最後，我會說說它的營養價值。它含有豐富蛋

白質，可以幫助人回復體力，而且還低脂肪呢！ 

     

總的來說，辣子雞是一道很有特色的中國菜，

也是我最喜歡的中國菜。 

 

★老師的話： 

介紹清晰，讓人很想品嚐這道菜色，不錯！ 

 

我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楊凱晴 

 
    俗話說：「王者以食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意

思是人民把食物奉為天，君王就把人民奉為天，可

見中國人都把食物放在第一位。那你最喜歡吃甚麼

中國菜？我最喜歡吃的中國菜就是北京填鴨。以下

我會分三個部分來介紹北京烤鴨的烹煮方法、來源

和營養價值。 

      

首先，我會說說北京烤鴨的來源。據說由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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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烤鴨肥瘦分明，鮮嫩適度，

在元、明、清三代均為宮廷御

膳珍品。原本北京冬雪無鴨，

但成祖懷念兒時在南京曾品

嚐烤鴨的快樂，將之帶到北京

宮廷，故取名為「北京烤鴨」。而大家都很喜歡吃北

京烤鴨，所以一直流傳至今。 

 

其次，我會說說北京烤鴨的烹煮方法。它的主

要材料有鴨、麵粉和青瓜。而這個菜式的做法有點

難。首先，要把鴨放入烤箱焗三十分鐘，然後把麵

粉皮放進蒸箱十五分鐘，最後把鴨皮切出來上碟便

可。吃的時候要把麵粉皮包裹着鴨皮，加上青瓜及

甜醬，美味無窮！ 

     

最後，我會說說北京烤鴨的營養價值。這道菜

含豐富的蛋白質及鐵質，可以補充人的能量，以及

使人骨骼更強壯。 

     

總的來說，我很喜歡北京烤鴨這道菜，因為它

不但美味，還有豐富的營養，真是別具特色的一道

中國菜！ 

 

★老師的話： 

能掌握說明文的寫作手法，結構完整，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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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  五年級 鍾子希 

 
民間有一句諺語：「民以食為天。」你們最喜歡

的是哪一道中國菜？我最喜歡的中國菜是麻婆豆

腐。以下我會分三個部份來介紹麻婆豆腐的烹調方

法、營養價值和來源。   

 

首先，我會說說麻婆豆腐的

烹調方法。我們要有豆腐、牛肉

碎或豬肉碎、辣椒和花椒等材

料，把它們混合在一起大火快炒

就可以了。由此可見，麻婆豆腐

的烹調方法不難，可顯出中國菜

的簡單烹調方法。 

 

然後，我會說說麻婆豆腐的營養價值。麻婆豆

腐含有鈣質、維生素、大豆蛋白、卵磷脂等，可以

清熱祛火、益氣、維持皮膚和黏膜健康。由此可見，

麻婆豆腐的營養價值十分豐富，對身體很有益。 

 

最後，我會說說麻婆豆腐的來源。清朝同治元

年，有一家店的老闆娘臉上微麻，人稱「陳麻婆」，

她對豆腐有一套獨特的烹調技巧，後來就變成了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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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豆腐。由此可見，中國菜色的歷史十分有趣。 

 

總而言之，我很喜歡麻婆豆腐這道菜，因為麻

婆豆腐的烹調方法很容易，味道也很可口。中國菜

真是別具特色！ 

 

★老師的話： 

說明文的結構清晰，內容能簡單而清楚地配合各段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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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令人後悔的事    四年級 伍詠謙 

 
 昨天課間休息時，我感到十分沉悶。忽然，我

想到一個壞主意，就是作弄膽小如鼠的小新，那一

定十分有趣吧！ 

   

 我知道小新最害怕的昆蟲是甚麼，於是，我靜

悄悄地走到他背後，大叫一聲：「有──蟑螂啊！」

小新聽到這句話後，拔腿就跑，可是他不小心被自

己鬆脫的鞋帶絆倒了。他的膝蓋擦傷了，還不停地

流血。這時，我知道我自己闖禍了！ 

   

突然，王老師走過來，原

來她在遠處已看到事情的來

龍去脈。她嚴厲地責備我，還

罰我一星期內不能在課間休

息時跟別人說話和玩耍，使

我羞愧得面紅耳赤。 

 

這件事令我非常後悔，我決定痛改前非，以後

不會作弄別人和自己的好朋友了。 

 

★老師的話： 

文章內容豐富，能清晰記敍事情的始末，而且能善

用不同的四字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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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令人後悔的事     四年級 葉凱澄 

 
看着妹妹臉上那一道疤痕，那

天的事馬上在我腦海中一一浮現

出來，令我十分後悔。 

     

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我

和妹妹在家裏玩耍，我一不小心，

就把立在地上的電風扇推跌了，整台電風扇就壓在

妹妹身上。我看到妹妹臉上突然出現了一道疤痕，

我嚇得尖叫起來。 

    

媽媽聽到我的尖叫聲就立刻從廚房走出來，她

發現妹妹臉上多了一道疤痕，就問我：「妹妹臉上的

疤痕是不是你弄的？」「不……不是……我啊！

是……是妹妹……自己推跌電風扇才會受傷啊！」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媽媽立刻識破我的謊言，她大

發雷霆地說：「做錯事已經不對，還要説謊！」我唯

有一五一十地説出事情的經過。媽媽聽完後，生氣

得像一座爆發中的火山一樣，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

並要我寫一封悔過書給妹妹道歉，我十分慚愧。 

     

這件事令我覺得非常後悔，我真希望妹妹臉上

的傷可以快點痊癒。我決定以後都不會再説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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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文章詳略得宜，内容豐富。你能在文章中適當地插

入對話，把自己做錯事並説謊時的不安心理立體地

呈現出來，好！ 

 

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四年級 何政翹 

 
看着這瓶顏料，上星期的事情馬上在我腦海裏

一一浮現出來，令我十分後悔。 

 

上星期天的下午，由於我的生日快到了，爸爸

送給我一輛我夢寐以求的玩具貨車，令我十分開

心。 

 

在回家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拆開禮物盒，然

後興高采烈地向媽媽展示和介紹火車的獨特之處。

回到停車場時，我頓時發覺爸爸的私家車門好像一

條「高速公路」，正好給我的玩具貨車在路上「運貨

物」。 

 

於是，我把車子放在「高速公路」上準備行駛，

然後盡情一推，車門上留下一道長長的、黑漆漆的

刮痕。媽媽馬上發現了，她非常震驚！我支支吾吾

地說：「媽媽……媽媽……怎……怎麼辦？」這時，

爸爸感覺我有點奇怪，緊張地走過來，看到刮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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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發雷霆地說：「為甚麼有這條刮痕？是不是你

造成的？是不是？」我被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回應，

只懂得大哭起來。媽媽叫我馬上道歉，可惜爸爸仍

不肯原諒我，令我十分傷心。 

 

自從那天起，爸爸一直都沒有理會我。於是，

我把一星期的零用錢省下來購買了一瓶白色的顏

料。我把顏料給爸爸，希望他原諒我，爸爸微微一

笑，說：「這顏料是不能用在車上的。」然後，他摸

摸我的頭笑了。 

 

這件事令我感到十分後悔，因為

我的貪玩導致爸爸的車輛受損。我答

應爸爸以後都不會再這麼頑皮了。 

 

★老師的話： 

十分欣賞你用心寫作。文章有組織，清晰表達你所

後悔的事，也感受到你由貪玩至慚愧的心理變化，

還有爸爸對你的愛。 

 

           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四年級 賴泳心 

 
昨天，我在家裏做英文功課時遇到一道非常困

難的題目，於是我便向爸爸和媽媽請教。爸爸和媽

媽也不知道如何解答這道艱深的題目，於是便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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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英國唸書的哥哥。 

 

哥哥在上課時幫我們解答這道艱深的題目，結

果被老師發現，並把他罵了一頓。而且，他還被同

學取笑。 

     

當我從爸媽口中得知哥哥為了幫我解題結果

被老師罵和被同學取笑後，十分內疚，我非常後悔

自己在不恰當的時間聯絡他。 

     

這件事令我感到十分後悔，

我決定遇到難解的題目時，先自

己想辦法，如果真的想不到怎樣

解答的話，再在哥哥空閒時請教他。 

 

★老師的話： 

文句通順，能完整地寫出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

及道理，好！ 

 

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四年級 何思雅 

 
許多童年的往事我都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但

唯獨那件事，我仍然記憶猶新。 

     

這件事是在我六歲的時候發生的。那天，我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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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妹妹悄悄地走進媽媽的房間玩。突然，我發現媽

媽牀邊的抽屜打開了，我和妹妹都十分好奇。於是，

我小心翼翼地拉開了抽屜，然後發現內裏有了一個

錢包，我拿了二十元就跑了。 

 

到了晚上，媽媽發現錢包裏的錢少了，就生氣

地問：「是誰偷了我的錢？」那時，我怕得全身發抖，

不停冒汗。妹妹告訴媽媽是我偷的，結果我被媽媽

教訓了一頓。 

 

於是，我立刻跟媽媽道

歉，並答應她以後都不會再

犯。這是一件令我十分後悔

的事，我一定會牢記這次教

訓，以後都不會再犯。 

 

★老師的話： 

結構完整，能寫出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及寫出

所汲取到的教訓。 

 

一件令爸媽安慰的事    五年級 蔡昕頌 

 
我的父母總是希望我彈琴有所進步。看着那張

鋼琴考試的成績表，我不禁想起一年前的那次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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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記得在一年前，我要考四級鋼

琴試，而它也是我的第一次鋼琴試。

快要到考試的日子了，我內心充滿

着好奇，可是我也非常不安和緊張，

因為我在考試曲目中的指法和速度

還未達標。 

 

這個時侯，爸爸對我說：「加油！我們會陪伴你

渡過這次難關的！」雖然我還是很擔心，但是我回

答：「知道了！我一定會努力，竭盡所能，拿到好成

績的！」於是，我每天都在房間裏努力地練習，為

我的考試做好充足的準備。 

 

終於到了考試日，我帶着清晰的頭腦以及靈活

的手指到考試場地，腦海中不斷「播放」着要彈奏

的曲目。 

 

最後，我不但在指法和速度上達標，還得了個

令大家十分驚喜的分數呢！在這次鋼琴考試中，我

明白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幾天之後，

我就要面對我的樂理試了，希望我也可以取得好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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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文章結構完整，能敍述自己在爸爸的鼓勵後，如何

下定決心準備鋼琴考試。 

 

一件令爸媽安慰的事   五年級 謝秉承 

 
我的爸媽總是希望我能夠成長，

能夠獨立處事，能夠做到令他們感

到安慰的事。 

  

記得有一次，爸爸和媽媽突然

需要臨時加班工作，我只可以留在外婆家裏，這件

事令我感到有點寂寞與心情低落。爸爸和媽媽將我

帶到外婆的家後，媽媽便說：「你要幫外婆做家務

啊﹗我們做完公司的工作後便會帶你回家。」我便

回答：「好。」然後他們便轉身離開了。他們離開後，

我便幫外婆做家務，例如收衣服、煮菜、洗衣服等。 

 

突然，外婆感到頭昏眩暈，令我頓時驚惶失措，

但我仍然故作鎮靜，攙扶外婆到牀上休息。之後我

靈機一觸，我應該打電話給媽媽，問她我應該怎麼

辦才好。我打電話給媽媽，她便說：「當全世界的人

都說你不可能好好照顧外婆時，我相信你可以化成

一個強者，把難關衝破。」我便回應：「我會拿出信

心、勇氣，好好照顧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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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在外婆牀邊的抽屜裏找出一支「紫花

油」，然後給她塗上。外婆終於沒有頭昏眩暈了。經

過媽媽的鼓勵及幫忙，我終於能夠好好照顧外婆，

放下心頭大石了。 

 

最後，爸爸媽媽都稱讚我終能夠成長，能獨立

處事了，令我感到雀躍萬分。 

 

★老師的話： 

文章脈絡清晰，能交代媽媽對自己的鼓勵及自己之

後如何解決困難。 

 

     一件令爸媽安慰的事   五年級 顏嘉慧

 

今天，老師派發上學期的考試

卷，我所有科目的考試卷竟然都拿到

合格的分數，我感到很高興。 

     

我一向最喜歡的科目是中文科，

而我最害怕的就是英文科，因為我真的不理解它的

意思和內容，所以英文科考試時常不合格。過去每

當我收到英文科的試卷，都會感到十分失望。 

     

媽媽亦很擔心我的成績，但她沒有責罵我，只

是不停地鼓勵我。於是，我決定要努力認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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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會拿着課本溫習。雖然一開始的時候，我

感到非常吃力，但我也盡力想辦法去面對。 

 

今天回家後，我立刻把好消息告訴媽媽，她知

道我全部的科目都合格，感到很欣慰。我很感謝媽

媽的照顧及鼓勵。經過這次的經歷，我明白到做事

只要努力和不放棄，任何事都會有成功的可能。 

 

★老師的話： 

文筆流暢，結構完整。能寫出個人感受，感謝爸媽

的照顧及鼓勵。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六年級 翟凱程 

 
甚麼是「反省」？「反省」是指檢討與改正自己

的過錯，讓自己在往後的人生中能夠減少錯誤的發

生。今天我看見弟弟膝蓋上的疤痕，令我回想起上

星期天發生的一件事。 

     

那天下午，爸爸帶我和弟弟去屯門公園騎自行

車，爸爸叮囑我們車速不要

太快及要注意安全，我們都

回應：「知道了」。可是，我不

但沒有聽從爸爸的説話，還

因一時貪玩而向弟弟提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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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騎自行車比賽。 

     

之後，當我們鬥得難分難解的時候，突然有一

隻流浪貓在弟弟的車前跑過，弟弟頓時嚇得不知所

措，他還連人帶車撞向右邊的花槽圍欄，跌倒了受

了傷。我也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該怎麼辦！此時，

爸爸緊張地跑過來安慰弟弟：「不用怕，待我看看有

沒有受傷。」但弟弟還是不斷地哭喊：「很痛呀！很

痛呀！」原來他的膝蓋擦傷了一塊。 

     

最後，爸爸抱着弟弟回家處理傷口，我跟在爸

爸身後，看到弟弟可憐的樣子，我真的很內疚和後

悔。 

 

在這件事上，我除了被爸爸責罵了一頓外，還

學懂了「經一事，長一智」的道理。我得到教訓，

也反省了不應為了自己的好勝心和快樂，而做出一

些魯莽的行為。我相信以後也不會發生同樣的事

情。 

 

★老師的話： 

這篇文章結構完整，有心理描述，有行為描述，反

省部分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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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六年級 謝嘉晉  

 
三年級時，我在一次比賽中落敗，這件事讓我

有深切的反省。 

 

事情是這樣的，當天是

學校舉辦親子運動會的日

子，我報名參加了一百米的

比賽。在那天之前，我並沒

有練習，因為我很了解幾位

對手的實力，覺得自己必定

能取得冠軍。 

 

我一到達比賽的場地，便馬上做熱身活動。揚

聲器裏傳來一百米比賽的召集通知。比賽快要開始

了，我的心怦怦地亂跳不停。我站在賽道上，做着

最後的準備，旁邊的對手均是我同級的同學，我們

在體育課交手過，他們都落後於我。 

 

隨着一聲槍響，運動員像箭一般飛快地向着終

點直奔，我也不甘示弱地向前奔跑。在看台上的同

學們舉着五彩的旗子為我們加油助威。我嘗試超越

對手，可是他們一個個像有無限的動力，越跑越快。

結果，我因體力不足，而成為最後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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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看台時，我的心彷彿跌落谷底，眼淚如泉

水一樣流個不停。這一次的經歷，讓我反省「一分

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從此以後，每逢有比賽，

我都會認真進行練習，絕不會輕敵。 

 

★老師的話： 

內容合題目要求，寫出了一件讓人反省的事，欣賞

你的文句有經修飾，也帶出了驕兵必敗的道理。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六年級 楊曦銣 

     
上星期五，中文科林老師在課堂上向我們班說：

「只要你們在這次默書中取得一百分，我就會送你

們一份小禮物。」 

     

聽畢老師的一番說話後，我在接下來的一星期

拼命地溫習，務求可以取得一百分，拿到老師承諾

會送給我們的小禮物。 

 

可惜在默書期間，由於我忘記了一組詞語怎樣

寫，於是我就看了坐在我旁邊的同學——美美的默

書本。林老師發現我作弊了，要求我於課後留在教

員室讓我好好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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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班主任唐老師教訓了一頓，在小息時，我

特意向林老師和美美道歉說：「對不起，我不應該作

弊的。」最後，美美和林老師都

原諒了我。 

     

經過這一次的教訓，我學會

做人要誠實，不懂就是不懂。其

實，那份小禮物並不重要，拿到一百分也不重要，

只要你盡全力溫習，就已經對自己負了責任。 

 

★老師的話： 

寫作的素材能突出主題，描寫事件細緻，見人物的

心理、行為描寫。 

 

一場刺激的羽毛球比賽  六年級 葛玥林 

 
每當拿起羽毛球拍時，我都會感覺那場刺激的

比賽依然歷歷在目…… 

     

自從那次老師在上體育課時教大家打羽毛球

後，我就對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我主動請

教爸爸，希望他可以教我。 

     

這天，體育老師陳老師宣布：「兩星期後，我們

會舉行一次『班際羽毛球大賽』，請大家踴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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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由於我對羽毛球有很大的興趣，所以馬上報

名參加。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訓練後，羽毛

球大賽終於到來了！我既緊張又興

奮，直到比賽開始才平復了心情。在

比賽的過程中，我們「棋逢敵手」，

我時而佔上風，時而佔下風，時而和對手不分勝負。 

 

雖然最後我輸了，可我也獲益良多，學到了做

事要隨機應對、靈活變通和舉一反三的道理。 

 

★老師的話： 

詞語運用得很好，值得嘉獎！ 

 

一場刺激的數學比賽   六年級 陳靖琳 

 
上個月，我參與了一場刺激的數學比賽。當時

比賽的經過，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比賽開始前，我手心出的汗水比海水還多，我

既緊張又興奮。那是一個全港的珠心算比賽，考驗

參賽者能否在九十秒以內準確無誤地完成六十道

題目。當我得知這項規則後，心想：按計算器也沒

那麼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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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開始了，我一接到考卷便以比光速還快的

速度完成了。甚麼！原來在九十秒內真的可以完

成。我頓時感到自豪萬分，因為我完成了一項不是

所有人都能完成的事！ 

 

到了頒獎的時候，考官一直都沒讀到我的名字，

我該不會甚麼獎項也沒有吧？我着急得像熱鍋裏

的螞蟻，突然，我聽到有人說：「陳靖琳，一等獎。」

我不是在做夢吧，我得了一等獎！這真是一場刺激

的比賽。 

 

★老師的話： 

心理活動描寫精彩，連老師也感受到這場數學比賽

有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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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朋友的賀卡       三年級 吳雨昇 

 
親愛的志偉： 

     

恭喜你獲得「創意小廚神比賽」

的冠軍。你不但廚藝了得，而且創意

無限，加上連日來勤奮鍛鍊各種烹飪

技巧，這次獲獎的確實至名歸。我會

以你為學習榜樣。希望你繼續努力，

在下次比賽中能夠更上一層樓。 

 

朋友 

子欣上 

九月二十六日 

 

★老師的話： 

關聯詞運用恰宜，並能具體寫出志偉「實至名歸」

的原因，佳作！ 

 

給朋友的賀卡    三年級 吳梓軒 

 
親愛的志偉： 

 

    恭喜你獲得「創意小廚神比賽」

的冠軍。你不但熱愛下廚，而且經

常研究食譜，加上經常請教媽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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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的技巧，這次獲獎的確實至名歸。我會以你為榜

樣，希望你在下次比賽中更上一層樓。 

 

朋友  

子欣上 

九月二十五日 

★老師的話： 

格式正確，能具體寫出志偉「實至名歸」的原因，

佳作！ 

 

給爸爸的信      三年級 楊婥嵐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您在外地工作已有三年了，我很掛念

您！您適應了國外的生活了嗎？您能夠與外國人

用英文聊天了嗎？ 

 

我有一件高興的事想跟您分享。

還記得二年級的期末測驗，為了取得

好成績，我每天放學後都會溫習中文。

有時，我會一邊溫習中文，一邊吃西瓜。結果，發

試卷時，我拿到了全班第三名的好成績。老師誇獎

我：「很棒！要繼續努力呀！」我回家之後，媽媽看

到我的測驗卷子，媽媽也很開心，說：「為了獎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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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選一份禮物。」我覺得非常高興！ 

 

  爸爸，我知道您今年十月就能回來香港探親，

到時我便可以跟您見面！十分期待您的回信！ 

 

  祝 

工作愉快！ 

兒子 

卓華敬上 

四月二十日 

★老師的話： 

能夠正確使用課上所教授的句型，很好！整體而

言，行文流暢，格式整齊，表達感情很自然。 

 

           給表姐的信       四年級 林欣婷

 

親愛的蔚心表姐： 

 

你好嗎?你習慣了在外國居住的日子嗎？ 

 

你還記得去年端午節時，我們一起到外婆家包

糉子嗎？那時，外婆先示範如何包糉子，還教我們

如何分辨不同地方的糉子呢！我們當時笨手笨腳

的，差不多把整個廚房弄髒了。幸好，有外婆悉心

的協助，最終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糉子，我們都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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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愉快。    

還有一次，我的英文考

試只有六十分，你陪了我一

整晚。當時，我傷心得躲在

房間，一直不願意出門。你

一接到我的電話，就馬上飛

奔過來，不斷開解我，安慰

我。聽媽媽說，你等到我睡

了，晚上十二時多才回家，我真是感謝你陪了我一

整晚。那一個晚上，我們都感到很難忘。 

     

這些美好的回憶帶給我很深的體會，讓我永遠

記住你這一位和我感情要好的表姐。我真希望你能

快點回來跟我相聚呢！ 

     

祝 

生活愉快！ 

表妹 

欣婷敬上 

五月十八日 

 

★老師的話： 

感情真摰，老師能深切地感受到你和表姐間的深

厚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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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表哥的信     四年級 李雨澤 

 
親愛的表哥： 

 

您好嗎？最近工作如何？ 

 

去年暑假，你來深圳看我，我

和你一起做電腦編程，你還教我用概念圖的方法編

程，並用 Scratch 一起編出了機器人跳舞程序，讓我

至今念念不忘，記憶猶新！真的非常感謝你，是你

讓我的電腦編程能力更進一步！ 

     

在兒童節時，你送了漫畫集給我閱讀。我不但

能從中學到歷史知識，書中幽默的語句還給我帶來

了很多啟發，使我愛不釋手！裏面的知識也包羅萬

有！謝謝你送我課外書籍，讓我體會到閱讀的快樂！ 

     

我很喜歡跟你在一起。希望你能快點回來，教

我更多知識，我希望長大後能成為電腦編程專家！ 

 

    祝 

萬事如意！ 

表弟 

雨澤敬上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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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欣賞你行文流暢，用語準確，能表達你跟表哥深

厚之情，佳作！ 

 

一封讚美的信    六年級 葛玥林 

 
親愛的媽媽： 

 

您還好嗎？ 

 

我對您一直很敬愛！您有一頭

微卷的頭髮、高大的身材及一張像

玉盤一般的臉蛋。 

 

每天早上，您都要提早一個小時起牀給我做早

餐，謝謝您！您每日都不辭勞苦地送我上學，接我

下課，沒有您，我可怎麼辦？您是個特別有童真和

幽默感的人，總是在我情緒低落時像天使一樣幫助

我。 

 

您不僅每日照顧我，還每逢週六、週日都會去

做義工，有時還帶我一起去。我知道您樂意默默地

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服務，「服務社會、服務人民，

做個有善心的人！」這是您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媽媽，您做事從不輕言放棄，讓我十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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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您雖然沒有站在舞台的聚光燈下，可是

您在我心中是個很有善心又有幽默感的人，我很慶

幸能夠做您的女兒。如果您收到這封信也覺得高興

的話，就也像我一樣寫一封信去讚美別人吧！ 

 

祝 

生活愉快﹗ 

女兒 

玥林敬上 

  十一月十八日 

 

★老師的話： 

你的母親看到這封信，肯定會很欣慰！        

 

一封讚美的信     六年級  何承武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最近天氣轉涼了，您要多穿衣服，千

萬別讓自己着涼。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您，我想讚

美您！ 

 

我要讚美您關心家人。你是溫暖的太陽，每天

照顧我，使我茁壯成長。有一次，我因打籃球而受

傷，您馬上上前扶起我，並為我清洗傷口，又緊張

地慰問我說：「兒子，你有受傷嗎？」您這句話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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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楚中感到一絲溫暖，因為您非常關心我的身體。 

 

我要讚美您能包容別人，有一

次，您帶我到公園途中被一個魯莽

的小朋友撞到。您不但沒有責怪那

個小朋友，反而問他有否受傷。「媽

媽，他撞到你了，你不會責怪他

嗎？」我疑惑地問。「兒子，前面就

是公園了，小朋友當然會很興奮，只不過是撞了我

一下，沒關係。你以後要學我，不要斤斤計較。」 

 

我很感激您，因為您會為我着想，我也會以您

為學習目標。如果您收到這封信感到高興的話，請

您也寫一封去讚美一個人，並建議他也這樣做！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承武敬上 

十月二十日 

 

★老師的話： 

內容寫出了對收信人的讚美，達到題目的要求。

請你也以媽媽為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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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讚美的信       六年級 黃家熙 

 
親愛的清潔工人： 

 

您好嗎？最近天氣轉涼了，您要多穿衣服，不

然便會感冒呢！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您，我想讚美

您！ 

 

我要讚美您的勤勞。在寒冷的冬天，勤勞的您

在刺骨的寒風中拿着掃把清理街道。當我在抱怨天

氣很冷時，您卻在寒風之下，清理街道，您每次清

理街道後總會一臉滿足說：「現在街道乾淨多了。」 

     

我要讚美您不怕辛苦。有一次，我要到屯門市

中心補習，那天的天氣特別炎熱，在我經過友愛橋

時，看見了您在附近進行除草的工作。您推着除草

機，在烈日下除草。在太陽的照耀下，我打開了雨

傘，仍滿頭大汗，而您在太陽下埋頭工作，一定非

常辛苦。 

 

您的勤勞和不怕辛苦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不管

在炎炎夏日還是寒冷的冬天，您也

很努力地工作，使我非常欽佩。假

如您收到這封信感到開心的話，

請您也寫一封信去讚美一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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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建議他也這樣做。 

 

祝 

身體健康！ 

                             敬佩您的人 

家熙敬上 

十月十八日 

★老師的話： 

社會上有不少為我們服務的人，他們都盡心盡力，

清潔工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欣賞你能注意他們

的付出，並讚揚他們。 

 

一封讚美的信     六年級 蔡基朋 

 
敬愛的劉文宣主任： 

     

您好嗎？最近天氣轉涼了，您要注意保暖。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您，我想讚美您！ 

 

我要讚美您的耐性。有一次，我在做中文作

業的改正，可是怎樣做也不對，而其他同學都已

完成了。您不但沒有責罵我，還細心地教我改正

的做法。您叫我使用「刪除法」、「排除法」。您

說：「你不要害怕失敗，『失敗乃成功之母。』，

失敗並不可怕。」這句話我仍記憶猶新。您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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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裏的路燈，指引我在學習路上不斷前行。 

 

同時，我也要讚美您不易生氣的性格。您像

大樹一樣，忍受雨水的拍打，保護了新一代的幼

苗。記得班上有一位同學在課室大發雷霆，您沒

有發怒，只用平靜的語氣說了一句：「如果你用

與我吵的時間做功課，相信再多的功課你也能完

成。」最後，那位同學詞窮理絕，乖乖坐下。 

     

您是一位不易生氣、有耐性的好老

師。我在你身上學到不輕易放棄的

精神，你是我的榜樣。如果你收到

這封信感到開心的話，你也寫一封

信讚美別人，並建議他也這樣做。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基朋上 

                                十月九日 

 

★老師的話： 

每個人也有優點，期望你多留意別人的優點並

加以學習，令自己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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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寫故事──濫竽充數 四年級 黎澤謙 

 

南郭先生從齊國溜走後，便到

了楚國去。 

 

南郭先生沒有重新找工作，因

為他遇到一位教烹飪的師傅。南郭

先生對他說﹕「請師傅收我為徒。」南郭先生下定

決心，不再欺騙別人，要學真本領。 

 

南郭先生在楚國用心地學烹飪，師傅十分欣賞

他，他的生活過得快快樂樂的。有一天，南郭先生

告別了師傅，因為他想回到齊國去。南郭先生對師

傅說﹕「謝謝您用心的教導，我會繼續努力，不會

白費您的努力。」 

 

之後，南郭先生便回到了齊國當老師，教小朋

友烹飪。他一邊教小朋友烹飪，一邊教他們要誠實

做人。小朋友都很喜歡他，還有很多小朋友主動找

他學習呢！ 

 

南郭先生很感激大家給他改過的機會，更加用

心去教，希望可以將功贖罪。最後，連皇帝也聽聞

南郭先生的好行為，親自來拜訪他。南郭先生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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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王，便上前道歉說﹕「齊王，對不起，我以前曾

經欺騙您，求您原諒我。」齊王大方地說﹕「好吧，

我原諒你!」就這樣，南郭先生得到了皇帝的原諒，

繼續教小朋友烹飪。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做人要誠實和不能有「不勞

而獲」的想法。 

 

★老師的話﹕ 

文句通順，內容豐富，能帶出正面的信息及掌握故

事的結構。 

 

       續寫故事──濫竽充數 四年級 趙家蔚 

 

    南郭先生離開齊國不久，便回到他自己的家。 

 

    南郭先生一回到家，他的娘親就對他說：「兒，

你終於回家了！」南郭先生說：「娘，我對不起您

啊！」他的娘親就擔心地問：「發生甚麼事了？」

然後南郭先生就把他一直以來騙人的真相說了出

來。之後，他的娘親前強忍着淚水說：「沒事，只

要你改過自新，就可以了。」 

 

    南郭先生聽到他娘親的話後，決定改過自新，

於是他就開始找吹竽大師做他的師傅。果然皇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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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心人，南郭先生找到了

一座名叫仙山的山，聽說這

座山裏面的人都是仙人，還

都是吹竽大師。南郭先生一

進去，就求了十個仙人教他

吹竽，可是沒有人理會他。

然後，他找到了這座山的首領──一位老公公。南

郭先生問他：「您能教我吹竽嗎？」老公公一口答

應，只是，他有一個條件，就是南郭先生只准在這

座山呆三個月，南郭先生同意了。 

 

    數天過去了，南郭先生竟然已經學會了吹奏十

首曲子。南郭先生的老師和其他仙人們都十分驚訝，

因為南郭先生學習的速度太快了，而南郭先生也感

到非常驚奇，因為他從來都沒有想到原來自己有這

麼高的天賦，可以令仙人們都稱讚他。 

 

    最後，南郭先生下山時，發現自己已經穿越到

了未來。原來，在仙山裏的三個月就等於外面的三

百年，他穿越到了三零三零年。之後，他就在未來

社會教人們吹竽，他說：「為了不讓吹竽的技藝失

傳，我就把這本《吹竽大典》給你們吧！」未來的

人異口同聲地說：「多謝，南郭先生！」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兩個道理：首先，做事要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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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到底；其次，犯錯了不要怕，知錯能改，善莫大

焉，就像南郭先生一樣。 

 

老師的話： 

文章情節豐富、生動有趣，中心思想明確。在你的

筆下，南郭先生不僅拜師仙人學會了吹竽，還穿越

時空，將這門藝術帶給了更多的人，真是篇不可多

得的好文章！ 

 

       續寫故事──濫竽充數 四年級 陳惠如 

 

    南郭先生溜走後不久，來到了齊國周邊的一個

小國家。 

 

    南郭先生在這個小國家遇到一位賣珠寶的老

闆在招請工人，所以南郭先生被招進去上班了。 

 

    南郭先生還是那個性格，一點都沒有改變。他

心存僥倖地想：「太爽了，騙完一個又騙一個，反

正也沒有人知道。」南郭先生的每一個客戶都會被

他欺騙，客人氣得要投訴他，南郭先生卻滿不在乎

地說：「不買就不買，何必要投訴我呢？」直到他

的行為引起了老闆的注意，老闆警告他如果再騙人，

就會被「炒魷魚」，南郭先生這才放過了幾個人，

但最後仍是死性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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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料，有一天，新國君的臣

子在南郭先生工作的那家店買

珠寶。南郭先生開心極了，因為

又有新的客戶可以「上鈎」了。

他不知道那位買家是新國君的臣子。他把本來買一

送一的優惠取消了，還要那位臣子付雙倍價錢。 

 

    最後，南郭先生的騙局不但被揭穿了，那位臣

子還跟新國君報告這件事。新國君公正地說：「因

為你犯了嚴重的欺騙罪，我一定要重重懲罰你！」 

     

因此，南郭先生就被懲罰坐牢八個月。 

 

★老師的話： 

這篇作文生動有趣、結構清晰。死性不改的南郭先

生縱使換了工作，也依然做騙人的勾當，這樣的他

終於受到了報應，真是大快人心！ 

 

       續寫故事──濫竽充數 四年級 高震霄 

 

    南郭先生從齊國溜走後，因找不到工作，無以

為生，十分貧困，只好在大街上乞討，過着有一頓

沒一頓的生活。他嘗試去找以前的同學幫忙，卻被

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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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生存，南郭先生只能給人打

短工，賺了一些錢，卻又被地痞無賴

搶走了，日子過得更慘。 

 

    有一天，他聽說山上來了一位智

者，能幫助人們解決困難和問題。於是，走投無路

的南郭先生決定上山求助。路上，他遇到一個和尚

──一個來自二十五世紀並發明了時光穿梭的人。 

 

    南郭先生痛哭流涕地對和尚說：「我現在好苦

啊！我後悔當初沒有認真學習吹竽，我想回到從前，

當一個真正的樂師。」和尚微笑着說：「好吧！我

可以讓你坐時光穿梭機回去，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學

習啊！」 

 

    南郭先生坐上了穿梭機，穿梭回到了齊宣王死

前，他勤學苦練，認真學習吹竽，終於成了真正的

樂師，沒有重蹈覆轍，成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只有勤學苦練，知錯能改，

才能得到好結果。 

 

★老師的話： 

    意識到自己錯誤的南郭先生穿越回到過去，改

變了自己的命運，真是個不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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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國王，我……  五年級 謝秉承 

 

    如果我是國王，我會找一個腳踏實地、堅持不

懈的人當繼承人，因為他不會弄虛作假、半途而廢。 

 

    選繼承人當天，我找了一些小孩子，

叫他們每天用一個小桶子去小溪挑水，

並倒進一個大水缸裏，而每天只可以挑

水一次和不能改裝小桶子。誰人能夠在

限時之內裝滿那個大水缸，他就能夠成

為繼承人。 

 

    比賽開始了，大家都很努力、積極地以最快速

度從山上跑到山下的小溪挑水。可是，當他們把水

挑到山上後，都只剩下一半。原來那些小桶子身上

都有一個小孔。所以上山後，一半的水都漏走了。 

 

比賽的日子過了一半，小孩子水缸上的水還不

到三分之一。有些小孩已經放棄了，有些小孩趁別

人沒發覺便用了其他方法裝滿水缸，只有小炳仍然

遵照國王的指示去做。 

 

    比賽結束了，那些裝滿水缸的小孩子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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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小炳一臉羞愧。當然只有我才知道，水缸裝不

滿的才是勝出者。最後，小炳成為了我的繼承人。 

 

    凡事能夠腳踏實地、堅持不懈、認真處事，抱

着應有的態度做人，這個人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老師的話： 

意念不錯，情節能突出小炳的良好品德，也合乎情

理，最後的反思也很好！ 

 

      如果我是國王，我……  五年級 華苡希 

 

    如果我是國王，我希望我的王位繼承人是一位

有愛心且有責任感的人。 

 

    選繼承人當天，有三位獲選的青少年要進入森

林進行比賽，而國民就聚集在森林入口處看熱鬧。

「嗶！嗶！嗶！」比賽開始了，侯選人一窩蜂跑進

森林裏，目標是用最短的時間找出五種顏色的花朵

呈給國王。 

 

    第一位走出森林的男孩手執着五朵截斷了的

花朵，雀躍地遞給國王，紅、黃、橙、白、紫色，

五種顏色齊備，也是最快的一位，可惜花瓣已脫落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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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回來的男孩也是拿着五種顏色的花朵，

而且每朵花也能保持完整。他輕視地瞪着首位男孩

手上的殘花，昂首呈上他手上美麗的花朵給國王。 

 

    第三位回來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小心翼翼地抱

着布包，布包內是連着泥土及根部的花朵，她滿臉

泥濘的樣子，使在場的人們不禁笑了起來，但她高

高興興地把布包送給國王說：「國王，我希望花兒

可以繼續成長。雖然我是最遲的，但我要完成我的

使命。」 

 

    這時，國王站起來，舉起女孩子的

手說：「她是我的繼承人，你們的未來

國王。我相信一位有愛心，又有責任感

的人，才可以帶給大家美好的將來！」 

 

★老師的話： 

意念很好！內容豐富，且合乎情理，欣賞你能細心

鋪排故事的情節。 

 

      如果我是國王，我……  五年級 曾培朗 

 

    如果我是國王，我會挑選一位具備智慧的孩子

來當王位繼承人，日後管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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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繼承人當天，三個位侯選人都來到了皇宮，

我分別給了這三個孩子一些金錢，請他們運用這些

金錢來買最珍貴的東西給我。 

 

幾天過後，三個孩子再次來到皇

宮。第一個孩子帶來的東西是一些金

銀珠寶。他說：「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

東西一定是名貴的金銀珠寶了！這些

珠寶價值連城，所以我把珠寶獻上給

尊貴的國王殿下。」我冷淡地回應說：「謝謝你。」 

 

    第二個孩子帶來的是一隻公雞。他說：「公雞

可以喚醒人們起牀，而其他動物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認為公雞是最珍貴的。」我亦冷淡地回應說：

「謝謝你。」 

 

    第三個孩子名叫苡希。他沒有拿着甚麼東西來

到我面前，我覺得十分奇怪。他說：「國王殿下，

我認為生命是最珍貴的，雖然生命不能用金錢來衡

量，但是有再多的金錢亦無法買回生命。我們在世

的每一天，都是上天最大的恩賜。」 

 

    最後，我被苡希的話感動了。我認為苡希是最

有智慧的孩子，所以我挑選了他做將來的王位繼承

人。 



103 

 

★老師的話： 

情節豐富，意念有意義，能突出苡希的智慧！ 

 

           未來世界一天遊  六年級 文景樂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五

分鐘後抵達 2099年，香港站。」  

 

    「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

自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

各位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了 2099 年的香港，不知今天有

甚麼難忘的經歷呢？ 

 

    突然，有一道刺眼的光在我眼前閃過。映入眼

簾的是一個戴着高科技眼鏡的男人，他説：「我是

你們的導遊。我會帶你們去參觀 2099年的城市，請

大家緊跟着我的腳步。」 

 

    在我們前往城市的路上，我一邊走路，一邊看

着未來的風景。我看見天空上竟然有車子，車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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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孩一邊吃着我從未見

過的食物，一邊和我打招呼，

但是他的雙手並沒有在控制

車子，看來自動導航汽車在未

來世界十分普遍呢！ 

 

    走了一段路，我們到達了

專為我們這些旅行者設計的

城市博物館。導遊介紹了未來的「法寶」，有自動

減肥機、飛天汽車、變大變小手電筒……令我大開

眼界。導遊給了我們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到處閒逛，

發現在館內的暗處有一道奇特的大門。我詢問管理

員是否可以進去參觀，他回答：「可以，但你要先

穿上防護衣，若遇到危險時請按衣服上的暗鈕。」

他的話使我沉思了一會，令我更想一探門外的風光。 

 

    當我打開了門，就聞到一股刺鼻的臭味，我的

前方有一間小小的房子，我推門進去後，看到屋內

有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他一眼便認出我是來自昔

日世界的人，並一把抱着我的腿説：「請求你們不

要再砍伐樹木和排放廢氣了！」我問他怎麼了，他

把這些年城市發展的來龍去脈都告訴我。原來在這

些年，人們一直大量砍伐樹木和排放廢氣，導致地

球環境每況愈下，來了一波又一波的災難。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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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一小部份人活着，並建立一片只歡迎天才，

卻排斥普通人的「樂土」。 

 

    突然，我被傳送到時空列車了，原來是參觀時

間到了。當我回到 2020年時，我意識到環保不只是

為了自己，而是關乎全球人類的福祉。我一定要用

自己的力量去守護我們的母親──地球，讓她變得

更美麗。 

 

★老師的話： 

文章內容令人深思，並突出了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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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地球   四年級 葉凱澄 

 

有一名被疾病困擾的媽媽，你知道是誰嗎？對！

她就是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受到呼吸道感

染。由於人們肆意砍伐樹木、工

廠排放大量灰黑色的廢氣，令

溫室氣體不斷增多。空氣不但

變得又酸又臭，令環境烏煙瘴氣，還導致地球媽媽

呼吸困難。地球媽媽悲哀地說：「孩子，我恐怕不

能再給你們提供潔淨的空氣了。」 

 

    與此同時，地球媽媽還得了霍亂。從前，她的

血液──海水，十分清澈。可是，由於工廠把廢水

排放到河中，令河水染上有毒的色素和化學物質，

引致動植物死亡，更令地球媽媽上吐下瀉。地球媽

媽傷心地說：「孩子，我恐怕不能再給你們提供清

澈的水源了。」 

 

    我們可以如何救救地球呢？醫治「上呼吸道感

染」的方法是我們可以多乘坐公共交通、政府可以

加強向市民宣傳環保。而醫治「霍亂」的方法是我

們要使用可重用的物料，避免使用用完即棄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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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地球！救救地球！大家一起來保護地球

媽媽吧！ 

  

★老師的話： 

欣賞你行文流暢，能清晰指出地球媽媽得病的原因

和病徵，不錯！ 

 

             救救地球     四年級 陳惠如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現在身處的地球患了重

病嗎？我們怎能袖手旁觀呢？讓我們一起成為她

的醫生，診斷她的病情吧！ 

 

    地球媽媽得了哮喘。從前，她肺中的空氣是乾

淨的，可是現在工廠排放大量廢氣，令地球媽媽呼

吸的空氣又酸又臭，使她呼吸困難。地球媽媽傷心

地說：「孩子，我恐怕不能給你們提供乾淨的空氣

了。」 

 

    此外，地球媽媽還得了

消化系統疾病。由於人們濫

用塑膠，用完後還把它們四

處亂扔，令整個世界都被塑

膠包圍，使地球媽媽出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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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良，更引致嘔吐。地球媽媽用顫抖的聲音說：

「孩子，我恐怕不能給你們提供美麗的環境了。」 

 

    我們一定要救救地球，例如：政府可以規定只

要工廠排放多於某個限度的廢氣，就要收取巨額罰

款。而人們亦應減少使用用完即棄的產品，不能亂

拋垃圾。 

 

    我們所有人的媽媽——地球，生病了。我可不

想讓地球媽媽消失呀！我們要齊心協心醫治我們

的媽媽，切勿令她病得更重，希望她可以早日重獲

健康呢！ 

 

★老師的話： 

欣賞你文句流暢，能清晰表達地球媽媽得病的原因，

病徵和解決方法。你真棒！你用反問引入文章主題，

能引人入勝，做得很好！ 

 

          大自然的警號    五年級 冼楠焱 

 

    近年來，人類一直不斷砍伐樹木、過度浪費大

自然的資源，令溫室效應越趨嚴重，導致冰川融化，

企鵝等動物出現生存危機。大自然現已響起警號，

人類保護環境是刻不容緩的事。以下我會分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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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保護環境的方法，包括節約

能源、減少浪費和廢物利用。 

 

    首先，我們要節約能源。當

我們不需要用電器的時候，可以關掉電器的開關。

在洗澡的時候，我們要避免浸浴，要用花灑淋浴和

減少淋浴的時間，以免浪費。如果我們都能節約能

源，就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減輕溫室效應。 

 

    其次，我們要減少浪費，珍惜食物。我們吃自

助餐時，應考慮自己的食量，不要一次取太多菜，

這樣不但能避免自己因吃了過量食物而引致身體

不適，還能避免造成浪費。如果我們都能減少浪費，

就可以避免垃圾堆填區飽和，解決垃圾無處可放而

污染土地的問題。 

 

    最後，我們要懂得廢物利用。我們可以把塑料

瓶放進回收箱。因為塑料瓶可以經過機器處理，變

成一個新的瓶子供人們使用。或者我們可以運用創

意把塑料瓶改造成一個花瓶，用來種植植物。如果

我們都懂得廢物利用，就可以防止垃圾對環境造成

污染。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都能節約能源、減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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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廢物利用。我們就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好好守

護地球。 

 

★老師的話: 

地球快要撐不住了!我們真的要實行環保的生活，

救救地球呀! 

 

          大自然的警號    五年級 余逸浠 

 

    近年來，人類一直不斷砍伐樹木、

使用大量化石燃料、使用大量塑

料……大自然現已響起警號：全球暖

化、極度惡劣天氣、臭氧層破裂令紫外

線直射地面、超級颱風、水位上位、高

溫天氣引發森林大火……以下我會分三部分説明

作為一個小學生可以怎樣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方

法包括：節約用電、珍惜食物和減少碳排放。 

 

    首先，我們要節約用電。我們可以減少使用家

中電器的時間。舉例來説，空調佔香港整體的生態

足印 7%，非常嚴重，因此在天氣不算太熱時，我們

就不要開空調。這樣就可以節約用電，降低生態足

印，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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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們要珍惜食物。我們應把吃剩的菜餚

冷藏，在第二天加熱再吃。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組織統計，每年全球生產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約

有十三億噸）遭到丟棄，但同時卻有十億人口正在

挨餓，而糧食浪費更造成全球每年九千四百億美元

的經濟損失。如果我們都能提醒家長在買菜時購入

適量的食材，以免在食材到期日前未能享用，造成

浪費，這樣就可以達到珍惜食物的效能。 

 

    最後，我們要減少碳排放。我們可以盡量請家

長少開私家車出外或接送我們，多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指出隨着大氣中累積的二氧

化碳愈多，大氣就會把更多熱能儲存在地球。我們

在大氣中的碳排放愈多，極端天氣事件將會愈趨頻

繁。如果我們都能成功説服家長，少開私家車，這

樣就可以達到減少碳排放的效能。 

 

    總括而言，如果我們能節約用電、珍惜食物和

減少碳排放，我們就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好好守

護地球。就讓我們由現在開始在生活中實踐三 R原

則吧！ 

 

★老師的話： 

你花了不少時間做資料搜集，使文章更具説服力，

內容相當豐富，欣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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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的警號    五年級 梁家浩 

 

    近年來，人類不斷砍伐樹木、使用及排放大量

化石燃料和化學品，導致大自然現已經響起警號：

全球暖化、極端天氣、環境污染和海水污染等情況

嚴重。以下我會分三部分説明作為一個小學生可以

怎樣為保護環境出一份力，包括：節約用電、珍惜

食物和減少使用含化學品的個人護理用品、家居清

潔用品。 

 

    首先，我們要節約用電。我們可以減少使用家

中電器的時間。舉例來説，空調是耗電量最高的家

居電器之一，在天氣不太熱時，我們不應開空調。

我們可以改用電風扇，甚至可以用扇子代替。如果

我們都能在有需要時才開啟家中的電器，這樣就可

以節約用電，電力公司便可減少發電量，燃燒煤而

產生的溫室氣體量便會大大降低。 

 

    其次，我們要珍惜食物。我們

在家中不要煮過多的食物。舉例來  

説，我們在菜市場買菜的時候只買

足夠家人和自己食用的分量就可

以了。如果飯餐吃不完的話，我們

應該用保鮮紙把剩下來的食物包起來，第二天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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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吃完。如果我們都能珍惜食物，我們便不會過度

耗用地球的食物資源，又可以減少廚餘了。 

 

    最後，我們要減少使用含化學品的個人護理和

家居清潔用品。我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和心思去挑

選我們使用的個人護理用品及家居清潔用品，這樣

就可以避免在使用個人護理用品時有化學物流入

大海，造成污染。舉例來説，純天然的潤膚膏不含

防腐劑，我們把潤膚膏洗掉時，亦不會造成污染。

另外，每頓飯都不用那麼多碗碟和儘量不要把地板

弄髒都有助減少使用家居清潔用品。如果我們都能

減少使用含化學品的個人護理和家居清潔用品，這

樣就可以保護海洋生態和海洋生物的安全。 

 

    總括而言，如果我們都能節約用電、珍惜食物

和減少使用含化學品的個人護理和家居清潔用品，

就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好好守護地球。 

 

★老師的話： 

已掌握「總──分──總」的結構和「中心句」加「解

説」的寫作方法。解説清晰、詳細，有舉例説明。

寫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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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警號    五年級 夏文希 

 

近年來，人類不斷砍伐樹木、填海以及讓工廠

排放大量廢氣，導致大自然不斷受到破壞，更出現

全球暖化、氣候改變、各種污染和土地沙漠化的問

題。大自然已響起警號，以下我會分三部份説明保

護環境的方法，包括：節約用電、珍惜食物和循環

使用。 

 

     首先，我們要節約用電。我們可以減少用電，

減慢使用化石能源的速度。我們可以使用太陽能代

替化石能源，在足夠的光線下不要開燈，並在出門

時關掉電器用電，這樣就可以保護地球環境了。 

 

    其次，我們要珍惜食物。我們要儘量把食物吃

光，碗裏的飯一顆也不剩。你看螞蟻多努力收集食

物，所以我們也不要浪費食物。如果我們都能儘量

把食物吃掉，就可以減慢堆填區填滿的速度和保護

地球了。 

 

    最後，我們要循環使用物品。

我們可以把有用的東西重複使

用和循環再造。大家可以留意在

蔚藍的天空中，鳥兒也會循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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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資，把破爛的東西建成牠們的鳥巢，所以我們

不要輕易把物資掉進垃圾桶。如果我們都能把有用

的東西循環使用，就可以保護地球的土壤和海洋了。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都能節約用電、珍惜食物

和循環使用物品，就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好好守

護地球。 

 

★老師的話： 

以動物、昆蟲等做比喻的比較說明方法很好，不錯！  

 

       論誠實      五年級 吳詠欣 

 

    甚麼是誠實？誠實是指忠於事實，不偏左右。

古語有云：「人無信而不立。」由此可見，誠實十

分重要。 

 

    自小，我們的父母和老師都會給我們講一些關

於誠實的故事，希望我們做一位誠實的人。例如：

在名人故事《華盛頓砍櫻桃樹》中，美國首任總統

華盛頓小時候在院子裏不小心砍了爸爸種的櫻桃

樹，誠實的華盛頓勇敢地向爸爸承認錯誤，得到爸

爸的原諒，說明誠實能得到別人的讚賞。寓言故事

裏的《金銀斧頭》，樵夫因為誠實，獲得河神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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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金斧頭和銀斧頭，說明誠實不但能得到別人的

認同，還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可見誠實為我們帶來

好處。 

 

    相反地，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

於失去誠實，有些人因為貪圖利益，

弄虛作假，沽名釣譽，最後害了自己。

每年在車厘子成熟的季節，澳洲 塔

斯曼尼亞的車厘子都會被不法商家用平價劣貨魚

目混珠，最後被傳媒揭發，生意一落千丈。世界名

著《木偶奇遇記》裏的小木偶因說謊而令鼻子越來

越長，找來很多麻煩，帶來惡果。可見不誠實會帶

來惡果。 

 

    《論語》有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

內不以自誣，外不以自欺。」我們對內對外言語都

要真實，不可以欺騙任何人。誠實十分重要，因為

誠實才會得到別人的信任和尊重。 

 

★老師的話： 

欣賞你能通過正反論據帶出誠實的重要性，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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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壞習慣說不    五年級 梁皓軒 

 

    所謂「人無完美」，世界上

的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大多

數人都有自己的壞習慣。難道

我們要任其發展嗎？其實壞習

慣是可以改掉的。只要我們下

定決心，然後多加改善，總有一天會徹底改正過來

的。我也有很多壞習慣，例如浪費、懶惰和做事拖

延。我決心向我的壞習慣説不。以下我會分三部分

説明我會如何改掉這些壞習慣。 

 

    首先，我要改掉浪費的壞習慣。我常常網購東

西，買完以後，沒有把東西用盡就丟掉，浪費了父

母的金錢。記得在三個月前，我網購了四百元的玩

具，玩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對那些玩具生厭了，更

把它們丟到垃圾桶。事後，媽媽發現了我這麼浪費，

就把那些玩具撿回來，洗乾淨以後，送給了鄰居的

小朋友，還把我教訓了一頓。我學會在購物前要三

思，這樣就不會再因為衝動購物而導致浪費了。 

 

    其次，我要改掉懶惰的壞習慣。我常常放學回

家就立刻打遊戲機，忘記做功課，荒廢學業。有一

次，我放學回家後沉迷玩電子遊戲，沒有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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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學時，老師發現我又欠交功課，就火冒三

丈，罰我留堂補做功課。事後，我的智能電話更要

上繳給父母保管。我學會了不能再懶惰，這樣就不

會再給父母責備，也令自己的學業又進步了!  

 

    還有，我要改掉做事拖延的壞習慣。我總是把

事情留到最後一刻才做，功課也要留到早上回校後

才做。記得在一個星期前，媽媽叫我整理房間，我

的拖延病又犯了，我沒有理會她的話。於是，我那

天並沒有收拾過自己的房間。那天晚上，媽媽憤怒

地對我說:「你今晚如果不整理好房間，我就把所有

東西都丟到垃圾房!」我只好半夜才開始收拾。這讓

我學會要改掉拖延的壞習慣，早些完成要做的事情，

不要「臨急抱佛腳」。 

 

    總而言之，如果我能改掉浪費、懶惰和做事拖

延的壞習慣，我就可以減少與家人衝突，成為一個

更好的自己了! 

 

★老師的話:  

皓軒，要下定決心改掉這些壞習慣啊!老師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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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壞習慣說不    五年級 張思捷 

 

    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我們都會有自己的壞習

慣，這些壞習慣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不良的影響，所

以我要決心改掉缺乏責任感、偏食和不懂分配時間

的壞習慣。以下我會分三部分說明我會如何改掉這

些壞習慣。 

    首先，我要改掉缺乏責任感的壞習慣。我經常

忘記需要完成的事情。有一次，我準備上牀睡覺時，

忽然記起還有一份英文寫作功課只做好了一半，另

外一半未能完成。結果，

我要做到差不多凌晨二時

才完成功課。我要學習把

需要完成的事情全都紀錄

下來，這樣就可以避免遺

漏或忘記需要完成的事

情，確保已盡自己的責任。 

 

    接着，我要改掉偏食的壞習慣。偏食會造成飲

食不均衡，影響健康。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因

為偏食，吃東西的份量比妹妹少，在健康檢查時，

醫生發現我的體重較輕。自此，我努力嘗試吃含有

不同營養的食物，不再偏食，以建立健康的飲食習

慣，讓身體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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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要改掉不懂分配時間的壞習慣。我們

要預先安排時間，盡早完成事情。於週末的時候，

我總是想先玩耍，後做功課。甚至，會玩到最後一

刻，才願意去做功課。我要學習好好管理自己的時

間，這樣就可以好好分配學習和遊戲的時間，並能

善用每分每秒。 

 

    最後，如果我能改掉欠缺責任感、偏食和不懂

分配時間的壞習慣，我相信我的生活會變得更健康

和愉快。 

 

★老師的話:  

文句表達清晰，各分述以舉例說明分享過往有效的

經驗，能使讀者有貼身的體會。 

 

贏在起跑線    六年級 陳心鍒 

 

    最近的社會出現「贏在起跑線」的現象。這都

是因為那些家長不想自己的孩子落後於別人，希望

他們比其他人聰明。同時，很多補習班和興趣班也

用這句話來宣傳，吸引家長為子女報讀。 

 

    首先，我認為家長「積極」培養子女會帶來不

良的後果。因為小朋友會需要上很多的補習班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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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班，從而失去玩樂和休息放鬆的時間，令他們壓

力很大。同時，這樣也會令他們的童年只充滿「學

習」。有精神科醫生說過：「在考試季節，每周就

有三個高材生出現抑鬱。」這些都是大家不想看到

的事情。故此，有一則廣告說：「請給孩子每天半

小時去玩，把童年還給他們。」。 

 

    此外，我們一定要贏在跑線嗎？ 人生就如一

場馬拉松比賽，是長途的，考驗的不是你起步的時

候有多快，而是你可不可以堅持到最後。 

 

    海倫﹒凱勒——不但雙目

失明，而且兩耳也失聰。她「贏

在起跑線」嗎？沒有。她本來

可以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但

她沒有。她一直在老師的幫忙下，吃力地用手觸摸

着事物學習。因為她有永不放棄的精神，結果成功

完成了大學教育並成為作家。成功，不是「贏在起

跑線」就可以保證得到的。 

 

    總括而言，如果學習是快樂和有意義的，孩子

才會享受學習。學習本應是以孩子為本的，家長要

讓孩子發現自己的專長和興趣，好讓他們發揮自己

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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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內容恰當切題，例子能配合文章，繼續努力！ 

 

贏在起跑線    六年級 吳雨澤 

 

    現實社會的競爭壓力巨大，家長們總是抱着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拼盡全力地給子

女們創造美好的學習環境，爭分奪秒地報讀各種補

習班和興趣班，生怕自己落下一門，子女的成績就

會一落千丈，讓子女淪為社會的廢品。在這樣的社

會風氣之下，「贏在起跑線」這種說法也就應運而

生了。只是，這樣做真的好嗎？ 

 

    誠然，「贏在起跑線」

這種說話着實吸引眼球，特

別是那些為子女操碎了心

的家長們。可如果家長們為

了達到這種效果而毫不關

心子女的意願，那麼最後也只會自食惡果。宋朝有

個人叫方仲永，他就是個贏在起跑線最好的例子，

他天賦奇高，五歲就寫得一手好詩，人人都稱他是

個「小神童」，可他的父親非常得意，帶他到各地

應酬，沒讓他腳踏實地地學習，最終，他到了二十

歲時便已經和普通人一模一樣了。從這個例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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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看出，即使贏在起跑線的人若不好好努力，也

會輸在終點線。 

 

    古今中外，多少名人事例，他們全部都有着無

比輝煌的成就，可這些成就卻並非來自所謂「贏在

起跑線」，而是來自人生跑道上揮下的無數汗水和

努力。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被譽為二十一世紀

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可誰又能從他那驕人的成就中，

想到他小時候是個家喻戶曉的「笨蛋」呢？愛因斯

坦三歲才會說話，七歲才能寫字，但當所有人都對

他絕望時，他以驚人的毅力，發奮讀書，最終獲得

了偉大的成就。 

 

    總的來說，我們切勿抱住「贏在起跑線」的心

態度日，只有努力學習才會有美好的人生。 

 

★老師的話： 

欣賞你引用了古今中外的例子來作說明，佳作！ 

 

如何善用智能手機   六年級 陳靖琳 

 

    智能手機是現今社會幾乎人人都有

的生活必需品。它的體型不大，功能卻不

勝枚舉，可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它既是科技的尖端產物，為人類帶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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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也讓世人為它着迷，沈醉於其中而無法自拔。

以下我會分三個部份來說明如何善用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就像「信鴿」，我們能善用它與親友

互動，不再受距離的限制，也能從中結交新朋友。

回想以前的人類，只能靠書信來往，可想而知，效

率非常低。然而，現今我們只需要下載社交軟件，

即使親友遠在天邊，也可以近在眼前。但「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我們亦要小心以免被「駭客」入

侵，令我們蒙受損失。只要我們懂得基本的安全意

識，便能善用智能手機於社交用途了。 

 

    接着，智能手機也是我們的「老師」，當我們

在學習上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便可以用智能手機

來搜查資料。不過，任何事都是一體兩面的，我們

也需要分辨答案的真偽，若只是囫圇吞棗，那最終

也會帶來不好的結果。正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

而不學則殆」，只要我們學習與思考緊密配合，智

能手機將在學業方面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智能手機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能

善用它來進行娛樂活動，以達到舒解壓力的效果。

根據專家的調查，適當的娛樂不僅能夠使人頭腦變

得更加敏捷，還能提升工作效率。但是玩樂千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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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過度，否則會影響學業成績。因此，我們要懂得

安排和規劃時間，善用手機，以達到舒壓的效果。 

    總括而言，只要懂得善用智能手機，它將會帶

來無限的好處；反之，它會讓人陷入危難。我們可

以利用智能手機與親友互動，搜查資料，娛樂等，

來達到善用它的效果。 

 

★老師的話： 

容豐富、文句通順、立意獨特，是一篇難得的佳作！ 

 

怎樣與同學建立和諧關係 六年級 陳爾泰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一門學問，與同學建

立和諧關係與社會學息息相關。在日常生活中，人

與人之間相處時總會發生摩擦，但要真正與同學建

立和諧關係，實際上要怎樣做呢？我認為只要互相

幫助，彼此真誠相待和互相包容，便能減低發生衝

突的機會，與同學建立和諧關係。 

 

首先，同學之間要互相幫助。當兩個人在同一

間公司的部門工作，需要配合和互相幫助，才能相

輔相成，使工作效率上升。同學之間也是一樣，當

同學遇上困難，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我們就應該

伸出援手，鼓勵他，為他打氣，甚至陪伴他渡過難

關，才能與他建立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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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同學之間要真誠相待，互

相信任。與同學相處時難免有意見不

合的時候，所以我們要坦誠地說出自

己的感受，不要隱瞞事情。我們還要

遵守及履行承諾，保守秘密，這樣同學就會對你產

生信任，並會願意和你交心。由此可見，彼此真誠

相待在建立和諧關係上是多麼重要的。 

 

最後，同學之間彼此包容也很重要。當同學做

錯事時，我們應該體諒她，學會包容他的缺點，並

要鼓勵他改正錯處，不能因此而記恨。我們不但要

欣賞別人的長處，以它們為自己的學習目標，還要

利用別人的缺點作自我反省。 

 

總而言之，我們要與同學建立和諧的關係必須

互相協助、彼此真誠相待和彼此包容。要以良好而

真誠的心態對待他人，才會使對方願意與你建立和

諧的關係。希望大家日後可以與更多同學建立和諧

關係並結交摯友呢！ 

 

★老師的話： 

內容豐富，文句順暢，是一篇難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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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最美的時候 四年級 黃景業 

本文榮獲「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高小組最佳中文文章金獎 

 

今天我生病了，我躺在牀上，甚

麼也不可以做，但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看着媽媽忙碌地照料着我的身影。

平常的她總會打扮得漂漂亮亮，但今

天的她有一點不像，看見她蓬頭垢面

的模樣，為了照顧我，犧牲了打理自己

的時間。 

 

看到這個情況，霎時間，我的眼眶泛起淚光，

媽媽看見我淚珠盈眶的樣子，便拿起紙巾輕擦我的

臉頰，當她俯身靠近的時候，帶來親切溫柔的感覺。

媽媽就彷彿像一位小天使般守護着我，帶給我溫暖

和安全。 

 

在晚餐的時候，媽媽為了生病躺臥在牀的我更

易進食，特意煮了容易吞嚥的清粥。味道雖然清淡，

卻讓我感受到滿滿的關懷及愛意，要知道我的母親

平常不是個愛下廚的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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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媽媽在我眼中的美，並不在外表上的光

鮮亮麗，而是在她打從心底裏展現的母性，彷如在

她身上打了鎂光燈般耀眼，讓我的眼光忍不住聚焦

在她身上，是別人無法取替的美，這就是媽媽最美

的時候。 

 

母親最美的時候 六年級 陳爾泰 

本文榮獲「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高小組金獎 

 

母親最美的時候，是我在

出生時，她用溫暖的懷抱環繞

着我，對我淺笑嫣然。 

 

母親最美的時候，是當我剛上幼稚園，她用那

長滿薄繭的手緊緊地牽着我，對着我堅定地微笑。 

 

母親最美的時候，是在我小學畢業禮時，我的

視線與她的眼光隔空交會，眼裏所倒映出她那略顯

滄桑的臉容。 

 

母親的美，是在每分每刻，在我的目光所及之

處，在那段泛黃的記憶中，在我筆下的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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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我想對您說 五年級 黃婉晴 

本文榮獲「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高小組最佳中文文章優異獎 

 

媽媽，您在我心中，就像一位多功能的女超人。

雖然您樣子平凡，但是您在各方面樣樣精通，在我

眼中是無所不能的。 

 

在做家務方面，您就好像勤勞的蜜蜂，不僅做

得快，而且做得又好又徹底，做不好就絕不善罷甘

休。 

 

在廚藝方面，您就好像一位頂

級廚師，普通的食材經過您的手，就

能變成一道道佳餚。我覺得最幸福

的事是每天都能吃到您做的菜。 

 

媽媽，我真的為您這一位媽媽

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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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給許綺雯老師的信 五年級 吳詠欣 

本文榮獲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第 55期） 

十優文章 

親愛的許綺雯老師： 

 

您好嗎？您還記得我嗎？我是您二十年前的

學生吳詠欣。今天，我收到何福堂小學的邀請，下

個月回母校慶祝學校七十周年校慶。聽說您還在何

福堂小學任教，想到能夠和您再次見面，我掩蓋不

了興奮的心情，想把這個好消息提前和您分享！ 

 

您可能不記得我是哪一位學生，可能您教過很

多個和我同名同姓的吳詠欣。當年，您教我四年級

中文，那一年是很特別的一年，至今我還記憶猶新。

當年全球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您只教了我一個學期

中文就停課了，後來能看見您，也是

隔着屏幕網上上課。 

 

雖然您教了我的時間很短暫，但

是教會了我很多知識，特別是您讓我

認識了「啞老師」——字典。一上四

年級，您便鼓勵我們多查字典。以前，我很討厭查

字典，後來，在您的鼓勵下，我一遇到困難的字，

就會找「啞老師」幫助，令我學到很多知識，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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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現在，我也是一位老師了，雖然互聯網十

分普及，每位學生手上都有智能手機，但是我也鼓

勵我的學生多查字典。字典裏的知識十分全面，是

互聯網上找不到的。我四年級用的《現代漢語詞典》

還用到現在。謝謝您讓我認識這一位「啞老師」！ 

 

還記得那年正是何福堂小學五十周年。因為

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很多校慶活動都受到影響。那

時，您邀請我設計學校文集《荷塘的天空》的封面，

我感到十分榮幸。但是我才畫了一半還未完成又停

課了，本來興奮的心情一下子變得十分失落。後來

雖然我畫好了，但是復課後交給您已經是幾個月後

的事，我心想：老師應該不會用我的畫了。可是，

復課不久，班主任派發新文集，我竟然看見自己設

計的封面，我感到十分驚訝。每當我看着這本文集，

我就想起了您，很想親口對你說一聲謝謝您！至今，

字典和文集還擺放在我的書架上，字典就是您，文

集就是我，我們好像依偎在一起。 

 

您現在記起我是哪一位吳詠欣嗎？諺語有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真期待何福堂小學七十周年

校慶快點到來，我就可以再一次回到母校和您見面，

那時候，您就會記起我是那一位您教過的學生吳詠

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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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工作順利！ 

學生 

詠欣敬上 

二零四零年十一月八日 

 

★評判評語: 

假設的內容與當年真實的情況緊密相扣，情感真摯。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六年級 吳雨澤 

本文榮獲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第 55期） 

十優文章 

 

    自從那次深刻的反省之後，我就

改掉了衝動的壞毛病…… 

 

     上個星期三，我和同學在小息時玩耍，當我們

玩得得意忘形時，「叮咚、叮咚」，原來小息已經

完結了，我和同學只能意猶未盡地返回教室。回到

座位，我看了看時間表，便開始準備上課的用品。

正當我準備拿出媽媽給我新買的鉛筆時，卻發現它

不翼而飛了。我一下子就慌張起來，心裏想着：「完

了，這可是媽媽剛給我買的最新款的鉛筆呀，要是

丟了可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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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急地到處尋找。

正當我毫無頭緒時，我猛然看見隔壁同學手上的，

正是我的那一支鉛筆，我忍不住站起來大喊：「你

為甚麼偷了我的鉛筆？」他聽到我的話後，一臉茫

然地看着我，說道：「甚麼鉛筆啊？」我看着他的

臉，氣急敗壞地說道：「你還裝作甚麼都不知道的

樣子，難道這支鉛筆不是你偷的嗎？」我說完後，

忍不住一拳打在他的臉上。他被我打了一拳後，也

開始還擊，我們倆大打出手。這時，門外的老師也

被聲響驚動了過來。 

 

     老師分開了我們並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

一道聲音傳來：「吳雨澤同學，這是你的鉛筆嗎？」

我轉過頭去，原來我不小心把鉛筆遺落了地面。我

的臉不由自主地通紅起來。於是，我轉頭向那位同

學道歉，那位同學也原諒了我。 

 

    從那天之後，我便學會了不能衝動，我決定要

改掉這個毛病。 

 

★評判評語: 

敘事清晰，反省深刻。老師希望你成為一個處事冷

靜的人。 



136 

 

未來世界一天遊 六年級 鄧銘愉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六年級季軍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五

分鐘後抵達 2022年，香港站。」  

 

    「各位來自 2021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

自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

各位旅途愉快。」 

 

當我到達目的地下車後一看，咦！這不就是我

家附近的車站──龍門輕鐵站嗎？我看了看手機，

現在已經十二時了。我的肚子咕咕地響，於是便到

附近的餐廳吃飯。我習慣性地走到我想去的餐廳，

門外已聚滿等待的客人。想不到餐廳的生意比一年

前好多了，餐廳內的桌子每桌也超過四人，難道大

家都不怕觸犯限聚令嗎？ 

  

吃過飯後，我到處閒逛。對了！我猛然想起未

來的我是否能如願入讀心儀的中學呢！何不趁午

膳時間到中學去看看呢！我匆忙地到中學等候，為

防被發現，我躲在草叢後方。不一會兒，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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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熟悉的身影，她身上穿着我希冀已久的校服，

「我」和三個同學一邊說笑，一邊從校門走出來。

我看着自己歡笑的面容，慨歎大家終於不用再受戴

口罩的煎熬了。 

 

接下來的時間，我想起父

母，於是致電給爸爸，他人在

深圳。原來大家可以自由地往

返內地了，再也不用居家工作呢！我之後再致電媽

媽，她正在愉悅地與三五知己吃飯，再不用受限聚

令所管束了。 

 

一天很快便過去了，大家都能如常生活，為將

來而努力。這天的經歷使我難以忘懷呢！ 

 

★老師的話： 

你寫出的未來，一定是現今香港人最期望的景象。 

 

             未來世界一天遊 四年級 林欣婷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 5

分鐘後抵達 2030年，未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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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

自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

各位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 2030 年的未來站，不知今天有

甚麼難忘的經歷呢？ 

 

我自認是家中的「貪吃鬼」，當然要先去吃東

西了。來到餐廳了，當我一看到餐單時，我立刻面

容扭曲。因為餐單上只有菜、魚和少量豬肉，竟然

沒有我喜愛的牛肉。我馬上問店員為甚麼沒有牛肉，

他嚴肅地說: 「難道你不知道飼養牛和羊所產生的

甲烷氣會加速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

重嗎？」聽了他的話，我馬上恍然大悟。老師平日

經常叫大家不要吃太多牛和羊，我都沒有正視，我

今天終於明白老師的苦心了。 

 

之後，我到了屯門公園散步，那裏煙霧瀰漫，

跟我想像中綠草如茵的公園完全不一樣。一位老婆

婆看到掩着口鼻的我，就生氣地說：「空氣污染問

題越來越嚴重了，大家都不願意以單車或步行來代

替乘坐交通工具，致使廢氣問題無法解決。」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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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話，我如夢初醒，我平日都會乘爸爸的車上學，

原來在不經意間已產生了大量廢氣了。 

 

我若有所思，慢慢走到車站，卻驚覺原來列車

已經開出。職員說每年只有一輛列車能回到我所處

的時空。聽到這裏，我開始淚如泉湧。 

 

「鈴鈴鈴⋯⋯」原來只是一場夢，這場夢讓我獲

益良多。地球是我們的家園，為了她的健康和美麗，

我們一定要用行動守護

她呢！ 

 

 

            未來世界一天遊 四年級 黃景業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 5

分鐘後抵達 2033年，香港站。」 

 

「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

自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

各位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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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我真的到 2033 年的香港，不知今天有甚

麼難忘的經歷呢？ 

 

我一走出香港站，立即看見周圍的地方都充滿

摩天大廈及高架天橋。人們再不像以往一樣在馬路

上駕駛汽車，而是駕駛着蛋型的噴射飛船，有些更

加背着像書包大小的飛行器任意地飛行，像小鳥一

樣飛來飛去。 

 

我很想回到自己未來的家，於是召喚了一架蛋

型的飛船計程車。計程車打開門車門時，我發現裏

面沒有司機，原來未來世界的交通工具都是由機械

人操作，我立刻跳上這款最新型的交通工具。 

 

當關門後，計程車瞬間又打開門了，原來我已

經到達家門口，未來世界的交通工具真神奇呀！ 

 

我在未來世界的家中，看見了

很多新奇的科技，包括機械人管家

和可以隨意點飯菜的全自動廚房。

我還跟未來世界裏的弟弟一起玩

遊戲及吃晚飯呢！ 

 

時間過得真快，差不多是晚上九時了，我立即

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乘坐蛋形計程車返回香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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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未來世界一天遊」真的令我又開心又難忘

啊！ 

            未來世界一天遊 五年級 黃傲博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 5

分鐘後抵達 5010年，香港站。」 

 

「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

自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

各位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 5010 年的香港，不知今天有甚

麼難忘的經歷呢？ 

 

像做夢一樣，經過一道奇異的閃光，我便一下

子來到 5010 年的香港。這個全新面貌的香港，給

我既陌生又新奇的感覺，真讓我眼前一亮啊！ 

 

我在街上四處張望，無數的高樓大廈，許多的

機械人在工作，滿街的汽車在天上飛行。我走進一

間售賣電腦的店子裏，那機械人跟我解說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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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原來未來世界的電腦，都是用語音控制

的，只要我說想找甚麼，電腦便可以在幾秒鐘的時

間裏把它找到出來，非常方便。 

 

走着走着，我開始感覺到肚子餓了，便來一間

懸浮餐廳吃飯，我點餐後，機械人只要把資料輸入

電腦，他們就會高速地把食物煮好，再透過懸浮輸

送帶，把食物送到我面前。 

 

我點的是牛扒飯，可是他們卻

只給了我一顆小丸子，我問他們：

「這是牛扒飯？」他說：「對，這

是你點的牛扒飯，裏面的所有營養

和份量都經過壓縮成一顆小丸子，

這可以吃得更方便和吃得飽。」當時我也半信半疑，

但後來吃完後，肚子真的飽得撐不住了！ 

 

下午，我來到一個大型商場逛街，這裏到處都

是機械人和人類，他們每個都很友善，也能和諧共

處。商場裏的所有事物都是先進新奇的玩意，真讓

我大開眼界。 

 

到了晚上，我要回去 2020 年的香港了，真是

捨不得呢！希望我可以有機會再來一趟這個既有

趣又夢幻的未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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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一天遊   五年級 吳詠欣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 5

分鐘後抵達 2520年，香港站。」 

 

「各位來自2020年的

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來

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

車後，你們有一整天自由

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各位

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 2520 年的香港，不知今天有甚

麼難忘的經歷呢？ 

 

時空列車的門一打開，我就吸引了一羣五百年

後的香港人圍觀，可能是因為我的衣着太遠古了，

也可能是因為他們以為我是一位演員，正在拍攝古

裝片。於是，我連忙找了一間時裝店打扮一番。原

來，五百年後的衣服是用紙製造的，但它的質地十

分柔軟，比我們現在布質的衣服更加舒適。你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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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你要的打扮，走進更衣室，一秒鐘就呈現在你

身上。真是十分神奇啊！ 

 

五百年後的香港已經今非昔比，四周都是花草

樹木，馬路消失了，只有人行的小徑，我彷彿走進

了一個童話世界一樣。正當我摸不着頭腦的時候，

我抬頭仰望天空，我幾乎被嚇呆了。一輛輛的車正

在天上飛着呢！原來五百年後交通全部都在天上

運作，沒有了交通燈，也沒有了塞車，而且車輛是

用太陽能來驅動的，不再用汽油燃料。看着天上的

車飛來飛去，猶如一隻隻蝴蝶在翩翩起舞。我不敢

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真的像童話世界一樣。 

 

我很想回到曾經居住過的地方，走着走着，我

看見有一羣人在排着隊。原來他們在排隊扔垃圾。

我看見一個小女孩把一個玻璃瓶放進回收箱，按下

按鈕，三秒鐘後，一條晶瑩剔透的玻璃手鏈就出來

了。原來這個回收箱可以將廢物立刻變成新的玩意，

難怪人人都來排隊。 

 

「叮！叮！叮！」我還沒找到我曾經住過的地

方，回去的鐘聲就響起了。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

往車站跑去，趕上時空列車回到五百年前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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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世界一天遊   五年級 姚懿宸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五

分鐘後抵達 2200年，未來站。」 

 

「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自

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各

位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 2200 年

的未來，不知今天有甚麼難

忘的經歷呢？ 

 

我一走出時光列車，就有一個機器人給我一張

宣傳單張，我看了看手裏的宣傳單張，上面寫着「前

往二號地球的飛船票只剩最後一萬張了！」 

 

走出車站後，映入眼簾的是灰濛濛的天空、高

聳入雲的大廈、無人駕駛的汽車，路上的行人都行

色匆匆。「太奇怪了！他們都怎麼了？」與我同行的

人說。我們繼續往前走，看到一個人沮喪地坐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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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於是我們上前問道﹕「這裏發生甚麼事了嗎？」

他看了看我們的衣着，說﹕「你們是從古代來的吧？

地球的能源很快就要耗盡了，環境越來越差，人類

快要生活不下去了，有錢人都去新地球了，可我還

不夠錢買船票。如果你們以前好好保護環境，就不

會像現在這樣了。」我們疑惑地看着他，那人繼續

說﹕「因為過度的能源開發，導致全球氣溫升高，

冰山融化，淹沒了很多陸地，動物都滅絕了，只剩

下人類，這裏已經不適合我們居住了。」 

 

聽他說了這麼多，為了能了解更多我們對環境

的影響，我們參觀了這裏的學校、公園、大廈……

不知不覺，天就黑了，看了各種先進的技術，智能

的家居設備，可是除了人類，沒有其他動物能享受

這些。 

 

坐上回程的列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未來

世界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美好，希望等我回去，一

覺醒來，發現這一切都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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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一天遊   六年級 陳靖琳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

列車，列車將於五分鐘後抵達

2080年，香港站。」 

 

「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自

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各

位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 2080 年的香港，不知今天有甚

麼難忘的經歷呢？ 

 

出站後，我發現 2080年的香港與 2020年的香

港截然不同。 

 

咦！為甚麼 2080 年的香港人都穿上保護衣，

戴上護目鏡呢？原來是因為氧氣層已經很薄，甚至

穿了一個洞，阻隔不了紫外光。這全是因為人類肆

意砍伐樹木造成的，沒有了樹木，就不能進行光合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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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看見了一個高科技產品——智能磁浮

列車。現在他們已經不再用車輪了，全部改用環保

磁浮無軌道車。哇！這比 2020年的科技先進多了！ 

 

不知道 2080 年的食物會是甚麼樣的呢？這也

太讓我失望了吧!吃的居然只有有機物彷生化合製

成的肉和營養補充藥品。如果一直吃這些食物，會

導致身體每況愈下的。看來很多動物已經絕種了。 

 

最後，我去了動物園，但我看不見那些可愛的

小動物，因為工廠的碳排放，使全球暖化，同時也

讓動物失去了棲息地，導致動物園只能用機械仿動

物。 

 

總的來說，我認為未來的市民毫無環保意識，

隨着科技的發展，他們已經依賴着科技，不顧思考。

我決定從現在起，生活要環保。雖然科技發展重要，

但環保和保護大自然也一樣重要。為了不讓我們下

一代受罪，讓我們保護好大自然吧！ 

 

  



149 

 

 未來世界一天遊 六年級 翟凱程 

本文榮獲第十屆屯門區小學 

創意故事續寫大賽推薦獎 

 

「各位旅客，歡迎乘坐時空列車，列車將於五

分鐘後抵達 2380年，木星站。」 

 

「各位來自 2020年的貴賓，歡迎大家參加『未

來世界一天遊』。在下一站下車後，你們有一整天

自由活動時間，請大家於晚上九時前回到車站，祝

各位旅途愉快。」 

 

哈！我真的到 2380年的木星，不知今天有甚麼

難忘的經歷呢？不知道木星有沒有高樓大廈呢？

不知道木星有沒有主題公園呢？不知道木星住了

甚麼人呢？我滿腦子都是好奇的問題，此刻的心情

真是既興奮又緊張。 

 

列車終於到站了！當車門打開後，我第一眼看

見的是很多交通工具在半空中行駛，在高樓大廈之

間穿梭，真的很神奇！ 

 

而令我最驚訝的是木星中全部都是智能機械

人，它們已經取代了人類。它們看起來跟人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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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的分別， 還懂得說話起來呢！不過，最與別不

同的是它們懂得在空中行走。 

 

我沿着指示去到別具一格的主題公園，園內的

設施全部自動化，只要經過智能掃描機便能玩機動

遊戲。如果購買食物，只要對着聲控食物機說：「我

要吃雪糕。」不用五秒，雪糕便會在食物機出口處

出現。 

 

走出公園後，是一個繁榮的科幻商業區，四周

的機械人川流不息地在大廈之間穿梭，它們工作完

全不需要紙張文件，只要透過智能機械人的微波傳

送就能成功。終於來到購物商場了，眼前全是日新

月異的產品，有可以調節溫度的變色衣服、有長着

翅膀的鞋子、又可以飛的自行車……實在有太多新

奇的東西，令我意想不到！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差

不多又到集合的時間了。我懷着

依依不捨的心情坐着時空列車回

到 2020 年，這次的旅程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突然，我聽到鬧鐘的響聲，睜開眼睛，發現原

來是一場夢，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切都會

變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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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森林的說話 五年級 吳詠欣 

本文榮獲第十六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傑出文章獎 

 

    「 嗚嗚嗚——」遠處傳來一陣悲慘的哭聲。我

沿着哭聲慢慢地走近，聽到了森林在說話。 

 

「嗚嗚嗚——」樹苗妹妹嘩啦啦地流着眼淚，

「我的媽媽在哪裏啊？我的媽媽在哪裏啊？」 

 

「我好痛啊！我的手臂沒了！」榕樹哥哥捂着

肩膀，痛苦地呻吟着。 

 

「吱吱吱——」麻雀媽媽飛來飛去，「我的家

呢？我的家呢？」她焦急地找着，「我的蛋寶寶呢？

我的蛋寶寶呢？」 

 

我躲在草叢裏看到這一切，感到十分驚訝！這

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樹苗妹妹擦擦眼淚，傷心地對麻雀媽媽說：「麻

雀阿姨，您的家本來築在我媽媽的肩上，可是我媽

媽昨天被人類帶上車，就再也沒有回來了。」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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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着，樹苗妹妹又忍不住大哭起來了。「我的媽媽

呢？媽媽您在哪裏啊？我很想念您啊！」 

 

榕樹哥哥悲傷地對樹苗妹妹說：「我的手臂就

是和你媽媽上了同一輛車的。」然後，榕樹哥哥又

忍着痛，對麻雀媽媽說：「麻雀阿姨，我看到您的

蛋寶寶從樹上掉下來，您到草叢裏找一找吧！」 

 

「哦——」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人類來過，傷

害了這片森林。我感到十分慚愧，不自覺地往後退

了一步。麻雀媽媽迫不及待地飛到草叢裡找她的寶

寶。我連忙躲了起來，生怕它們發現了我。 

 

麻雀媽媽在草叢裏東找找，西

看看。那一刻，我真想走出來幫忙找，

我多希望麻雀媽媽能找回她的蛋寶

寶呢！找着找着，突然，麻雀媽媽「吱

吱吱——」地叫了起來。原來她發現

了一隻蛋寶寶在草叢裡，可惜有兩隻蛋寶寶只剩下

蛋殼粉碎在地上。本來興奮的麻雀媽媽又傷心起來

了。看到這一切，我也感到很心痛！ 

 

這時，榕樹哥哥看見了，堅強對麻雀媽媽說：

「麻雀阿姨，別難過，您來我這裏住吧！我雖然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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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隻手臂，但是我長大了，可以為您遮風擋雨，

可以幫您照顧蛋寶寶。」麻雀媽媽聽了感動得流下

了眼淚。 

 

樹苗妹妹仍然不停地哭着要找媽媽。榕樹哥哥

安慰她說：「樹苗妹妹別哭，你媽媽其實在你身邊，

你要學會堅強，學會獨立，春天過後，你會再和你

媽媽相聚的。」 

 

「真的嗎？」樹苗妹妹懷疑的問：「我真的可

以再見媽媽？」 

 

榕樹哥哥點點頭說：「相信我，你一定會再見

你媽媽的。」 

 

聽到榕樹哥哥幫助麻雀媽媽和安慰樹苗妹妹

的一番話，我感到十分感動。我在想：我們傷心的

時候，樹木化身為紙巾安慰我們，森林傷心的時候，

誰來安慰它們呢？想着，想着，我又是那麼的慚愧，

一直躲在草叢裡不敢出來，只能靜靜地，靜靜地，

聽着它們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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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森林的說話  五年級 孫宗怡 

本文榮獲第十六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鳴──鳴──，有誰可以幫幫我們啊？」每天

晚上，經常有把聲音呼喚着我，使我整晚都睡不着。

我不停地喝止他，請求他不要騷擾我，甚至責罵他，

但那把聲音還是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 

 

終於有一天，我忍無可忍了，我決定要找出是

誰發出的呼救！我找呀找，找呀找，怎樣找都找不

到，找累了，便坐在木椅上休息一會兒，「好痛

啊！」突然，我聽到一陣痛苦的呻吟聲，原來是我

家的木椅在說話｡他跟我說，世界上如今只剩下的

那片森林就是他的出生地，原來是森林呼喚我的，

他還說那片森林快要消失了。因為知道事情的嚴重

性，所以我決定要幫助木椅，於是我坐着木椅飛到

森林裏。 

 

到達森林後，動植物一湧而上，紛紛都向我抱

怨他們的遭遇。大樹聲嘶力竭地說：「我的家人和朋

友一個一個地消失，被人類砍伐拿去做傢俱了，下

一個可能便輪到我了！」小花傷心絕望說：「地球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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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溫度越來越熱，我快要支撐不住了。」河流也愁

眉不展地說：「我的肚子裡充滿了垃圾，腸道阻塞，

魚兒都就來死亡了。」 

 

聽完他們的哭訴後，我也忍不住替他們流淚，

所以我答應了他們，我會想辦法拯救這片森林｡然

後我就在這片森林裏走了一走，發現這裏死氣沉沉，

沒剩多少樹木。走着走着，我突然被人搖醒，原來

是弟弟叫我起牀吃早餐，還問我為甚麼睡在木椅上，

我真的不知道昨晚是在作夢，還是真的到過森林。 

 

我吃完早餐後，便立刻背着書包跑回學校，因

為我很想快點跟同學分享我的經歷。回到學校後，

我跟同學說了我的經歷，同學們竟然也有同樣的經

歷，這樣可以肯定昨晚作的夢是真的了，他們還說

這片森林實在太可憐了，他們都想幫助這片森林。

之後，我們組織了一隊隊伍叫保護森林小戰士，我

們在社區裏宣傳救救地球的行動，呼籲居民不要亂

砍樹木和不要亂拋垃圾。 

 

自從我們呼籲保護森林後，大家都非常珍惜資

源，非常環保。盼望我們出的每一分力能拯救森林。

從那天起，我便越來越少聽到森林的呼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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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ister   P1 Ng Tsz Yat 

This is my sister. She has big eyes, a 

small nose, small ears, a small mouth and 

a round face. She is thin and tall. Also, 

she has short and curly hair.  

 

She can jump and draw. She can’t 

swim or cook. She is wearing a pink T-shirt, an 

orange skirt and yellow socks. I love my sister very 

much. 

 

My Friend   P1 Ho Cheuk Wang 

This is my friend. His name is 

Thomas. He is short and fat. He has big 

eyes and a small nose. He has big ears, a 

big mouth and a round face. He can eat 

and play. He can’t swim or fly. 

 

 Today, he is wearing a blue T-shirt 

and black trousers. He is wearing green socks and blue 

shoes. He has a red cap on his head. He likes football. 

I love my friend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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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s We Like Most  P2 Chan Tsz Hei 
 

There are many festivals in Hong Kong. For me, I 

like Easter most. It is in April. I eat chocolate eggs and 

go on an egg hunt at this festival. 

 

My friend Jalen likes Christmas. It is in December. 

He sees the Christmas lights and has a big dinner at this 

festival. He feels excited.  

 

My friend Jalen and I like celebrating different 

festivals together.  

 

 

 

 

            A Letter to a Friend  P2 Law Tsz Kiu 

Dear Kenny,  

 

     How are you? I start my school again in February. 

During the weekdays, I usually get up at half past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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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orning. Then, I wash my face and 

brush my teeth. After that, I have breakfast. 

 

     I sometimes have Maths lessons at 

ten o’clock. After school, I go to the park 

and ride a scooter. I usually paint pictures and read 

books before I go to bed at eleven o’clock. 

 

     Write soon!  

                             Your friend,     

                                     Candy  

               Fred’s Day    P3 Markas Mak 

 Fred and his friends went to Tai Mei Tuk last 

Saturday. First, they played hide-and-seek and ate 

sandwiches. Fred had a lot of sandwiches because he 

likes fresh food. 

 

 Next, they took some photos. Suddenly, Fred 

bumped his face on a dog. Fred felt unhappy. 

 

 Finally, Fred’s mother bought 

him some sandwiches and they 

were all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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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y Circus  P3 Mia Kan 

 Sarah and her brother Tony go to 

the Crazy Circus. After arriving at the 

circus, they watch the clown show first. 

While watching the clown show, Tony 

sees a girl holding a box full of food. 

There are ice creams and popcorn. 

Sarah buys a cup of popcorn. Tony 

buys an ice cream. Tony says, ‘It looks 

very yummy.’  

 

 After that, they continue to watch the clown. The 

clown has a red nose, curly hair and colourful clothes. 

The clown is very smart. He can throw balls and stand 

on a huge ball. 

 

 Then, they watch a giant lion. The lion has many 

sharp teeth, claws and long mane. It looks like an evil 

monster.  

 

 Unexpectedly, a boy runs to the lion! The lion 

wants to bite him! ‘Oh no! The lion will eat the boy!’ 

says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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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end, Sarah calls the trainer to save the boy. 

‘The boy is safe,’ says the trainer.  

 

At last, Sarah and Tony reluctantly leave the Crazy 

Circu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Mother   

P4 Wong King Yip 

Once, I was sick. I could not do anything, except lie 

in bed. The only thing I was able to do was look at my 

mum who was trying hard to look after me. Usually, 

she is busy doing her work and we don’t have much 

time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She was different on that day. She 

cooked congee for me even though she is 

not good at cooking at all. The congee did 

not taste as good as it looked, but I 

appreciated it a lot.  

 

All of a sudden, tears were rolling 

down my cheeks. Mum saw that and took 

a tissue to wipe my tears away. When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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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ed towards me, it brought me a feeling of 

tenderness and warmth.  

 

My mum, she is like an angle on earth, who 

brightens my world. Mother’s love is something that I 

treasure.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her i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An Unforgettable Moment between My   

           Mother and Me    P4 Chan Wai Yu 

 

  I usually visit my grandpa with my mum and 

sister every year. I love to go to his home because I can 

see beautiful sceneries and I can play with my friends.  

 

    During summer vacation in 2018, my friend came 

and asked me to play by the river. 

My mum told us not to run near the 

river. However, I wanted to catch 

fish so we ran to the riverside. The 

grass was so slippery. I fell into the 

river. I was scared and my mum 

jumped into the river to save me. I 

cried and my mum comforte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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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ok me home. 

 

 I learned a big lesson. I need to obey my mum and 

stay away from danger.  

 

       A Formal Letter to Principal 

P5 Wa Eahay 

 

Dear Mr Wong, 

 

 I am writing to you today to praise the behaviour 

of one of your students. I do not know the student’s 

name, but I saw that his uniform was from your school. 

 

 Last Friday, I was on the bus with my grandmother. 

The bus was so crowded! 

 

 There were no empty seats on the bus. My 

grandmother was very tired. Thus, she needed to sit 

down to take a rest. However, no one wanted to give 

her a seat.  

 

 Then I saw a boy in a school 

uniform. He had a big schoolbag but 

he gave my grandmother a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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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ly and said, ‘Please take a seat.’ 

 

I was delighted as my grandmother could take a 

rest. The student was gentle and caring. I learnt that I 

need to give a seat to people in need while we were 

taking public transport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reading my letter. I know 

your students will keep up their good behaviour. 

 

Yours sincerely, 

 Hayven Wa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P5 Chow Cheuk Yu 

 

 It was the 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t was a day for family 

reunion, so my family and I visited 

my grandparents. We prepared 

some gifts for them. They felt 

absolutely surprised when they 

saw us at this great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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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at, my mum and dad exchanged gifts with 

my grandma and grandpa. They gave us red packets 

and a sweet tray. I said, ‘Thank you, grandma and 

grandpa! Happy New Year!’ They were very delighted. 

At the same time, I took different kinds of sweets from 

the sweet tray, especially sweet lotus seeds since they 

were my favourite snacks. However, I was very lazy to 

put the wrappers to the rubbish bin, so I just threw them 

on the table. Then, I went to watch TV with my sister. 

 

 Afterwards, my mum felt very angry when she 

discovered the wrappers on the table because the turnip 

cake was very close to the wrappers. They made the 

table messy and dirty.  

 

 Eventually, my mum punished me and taught me 

how to have good manners when we visit someones 

home. Therefore, I regretted that I did something 

impolite. I tidied up the table immediately.  

 

 Lastly, we watched the fireworks together. It was 

enjoyable for my family but too noisy for me. Believe 

it or not, it was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on the Fir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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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ing Out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P6 Bai NaNa 

 Last night, I went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to have 

dinner with my family.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such a bad experience. There was a new Chinese 

restaurant near out home so we went there to have a try. 

I went to this Chinese restaurant because I heard that 

the food was delicious there. When we arrived at the 

restaurant, there were many people waiting outside the 

entrance. I felt disturbed because it was noisy. After 45 

minutes, a waiter arranged for us to sit at a table near 

the entrance.  

 

 W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because we 

thought that it was noisy and too 

hot to sit near the entrance. Then 

I told the waiter to change the 

seats. However, he was rude and 

said, ‘No!’ Then, he left impolitely. I felt angry.  

 

 After that we ordered some food. We ordered some 

soup and rice. The food came slowly. However, 



167 

 

something happened. When the waiter came near us, he 

was careless and spilled some soup on my little sister. 

I felt furious. 

 

 The waiter was frightened after the accident 

happened. He apologized to us immediately. We did not 

accept his apology and complained to the manager of 

this restaurant. We were extremely disappointed. 

 

 Finally, we left the restaurant and never went back 

again.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Mother 

P6 Ng Yu Chak 

The greatest love is maternal love.  

 

When I was a kid, my mom was an office woman. 

She was busy all days and nights, so she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care of me. Due to her hectic work 

schedule, I even could not see her when I woke up. 

When I went to bed, she was just coming back from 

work. As a result, I always wondered if my mom still 

loved me. Suddenly, everything changed over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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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night, I was so sad. I wanted to tell Mom how 

much I loved her, so I waited for her to come back. 

When she arrived home, she saw me and felt very 

surprised. She was frozen for a while and asked me 

why I stayed awake. At that moment, tears ran out of 

my eyes. We chatted with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Finally, I solved the problem with 

my mom. I told her to talk to me when 

she has time. I learnt an important thing; 

that love does not need words and can 

be proved by actions. Thank you, Mom.  

 

 

An Unforgettable Moment between My 

Mother and Me   

P6 Tang Si Wai Celine 

 

 I like staying with my mother in the kitchen. My 

mother liked to teach me how to cook when I was three. 

After a few years, I wanted to give her a surprise on 

Mo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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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eeded to prepare all the ingredients and a recipe 

for baking cake without letting her know. I was waiting 

for a chance when my mother wasn’t at home. Then I 

asked my dad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all the 

ingredients with me.  

 

 The day before Mother’s Day, my mother needed 

to go to work. It was the perfect time for me to start this 

surprise gift. I started preparing the ingredients but I 

failed in the first two attempts. I was frustrated but I 

didn’t give up. For the third time, I did it!  

  

 I showed her my first homemade cake. My mother 

was surprised and gave me a big hug. We shared the 

cake. It is an unforgettable moment between us. I will 

never forge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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