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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A 卓雅彤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乘巴士到沙灘玩

耍。 

  我們到達沙灘後，看見到處都人山人海。爸爸好不

容易才找到一處在樹蔭的位置坐下來。媽媽剛剛翻開沙

灘蓆，妹妹就急不及待地嚷着要去游泳。於是，我們換

上泳衣，爸爸先帶領我們做熱身運動，然後才去游泳。 

  我曾經在游泳班學過蛙泳，於是示範給妹妹看，怎

料，她竟然取笑我像一隻大青蛙。我生氣極了！於是把

海水潑向她，她嚇得哇哇大叫。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我

和妹妹一起堆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兒飛

來一個水球，把我和妹妹堆的沙堡摧毀了，妹妹傷心得

哭了起來，我立刻安慰她，我說：「妹妹，你不要傷心，

我給你再堆一個吧！」我說完，妹妹立刻笑了，她說：「謝

謝你，姐姐。」 

  最後，我們拍照留念，依依不捨地回家了。今天真

是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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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3A 杜欣晴 

《夢想的房間》 

  我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我很喜歡我的房間，可是，有時候，我希望我的房

間跟現在不一樣。 

  我非常希望我的房間是一所魔術屋。牆壁是巧克力

餅乾，窗子是草莓味的糖果，枕頭是麵包拼成的。毯子

是芝士薄餅拼成的。水龍頭流出來的是汽水，那該多好

啊！ 

  我幻想的房間是正正方方的，還有電梯呢！ 

  可是，我幻想完後，我還是覺得自己現在的家比較

溫暖。早上，有爸爸叫我起床；放學回家後，有媽媽和

我溫習；晚上，有弟弟陪我玩玩具。 

我現在的房間雖然是一個平平凡凡小孩子的房間， 

但卻充滿家人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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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3A 劉霏廷 

《動植物公園遊記》 

  在回程的校車上，我們興高采烈地討論着今天遊覽

動植物公園的事情。方老師以大自然為教室，給我們上

了一節生動、有趣的常識課。 

  早上，我們在學校出發前，方老師向我們介紹了今

天的課題──保護大自然，讓我們清楚知道活動的目的

是探索大自然的奧秘和學習愛護大自然。 

  到達動植物公園後，我們首先參觀我最喜歡的「鳥

類區」。我看見了一羣美麗的丹頂鶴，牠們的出生地是

在森林裏，牠們是香港常見的動物。牠們有一身雪白和

毛茸茸的羽毛，最特別的地方是有長長扁扁的嘴巴，真

是可愛極了！「鳥類區」還有很多不同的鳥類。牠們都

很可愛呢！但是我最喜歡的鳥類還是丹頂鶴！ 

  接着，我們到「哺乳類」區。我看見了可愛的浣熊，

牠們在雨林裏出生，浣熊的身體結實，行動敏捷，而且

兩眼之間戴上「黑面罩」，牠是稀有的動物，我們要好

好保護牠們！「哺乳類」區還有很多可愛的動物，例如： 

領狐猴、侏狨和合趾猴……班上的同學都很喜歡這些動

物，爭相為牠們拍照。 

  這一天，我和同學們度過了既愉快又難忘的一天，

我們還學到不少動植物知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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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A 陳天愛 

《我是一個水杯》 

  我是一個水杯，我的身體是一個圓柱體，而且還很

光滑。我的用途非常廣泛。 

  作為一個水杯，我可以幫助主人養魚、插花、盛文

具等，用途層出不窮。我是主人從百貨公司買回來的。

人們可以用我來養魚，我更可以給魚兒一個美好的環境

生活；人們用我來插花，我便可以像花瓶一樣，神奇地

站在桌子上。 

  另外，我可以作為一個筆筒，如果主人有太多筆，

我就可以幫他盛着那些筆。 

  我是人類的好幫手，任何時候都可以派上用場。 
 

(16-17) 3A 林卓盈 

《鉛筆的自述》 

  我是一枝鉛筆，我一直和同伴們住在一家千年史文

具店裏。上星期一，我搬家了，卓盈成為我的小主人。 

  我的衣服有一些粉綠色的圓點和一些藍色的心形圖

案。還有，我的頭上戴着一頂五顏六色的橡皮帽子，最

特別的是，我的筆芯是三角形的，真是十分有趣。 

  我除了樣子討人喜愛，還會非常認真地工作，我可

以幫助小主人記錄一些重要的事情，又可以幫助小主人

寫字，頭頂那一塊五顏六色的小橡皮可以用來擦文字，

主人還可用我來素描呢！我是不是十分勤奮呢？ 

我真的感到十分自豪，因為無論怎樣，我也可以派上用

場。 



 5 

(16-17) 3A 袁壁君 

《日記一則》 

七月九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我八歲的生日。大清早，媽媽就為我準備了

豐富的食物，爸爸幫我佈置生日會場地，妹妹和我到蛋

糕店買生日蛋糕，而表姐就到附近的商場買小吃。 

  早上十一時正，我的生日會開始了，首先，一位廚

師走到我的身旁，對我和朋友說：「今天，我會教大家

做果凍！」我和朋友選了自己喜歡的味道，然後開始做

果凍了。做着做着，我發現我的好朋友周紫婷不小心把

果凍打翻了，我便說：「不要緊，我和你一起做吧！」

她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 

  接着，我們一起吃蛋糕，我不小心把蛋糕黏到鼻子

上，我被大家取笑，他們說我像一個小丑。吃過蛋糕後，

媽媽說：「我們現在開始玩遊戲，遊戲的名稱是「擲水

果」，語音剛落，媽媽就從廚房拿了兩個小木盤出來，

我們便迅速地分成了兩組，分別是「大人組」和「兒童

組」，我們需投擲水果到「敵方」的木盤內，數量最多

者勝出，限時兩分鐘。最後「兒童組」勝出了。 

  生日會完結前，我的朋友給我送上禮物，我最喜歡

的是周紫婷送給我的心形盒子。 

  今天，我很開心，因為我可以跟家人和朋友度過一

個既愉快又難忘的生日會。 



 6 

 (16-17) 3B 宋卓琳 

《愉快的節日假期》 

  在所有的節日假期中，我最愛的就是聖誕節，早

上，我回學校參加聖誕聯歡會。 

  我在禮堂玩了很多遊戲，老師教我們唱《平安夜》。

這首歌曲旋律優美又動聽。禮堂的活動結束後，我回到

課室吃東西，我吃了火雞和蛋糕，這些食物真美味，我

吃得津津有味。 

  回家後，我把在學校學的《平安夜》這首歌唱給媽

媽聽，媽媽說：「你唱得既悅耳又動聽啊！」我說：「是

呀！這首歌是說救主的降生，真有意思啊！」 

這真是個愉快的節日假期！ 

 
(16-17) 3B 周蓮宅 

《我是一條毛巾》 

  我是一條毛巾，我的身體是長長的，我的用途非

常廣泛。 

  火災的時候，人們便可以揮動我來發出求救信

號，人們還可以用我捂住口鼻，不讓濃煙進入口鼻。

人們還可以用我來堵着門縫。 

  我還可以用來清潔家居，如果你不常常清潔家居

的話，家裏就會滋生很多螞蟻和蟲子，很噁心的，但

如果你想清潔家居的話，我可派上用場，家裏有塵埃，

用我一抹就乾淨了，真方便。 

  我是人類的好幫手，任何時候都可以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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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B 蘇子睿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天氣十分晴朗，我、爸爸、弟弟和姐姐一起到

動植物公園遊玩。 

    我們一到公園就看到了許多動物和植物，我看到入

口旁有一個獸籠，籠子裏關着各種各樣的動物，種類繁

多，如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動物等。 

    植物的種類也不少呢！有棕櫚樹、玉蘭、松柏……

在休息的時候，爸爸跟我說：「猴子是人類的祖先，牠

們十分活潑。另外，只有雄性孔雀才會開屏，而啄木鳥

可以幫助大樹消滅害蟲。爸爸又告訴我，烏龜會在陸地

上爬行，也可在水裏游，是一種兩棲類動物。 

    走着走着，我看見幾隻小猴子在籠裏向我招手， 

像在向我討食物，我趕緊拿出五根香蕉和兩個桃子給 

牠們。牠們蹦蹦跳跳的，像是很開心，牠們就拿走了 

我的食物。 

這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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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B 王靖雯 

《夢想的房間》 

  我夢想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房間全是零食做的，因

為我愛吃各種不同的零食。 

  房間的天花板是用布丁做的，門是巧克力做的，窗

戶和地板都是用餅乾做的。窗戶是用曲奇餅做的，而地

板是用蘇打餅做的，它們排列得整整齊齊。我一踩上去 

，它們便會發出「卡擦卡擦」的聲響。 

  每天放學後，我會趴在那塊用蘇打餅做的地板上做

功課。做完功課後，我就會吃晚飯。如果世界上真的有

這種房間，那就好了，不過現在我居住的小房間比我夢

想中的房間好多了，因為這裏有我最愛的爸爸和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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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B 周欣怡 

《日記一則》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家人正在家裏佈置，他們要

為我舉行一個生日會。 

  我一早起來的時候，看到牆壁上掛了很多五顏六色

的氣球和五彩繽紛的彩帶，家裏佈置得美輪美奐！ 

  過了一會兒，電燈關掉了，朋友們捧着草莓味的雙

層蛋糕來到我家，媽媽在蛋糕上點上了不同顏色的蠟燭 

，這時，爸爸大聲地跟我說：「祝你生日快樂！」這把

我嚇了一跳，朋友們給我唱生日歌，媽媽又跟家人唱了

一遍英文版本的生日歌給我聽。我們吃完蛋糕後，就玩

遊戲。贏了的小組會獲得豐富的獎品，幸運的是，我們

這組勝出了。 

  晚上，我的朋友們都走了，我很快樂。這真是一個

難忘的生日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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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B 簡慧欣 

《學校旅行日》 

  上星期三，爸爸帶我到香港動植物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去看動物，我們看到很多猴

子，牠們在樹幹上跳來跳去，好像在表演雜技，我也很

想像牠們一樣，能在樹幹上跳來跳去。我們還看到大熊

貓，牠坐在草地上吃竹子，樣子十分可愛。 

  看完動物後，我們去看植物，我看見大紅花、玫瑰

和五爪金龍。爸爸說：「玫瑰的葉片有五至九片，花有

紫紅色和白色，白玫瑰很少見。在古時的漢語，『玫瑰』

一詞原意是指紅包美玉。」我點點頭說：「我明白了。」 

到了中午，我們都餓了，就到附近的便利店買魚

丸、麵包和維他奶。我一邊吃麵包，一邊喝維他奶，我

吃得津津有味。 

  時間也不早了，我們高高興興地離開，我們感到很

快樂，這真是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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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C 景思萌 

《愉快的周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沙灘游泳。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那裏已經人山人海了，爸爸

很不容易才找到一個空曠的地方。媽媽剛打開沙灘蓆，

妹妹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游泳。後來，我們換了泳衣，爸

爸便帶領我們做熱身運動，做完熱身運動後，我們就下

水。我在游泳班中學會了蛙泳，便示範給妹妹看，她竟

然取笑我是一隻胖胖的大青蛙，我十分生氣，便把海水

潑向她的身上，她嚇得哇哇大叫。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的身邊堆沙子。起初，

我和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

兒飛來一個大水球，把我們的城堡摧毀了。後來，我和

妹妹才知道原來是一個小妹妹不小心把水球拋過來，她

連忙跑過來向我們道歉，我和妹妹都原諒了她，還和她

做了好朋友，大家一起玩耍。之後，我、妹妹和那個小

妹妹還堆了一個更大更美麗的大城堡，我們都玩得十分

開心！ 

  黃昏時，我們都依依不捨地互相道別，還留下了彼

此的聯繫方式，相約下次再一起到沙灘玩耍。 

 

 



 12 

(16-17) 3C 余佩欣 

《夢想的房間》 

  我夢想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房間全用麵包做成的，

因為我很愛吃各種不同的麵包。 

  房間的牆壁、地板、天花板都是又厚又硬的法國麵

包，堅固而耐用；睡床、沙發等傢俱是軟綿綿的方包，

舒服極了！房間一角放置了用麵包搭成的滑梯、彈床，

四周有很多以卡通人物造型的麵包，像米老鼠、喜羊羊 

，我可以邀請好朋友來一起玩。 

  最奇妙的是，我只要對着鏡子說出麵包的名稱、材

料和數量，新鮮、香噴噴的麵包就會出現在我眼前。我

足不出戶就可以享用各種可口的麵包，也可以運用創意

隨時創造新款的麵包。這些麵包可以用來招待朋友，也

可以送給世界各地貧窮、飢餓的小朋友。如果我擁有這

個房間，我覺得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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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C 蔡政軒 

《蠟筆的自述》 

  我是一枝紅色的蠟筆，本來住在一家文具店裏，後

來被我的主人歐美買了回家，從那天起，我就跟着主人

一起生活了。 

  我的體形又長又瘦削，全身都是用木造的，穿着一

件用紙造的紅色衣服，衣服上全部都是小熊圖案，很漂

亮。我有很多同伴，他們的膚色都不一樣，有黃的、綠

的、黑的、橙的……七彩繽紛。我們都住在一個很大的

盒子裏。 

  每天，我都會為主人服務。當主人想填色時，就會

把我拿出來用。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我的身體也變得

很短小。 

  能夠為人類服務，我感到十分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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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3C 胡銘軒 

《動植物公園遊記》 

  上星期天，因為天氣十分晴朗，所以爸媽帶我到動

植物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到動物區，看到很多猴子，

牠們被關在籠子裏，有的在吃香蕉，有的在盪秋千，有

的在樹上爬來爬去，有一隻猴子向我們走來，好像在向

我們討食物，十分有趣。接着，我們便到觀鳥區，我們

看到孔雀，聽說看到孔雀張開尾巴會帶來福氣的。突

然，孔雀張開了尾巴，美麗極了！之後，我們到池塘邊，

我和弟弟看到很多魚和烏龜，離開觀鳥區後，我們移步

到溫室，我看到稀有的香港拖鞋蘭和豬籠草，聽說豬籠

草可以「吃」昆蟲，香港拖鞋蘭是因它的外形像拖鞋，

所以有此名稱。 

  最後，我們在噴水池前拍了一張大合照，然後才依

依不捨地回家去，這天真是開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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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3C 張文俊 

《學校旅行日》 

  上星期五是學校的旅行日，那天雖然下着微微細

雨，但我們仍然十分興奮。老師帶領我們到鯉魚門公園

旅行，大家都興致勃勃地出發。 

  到達目的地後，小鳥正在樹上吱吱叫，好像在歡迎

我們到來。首先，我們到禮堂聽職員介紹中心內的活動

設施，然後，老師讓我們吃豐富的午餐，接着，我們進

行分組活動。 

  我們先到康樂室玩康樂棋，我和組員對弈，十分刺

激。然後，我們又到唱歌室，還邀請老師和我們一同唱

歌，想不到老師的歌聲十分悅耳，我能聽到老師的歌

聲，真是難忘。 

  最後一項活動是到射箭室學射箭。開始的時候，我

不會射箭，經過多次的努力後，我掌握了竅門，居然給

我射中了紅心，使我雀躍萬分。 

  美好的時光過得真快，我們返回禮堂集合後，便起

程回校，我感到十分開心。這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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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C 鍾展韜 

《我是一個玻璃杯》 

  我是一個七彩的玻璃杯。我的身體十分光滑，但是

我容易碎裂，我的身上有小狗的圖案，人們都十分喜歡

我。 

  我的用途十分廣泛。作為一個玻璃杯，我可以用來

種植物。當主人想種花時，他就會想起我，然後在我的

身體裏放入泥土，再在泥土裏放種子，最後等種子成長。 

  除此之外，我還可以當作敲擊樂器，當主人無聊

時，他就可以在我的兄弟們的身體中放不同水量的水，

然後在我們的身上敲擊，我們就會發出動聽的聲音。 

  我可以當主人的小助手，我感到很榮幸。 

 

(16-17) 3D 黃琬詩 

《邀請卡寫作》 

親愛的文英： 

  我的生日快到了，我的媽媽準備為我舉行生日會。

我現在誠意邀請你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五月十五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點：森林餐廳 

  生日會上將有足球表演，大食會和舞蹈表演，我十

分希望你能出席。 
                                 同學 

                                    美詩上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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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D 朱彬豪 

《日記一則》 

十月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天氣晴朗，媽媽一大早就叫我和姐姐起來，到

郊野公園去野餐，我很興奮，也很期待。 

  媽媽駕車載我們到郊野公園。到達目的地後，我看

到一大片樹林和幾座雄偉的大山。那裏空氣清新，環境

優美，小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 

松鼠在松樹上跳來跳去找松果，還有很多動物呢！ 

  媽媽先鋪好野餐布，我們坐在上面享受公園平地上

的陣陣涼風。接着，姐姐拿出蘋果、牛奶……我看得口

水直流，最後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們吃飽後，姐姐

帶我到樹林看小動物，突然一隻松鼠從天而降，我嚇了

一跳，還有幾隻猴子在樹上爬來爬去。我還想再看小動

物，但是姐姐說我們要回去了，我就拍了幾張照片留念。 

  太陽要下山了，我和媽媽拍了幾張日落的照片就

離開了，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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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D 黃思錡 

《愉快的周末》 

  星期六，天氣十分晴朗，所以爸爸決定帶我們到沙

灘玩耍，我們乘坐公共汽車到沙灘。沙灘上有很多泳

客，人山人海，十分熱鬧。 

  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有樹蔭的地方，媽媽鋪好

沙灘蓆後，妹妹一直嚷着去游泳。爸爸先帶我們去換泳

衣，再帶領我們做熱身，下水後，我表演了我在游泳班

學會的蛙式給妹妹看，可是她卻笑我是一隻可笑的大青

蛙，我生氣地撥了她一臉海水。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我

和妹妹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兒飛

來一個水球，把我們的城堡摧毁了，妹妹傷心得哇哇大

哭，我連忙安慰她。 

  太陽快下山了，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真是

一個美麗的回憶啊！我真希望下次還能到這個沙灘玩

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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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3D 趙瑞麒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天氣晴朗，我和家人到動植物公園遊玩，我非

常期待。 

  我們乘坐公共汽車到目的地。那裏的環境十分優美 

，小鳥在枝頭上歡快地歌唱，小草在微風中微笑着點

頭，好像在跟我們打招呼呢！ 

 首先，我們到「孔雀園」參觀，那裏的孔雀都把尾

巴翹得高高，像扇子一樣打開。媽媽說那叫「孔雀開

屏」，如果我們拿着色彩鮮艷的衣服在牠面前抖動，牠

就會一直開屏，還會不停地做出優美的舞蹈動作，向大

家炫耀自己的美麗。我和妹妹不停地拍手叫好，孔雀真

不愧為「百鳥之王」。 

  接着，我們去看猴子，那是弟弟最喜歡的動物。只

見牠們在籠子裏跳來跳去，弟弟興奮地學着猴子的動作

蹦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今天的旅程輕鬆愉快，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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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3D 郭建霆 

《日記一則》 

三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家人在家裏為我舉行了一個

生日會，我十分期待這次的生日會，還邀請了三位同學

來參加。 

  大清早，媽媽便起床，準備豐富的食物和飲料，而

爸爸到蛋糕店買美味的水果蛋糕。我和弟弟幫忙吹氣

球。爸爸買了蛋糕後，就回家幫忙佈置。 

  當我們完成佈置時，突然傳來「叮噹」一聲，原來

是同學們來了。生日會開始了，媽媽播放輕快悅耳的生

日歌，而我們就一起唱歌。我們先玩生日遊戲，然後開

大食會。 

  令我最難忘的是當我們玩生日遊戲時，突然一片漆

黑，誰都看不見誰。這時，我心想：是不是停電了？原

來不是，是爸爸媽媽捧着生日蛋糕走出來，我非常感激

他們。 

  生日會結束了，大家都依依不捨地離開。今天，我

感到既高興又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