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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A 陳妤芯 

《日記一則》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我們一家人乘坐巴士到

深圳灣公園慶祝中秋節。 

 到達了深圳灣公園，那裏的氣氛熱鬧。有些人在欣

賞海景，有些人在玩燈籠，有些人在和家人談天說地，

還有些人在吃傳統月餅。 

 我們找了一片草地，爸爸蓋了一個「小房子」，我們

可以在裏面賞月和休息，媽媽拿出所有食物，有傳統月

餅、楊桃、柿子……我們吃得津津有味。然後，我們一

邊賞月，一邊談天說地。我們吃完後，就把燈籠拿出來，

我的燈籠是公主模樣的，弟弟的燈籠是跑車模樣的。爸

爸幫我們點燃蠟燭，十分漂亮。玩完燈籠後，我看見我

的朋友，然後我們坐在「小房子」裏玩熒光棒，我拼了

一朵花，她拼了一把劍，真好看啊！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我希望下年的中秋

節快點到來，因為我還想看又圓又大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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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A 游穎臻 

《記一件幫助媽媽的事》 

 今天，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心裏十分開心。 

 今天晚上，由於姐姐已升讀中一，經常忙於學習，

所以常常溫習到深夜，因此爸爸和媽媽也要幫助姐姐溫

習，十分辛苦，於是我心血來潮，決定幫媽媽晾衣服。 

 首先，我從衣櫥內拿出衣架，再從洗衣機內拿出衣

服。當時天氣很冷，衣服還未乾透，我的手指更冷得發

紫，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幫媽媽晾衣服這個念頭。我回想

起媽媽教我的技巧──把衣架的左邊穿入衣服的左邊，

而衣架的右邊也穿入衣服的右邊。「好！我完成了！」我

不禁興奮地叫了出來。我成功地把衣服都晾好了，我感

到很高興！ 

 最後，我把這件事情告訴媽媽，媽媽很開心，還稱

讚我是個乖孩子，而我也因為媽媽的讚賞而感到自豪。 

 

 

 

 

 

 

 



 3 

 

(16-17) 4A 劉雅宇 

《動物小檔案》 

我家養了一隻非常可愛的小狗，牠叫巧克力。 

牠有一雙水汪汪的小眼睛，像兩顆漂亮的寶石，十

分漂亮。牠有兩隻小小的耳朵。牠披着棕色的毛，又長

又柔軟，像一個毛球。牠的尾巴像一個小小的球，十分

可愛。 

牠很愛吃肉和骨頭，牠高興的時候，便會不停地搖

着尾巴，像想跟你玩一樣。當牠不高興時，牠會一聲不

響，我就立刻拿骨頭給牠吃，只要牠看見骨頭，牠就會

立刻跑過來，好像跟我說：「主人！主人！請你把骨頭給

我吃吧！」 

  當我回家的時候，牠會立刻搖着尾巴迎接我；當牠

散步的時候，牠看見自己的同類，便會跟自己的同類玩

耍：當牠生病時，我會帶牠看獸醫。 

  牠是我最忠實的朋友，我會好好珍惜牠！ 

 

 

 

 

 

 



 4 

 

(16-17) 4A 王焯嘉 

《我尊敬的梁老師》 

  如果有人問我，我最尊敬的是哪位老師？我一定會

告訴他，我最尊敬的老師是梁老師。 

  梁老師有一把烏黑發亮的頭髮，像瀑布一樣。她擁

有一雙像名貴的黑鑽石一樣明亮的眼睛。 

  要說到笑臉迎人、和藹可親，那就非梁老師莫屬了，

因為她常常把笑容掛在臉上，對同學們非常友善。 

  每一次我對課堂內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向梁老師提

問，她都會用心解答我的問題。有時候，我聽了幾遍都

未能掌握，她會不厭其煩，以不同的例子詳細說明，直

至我完全明白，所以我覺得她很有耐性。 

  有一次，梁老師看見我在操場跌倒了，她立刻跑過

來扶起我。我只能一拐一拐，慢慢地走，她願意放慢腳

步遷就我，把我送到醫療室，並細心地替我包紮傷口。 

  當我和梁老師相處時，我感到非常溫暖，她好像一

道柔和的陽光照耀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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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4A 簡善恩 

《一個奇妙的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妙的夢。 

  在夢境中，我到了一個香噴噴的花朵世界，那裏的

花朵都散發着迷人的香氣，突然，天空烏雲密佈，我知

道快要下雨了，便立即走到一朵巨大的花朵下避雨。我

抬頭一看，才發現雲是葉子，雨是花瓣。我看到後，十

分高興，還在在雨中玩耍呢！。 

  正當我玩得高興的時候，有一個人悄悄地向我走

來。她拍了拍我的手，我回頭一看，頓時嚇了一跳，因

為她的背上長着一對翅膀。我立即問：「你……你是誰？」

她回答：「我是花仙子，叫星月。你呢？」我說：「我叫

善恩。」我們很快便成為好朋友了。之後她便帶我四處

逛逛。 

  我們一邊走路，一邊聊天。我問：「為甚麼四周都沒

有人？」她回答：「最近，鎮上出現了一個巫婆，大家都

害怕得躲起來，你能幫助我們打敗巫婆嗎？」我說：「讓

我試一試吧！」她說：「太好了，我帶你去看看大家吧！」

我們到了「避難所」後，我們便開始計劃如何打敗巫婆

了。 

  第二天，我們準備和巫婆決戰了。巫婆從房子裏走

出來，打了一個哈欠，然後說：「這麼快便有美味的早餐

了。」有十位強壯的仙子飛到巫婆的頭上用網捉住她，

然後我唸起咒語。只聽「哇」一聲，巫婆和她的房子都

消失了。大家都說我是大英雄。當我心裏正樂滋滋時，

一把熟悉的聲音，把我叫醒了。 

  原來，那是媽媽叫我起床上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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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A 陳妤芯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歡的一份禮物是甚麼？它就是一個洋娃娃。

在今年的生日派對上，我的好朋友──小明把它送給我。 

  它有一個長長的身體，顏色美麗。它的裙子上有一

個迪士尼卡通人物呢！它還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彷彿

是兩顆耀眼的星星。因為它的外表很可愛，而且是我的

好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所以我十分喜愛它。 

  每天上學前，我會把它放在我的床邊。每當它沾上

灰塵的時候，我都會用抹布幫它抹乾淨；每當它的身體

變得骯髒時，我都會幫它洗澡；每當它的身體受傷時；

我都會用零件幫它修理好。放學回家後，我又會把它放

在顯眼的地方，讓我能無時無刻看顧它。 

  由於這個洋娃娃代表了我和我的好朋友的深厚友情 

，所以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去珍惜、愛護它，永遠都不會

離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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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A 江偉業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今年十歲了。每一年過生日時，家人和朋友都會

精選一份禮物送給我，有吃的、玩的、用的等等，讓我

印象最深刻的禮物就是一輛自行車。 

  這輛自行車是黑色的，它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跑

起來非常快，我十分喜歡它。 

  剛學自行車時，媽媽扶着我，可是我總是學不會。

後來我的朋友教我先坐在自行車上，用兩隻腳不停地向

前跑，在車子平衡時，快速地把腳放在腳板上。經過努

力地練習，我終於學會騎自行車了。現在我的技術很不

錯！每次我出外玩時，我都帶上它，我們成了形影不離

的好朋友。 

  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它，保護它，不讓它受到傷害，

讓這輛自行車可以一直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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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B 曾百長 

《動物小檔案》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狗，其實我本來很怕狗，但只要

我和狗接觸久了後，我不會再怕狗了。 

 我家的小狗有一雙細小的眼睛，好像兩顆小珍珠，

用來觀察周圍的環境。牠的耳朵又大又黃，耳聽八方。

牠黑漆漆的小鼻子最厲害，以牠的嗅覺能夠辨別出哪個

是壞人，哪個是好人。牠的尾巴經常搖來擺去，牠全身

都是白茸茸的毛。 

 我家的小狗最喜歡吃的食物是骨頭，所以我們發現

有骨頭剩下，都會拿給悉牠吃。牠走路時，走着走着，

便想要躺下，不想走動。牠的鼻子很靈敏，知道壞人出

現了，就會吠叫。 

 現在，我知道一些關於小狗的資訊後，我才明白原

來人們說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這句話是真的，本

來我還以為這句話是人們隨便說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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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4B 梁嘉怡 

《一張舊照片》 

  有一天，我在抽屜裏找髮夾，無意中找到了一個舊

錢包，錢包裏夾了一張舊照片。照片裏，我的臉貼着熟

睡的弟弟的臉，笑得非常開心。 

  我依稀記得那時弟弟剛出生不久，看着家裏新增的

成員，我十分好奇。一放學回家，我就盯着他，觀察他

的一舉一動。剛出生的弟弟長得胖乎乎的，皮膚滑滑的、

嫩嫩的，頭髮毛茸茸的，眼睫毛長長的，小嘴粉嘟嘟的，

十分可愛，我真是愈看愈歡喜。媽媽看着我一眼不眨地

看着弟弟的模樣，就問我：「嘉怡，你這麼喜歡弟弟，你

不擔心弟弟把爸爸媽媽給你的愛搶走嗎？」我聽後十分

不解，問道：「為甚麼要擔心呢？這麼可愛的弟弟，不僅

是爸爸媽媽要給他很多很多愛，連我也要給他很多很多

愛，讓他快快樂樂，健健康康地長大！」媽媽聽後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用手機記錄了這充滿愛的瞬間。 

  現在弟弟已經四歲了，時間過得可真快啊！雖然弟

弟很調皮，但我愛我的弟弟。 

  

 

 

 



 10 

(16-17) 4B 黃雪敏 

《記一件幫助孕婦的事》 

 今天放學，我和同學約好了到商場購物，於是，我

們邊說邊笑，很快便到達了商場。 

 當我們走到一間店鋪旁，大家忽然都停下了腳步，

原來我們都被櫥窗裏的一個古怪的洋娃娃吸引着。正當

我們看得入神的時候，卻聽見有斷斷續續的呻吟聲。我

們隨着聲音的方向望去，只見一個孕婦在一個角落裏蹲

着，很痛苦的樣子。於是我急步上前問她：「太太，您是

否不舒服？」「我的肚子突然很痛……」她說。我連忙安

慰她說：「別緊張，我替您打電話報警。」電話裏的救護

人員表示大概十五分鐘便能到達，我們只好讓她堅持多

一會兒。 

 在等待救護車的時候，我到附近的店鋪裏買了一瓶

礦泉水給她喝，希望能舒緩她的痛楚，但她依然是非常

痛苦的樣子。我急得踱步起來，救護員怎麼還沒到？

嗶……嗶……救護員拿着擔架迅速地跑過來，我看着他

們把孕婦送上救護車時都向我道謝。 

 「助人為快樂之本」，今天，我能幫助別人，我也十

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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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B 莊順業 

《一次學習騎單車的經驗》 

 星期一，媽媽讓我學騎單車，幫我報名參加騎單車

班。 

 星期五是上騎單車班的第一天，爸爸帶我到公園見

教練，教練便開始教我騎單車。第一次騎上單車時，我

心想：如果我能騎單車到終點，教練會不會送我一個金

獎杯或者獎牌呢？想着想着，我不小心跌倒了，還摔破

了皮，鮮血不停從傷口流出來，我更痛得哇哇大哭起來。

爸爸沒辦法，只好把我送到醫院治療傷勢了。 

 星期六早上，我很早便醒了，心裏好像有一把聲音

在對我說：「莊順業，你還是不要學騎單車吧！不然你又

會受傷，可能會傷得更嚴重呢！你不怕嗎？」又有另一

把聲音對我說：「順業，努力才有成果，你要堅持啊！」

這時，我暗自下定決心，我會堅持學騎單車。於是，我

叫爸爸起來，帶我到公園騎單車。一到公園，我便忙不

迭地練習起來。雖然，我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但我還是

不放棄。終於到第十一次，我竟然能在單車上堅持了十

六秒！雖然我只進步了一點點，但還是非常高興，因為

我克服了困難。 

 「萬事開頭難」，所以一旦開始做一件事，就一定不

要輕易放棄，一定要努力克服困難，堅持到底就一定會

有收穫。 



 12 

(16-17) 4B 林白茹 

《我最敬愛的人》（家人） 

  我最敬愛的家人是媽媽，她今年三十九歲，職業是

家庭主婦，她閒時喜歡跑步和看小說。 

  媽媽雖然架着眼鏡，但眼睛仍充滿神采，她高挺的

鼻子襯托着白嫩又尖削的臉龐。她還有薄薄的雙脣，她

的牙齒彷彿像一顆顆白寶石一樣，又白又整齊。昔日烏

黑柔滑的頭髮，現已夾雜着很多銀絲了。 

  媽媽的性格溫柔，懂得關心他人，也喜歡照顧別人。

記得有一次，我和媽媽到公園散步時，她看到有小孩受

傷了，她立刻上前安慰小孩，然後把傷者安全地送往醫

院治療。 

  又有一次，我生病了，病得很嚴重，媽媽打電話給

學校替我請假後，便帶我去看醫生。回家後，媽媽更無

微不至地照顧我，我十分感激她。 

  現在的媽媽和過去的媽媽相比，外表相差很多，顯

得老了。當她走不動的時候，我會去照顧她，報答她，

我愛我的媽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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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B 鄭裕縈 

《我尊敬的老師》 

  她是一位有經驗的教師，身材嬌小，美麗動人。她

眉清目秀，端莊秀麗的臉上有高挺的鼻子，臉上常常掛

着笑容。她的聲音溫柔動聽，還有雪白的牙齒，做起事

來細心、認真。她是我最尊敬的老師──許老師。 

  許老師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每次看到有同學需要

幫助的時候，她都會立即上前幫忙，讓我印象深刻。有

一次，我看到許老師在樓層幫一個二年級同學搬功課，

同學很感激她。因此，我們都說要以許老師為榜樣，做

一個樂於助人的人。 

  此外，她也是一位親切健談的人，每次上課後，她

都會跑進課室和我們談天，讓我很難忘。逢星期一的小

息，她都會在教室陪我們談天，當聽到有趣的話題，她

就哈哈大笑。 

  我覺得許老師是一位好老師，陪我們談天說地，上

課時，她會認真地教導我們，我很開心能認識許老師。

她在我的心裏是我最尊敬的老師。 

 

 

 

 



 14 

(16-17) 4B 楊怡鴻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生日時，爸爸向我表示，因為我在考試中得到好成

績，所以會送我一份特別的禮物，也要我珍惜這份禮物。

當我拿到禮物盒時，感覺到裏面的東西在跳來跳去，心

想：這份禮物真特別，一定要好好感謝爸爸！誰料，當

我打開禮物盒一看，竟然是一隻寵物。爸爸表示這是一

隻倉鼠，是用我的零用錢買的，所以要我好好珍惜牠。 

  倉鼠很可愛，全身毛茸茸的，有一雙烏溜溜的大眼

晴，一身咖啡色的毛，誰看見都想要呢！ 

  我很喜愛倉鼠，因為牠是我的生日禮物，也是我的

第一份用自己的零用錢買的禮物，我還從牠身上學會了

餵養動物的樂趣，所以我很喜愛牠。 

  我覺得爸爸很聰明，因為送小動物給我，可以令我

體會餵養動物的樂趣。我認為這隻倉鼠對我來說很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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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徐德傑 

《我尊敬的鄧老師》 

  自從我升一年級後，我就認識了不少老師，其中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鄧老師。每天一大清早，我一踏進

校園，就看見鄧老師向我微笑揮手。 

  有一次，我和同學發生了一點誤會，我就和同學吵

架。小息的時候，我就在校園的一角哭泣。老師悄悄地

走到我的身旁，拍拍我的肩膀，溫柔地遞上一張紙巾給

我，我伸手接過後把眼淚擦乾，抬頭一看，原來是鄧老

師。我馬上撲進鄧老師的懷抱裏。在老師安慰下，我的

心情也平伏了。 

  此外，她每天準時上課，認真地給我們講解課文。

下課後，她又會仔細批改我們的習作，除此之外，她有

時還要在小息時間當值，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她仍不怨

不悔，一直默默地工作，有時還要等到太陽伯伯下山時，

才能下班回家。 

  她不但是我們的良師，也是我們的益友。鄧老師永 

遠是我們最敬愛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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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鄺俊豪 

《日記一則》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中秋節，可是我還是要上學去。在學校裏，

我和我的好友小明說：「今天是中秋節，你會到哪裏賞月

呢？」小明說：「我會和家人一起到山上賞月。」 

  「叮噹叮噹」，學校的鐘聲響起了。老師先讓同學收

拾書包，然後排好隊伍放學。 

  回家後，我急忙地問媽媽：「今天，我們到哪裏賞月

呢？」媽媽說：「我們就到小區的公園賞月吧！」 

  到了晚上，我們帶着水果、餅乾、月餅和花燈到公

園去。到了公園後，只見那裏人山人海。我們在人群中

東找找、西找找，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塊寬闊的草地，我

們坐在草地上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爸爸還給我講了

一個嫦娥奔月的故事。不遠處，有一位老伯伯正在賣熒

光棒，爸爸更特地走上前去買了兩枝回來給我們玩，大

家揮動着熒光棒，比賽畫月亮，挺好玩呢！ 

  今天是中秋佳節，這一天也是我最快樂的一天，我

不但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還學會了中秋節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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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劉如欣 

《動物小檔案》 

  昨天，舅舅帶了一隻小可愛回來──一隻雪白的小

狗，舅舅告訴我這是表弟要買回來的狗。因為家裏只有

我和兩個表弟，所以買給我們解悶。牠有一身雪白的毛

髮，胖胖的小腿，眼睛是水汪汪的，我叫牠豆豆。 

  牠只要一看見其他的小狗，就會跑上前去跟牠玩，

就連我叫喚牠，牠也不聽，更不肯回來，有時，令我又

生氣又好笑。 

  豆豆很愛吃，每次牠見到我把花生放在地上，就會

搶着吃，就算表弟把牠關在籠子裏，牠也不肯安靜下來

吵着要吃。牠見到乒乓球就去追它，然後把它輕輕地放

在盒裏。 

  牠也愛吃蛋。上次我把煮好的蛋白加點水放在籠裏

給牠吃，牠就乖乖地返回籠子裏。只要一讓牠走出來，

牠就像脫韁野馬一樣，跑到家裏的陽台、睡房，沒完沒

了地不停地跳來跳去。有時會把舅舅氣得七竅生煙。記

得上次牠在客廳裏大吵大鬧，結果被舅舅打了 

幾下，連我和表弟也生氣得不理會牠。 

  我希望自己可以保護牠，不要 

喝罵牠，讓牠有一個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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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黃家耀 

《日記一則》 

十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天 

  今天是學校舉行一年一度運動會的日子，我終於可

以和同學們在跑道上比賽跑步，心裏有着莫名的興奮。 

  比賽開始了，我心想：希望我能在這次的比賽奪得

冠軍。可是，這時，鄰班的小明跑起來比我快。我很擔

心小明會超越我，我使勁地跑，但是小明仍然以箭一般

的速度飛快地在跑道上馳騁，我很不服氣，腦海裏有一

個主意──我趁着裁判看不見，偷偷地踩他的腳。他摔

倒在地上了，腳扭傷了，樣子十分痛苦似的。 

  比賽結束了，我終於奪得了冠軍，但是我害了小明

受傷，不能得到冠軍，他才是實至名歸的。我心想：要

不要告訴老師我犯了錯誤呢？最後，我敵不過良心的責

備，我決定向老師承認錯誤，把真相和盤托出。幸好，

老師原諒了我，說我是個知錯能改的好孩子，更鼓勵我

向小明道歉，小明最後也原諒了我，他還說日後會教我

跑步的訣竅，就這樣，我和他更因此而成了好朋友。 

  從這件事中，我明白了做人不可以欺騙別人，不然，

沒有人會和我做朋友，另外，我更從這件事中體會到不

能為了得到一些利益而去犯錯。我再也不欺負別人了，

而是要做一個公正、誠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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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莊秀娜 

《復活節假期》 

四月十日至四月十七日 

  我最盼望的假期──復活節假期終於來臨了！ 

  這次媽媽和我一起到龍門旅遊。我們一下車，迎接

我們的卻是煩人的微雨。到達酒店的時候，因為已經是

晚上，所以我們吃過晚飯後就回酒店休息了。 

  到了第二天，我們吃過早餐便去滿足媽媽的要求─

─購物，媽媽買了一些龍門的特產，而我就買了一個可

愛的布娃娃。下午，我們去了魯冰花樂園看魯冰花。進

了入口後，雨又嘩啦嘩啦地下起來。我覺得魯冰花很漂

亮，但如果有人打理的話，一定會生長得更加燦爛。那

裏有幾隻鵝兒在水裏開心地嬉戲，還有一座壯麗的城

堡，真像一個童話樂園啊！ 

  星期三，我們先去製造龜苓膏的地方。我們看了一

段關於製造龜苓膏的過程的短片，然 

後品嚐龜苓膏。下午，導遊哥哥 

帶我們到勁家莊參觀它生產食 

品的過程。 

  一連幾天，我們都住在 

世界上最大的客家園屋酒店裏。 

  到了星期六，媽媽和我泡完 

溫泉便坐車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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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藍惠琪 

《一張舊照片》 

  上星期五，我正在打掃書架，一張夾在書內的的舊

照片，掉到地上去了。 

  我帶着好奇的心情彎着腰，把它撿起來。原來是一

張我出生不久的照片，令我回想那天的我…… 

  那一年，爸爸抽空陪哥哥、媽媽和可愛的我到寧靜

的海邊玩耍。我也是第一次到外面玩耍，當時心裏十分

期待。 

  寧靜的海邊，可以聽到大海在演奏；可以仰望到蔚

藍的天空在指揮，渺小的沙子在伴奏，涼快的風在吹着

白白的雲。那麼迷人的景色，令我們的身心感到格外舒

暢。 

  忽然一陣涼風吹起沙子。沙子走進了我的眼睛，我

頓時痛得大哭起來。爸爸被嚇呆了，但也一直在扮鬼臉

逗我笑，媽媽就用溫暖的身子抱住我，而哥哥用我最喜

歡的玩具，來買我一絲微笑。最後，我終於停止哭泣，

露出燦爛的笑容了。 

  那天，我這隻井底之蛙，也有不少收穫，我希望爸

爸媽媽能再次抽空陪伴着我四處遊玩，讓我可以再次感

受到那份的溫暖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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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C 莊秀娜 

《實用文兩則》 

陳老師： 

  對不起，由於今天我上體育課時不小心扭傷了腿，

所以放學後我不能出席羽毛球訓練班。請你准許我向你

請假一次。請你原諒。  
學生 

文心敬上 

即日下午三時  

 

 

(16-17) 4D 王苑廷 

《一張舊照片》 

  星期天上午，我在書房裏整理書櫃。正當我拿起一

本色彩繽紛的漫畫書時，一張照片掉了下來。我很好奇

是甚麼照片，便把它撿起來，看了看。之後，我叫道：「咦！

這不是我小時候到楊梅坑玩耍時拍下的照片嗎？」我頓

時回想起當時的情形…… 

  那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所以我們一家人便到

楊梅坑海灘玩耍。到達那裏後，我們便租了一輛四人自

行車。我們一邊沿海騎行，一邊看海景。一路上，我們

看到了許多美麗的海景。正當我們看到了秋千時，我便

立刻下車了。我一邊盪秋千，一邊呼吸海邊的新鮮空氣，



 22 

我們一家人都十分開心。到了中午，我們便去吃「海鮮

餐」。「海鮮餐」有油炸大蝦、清蒸草魚……大家都吃得

津津有味。 

  下午，我和姐姐到海邊堆沙。姐姐說：「不如我們來

一場比賽吧！誰先把沙城堡堆好，誰就贏！」我回答：「好

啊！我肯定會贏的！」很快，比賽便開始了，姐姐飛快

地把城堡的底座堆好了，而我才剛開始做。過了一會兒，

姐姐很快便堆好了，我那時才剛堆好底座。最後，姐姐

獲勝了。我心想：真尷尬，剛剛還說自己會贏的，結果

卻輸了。我當時臉上辣辣的，耳朵也紅了起來。爸爸看

見後，便馬上轉移話題，說：「不如我們到橋上看海景

吧！」大家都回答：「好啊！」到了橋上，我便伏在欄杆

上看海景。就在這時，爸爸便偷偷地把我抱起來。正當

爸爸把我高舉時，媽媽便拍下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能讓我想起童年的快樂時光。因此，我要 

好好保存這張照片，令它永遠也不會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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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4D 蘇梓善 

《日記一則》 

  我九歲生日的那天，爸爸和媽媽在生日會上送給我

一輛自行車作為生日禮物，我可高興呢！ 

  生日會過後，我迫不及待和爸爸把自行車推到操

場，我心想：騎自行車一定十分容易，只需要踩一踩自

行車的踏板便可前進了。誰知，我連自行車都上不去呢！ 

  經過多番的嘗試，我終於上了自行車了。我便開始

騎自行車了。可是，由於重心還是不太穩，所以我摔了

一次又一次，當我多次摔倒後，我已經失去信心了，就

在這時，爸爸對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不要灰心，

繼續嘗試，最終都會成功的！」這令我重拾信心。 

  最後，在爸爸的鼓勵下，我重新振作起來，當我再

次嘗試時，我終於成功了，真開心啊！ 

  這一天，令我難以忘懷，因為今天不僅是我第一次

騎自行車的日子，還讓我明白了「失敗乃成功之母」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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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D 王雨桐 

《動物小檔案》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我曾經養過一隻小狗，牠

的名字叫小小白，是一隻白色小狗。 

  小小白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一個靈敏的鼻子。

牠的耳朵能聽見人聽不見的聲音。而最特別的地方是，

每次我帶牠去公園時，牠總會在路上上廁所留下痕跡。

回家的時候，牠就會用鼻子在地上嗅來嗅去，希望能找

回返家的路。 

  小小白可活潑了，我一把球拋出去，牠就立即跑去

撿。玩累了，牠就會懶洋洋地趴在地上，在燦爛的陽光

下舒舒服服地睡一頓大覺。醒來後，牠就會繼續玩，整

天也不回家。牠小時候吃東西的樣子更可笑，牙還沒長

齊的牠，竟想一口把東西帶回牠的窩裏去。結果，牠把

食物全掉在地上了，弄得地上一團糟。 

  牠不挑食，甚麼都喜歡吃，而牠最喜歡的還是肉骨

頭。牠一吃起來，甚麼事也不做，只顧着狼吞虎嚥地吃

東西。平日，我一放學回家，就會餵牠吃東西，或者在

晚飯時偷偷地夾幾片肉給牠。 

  我覺得小小白是我目前見過最可愛的小狗。而遺憾

的是，小小白在今年五月去世了。我真希望媽媽能讓我

再養一隻小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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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D 楊雨廷 

《動物小檔案》 

  小狗的品種有很多，我家養了一隻小狗，牠的名字

叫寶寶。因為牠是我的小寶貝，所以我叫牠寶寶。 

  牠有一顆又黑又靈敏的鼻子，牠的鼻子像一顆大大

的黑珍珠。牠還有一對水汪汪的藍眼睛，牠的眼睛像一

對閃爍的藍寶石。牠最特別的地方是牠的鼻子有幾點白

色的小斑點。那些斑點像一顆豆豉般大。 

  牠有一個靈敏的鼻子，因為當我為牠準備食物時，

即使牠在遠處，也能嗅到食物的味道，然後迅速地跑過

來。牠的耳朵也很靈敏，因為當我預備進屋的時候，牠

早就在門的旁邊迎接我了，牠會在我的身旁跳來跳去、

搖尾巴、舔和抓我的褲子，讓我給牠親親。逢星期六、

日，我會帶牠到公園玩耍和散步，我會和牠玩拋皮球。

由於牠的奔跑速度像火箭一樣快，所以牠每次都能緊緊

地咬住皮球。當我們散步的時候，牠又會圍着我團團轉。 

  牠睡覺的時候，樣子十分可愛，牠會把被子左抓右

抓，抓出一個最舒服的窩子，然後就跳上被子睡覺。牠

每晚都會陪伴着我睡覺，牠非常喜歡睡在我的頭或腳旁

邊。牠有時會四腳朝天睡覺。當牠熟睡的時候，牠還會

向我踢一腳，我有時會被牠嚇醒呢！ 

  我希望牠永遠都有強健的身體，能永遠陪伴我，我

真是很喜歡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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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D 陳祉瑤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是一個用水晶玻璃做的小馬擺

設。它是在我上幼兒園的最後一天放學時，我的同學─

─翁蜀惠親手送給我的。 

  它有光滑的外表，表面還帶了點淡淡的紫色，這是

我最喜歡的顏色。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在

它那大大的眼睛上面鑲了一顆深藍色的小鑽石。在太陽

的照耀下閃閃發亮，漂亮極了。因為這件禮物是我見過

的禮物中最美麗的，所以我十分喜愛它。 

  每當我做完功課後，我就會把它從一個精緻的小盒

子裏拿出來，細心地用一條沾了少許水的毛巾把馬兒身

上的塵埃給擦掉。不一會兒，小馬就變得像新的一樣乾

淨了，然後，我再把它放回小盒子裏，藏到書櫥的最頂

端。假期時，我也會把它拿出來，放在茶几上，每次我

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來我家拜訪時，總會用羨慕的眼神和

口吻說：「看呀！它的樣子多神氣，是誰把它送給你的？」

聽到這些話，我非常高興。 

  當我看着小馬時，我就會回想到昔日我和翁蜀惠一

起玩耍的情形。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去珍惜和愛護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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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D 陳曼榕 

《一個難忘的野餐》 

  今天上午，我、世堅、依琪和子翔結伴到郊野野餐。

當時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心得像一朵綻開的鮮花。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覺得郊野生氣勃勃的，充滿着

活力與朝氣。我們選擇在一棵大樹下野餐，因為我們覺

得在這顆大樹下野餐很涼快。 

  之後，我們準備從我們的背包裏拿出食物時，突然

一隻毛茸茸的猴子跑出來搶走了背包，並用飛快的速度

逃離了現場，享用着我們豐富的午餐。看到這裏，我們

的眼睛都瞪得像雞蛋般大，死死地盯着這隻猴子。過了

一會兒，世堅齜牙咧嘴，緊握拳頭，怒氣沖沖地準備向

那隻猴子走去。幸好依琪阻止了他，叫他不要走近猴子。 

  正當我們愁眉苦臉，束手無策時，子翔想出了個好

辦法。他說：「依琪的背包裏的電話不是有定位功能嗎？

依琪可以用她的手機內的定位功能，就可以知道我們的 

背包被猴子藏到哪裏去了！」我說道：「如果猴子把背包

藏在牠的家裏，我們就趁牠睡覺時把背包拿走。」世堅

和依琪說：「好辦法！」最後，我們小心翼翼地從猴子手

上拿走了背包，並繼續津津有味地享用我們的午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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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蔡旻希 

《我的求知法寶》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獲得知識有很多種方法，就

讓我來向大家介紹吧！ 

  我認為追求知識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到戶外參觀。有

一次，我到了濕地公園參觀，我看到鱷魚和彈塗魚。我

知道彈塗魚是兩棲類動物，牠的身上有螢光藍點，這些

知識都是我在參觀中獲得的。 

  我們追求知識的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訪問長輩。農曆

新年到了，我問奶奶為甚麼她要大掃除，奶奶就說大掃

除有去舊迎新的意思。奶奶跟我說農曆新年的由來。奶

奶又說年初一吃麵條，這是表示長壽的意思。我從訪問

長輩中學了很多知識，這些知識在書本中是找不到的。 

  總的來說，尋求知識有很多方法，所以我會好好利

用以上的求知法寶來提升我的學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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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胡祥興 

《教室記事》 

  每一天，課室裏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讓我來

告訴你一件事情吧。 

  今天，我帶著最新出版的圖書──《我的世界》去

教室。我交完功課給組長後，我拿出圖書來看，全班同

學都帶着羨慕的眼神看着我。 

  小息時，我想拿圖書出來看，可是我怎麼找也找不

到，莫非是被人偷走？我旁邊的陳文東的嫌疑最大，他

一向成績差，品行也一定不好。於是，我板着臉問他：「是

你拿走了我的書嗎？」他說：「沒……沒有，我沒有拿你

的書。」我說：「不是你又有誰拿走了我的圖書？」他回

答：「我沒有，不信你找我書包。」但是，我在他的書包

裏也找不到我的圖書。我無意中看了自己的抽屜，發現

有一本書在裏面，我立即把它拿出來，上面寫着《我的

世界》幾個字。我看了一下陳文東，便向他道歉。 

  經過這次教訓，我以後再也不敢冤枉別人了，教室

裏又恢復了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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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趙曉琪 

 《創意寫作──新醜小鴨》  

  醜小鴨傷心地離開媽媽和兄弟姊妹，他走啊走，終

於走到山澗旁，有三隻不同顏色的小兔跑過來，問醜小

鴨：「你是誰？你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醜小鴨說：

「我是醜小鴨，我是從農場來，要找一個適合我居住的

地方。」三隻小兔二話不說就把他帶進一個洞裏，白色

的小兔說：「我叫白雪，黃色的叫芝士，黑色的叫黑加倫

子，這裏是我們的家，以後你在這裏居住吧！」醜小鴨

住了一段時間後，他就決定離開這個洞穴，因為他的目

標是找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啊！ 

  醜小鴨走啊走，走到森林裏的一個湖泊喝水，可是，

在他喝水時，一隻兇惡的獅子突然出現在醜小鴨的視線

範圍內。醜小鴨被嚇得跑到城市裏去，但是，由於跑得

太久，加上幾天都沒有休息，所以便累得暈了過去。 

  最後，醜小鴨醒了，他睜眼看到的是一個可愛的小

女孩，很快，小女孩收養了他，又和他成為了好朋友。

小女孩還幫他做了一間小房子，在花園的池塘旁。有一

天，醜小鴨變成了天鵝，但他沒有忘記小女孩對他的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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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于娉 

《一個甜美的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甜美的夢。 

  在夢境中，我、于婷、爸爸、媽媽和姐姐到了一個

玩具城市。我們看見整條街道都是玩具，有機器人、洋

娃娃、玩具車……於是，我興奮地說：「好多玩具啊！我

想把所有的玩具都帶回家。這時，出現一位老婆婆，她

告訴我們玩具可以玩，但是不可以帶回家，而且必須珍

惜和愛護它們。 

  我聽了之後，便小心翼翼地拿起其中一個洋娃娃，

它竟然會說話。它告訴我它是因為在現實世界裏，不被

主人愛惜，所以才跑來玩具城市的。我明白它的苦衷之

後，暗暗下定決心，要好好愛惜我的玩具。 

  突然，傳來了媽媽的叫喚聲，我便醒來了，真希望

明天也能做同樣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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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陳子樂 

《我最敬愛的人》（家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敬愛的家人，現在，我就來告訴你，

我最敬愛的家人是我的媽媽，她喜歡看電視節目。 

  媽媽今年二十八歲，眼睛亮晶晶的，鼻子像一支筆

那麼直，她的嘴巴像一個蘋果一樣紅潤，她的頭髮烏黑，

而她的牙齒像白玉般一樣漂亮。 

  媽媽的性格隨和及善解人意，為甚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每一次我不開心時，她都會主動來了解原因，還會

千方百計來哄我開心。就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我的媽

媽是一個溫柔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一家人到北京旅遊，媽媽就教導

我很多課外的知識，如故宮又稱紫禁城，是明清兩個朝

代的皇宮，佔地面積為七十二萬平方米…… 

  媽媽對我的關懷真的無微不至。我有這樣的好媽

媽，我感到十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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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侯樂文 

《我尊敬的老師》 

  你們尊敬的老師是誰？我尊敬的老師就是我班主任

梅老師。 

  梅老師的眼睛圓溜溜的，他的嘴巴微微向上翹，嘴

角常常掛住着一絲微笑。梅老師鼻子挺直，他長得十分

英俊。梅老師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有一次，上課鐘聲

響起了，我看到梅老師捧着很多東西，急急忙忙地趕着

去上課。突然，有一個同學跌倒了，梅老師看到了，他

馬上放下自己的東西，跑到那個同學身旁，梅老師就扶

他到醫療室，小心翼翼地為他包紮傷口。 

  梅老師是一個有耐性的老師，有一次，我不懂得做

數學作業，梅老師不但沒有責罵我，而且還耐心地教導

我。梅老師常常用不同的方法來教數學，我們學習數學

的信心提高了不少。 

  梅老師是一個好老師，我十分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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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E 曾凱鋒 

《一個奇怪的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我到了一所學校，

現在我來告訴你夢中的情景。 

  早上，我來到學校，我發現所有同學都變成了動物，

連老師也變成了動物。我的老師是山羊老師，坐我旁邊

的是一隻猴子，他常常跳來跳去，還在課堂上偷偷地吃

香蕉。動物學校很特別，上課的時候，動物們是不用坐

下的，而且牠們不用做功課，十分快活！ 

  下午，大家到一個大草原上課，原來是自由活動的

時間。烏龜和兔子在練習跑步，原來牠們還要再來一場

跑步比賽。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夜鶯在唱歌，牠的歌聲

真是動聽啊！我還看見小貓正在草地上跳來跳去，原來

牠要練習怎樣捉老鼠啊！而我正在跟猴子學爬樹。 

  當我正在爬樹的時候，忽然我聽見一把熟悉的聲

音，原來是媽媽叫我起床，我希望這個夢能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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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F 陳康鑫 

《動物小檔案》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家中的小貓，牠綠色的眼睛閃閃

發光，牠的尾巴又細又長，就像一條小蛇。 

  牠經常懶洋洋地睡大覺，可是牠有時又生氣勃勃地

跑來跑去，好像有無盡的精力。牠一見到人，就會敏捷

地逃跑，牠還是一個「小畫家」，牠會跳上桌子，在紙上

踩幾朵小梅花。 

  有一次，我拿一根小草逗牠，牠便蹦蹦跳跳地追着

那根草，牠還兇猛地撲上去呢！牠很喜歡吃魚，連魚骨

頭也不放過，我們一家人都說牠是「貪吃鬼」，牠一聽到

老鼠的動靜，就會盯着老鼠洞，一連就是幾個小時，非

把老鼠等出來不同！ 

  我覺得無論飼養甚麼動物，都可以像對待親人一

樣，好好愛護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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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F 容凱嵐 

《一次學習游泳的經驗》 

  上星期六，我在上游泳班的時候，遇到了一件困難

的事情。 

  下午，媽媽帶我到粉嶺公共游泳池學習自由泳式。

到達目的地後，媽媽便說：「你一學完游泳，我就會過來

送你回家吃飯！」我說：「好！」媽媽便走了。 

  游泳教練教我游泳。第一步是在水中閉氣，第二步

就是學會平衡身體和踢水。接着，就是身體在水中爬行，

我嘗試了很多次，但都失敗了。於是，教練對我說：「加

油，只要你努力嘗試，一定會成功的。」之後，我就不

怕失敗，努力地學習游泳。 

  經過教練的悉心教導和我的刻苦練習，我終於學會

游泳。我明白到「只要有恆生，鐵柱磨成針」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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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F 林子珊 

《我的求知法寶》 

  踏入廿一世紀，科技日新月異，我們獲得知識的途

徑有很多，以下是我的「求知法寶」。 

  首先，當我們要做一些專題研習或想知道有關月蝕

的成因時，我們可以利用互聯網瀏覽香港天文台等網

站，既方便又快捷。 

  除了利用互聯網獲取知識外，我們還可以看報紙來

獲取更多的知識。在看報紙的同時，我們可以知道重要

的新聞資訊或知道很多的知識呢！透過看報紙，不僅可

令我們學到更多課外知識、時事新聞，更可提升我們的

閱讀能力呢！ 

  除此之外，我們可透過看電視新聞來獲得知識。我

們可以知道更多的資料，也可以知道當時重要的資訊，

更有旁白和片段，既方便又快捷。 

  此外，我們可以透過看圖書來獲得知識。如果我們

不知道一些資料，又想去找尋資料，就可以從書中學到

無限的知識，既深入，又有趣。 

  我們要好好運用各種「求知法寶」，與時並進，這樣

便能增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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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F 劉樂豪 

《我最敬愛的人》（家人） 

  我愛我的媽媽，我心疼我的媽媽。她是在化妝店裏

做售貨員的。 

  我的媽媽有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個挺直的鼻子，鼻

子下有一個紅潤的嘴巴。她還有一頭柔順的頭髮。 

  媽媽是一個認真的人。有一次，我跟媽媽學做牛油

曲奇，她十分認真地教我做，一絲不苟。由此可見，她

是一個認真的人。 

  媽媽是一個節儉的人。有一次，我想買一件玩具，

媽媽卻對我說：「你不要浪費金錢在一些不需要的地方

上，金錢是用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的。」由此可見，她

十分節儉。 

  我和媽媽經歷了很多事情。有一次，我跟媽媽學烹

飪，我吃了自己煮的東西後，我便患上腸胃炎，要入醫

院了，媽媽就在醫院裏悉心地照顧我，可見她多愛我呢！ 

  我愛我的媽媽，我心疼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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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F 譚可欣 

《我尊敬的老師》 

  如果有人問我，我最尊敬的是哪個老師，我一定會

告訴你，她就是我們的中文老師──麥的連老師 

  麥老師的身形不高不矮，她的頭髮柔滑，秀髮下襯

托着端莊而秀麗的面龐，她的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閃爍

着青春的光彩，她的鼻子秀氣而挺直，薄薄的雙唇經常

微笑着，一張開嘴巴便露出像白玉般的牙齒。 

  麥老師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同學需要別人幫助的

時候，麥老師一定會幫助同學，不管是誰，她都會全力

幫助，由此可見，她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 

  另外，她是一個做事認真的人，她講解課題時，清

楚詳盡。當我們在學習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她會很

細心地解釋給我們知道。 

  我真希望升上五年級的時候，麥老師仍是我的中文

科老師。她實在是一位讓人敬佩的好老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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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4F 楊 爽 

《一個奇怪的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在夢境中，我走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忽然，天上變

成五顏六色，更出現了一道彩虹。不久，天空就慢慢地

下起了糖果雨，地上長出了很多零食，有薯片、糖果、

餅乾……看起來很美味。 

  接着，我興奮地對朋友說：「你們快來看呀！遍地都

是食物！」我把糖果用布袋裝起來，我的布袋已經變得

脹鼓鼓的。 

  一會兒，我的朋友全跑過來了，他們拾起地上的糖

果，把自己的口袋都塞得滿滿的，大家都很滿足。我們

拾完糖果後，便開始吃東西了，我們一打開袋子，便看

見很多糖果，有紅的、橙的、黃的，甚麼顏色都有。我

拿起一顆紅色的糖果放在嘴裏，嘗了一口，心想：這顆

應該是蘋果味的糖果。另一個小孩品嘗了一顆橙色的糖

果，很快就可以知道是橙味的。當我們吃着香噴噴的糖

果時，一陣熟悉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裏，原來是媽媽的

聲音，她正叫我起床。 

  我一睜開眼睛，便看看身旁的布袋，但袋是空空的，

一顆糖果也沒有。這時，真是令我常非失望，我真想這

個夢能繼續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