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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6A 陸 欣                                                

《日記一則》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我覺得背部很難受，轉身一看，

竟然發現背上長了一對翅膀。我轉了轉眼睛，捏了捏身體，

懷疑我在做夢。 

我驚惶失措，愣很久才想起向媽媽求助。我想：現在這

麼早，她還未睡醒，不如先飛到天上玩一下。我想起飛得越

高，空氣就越冷，所以我穿上厚厚的外衣，當然，我在衣服

上剪了兩個小洞，讓翅膀可以張開。 

飛久了，我發現飛行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玩，一會兒

被風吹得瑟縮發抖，一會兒被太陽曬得滿頭大汗。我逐漸意

識到它的用途不是讓我尋求刺激，而是讓我幫助別人。 

我飛得越來越低，集中精神尋找需要幫助的人。同時，

人們也發現了我，無論是趕時間的路人，還是正在開車的司

機，都紛紛拿出手機拍照，但我沒有理會。因為有一個小女

孩需要我的幫助──一位貨車司機為了拍照，沒有理會駕駛

中的貨車將要撞倒一個小女孩。我立即抱起那小女孩，將她

送到安全的地方。那位司機馬上關掉手機，認真地開車。路

人看到後，紛紛模仿，有的人突然跌倒，有的人假裝車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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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有的跟其他人打架……我馬上手忙腳亂地幫助，但我發

覺我越落力幫忙，就越會引來更多路人模仿，於是我拍拍翅

膀飛走了。 

回家後，我將我的經歷告訴媽媽，媽媽叫我盡量不要使

用翅膀，因為科學家會捉我去研究的。我答應媽媽會像平日

一樣生活，就像翅膀從沒有出現過。希望今晚過後，翅膀會

自動消失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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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A 關曉媛 

《日記一則》 

三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快樂的一天，我發生了很多有趣、開心的事

情！ 

今天早上，爸爸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女兒，我今

天放假，現已在回家的途中，你想到哪裏玩耍？我帶你和

弟弟去吧！」我聽後，立刻嚷著要去游泳，但媽媽說：「天

氣那麼冷，你能游泳嗎？不如去學騎單車吧！」媽媽的主

意很好，於是，我們出發到大美督去了！ 

到達目的地了，那裏人山人海，多熱鬧呢！其實我們

除了學騎單車外，還一起燒烤呢！弟弟和媽媽燒食物，而

爸爸教我騎單車。 

開始的時候，我非常緊張，因為我沒有穿戴任何安全

的工具，只有爸爸看着我。我不停地跌完又跌，雖然很痛，

但我知道「失敗乃成功之母」，我終於學會了！我很開心！ 

中午，我跟弟弟交換了工作崗位，我拿着兩條未熟的

香腸叉進叉子裏，原來燒烤也要學的！結果，我把香腸燒

焦了。 

到了下午四時，我們快要走了，便到附近的泥灘逛

逛，看見很多有趣的生物，有蜆、蟹、海螺……全都是活

生生的，很可愛呢！今天我感到很快樂，真是既開心又有

趣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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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A 蔡浩明 

《良好的飲食習慣》 

  近日有調查顯示香港人的體能和魄力愈來愈差，如果

你不想生病和沒精神學習和工作的話，你就一定要養成良

好的飲食習慣。 

  首先，我們要依時進食三餐。如果我們不依時進食三

餐的話，便會沒精神上課，令我們沒法集中精神而令記憶

力下降，所以依時進食是很重要的。 

  其次，我們要有均衡的飲食習慣。我們要多吃蔬果，

少吃肥肉，因為肥肉的膽固醇過高，令人容易患上心臟

病，而不吃蔬果也很嚴重，例如不吃胡蘿蔔便會導致夜盲

症，所以偏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按照食物金

字塔的指示進食，少肉多菜。 

  另外，我們要多吃清淡的食物，盡量少糖少油，吃回

食物的原味。如果吃太多過鹹的食物，就會影響腎臟的功

能，所以我們不要多吃零食，不要多喝汽水。 

  總的來說，我們應該要依時進食三餐，有均衡的飲食

習慣和多吃清淡的食物，不要偏食，要多菜少肉。這樣才

有健康的身體，才有精神上課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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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B 周穎琪 

《沒有太陽的日子》 

每一天早上，我都能看見太陽公公，但不知何時，它不

見了。 

那天早上，天氣突然轉冷，令到我家也變得冷冰冰的，

所以我不知不覺地就醒來了，爸爸、媽媽也醒來了。我看了

看外面的環境，好奇地問：「媽媽，為甚麼早上的天空仍然

漆黑一片呢？」媽媽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啊！」 

當我吃過早餐後，回到學校上體育課時，由於籃球場的

環境十分黑暗，老師便說：「恐怕我們今天不能上體育課了！

因為籃球場的環境十分黑暗，只有一些微光，加上天氣寒冷

得很，所以我們返回課室吧！」 

回到課室後，我們如常上課，可是由於沒有太陽的關

係，我們冷得發抖。此時，我才領悟到太陽對我們是十分重

要的，我真希望太陽可以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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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B 黃雅琦 

《我得到了一件法寶》 

當我獲得神筆後，我就會用它做一件事情…… 

在我十歲生日時，父母送給我一支名為「神筆」的筆，

但爸爸說這支筆的魔法只可以使用兩次，只要我把我所想的

東西畫出來，便會變成事實。 

有一天，我們學校組織去種植樹木，當我看見山上那麼

少樹木時，就想到人們砍伐樹木的惡行。於是，我回家畫了

一幅圖畫，那兒是一個滿是樹木的山林。不久，我在電視新

聞上，看到發生山林大火的樹林，竟然在短短五分鐘內，滿

是花草樹木。我頓時心想：難道是因為我畫的圖畫的緣故

嗎？爸爸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樣，問：「琦琦，你是不是

已經用了一次神筆？」我說：「是……是的，我不想讓『地

球媽媽』再受到人類的破壞了。」之後，媽媽說：「琦琦，

看來你長大不少呢！」 

最後，神筆只剩下最後一次魔法，我決定不去用它，讓

它像人一樣，有生命地陪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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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B 余偉雄 

《我對補習的看法》 

現今，有很多同學在放學後或在假期裏都會去補習，

而他們的成績亦因此有所提升，所以我認為學生一定要補

習，才能讓成績進步。 

  首先，補習可以加深我們對課文的理解，鞏固所學的

知識。當學生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即時請教補習老師，使

不解的疑惑即時得到答案。 

  其次，補習可以讓學生多學習課外知識和讓他們預習

課題，日後他們吸收新知識時必能事半功倍。孔子說過：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補習社能讓學生把重點重

溫，這樣，考試的時候自然得心應手。 

  倘若學生們不補習，當他們不懂做功課時，便會馬虎

了事，又或是一大早回到學校抄襲功課，形成歪風。總括

而言，我認為學生一定要補習，才能讓成績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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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B 林思軒 

《我是一個環保袋》 

  我是一個環保袋，綠色的身軀上印有一個象徵環保的

大圖案。可是，自從我的主人把我丟棄後，我已經是一件

連膠袋都不如的垃圾了！ 

  從前，我跟主人親如「兄弟」一樣。每次外出，他都

會帶上我出發，因為我能替他盛載很多東西。 

  直至上星期天，悲慘的一幕開始了。那天，主人如常

帶我到菜市場買海鮮和肉類後，全部放在我的「肚子」裏。

回到家裏後，我的身體被海鮮沾污了，那種腥味揮之不

去。任憑主人如何清洗，也於事無補。 

  結果，我就這樣被主人丟進了廢紙箱。從那時開始，

我真是傷心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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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B 楊嘉琪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人》 

  在我的生活中，有着許許多多值得我學習的人，有同

學、老師、校工、校長、偶像、醫生……而他就是最值得

我學習的人──蘇樺偉。 

  蘇樺偉長得不高不矮，臉上總是掛着甜甜的笑容。他

有着堅毅的性格，他出生時患上黃疸病，使他終生殘障，

可是他憑着頑強的意志，克服了身體的缺陷，更於田徑場

上大放光彩。 

  蘇樺偉曾經代表香港參加傷殘人士田徑比賽，作為運

動員的他，需要每週訓練三天，並進行各種艱苦的體能鍛

鍊，但他並沒有絲毫怨言，相反比平常人付出更多的努

力。他最終在傷殘奧運會獲得多面短跑金牌，這都是他應

得的。 

  蘇樺偉那份堅持，使我明白「沒有付出，是不會有成

功的」。他那種堅毅，不認命的性格，真是值得我們學習，

我會以他為學習榜樣，勉勵自己，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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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C 鄧語嘉 

《沒有媽媽的日子》 

  今天，媽媽要到外婆家探望外婆，我心裏非常開心，因

為媽媽不在家，我就可以自己做飯、盡情地玩電腦遊戲、盡

情地吃零食，我實在太開心了。 

  早上，媽媽要乘坐長途汽車去探望外婆，所以她給我做

完早餐後就出發了。我一吃完早餐，便把電腦、手機和電視

打開了。我先用電腦玩網上遊戲，玩得非常開心。接著，我

用電視收看電視劇。最後，我用手機來聽音樂。 

  不知不覺已過了四個小時，我的肚子開始叫起來了，我

想叫外賣，但是又沒有錢，只好自己動手做飯。我先把油倒

進鍋裏，再把雞蛋放進鍋裏煎，雞蛋熟了之後，我再把瘦肉

放在雞蛋上，然後把珍珠米放進蛋裏，熟了之後就可以拿出

來吃了。我迫不及待嘗一嘗自己親手做的蛋包飯，誰知，非

常難吃，吃完第一口之後，我便沒有胃口再吃了，真的是非

常難吃啊！我只好餓著肚子呢。 

  接著，我再去玩電腦遊戲，這時我真希望媽媽快一點兒

回來！在媽媽回來之前，我邊玩手機邊喝水，肚子響了無數

次，我真希望我的「救星」快一點回來啊！  

  到了晚上九時多，媽媽終於回家了。回家後，她立即給

我做我最愛吃的紅燒肉，我的肚子這時才沒有叫，還感到非

常滿足。 

  我希望媽媽不要再離開我，因為媽媽離開了我，我就沒

有飯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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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C 朱恩熲 

《如何令父母快樂》 

  世界上誰人是最疼愛我們？那就是我們的父母。早上，

他們睡眼惺忪地到外面工作，晚上卻帶著疲累的身軀回家，

作為子女的我們，是否應該讓他們快樂，不要讓他們為我們

擔心、憂慮呢？究竟我們可以怎樣令父母快樂呢？ 

  首先，父母最擔心我們的，應該就是我們的學業成績，

因為這關乎著我們的未來，所以我們應該勤加溫習，爭取理

想的成績。默書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馬馬虎虎，草草了事，

應該盡自己所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這樣才能令我們的

父母真正感到快樂，不用為我們擔心。 

  其次，父母擔心我們的定必是交友問題，因為他們相信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們會非常留意我們的朋友是好

是壞，所以每當我們結識新朋友時，我們都應該告訴父母，

讓父母判斷他們是好是壞。如果朋友們慫恿我們吸煙、喝酒

等不良行為，我們都應該堅決地拒絕和疏遠那些人。 

  最後，我們每天做完功課後，便應幫忙做一些家務，讓

父母回到家中，有充足的時間休息。 

  綜合以上所述，只要做到以上幾點，我們就可以令父母

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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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C 陳梓櫻 

《離家出走》 

  星期五，是派發測驗成績表的日子。我和妹妹拿著成績

表高高興興地回家，想跟爸爸媽媽分享這個消息。 

  爸爸問我們取得優異成績的感受是怎樣的？我跟爸爸

說自己十分滿意這次的成績，語氣還帶點驕傲，而妹妹卻說

下次還要努力一些，希望能取得滿分。 

  聽到這兩番話，爸爸媽媽只誇獎了妹妹，並沒有誇獎

我，使我悶悶不樂。 

  吃完晚飯後，我氣急敗壞地跑出家門，心想：如果我到

同學家住一晚，可能第二天的情況就會有所轉變呢！在這樣

的想法下，我便隱瞞著爸爸媽媽，到同學家借宿一宵。 

  我往同學家的路上，走得很慢，我一直看著自己的腳

步，正想著要不要回家，卻沒有留意到後面有人跟著我。 

  突然，後面有幾個人把我弄暈。我隱約看到他們後面跟

著一輛車，還沒有看清楚是誰，眼前一黑，就被抬上車了。 

  我睜開眼睛時，眼前是一間放滿雜物的貨倉及幾個大約

三十多歲的人，有的人在練習拳擊，有的人在喝酒談天，有

的人在看著我…… 

門外傳來一陣吵鬧聲，警察們衝進來將綁架我的人圍

住，綁匪目瞪口呆地看著警察，不敢反抗，就被警察帶走了。

警察把我送到醫院後，便離開了。 

  後來，爸爸媽媽跟我解釋，我才恍然大悟，他們是覺得

我有點驕傲，才不誇獎我，目的是想我改掉這個壞習慣。最

後，我明白了父母用心良苦，也十分感謝警察叔叔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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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C 莊杰宏 

《我的心底話》 

  媽媽，我有一句話想跟你說，但是我又不敢說，那句

話就是「我可以不去補習嗎？」 

  雖然我知道你很緊張我的成績，但是我不去補習也能

應付功課，而且補習的時間佔去了我大部分的時間，這令

我太辛苦了。星期一至日都要補習，就連呼吸的時間都沒

有，補習又令我不能和同學一起玩。星期六，我本來是要

練習足球的，但補習的時間令我連參加訓練的時間都沒有

了，而且在聖誕節等等的長假期裏也要去補習，我真的十

分辛苦。 

  總括來說，補習佔用了我很多時間，希望你不要讓我

去補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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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C 香兆光 

《我對補習的看法》 

  現今，有很多小學生都會補習，而我是贊成到補習社

補習的。 

  首先，小學生去補習就可以有人幫助他們溫習默書範

圍，從而提升他們的成績，這樣就可以激發他們對學習的

興趣，學生就不會不想去學習了。 

  其次，補習老師還會幫助學生檢查功課，從而令父母

不用擔心子女的功課，這樣學生就有更多的時間來溫習默

書和考試的範圍，成績就會有進步。 

  此外，在補習社裏，老師會幫助學生複習當天所學的

知識，預習未來會學到的東西，這樣就可以令學生鞏固知

識，不會令他們忘記學過的東西。 

  相反，如果學生不去補習的話，他們的成績就可能會

一落千丈，因為父母沒有時間幫子女溫習，他們成績差就

可能會被人取笑，這樣就會失去學習的信心。 

  總括來說，如果學生不去補習，成績就會愈來愈差，

所以學生應該到補習社補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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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C 陳梓琪 

《我是一個環保袋》 

  各位好，我是一個環保袋，我出生在一間工廠，我出

生不久後便被送到一間百貨公司去。我身上有一個口袋，

還有一個鎖，可以防止肚子裏的物品掉落。我全身只有米

白色和藍色，外表不太吸引。 

  有一天，有一個男孩走到我面前，看了我許久，他好

像很喜歡藍色，所以選擇了我。我還跟他保證，我可以在

他逛街購物的時候，幫他減輕負擔，也可以幫他看管物

品，因為我是一個可以鎖着的環保袋。一開始他有點不相

信我的說話，不過後來我也證明了給他看。 

  有一次，主人的朋友跟主人借我去幫他看管物品，主

人起初有一點不放心，問他能不能保證不把我弄丟，他說

可以，主人才放心把我借給他。之後，主人的朋友在購物

的時候，不小心把我丟下了，所以我在百貨公司的地上被

人們踩來踩去。 

  過了幾天後，主人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並跟我說了一

聲：「對不起！」經過這事件後，主人每天都幫我清洗，

還跟我談他的心事和想法。 

  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主人的朋友，要不是他的話，主人

也不會突然對我那麼好，因為主人之前待我沒有那麼親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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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D 歐瑋裕 

《小學生應否有零用錢》 

  小學生應否有零用錢呢？我認為是絕對不應該有的。 

  首先，如果有了零用錢，同學間就會更容易出現金錢交

易，這很明顯是違反校規的。如果教師知道了，就一定會嚴

懲各位同學，我相信不會有同學喜歡受罰吧！ 

  其次，每班大多會有家境比較富裕的同學，零用錢也會

較多，於是那些同學便會在同學面前耀武揚威，讓同學羨

慕、崇拜他，他便可以用金錢來換取任何的東西，例如幫他

做功課，為他隱瞞事實等，重則更可能涉及違法的行為。 

  再者，可能會有同學揮金如土，揮霍無度，讓家長擔心。

如果每次都大量購物，很可能會造成浪費資源或浪費食物。

這樣一來，可能讓社會上的「環保主義者」十分不滿，後果

自然是一個小學生自己一個人負擔不起的。 

  此外，家長最擔心的是甚麼？當然是孩子的健康了！如

果有太多零用錢，便會大量購買零食，長此下去，每天都食

慾不振，因而容易生病。 

  有人說，小學生擁有零用錢可以培養他們的理財能力和

正確使用金錢的態度，我認為這是大錯特錯的。小學生的節

制能力不如成人，一有錢就會放肆地買，根本就不能培養到

甚麼。 

  綜觀上述，我認為小學生絕對不應該有零用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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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D 周慧敏 

《幽靈之夜》 

「嗷！」在野狼的怒吼聲中，這個幽靈之夜便開始了。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一個村莊裏住著一個十分頑皮

的小男孩──小朗。在這個村莊裏，一直也相信森林裏存在

著幽靈，所以他便到森林探險。 

小朗走進鴉雀無聲的森林，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了一個

黑暗的洞穴，便慢慢地走進去。突然，一陣令人不寒而慄的

聲音在小朗的耳邊回響著，使他害怕得很。他冷靜下來，繼

續前行。這時，有一個漂浮著的東西不斷閃過，並出現在他

的面前，他頓時目瞪口呆。這時，他才知道在他旁邊不斷閃

過的物體，原來是一隻幽靈。這隻幽靈用一把低沉的聲音說

道：「這是我的地方，你竟敢進入這裏，想生存下去的話，

就必須要隱瞞我存在的真相，並且每晚都來這裏給我吃活生

生的紅肉，否則，整個村莊的村民都性命不保！」小朗答應

了幽靈的要求，並且跑了回家。 

接下來的幾個月，小朗都依照幽靈的指示去做，而他家

裏的肉卻一件不剩，全給幽靈吃掉，所以他便鼓起勇氣，到

那個洞穴告訴幽靈這件事。幽靈聽到後大吼：「我要毀滅你

和這個村莊，不過，念在你在這幾個月都給我好吃的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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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免村民一死，但你必須奉上你的生命。」於是，小朗便

這樣犧牲了。 

過了幾小時後，他的父母在那個神秘的洞穴裏發現了

他，但他已經死了。那時，幽靈再次出現，並告訴了他們真

相。他們知道後十分憤怒，便決定跟幽靈抵抗到底，但十分

不幸，他們也死去了。 

這件事流傳到村莊每一個角落，所有村民知道後十分感

動，並在他們的村莊裏建造了一個雕像來紀念他們的英勇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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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6D 張樂謙 

《我是一個環保袋》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阿袋，我已經陪伴了主人很多年

了。回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在超級市場裏沒有袋子

裝東西，她看見我這個環保袋身上印着一個笑臉的圖案，

可以令人開心一點，便毫不猶疑地買下了我。 

  主人帶了我回家後，我便開始盡心盡力地為主人服

務。當主人要外出購物時，我便會為她盛載物品，是主人

的好幫手。 

  主人對待我的態度十分友善，她會把東西小心翼翼地

放進我的身體裏面，慎防我受到傷害。當主人心情不太好

的時候，我便十分希望主人能看到我的身影，我認為自己

身上的笑臉能令她開心一點。結果當主人看到我的時候，

她的心情果真好了一點。 

  幾個月前，我的身體破了一個小洞口，主人不忍心丟

掉我，便細心地用針線替我縫補，雖然縫補後的地方不太

美觀，但是我也十分感動，因為我知道主人十分愛惜我。 

  現在，我已經殘破得不能再用了，但是我並沒有感到

傷心，因為主人並沒有拋棄我，而是把我放在家中一個顯

眼的地方，並特地展示出我身上的笑臉。我希望自己能永

遠陪伴主人，看着她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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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D 何佩莉 

《山洞裏的傳說》 

  傳說中的山洞，就在我的面前，洞裏一片漆黑，一個

美麗的傳說在腦中油然而生。 

  在宋朝，有個小孩叫艾伯吾，他和母親住在一個破房

子裏，家境非常清貧，每天都要到鄰家乞討食物。上山砍

柴，必身體力行；燒柴做飯，也需自己動手。雖然他們的

生活如此，但他們卻有個好朋友，每天都教他們知識，教

艾伯吾學會「愛」，尤其是對自己最親的人。 

  一日復一日，伯吾的母親抵不住病毒，在鬼門關前來

回遊蕩，大夫也只能把她的壽命延長一週，大夫沉痛地對

着伯吾說：「孩子，你的娘親可能只有一週的性命了。」

伯吾頓時感到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那…那她還有

其他治療的方法嗎？」大夫控制着聲線，說：「有！」伯

吾眼中浮現了一絲希望，大夫看到了，也只好說：「你要

前往一個山洞，裏面住着一個邪惡的精靈，你必須打敗

她，才能取得那能醫百病的草藥。但是，孩子，你還是不

要去了，這是很危險的！」伯吾堅定地說：「不管怎樣，

我也會去的！」 

  接着，他便出發了。三日三夜過去了，他來到那山洞，

在他提起腳，準備走進山洞的時候，一個道士和一個和尚

雙雙出現。那名道士直喝：「你不要進去啊！」和尚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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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臭道士！又在瞎說！孩子，你要跟我學習武功，才

能進去啊！」伯吾茫然地看着他們，說：「如果是要學的

話，師父請受徒兒一拜。」兩位高人就這樣教了他三天三

夜的武功，道士語重心長地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孩子，我感受到你對母親的愛。你去吧！」伯吾到了

洞口，吸了一口氣，便進去了。 

  他找到了那草藥，小心翼翼地把那株草藥放進了背

包。「來者何人？偷我草藥？」一道黑影跳了出來，兩人

便大打出手，道士與和尚也闖了進來，黑影見形勢不妙，

便使出「五陰白骨爪」這狠招，伯吾中了這招，便受傷倒

地了。他說：「我想把草藥拿給我的母親，求求你們吧！」

結果，那個精靈吃了道士一拳便死去了。 

  奇怪的是伯吾居然恢復了知覺，和尚驚呼：「難道這

是愛的力量？」伯吾看着自己雙手，呆住了。他立刻想到

了自己的母親，他着急了，自己的母親只有一天的性命，

道士會讀心術，便唸了法術，轉眼間，他回到家裏去了。 

  「吾兒，你回來了？咳…」伯吾立即去煎藥。最後，

他的母親痊癒了，他們抱着對方，感動得哭了。 

  吾兒看着眼前的山洞，心裏想着：「愛，真的能戰勝

一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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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6D 歐祉瑤 

《週記》 

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 

  這個星期我過得既開心，又充實，同時也很難忘。因

為這是我第一次與同學、老師一起參加一年一度的教育

營。 

  星期一早上，大家很早就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學校作出

發前最後的準備。平日，禮堂內都有一種莫名的嚴肅感，

一律是鴉雀無聲的，就連針頭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得一

清二楚。可是，當天禮堂內的氣氛卻異常熱鬧。在紛紛議

論的不單是我們，就連老師也踴躍加入討論之中，大家彷

彿都對這次教育營充滿着期望。 

  齊集後，我們便踏上長洲的旅程。在渡輪上，同學們

有說有笑，好不熱鬧。老師更為我們拍照留念，希望用照

片來記下我們此刻的歡樂。平常會暈船的我，也在這片歡

笑聲中忘記了自己會暈船這件事，跟同學打成一片。 

  不知不覺，我們已抵達長洲。我們本以為一下船就能

到達營地，誰知，我們還要走上山。儘管我們提着沉甸甸

的行李，但並不覺辛苦。到達營地後，我們簡單梳洗後，

就開始為晚上的活動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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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降臨，「星夜追縱」也響起了前奏。這個活動能

考驗我們的團隊精神。雖然我們落敗了，但大家並沒有灰

心，反而覺得這個遊戲十分有趣。 

  第二天早上，陽光普照，適宜外出活動。於是，老師

和導師決定帶我們去參觀聞名於世的張保仔洞。這是張保

仔的藏寶室，俗語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裏面十

分寬敞。下午，我們便進行「長洲社區大探索」，這個活

動能深入了解長洲的社區。晚上的「歡樂今宵」也很有趣，

老師和導師與我們一起玩耍，原來老師們也是重心未泯

的，有唱有跳。 

  第三天到來了，也意味着我們要回家！頒獎禮完結

後，我們便依依不捨地離去。這次教育營令我明白到團隊

精神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