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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A 吳穎琳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原邊，老虎正在看書。小壁

虎説：「老虎哥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老虎說：「不

行啊！我要用尾巴逗孩子開心！」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下。他看見松鼠正在收集

松果，小壁虎說：「松鼠姐姐，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松鼠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當被子。」 

  小壁虎最後爬到蜜蜂的家，他看蜜蜂正在練歌。小

壁虎說：「蜜蜂太太，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蜜蜂說：

「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保護自己！」小壁虎又說：「那

麼你可以送花給我做尾巴嗎？」蜜蜂又說：「可以！」

以後小壁虎就沒有斷尾巴的煩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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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A 葉瑞霖 

《我是小書包》 

  我是一個小書包，我出生在一家名叫優麗克的工廠

裏，我是被工廠裏的工人們製造出來的。 

  我是作為禮物來到小主人身邊的。我長得很漂亮，

我的身體是紫色的，我身上還有三朵花呢！我身體的兩

邊有兩個小袋子，可以裝紙巾和零食，中間還有兩層，

前面一層可以裝水瓶和餐具，後面一層可以裝書本、作

業和筆袋。我最特別的地方是我有拉杆和輪子，每當小

主人累了，她就可以很輕鬆地拖着我走。 

  我的小主人非常喜歡我，每天上學和放學都會帶 

着我，我們誰也不離開誰，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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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A 蘇梓澄 

《邀請卡寫作》 

親愛的文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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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會，詳情如下： 

  日期：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森林餐廳 

  生日會上有魔術表演和氣球製作。我十分希望你能

參加，請依時出席。 

同學 

心美上 

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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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A 許宇婷 

《日記一則》 

四月九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剛剛起牀，客廳漆黑一片。忽

然，我聽到一把聲音，是由後面傳出來的，哥哥忽然走

出來，對着我說：「生日快樂。」接着，我和家人到迪

士尼樂園玩耍。 

在那裏，我和家人首先與米奇老鼠合照，米奇老鼠

不但外形奇趣，而且待人親切。然後，我們一家到「灰

熊山谷」乘坐極速礦車，我們感到十分刺激，而且在車

上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接着，我們移步到「小小世界」，那裏可以看到不

同國家的文化和風土人情。 

最後，紅紅的夕陽下山了，我們要回家去了。今天

真是美好的一天！ 

  



5 
 

（18-19）3A 歐焯楠 

《我做錯了》 

  昨天是週末，大家吃過午飯後，都在休息，我一個

人覺得很無聊，就來到陽台，看到腳邊正好有一隻鞋子，

我就一腳把它踢下去了。我家在二十九樓，鞋子掉下去

了，瞬間看不見了。 

  媽媽醒來後，知道了我的惡行，就狠狠地批評了我，

她說：「你這樣做十分危險，萬一樓下有人經過，會傷

害到別人，高空擲物是很嚴重的錯誤。」媽媽帶我到樓

下跟樓下的住戶道歉，並保證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了。 

  我知道自己做錯了，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很羞恥，

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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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A黃詩晴 

《夢想的房間》 

    我有一個小房間。雖然我很喜歡它，可是我也常常

夢想自己的房間是一個零食房。牆壁、天花板、地板都

是用巧克力餅做的，沙發、毛巾和枕頭都是用高級麵包

做的，而桌子、椅子和睡床都是用甜甜的糖果做的。 

    當我餓的時候，我會坐在魔法椅子上，說出想吃的

東西，它就馬上給我製造出來。我想到哪裏去，只要在

魔法大門前說，就能瞬間轉移。如果我想喝甚麼，我就

會在水龍頭前說一聲，它就給我喝甚麼。 

    雖然這個房間很好玩，但我更加喜歡現時充滿愛的

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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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A 馬振宇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我們一家到香港動植物

公園遊玩。 

 我們從上水乘坐地鐵到位於中環雅賽利道，佔地共

五點六公頃的香港動植物公園。我們踏進公園，看見兩

旁的樹木十分茂盛，五顏六色的花卉飄來陣陣花香，我

和家人很開心，並且不停地拍照留念。 

我們慢慢地向前走，首先到動物園參觀，園內約有

四十個籠舍，飼養了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當我們看見

孔雀開屏的一刻，都不禁拍手讚美。我們還看見一些猴

子在籠子裏蹦蹦跳跳地玩耍。 

接着，我們到植物園參觀，公園種了一千多種植物，

包括藥用植物、灌木植物、溫室植物等。參觀後，爸爸

提議到公園的兒童遊樂場，我興奮地拍手贊成。 

 這天的旅程令我增廣見聞，非常難忘，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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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B 安芝漪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和媽媽帶我和妹妹乘坐巴士到淺

水灣沙灘游泳和堆沙。我向妹妹示範蛙泳，可是她笑我

像一隻大青蛙。我非常生氣，於是就把水潑向她，她嚇

得呱呱叫。 

我們感到疲倦了，就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

我和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

兒飛來一個水球，把我們的城堡摧毀了。我們只好到一

個離海更遠的地方，在那裏堆一個新的城堡。 

  最後，我們拍了不少照片做紀念，才依依不捨地離

開。今天真是一個美好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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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B 景一洋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海邊，看見大白鯊哥哥正在

大海裏自由自在地游泳。小壁虎說：「大白鯊哥哥，你

可以把尾巴借給我嗎？」大白鯊哥哥說：「不行呀，我

要用尾巴來嚇退敵人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小松鼠在樹上

飛快地跑，小壁虎說：「松鼠妹妹，你可以把尾巴借給

我嗎？」松鼠妹妹說：「不行呀，我要用尾巴來保持身

體的平衡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明家的農場裏，他看見小豬

弟弟正在變魔術，小壁虎說：「小豬弟弟，你可不可以

幫我變出一條尾巴呢？」小豬弟弟說：「可以呀，我可

以給你變出一條尾巴。」「碰」的一聲，小壁虎轉身一

看，說：「我終於有新尾巴啦！」 

 

 

 

 

 

 

 

 



10 
 

（18-19）3B 高飛兒 

《日記一則》 

十二月九日         星期天         晴 

今天，我們要去野餐，所以媽媽一大早就叫我起

牀。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到郊野公園裏有人在踢足球，

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放風箏，十分熱鬧。 

我先拿出香噴噴的雞翅膀，然後拿出冰凍的可口可

樂和橙汁。媽媽又拿出一條長長的香腸，一些三明治和

新鮮的水果。我們一起吃這些美味的食物。吃過午餐後，

我們便走到花圃賞花，還爭論哪一朵花最漂亮。 

最後，我們便依依不捨地離開郊野公園。今天真是

美好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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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B 林孜弢 

《我是一張紙》 

  我是一張紙，我是由木頭製造出來的，我是最多用

途的白紙。 

  人們可以用我來畫一幅漂亮的圖畫和寫字，也可以

用我來摺出很多有趣的摺紙。例如：烏龜、小鳥、青蛙、

花朵、小貓、小狗…… 

  我的媽媽是一顆大樹，我的哥哥是一本書，他可以

傳遞知識，我的妹妹是木頭，我的姐姐是漫畫，為人們

帶來歡樂，我們全家都樂於助人。 

 

（18-19）3B 李東樂 

《邀請卡寫作》 

親愛的文英同學： 

  我的生日快到了，我的媽媽準備為我舉行生日會，

現在我誠意邀請你出席我的生日會，詳情如下： 

  日期：二月二十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森林餐廳 

  生日會有很多活動，如吃生日蛋糕、燒烤和玩電腦

遊戲等等，希望你能出席我的生日會。 
同學 

         心美上 

           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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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3B 曹婧怡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天氣晴朗，縷縷陽光照在我身上，我感到十分

溫暖。媽媽叫我們快點起牀，快點洗臉刷牙，因為我們

要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我們一家人到達了動植物公園後，我們便到處參觀，

我看啊看，竟然看到了葛量洪茶，我記得它是以當時港

督葛量洪的名字命名，也是茶花的一種。 

  下午三時正，我們都餓了，媽媽帶我和爸爸到小食

部買東西吃，我買了一個三明治和一杯牛奶，這裏的東

西十分好吃，我們一家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午餐後，我們就要離開動植物公園了，我們一

家人依依不捨地離開，媽媽還說有空會再來這裏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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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B 陳颽媃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工作好嗎？您在上海工作期間，我和媽媽

都很掛念您呢！ 

  我在學校參加了合唱團，還在兒童合唱團的比賽中

取得第一名，而且老師讚賞我的成績進步了呢！ 

  爸爸，如果您有空的話，可以買一個筆袋給我嗎？

因為我的筆袋破爛了。 

  爸爸，我不佔用你的工作時間了。下次再談吧！有

空請回信給我啦！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颽媃上  

                       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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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C 吳嘉茹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上午，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乘坐公共汽車到

沙灘游泳和堆沙。 

下水前，爸爸帶我和妹妹一起做熱身運動。之後，

爸爸看見不遠處有一棵大樹，我們便到大樹下放下物品

準備游泳。然後，我們下水了，妹妹取笑我游泳時像一

隻大青蛙。 

疲倦了，我和妹妹便回到媽媽身邊堆沙。起初，我

和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兒

飛來一個水球，把我們的城堡摧毁了，妹妹不禁傷心地

哭了起來，後來，我們又重新堆了一個美麗的城堡，還

吸引遊人來觀賞。 

黃昏時，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沙灘，我和妹妹希

望下個週末可以像今天一樣過得很愉快呢！ 

  



15 
 

（18-19）3C 劉恩彤 

《日記一則》 

十二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天朗氣清，爸爸媽媽帶我到迪欣湖旅行，我高

興極了。 

  到達迪欣湖的時候，我看見那裏的風景十分美麗，

有綠油油的草地，有水平如鏡的湖，還有色彩繽紛的花

兒。看着這些優美的景色，實在令我感到很開心！ 

  那裏有很多遊人，他們都進行不同的活動，有些人

在踢足球，有些人在放風箏，我們則在拍照留念。然後，

我們就坐在草地上野餐，媽媽為我們準備了雞翅膀，十

分美味！ 

  太陽快要下山了，我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了，

希望下次可以再來遊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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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C 黎文文 

《夢想的房間》 

 

 

 

  

 

 

 

 

 

我夢想的房間是一間聲控房間，當我還沒回到家裏

時，可以用智能手錶聲控，開動家中的電器。 

  聲控房間的優點是當我找不到遙控器的時候，可以

用聲控的方法來移動物件，這樣就可以節省了很多找遙

控器的時間了。 

  衛生間區域除了智能浴缸和淋浴房外，還有一個較

大的亮點是衣帽烘乾機。那部衣帽烘乾機不僅可以快速

烘乾衣物，還有殺滅細菌、消除異味、熨衣物等功能。 

  有了這間房間，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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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3C 黃菲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到動植物公園遊玩，我感到很

興奮。 

一踏進公園，我就被眼前美麗的噴水池和特別的平

台花園所吸引。走着走着，我們到了動物園區，那裏大

都是猿猴類的動物。妹妹看見了就大聲地說︰「這裏有

很多動物，快來看！」說完，妹妹就跑到籠子前面，還

準備伸手去觸摸猴子。於是，哥哥大叫着︰「千萬不要

觸摸猴子！」然後，哥哥飛快地跑到妹妹面前，把她拉

到爸爸的身邊。 

離開了動物園區，我們便到「花園世界」參觀。弟

弟看到漂亮的花兒，忍不住說︰「哇！這些五顏六色的

花兒真美麗啊！」接着，弟弟便拿起照相機把這些美景

拍下來。 

當我們快要準備回家前，妹妹嚷着要到猴子的籠子

再看一遍，我們只好帶她再看。在猴子的籠子前，妹妹

笑着說︰「你們看看，這隻猴子跟我一樣，也愛爬樹。」

然後，妹妹立刻做出爬樹的動作，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呢！ 

最後，我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去，今天真是令

人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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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C 夏子其 

《我做錯了》 

每當我看見那空空的魚缸，腦海就會浮現出那兩條

活蹦亂跳、追逐嬉戲的小金魚。可是，我卻把牠們弄死

了，我真感到很後悔！ 

一天下午，我做完作業，便走到魚缸前看看。小金

魚們看見我便紛紛游過來。我想：是時候要餵食了吧！

於是，我便抓了一把魚糧，投進缸裏去。小金魚們爭先

恐後地圍上來，然後狼吞虎咽地吃起來。不一會兒，魚

糧就給牠們全部吞下肚。這時，牠們又再張開大嘴，彷

彿在叫喚我給牠們多吃一點。可是，爸爸曾囑咐我千萬

不能給小金魚們吃太多。不過，我還是又抓了一把，投

了進去。 

不知過了多久，媽媽突然尖叫起來：「金魚怎麼了？」

我聽了，二話不說地跑到客廳一看。這時，黑金魚已經

翻了白肚皮，紅金魚也差不多奄奄一息了，只是嘴巴還

微微地動着。媽媽指着漂浮在水面上的魚糧，說：「你

看！」我一看不禁恍然大悟，大聲地哭了起來。 

直到今天，我看見那空空 

的魚缸，就會想起我做錯的那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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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D 周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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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泳。 

  到達沙灘後，媽媽把太陽傘打開。妹妹已經急不及

待想去游泳了。爸爸先帶我們到更衣室換泳衣。下水前，

爸爸帶領我們一起做熱身運動，然後才可以下水。過了

不久，我學會了蛙泳，我本來想示範蛙泳給妹妹看，誰

知我泳完蛙泳後，妹妹卻取笑我像隻大青蛙！那時我氣

壞了，我就不停向她潑水，她被嚇得哇哇大叫。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我

和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兒

飛來一個水球，水球摧毀 

了我們堆的城堡。妹妹 

非常難過，我安慰妹妹 

說：「沒關係的，我們可 

以再堆一座更大的呀！」 

最後，我們一起拍 

照留念。我們要走了， 

妹妹還念念不忘，爸爸 

說：「我們下次再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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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D 張文宇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深山老林，他看到一隻食蟻獸。

小壁虎說：「食蟻獸叔叔，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食

蟻獸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當毛毯。」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山上看見了蠍子。小壁虎說：

「蠍子大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蠍子說：「不

行啊！我要用尾巴來毒死敵人。」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山洞裏看見老虎用尾巴打死了

一隻豹子。小壁虎問：「老虎大哥，你把尾巴借給我，

行嗎？」老虎大哥說：「行啊！反正我沒了尾巴也能自

衛。」小壁虎開心地說：「謝謝你！」老虎說：「不用謝！」

不過小壁虎覺得自己長了一條老虎尾巴很奇怪。於是，

他把尾巴還給老虎大哥，卻發現自己的尾巴已長出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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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D 邱添 

《夢想的房間》 

 

我夢想的房間很特別。它是一個冰淇淋形狀的飛船，

內部是可以變成電影院、遊戲廳、遊樂場、運動場…… 

我最喜歡遊戲廳，因為我十分喜歡玩遊戲機。如果

我餓了，我就可以吃它做的美味蛋糕和冰淇淋。 

雖然，我現在的房間是一個平平凡凡的房間，我還

是比較喜歡現在的家，因為有爸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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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D 馬禹涵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到動植物公園遊玩，這次旅程

不但讓我認識了不同的動植物，還讓我大開眼界。 

  吃完早餐後，爸爸建議我們到動植物公園去，我卻

說：「動物和植物有甚麼好看的？還不如在家裏看動畫

片呢！」我剛說完，姐姐就像火箭一樣衝出來說：「我

喜歡動物！我要去！」沒辦法，我只好跟着去。「我的

卡通片！」我大喊道。 

  接着，我們乘坐汽車到動植物公園去，我心想：這

裏肯定很無聊。可是我一進去，就聽到小鳥悅耳的歌聲，

彷彿走進了一個音樂世界。首先，我們到了「孔雀區」，

那裏的孔雀比我想象中的孔雀還要漂亮，特別是開屏的

時候，牠們的羽毛像一雙雙大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把我吸引住。然後，我們到「海洋館」去，工作人員給

我示範餵海豚的步驟，讓我們也試着餵海豚，這個體驗

真是太棒了。 

  太陽下山了，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今天的旅程實

在是讓我印象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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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D 張瀚文 

《日記一則》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天晴 

  大多數人都是過西曆的生日，但我今天過的是農曆

生日。 

早上，我打電話給蘇欣彤、周葆宜和楊瑤瑤，約他

們今天到我家玩，然後，我便吃爸媽給我做的早餐。吃

過早餐後，我便跟爸媽說：「您們下午一定要準時回來

呀！」說完我就跟他們擁抱了一下，然後上學去了。一

路上，我心裏樂滋滋的。 

  時間就像正在奔跑的小馬一樣，飛快地跑着，一天

的學習時光瞬間就溜走了。至於今天的功課，我和朋友

們都提前完成。然後，他們跟我一起回家去。 

  我們一起吃着像聖誕樹般的青蘋果味蛋糕，真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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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E楊逸朗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沙灘玩耍。 

    下水前，爸爸帶領我和妹妹做熱身運動，我在游泳

班裏學會了蛙泳，便示範給妹妹看，妹妹竟然取笑我像

一隻大青蛙，我一時生氣，便把海水潑到妹妹身上，嚇

得她哇哇大叫。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我

和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兒

飛來一個水球，摧毀了我們快要堆好的沙城堡，妹妹一

看，便嚎啕大哭起來，水球的主人看見了，連忙跑過來

道歉。媽媽一邊幫妹妹擦眼淚，一邊安慰她說：「我們

再堆一座更漂亮的沙城堡，好嗎？」妹妹漸漸地不哭

了。 

    不一會兒，我們就把一座漂亮的城堡堆好了，還高

興地跟城堡拍照留念。我們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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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E 張堅信 

《日記一則》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天氣晴朗，爸媽帶我和親友到郊外旅行，媽媽

準備了美味的食物，爸爸為我準備了玩具，我們開車到

郊外去。 

  到了目的地，那裏空氣清新，四周都是五顏六色的

花兒，還有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風景如畫。 

走了一會兒，我們坐在大樹下休息，媽媽鋪好桌布，

擺好水果和飲料，我和姐姐坐在旁邊，一邊吃，一邊聊

天。這時，哥哥和表弟在踢足球，表妹在放風箏，舅舅

在給舅母和表哥拍照，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玩累了，他們就走過來，坐在一起吃東西，媽媽拿

出雞翅膀和三明治，大家吃得可開心了！ 

時間過得真快，不一會兒太陽就下山了，我們收拾

好東西，清理垃圾後，便依依不捨地回家去了。 

  這是一次既愉快又難忘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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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E 黃翊晉 

《我是一個書包》 

  我叫書包，是學生上學必備之物。小朋友們對我既

愛又恨，愛的是我不但漂亮而且款式繁多，恨的是，只

要背上我，就要上學去了。 

  當我的小主人從他外婆手上接過我的時候，我肩負

着外婆對他的期望。小主人興奮地把包裝拆開，英俊的

我立即展現在他的面前。 

  我全身藍色，分兩層，前面有兩個小袋，可以放小

吃或是衣物。裏層非常大，可以放教科書和文具。我的

身體印着兩隻戰鬥型的恐龍，喻意努力學習。兩側有網

狀的袋子，可以放水瓶或是飲品。 

我每天陪伴着主人上學，為他保管書本和作業，我

覺得十分光榮和驕傲。我希望我的主人，不但讓我肩負

盛載書本的任務，還能把更多獎狀放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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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E 黃喬雯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我和家人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參觀植物園，哇！植物園很

大呀！那兒開滿了五顏六色的鮮花，有黃蟬、大紅花、

五爪金龍……一朵朵鮮花在春風中迎風飄蕩，就好像一

張張笑臉在歡迎我們一樣。 

  我們參觀完植物園後，就參觀動物園。哇！整個動

物園簡直是一個瘋狂動物城啊！有調皮的猴子、可愛的

松鼠，開屏的孔雀……各種動物在盡情地玩耍。 

不知不覺到了閉園時間，我們只好依依不捨地離開

了，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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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E 馮頌珈 

《日記一則》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媽媽為我舉行了一個開心和

難忘的生日會。 

今天早上，我梳洗過後，換上一條很漂亮的裙子，

然後便走到客廳，我看見媽媽已經為我佈置客廳，我今

年生日的主題是──美少女戰士。媽媽把氣球、彩帶和

「生日快樂」四個大字貼在牆上，十分好看！ 

  我的朋友相繼到來，我們先玩電子遊戲，待媽媽準

備好食物後，我們一起吃雞翅膀、沙嗲串燒、炒飯……

突然客廳的燈都關上了，大家都唱起了生日歌，我許了

一個願望，就是希望一家人都身體健康。然後，我把生

日蛋糕的蠟燭吹熄了，大家都拍手和歡呼起來。最後，

我們拍照留念。 

今天真是開心啊！我以後都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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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E 駱承昊 

《鉛筆的自述》 

  我是一枝鉛筆，我原本住在文具店裏，後來，小明

的鉛筆全都用光了，他的媽媽就給他買了我。 

  我的身體上有幾條長長的曲線花紋，筆的頂端有一

個很小的橡皮，是用來給主人擦掉錯字的。 

  剛剛把我買下來的時候，小明加倍小心地把我拿回

家，輕輕地放到書包裏去。 

  我很聽小主人的話，每當主人需要我的時候，我會

乖乖地站在主人的手中，跟隨他的心意擺動。如果他寫

錯了字，我會用我的小橡皮及時幫他擦掉錯字。 

  小主人非常珍惜我。每次寫完字後，都會把我放進

整潔的文具盒裏。 

我和小明是課堂上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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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F 黃樂晴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爸爸放假，爸媽就帶我和妹妹到沙灘去。 

  我們到達沙灘後，看見到處都是人山人海。爸爸好

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蔭涼的地方。媽媽才放好沙灘用品，

妹妹就說要去游泳。我們就到更衣室穿游泳衣。不一會

兒，爸爸帶我們到海邊做熱身運動。下水後，我示範蛙

式給妹妹看，妹妹說我像一隻大青蛙，我很生氣，我就

向她潑水。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我

和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裏

飛來一個水球，把我和妹妹的城堡摧毀了，妹妹哭了起

來，我立刻去安慰她，她又笑了。後來我們在沙灘拾貝

殼和玩沙灘排球。 

天黑了，爸爸媽媽帶我們回家了，今天真是美好的

一天，我想爸爸再帶我們到這裏玩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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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F 潘昭儒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您最近工作順利嗎？最近，我沉迷網上遊

戲，以致經常忘記做功課，而且在最近一次的測驗中，

英文科和數學科成績退步了二十分。您因擔心我的成績

而悶悶不樂，我很傷心和後悔。 

  媽媽，對不起！我承諾以後不再沉迷網上遊戲，我

會每天先做功課，然後溫習，還會看課外書，希望您能

原諒我。 

 祝 

生活愉快！ 

          女兒 

          昭儒上  

                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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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F 孫愛然 

《夢想的房間》 

 

我身處在一個夢想的房間裏，它的外型像一輛巴士，

裏面有一扇門，門上有小狗的圖案，因為我非常喜歡小

狗。天花板是用玻璃做的，如果晚上沒下雨，我一按按

鈕，天花板就會打開，好讓我欣賞夜空。 

  房間的地板是用瓷磚做的，瓷磚的圖案是海豚。床

是用棉花糖做的，睡上去，軟綿綿的，可舒服呢！ 

早上，每個同學都要很早起床去上學，只有我可以

在床上睡懶覺，因為巴士是全自動的。只要我按一下按

鈕，轉眼間，它就可以把我送到達學校門口。 

  雖然我的夢想房間很漂亮，但是我還是喜愛我現在

的房間，因為爸爸早上會叫我起床，媽媽會送我上學，

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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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F 李岡誠 

《日記一則》 

四月二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家人將會為我舉行一個生日

會。 

  早上，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自己的任務。爸爸去買氣

球和彩帶，媽媽去買食物，哥哥在客廳吹氣球，弟弟在

掛彩帶。不一會兒，媽媽買了豐富的食物，如薄餅、香

腸、芝士、果汁、巧克力味的雙層蛋糕等。桌子上放滿

了香噴噴的食物，真是令人垂涎三尺。 

下午三點半，同學們都到了，我的生日會正式開始。

大家都在我家裏吃東西和玩耍，玩得很開心。我們一起

玩遊戲，如「紅綠燈」、「老狼老狼幾點鐘」…… 

突然，家裏一片漆黑，我以為是停電了，原來大家

要給我一個驚喜。我的家人和同學們一邊唱生日歌給我

聽，一邊把禮物送給我。晚上八點，大家都依依不捨地

離開了，我感到非常快樂。今年的生日可真難忘呢！ 

  



34 
 

（18-19）3F 黃詠灆 

《橡皮的自述》 

  我是一塊香噴噴的橡皮，我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我不是一塊普通的橡皮，我出生於日本，並且是用特別

的物料製成，所以經我擦過的地方都會不留痕跡。上星

期五我搬家了，詠灆便是我的小主人，她對我說：「現

在我把你帶回家，因為我常常寫錯字。」 

  我擁有修長的身形和富有彈性的肌肉，我穿着藍色

的衣服，上面印着有趣的圖案。 

  小主人每天上學都把我帶在身旁，每當她需要改正

的時候，她就溫柔地把我拿出來。有一次，她鄰座的同

學悄悄地把我拿到他的桌子上，他好像把我當成牛排似

的，他用他的尺子把我分成一半。小主人發現的時候，

非常生氣！她馬上把我拿回來，小心翼翼地把我包紮好。

她心疼地說：「你現在受了傷，我會注意我的字體，希

望儘量不用你為我效勞，讓你好好休息。」 

  雖然我身上有傷疤，但小主人不會嫌棄我的，她會

好好愛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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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G 曾祥泰 

《給好朋友的邀請卡》 

親愛的浩洋： 

  我的媽媽在聖誕節前夕舉行聖誕聯歡會，我希望你

能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特士尼餐廳 

聖誕聯歡會有各種好吃的食物，還有歌星唱歌，又

有最好玩的遊戲，我十分希望你能參加，請依時出席。 

         朋友 

         祥泰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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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G 朱承夢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和媽媽帶我和妹妹坐車到沙灘去。

沙灘上有很多人，媽媽在地上鋪了一張大大的毛巾，讓

我們坐下。不一會兒，妹妹就迫不及待地說要去游泳。

我們更衣後，爸爸帶領我們做熱身運動。我在學校學會

了蛙泳，於是我示範給妹妹看，她卻取笑我像一隻大青

蛙。我用水潑向妹妹，她大叫起來！ 

  疲倦了，我和妹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起初，我和

妹妹想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從哪裏飛

來一個水球，把我和妹妹的城堡摧毀了。後來才知道那

個水球是小明踢過來的。 

  最後，我們到了一家大大的餐廳坐下，各自點了不

同的食物吃，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今天真是愉快的一

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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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G 李美詩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山洞裏。牠看見小兔子正在跳

來跳去。小壁虎說：「兔子姐姐，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小兔子說：「不行啊！如果我把尾巴借給了你，當我跳

的時候，就會失平衡了。」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馬場邊。看見小馬在跑來跑去，

小壁虎說：「小馬大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小馬

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趕走蚊子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樹洞邊。看見小松鼠正在吃松

果，小壁虎說：「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小松鼠說：「不

行啊！我睡覺的時候要用它來保暖，如果我把尾巴借給

你，我會凍死的！」 

  最後，小壁虎沒有借到尾巴，感到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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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G 鄭詩琪 

《動植物公園遊記》 

  晚飯後，我和家人在討論今天在動植物公園發生的

趣事。 

  首先，我們先去參觀各種植物，那裏有很多花朵，

例如：水仙花、大紅花、玫瑰花、百合花、仙人掌等。 

  接着，我們到「猴子之家」看猴子，那裏的猴子很

頑皮，有的在盪鞦韆，有的在爬樹。 

然後，我們到「孔雀之家」和「鸚鵡之家」探望孔

雀和鸚鵡，我們看見孔雀在驕傲地開屏，而鸚鵡在籠子

裏開開心心地飛來飛去。 

最後，我們到池塘看小金魚和小烏龜，那些小金魚

在池塘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小烏龜則高興地躺在漂亮

的石頭上曬太陽。 

  今天，我在動植物公園認識了不同植物的名稱和動

物的生活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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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G 王漾卿 

《我做錯了》 

  一天，我的筆不見了，由於美心的筆和我的一樣，

所以我懷疑她偷了我的鉛芯筆。 

我氣憤地質問道：「美心！你為甚麼偷了我的鉛芯

筆？」美心吞吞吐吐地說：「我……我……我沒有！」「你

偷了我的鉛芯筆還不肯承認！」我厲聲地說。就這樣，

我狠狠地罵了她一整天，然後，她傷心地哭了起來：「嗚

嗚嗚！」 

回家後，我不知所措地看着桌子上的鉛芯筆。這時

我才知道，我錯怪了美心，我感到非常內疚。 

第二天，我一到美心的家門口，就對她說：「對不

起，我做錯了，筆還給你！」她沒有理會我，我只好把

筆放到桌子上，便回家去了。 

這件事是我做錯了，希望她可以原諒我，不然，我

是不會原諒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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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A 潘翊舜 

《週記一則》 

 

 

 

 

 

 

 

 

 

     十月十三至十月十九日 

這週真是愉快的一週。 

星期六是媽媽的生日，我們為媽媽慶祝生日，便一

早到茶樓吃早點。到達後，我急忙地點了媽媽喜歡吃的

點心，我希望她今天能好好享受一頓豐盛的早餐，因為

她每天照顧我們的起居生活已很勞累，我以後也要當媽

媽的好幫手，為她分擔家務。我為媽媽夾點心，媽媽開

心得笑瞇瞇的。 

星期日，我要到九龍灣會展參加一場亞太區劍擊比

賽。到達會場後，我被賽場上的氣氛所感染，覺得自己

精神飽滿、幹勁十足，希望自己能打好這場比賽。終於

輪到我上場了，我充滿着信心，一上場時表現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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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我的經驗不足，同組的選手都很強，結果我輸掉

第一場比賽。因為失分，所以我的情緒也低落了，無論

媽媽怎樣鼓勵我，也振作不起來，最終輸掉了比賽。我

難過得當場落淚，媽媽教導我：輸掉了比賽，也不能輸

掉精神，振作起來，努力學習，讓自己變得強大。從媽

媽的安慰中，我還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是從失敗中學習，

慢慢地成長起來的。 

星期三晚上，因為當晚是爸爸休息的日子，我一早

做完了功課，吃完晚飯便和爸爸到公園玩耍了，我帶了

一個球和羽毛球拍和爸爸一起玩。我很珍惜與爸爸玩樂

的時間，因為有爸爸的陪伴，我會更加開心。這晚我們

玩得不亦樂乎！ 

這週真是一個「快樂週」，過得很愉快且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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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張子祥 

《動物小檔案》 

    我喜歡的動物是獵豹。 

牠的身體是黃色的，上面還有黑色的斑點。牠有長

長的尾巴，眼睛黑得像黑珍珠般，牠的耳朵小小的，樣

子十分神氣。 

    牠的跑步速度非常快，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呢！

有些豹還會像猴子一樣靈活地爬到樹上休息和跳來跳

去。 

    牠們愛單獨行動，會利用快速的跑步技能捕食，抓

到獵物後，牠只會單獨享用，不會分給其他豹子享用。

遇到「天敵」的時候，如獅子、老虎、大象……牠們會

以飛快的速度逃走，躲開牠們。 

我真想見到真的獵豹啊！如果能見到牠，我便會開

心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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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A 黃子林 

《記一件幫助陌生人的事》 

 

 

 

 

 

每年網上購物節，俗稱「雙十一」過後，媽媽整天

都在收快件，對我來說，快遞員東奔西跑送貨物，真是

辛苦呢！ 

有一天放學，我剛出關口，就下大雨，幸好，我帶

了雨傘，否則我就會濕透了。我走了一會兒，看到前面

的電單車後座放滿如小山般高的貨物，我正好奇，這輛

電單車能載多少件貨物的時候，突然，「砰！」的一聲，

就見到前面如山的貨物全部散落到地面。 

 這時，我看到快遞員頭戴運動帽，身穿印有「順豐

快遞」字樣的外套，他沒有穿雨衣，所以他的外套已經

淋濕了，雖然天氣惡劣，但是他還是小心地從地上撿起

貨物放到車上，我看到這個情況後，馬上跑上前幫他撿

起紙箱，我嘗試搬起大紙箱，可是太重了！我只能幫忙

抬起小紙箱，輕輕放在車旁邊。這時，他對我點頭致謝，

我笑着繼續幫忙…… 

  雖然淋了雨，但我很開心，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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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A 李好 

《我尊敬的陳老師》 

 

 

 

 

 

 

 

當同學們問我，你最敬愛的老師是誰？我都會重複

同一個答案──我的數學老師陳老師。 

陳老師慈祥的面容夾雜了一些皺紋，明亮的眼睛散

發着健康的氣息，他還有直直的眉毛，高高的鼻子，薄

薄的嘴唇，體型中等，大方得體的的陳老師衣着入時，

十分親切。 

每一次我們回答錯誤時，陳老師不會罵我們，而是

對我們說：「不要緊，老師現在就講解給你們聽。」老

師的這句話，讓我們不怕回答問題，反而令我們勇於嘗

試。 

有一次，陳老師觀察到我的英文成績不是很好，就

特意在考英文科的前幾天給我補習英文，讓我對那次考

試更有信心。 

啊！陳老師永遠都是我敬愛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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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A 黃宇軒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愛的禮物是媽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究竟它

是甚麼呢？大家一起來猜猜吧。 

它有米白色的身體，正面有三個按鍵，側面也同樣

有三個按鍵，背面有攝像頭和閃光燈。它的外殼是綠色

的，裏面還有兩個放記憶卡的卡槽。你猜出來了嗎？對

了，它就是一部智能電話。 

  晚上，我會為它充電，它髒了的時候，我會細心地

擦拭、清潔它，它的機身發熱的時候，我會把手機殼拆

開，讓它散熱。 

 如果你問我為甚麼這樣喜愛這部電話，我會回答你，

因為這是我的第一部電話。 

收到這件禮物的時候，我感到很滿足，因為我終於

有一部只屬於我的智能電話，一部我日盼夜盼只屬於我

的智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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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A 利嘉怡 

《一張舊照片》 

星期六上午，我正在

房間裏匆匆忙忙地收拾東

西，因為我們要搬家了。

正當我想從抽屜裏把書本

拿出來時，一張照片掉了

下來。我不慌不忙地把它

拿上來仔細翻看，原來這 

是一張我和幼稚園的同學一起表演時拍下的照片。我頓

時回想起當時的情形…… 

那天，我照常地回到幼稚園裏，我看見每一位老師

都在替同學們精心打扮，因為我們要到一間小學去參加

幼兒英文歌唱比賽。到達目的地後，我們便在一間課室

裏等候。不一會兒，就到我們上台表演了。 

我和同學們穿着老師給我們的衣服，帶着沉重的步

伐一個跟着一個走上舞台。老師看到我們那麼緊張，便

在台下輕聲地說：「不用緊張，記得微笑啊！」我們聽

到老師的鼓勵後便放鬆了許多，臉上也流露出自信而又

不失自然的笑容。因為大家出色的表現，所以我們取得

了亞軍！就在這個時候，媽媽便拍下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能讓我想起小時候的快樂時光。因此，我

要好好保護它，不讓它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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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B 朱澤磊 

《動物小檔案》 

星期五，我和爸爸媽媽到寵物店選了一隻小狗，並

暫時領養了牠，讓牠在我們家住兩天。 

我非常喜愛這隻小狗，特別是牠那一對水汪汪的大

眼睛，長長的舌頭，毛茸茸的尾巴，和那可愛的臉。最

厲害的就是牠的鼻子了，牠的嗅覺比我們強十幾倍，牠

可以嗅出我們聞不到的氣味。 

牠天生活潑貪玩，每次玩球的時候，牠都會搶着玩，

活蹦亂跳，可愛極了。有時，牠還會跑去曬太陽，躺在

陽台上，像在說牠很舒服。 

每天，倒食物在牠的盤子裏時，牠就會飛快地跑過

來吃食物，牠扭動着自己的身軀，津津有味地吃着。 

過了兩天，我們把牠送回去了。小狗們那麼忠誠，

怪不得獲得了「人類最忠誠的朋友」的稱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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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B 黃遠怡 

《運動的好處》 

人們都說：「多做運動有很多的好處。」可是很多

人都不喜歡做運動，其實多做運動有多不勝數的好處。 

當我們做帶氧運動時，既可以促進血液循環，還可

以加強心肺功能，因此可以增強抵抗力。 

做運動除了可以令我們增強抵抗力，還可以改善體

形和姿態，使身形變得更加健美。多做運動會產生熱量，

我們熱的時候就會出汗，出汗的時候就會帶走脂肪，這

就是多做運動可以使身形變得更加健美的原因了。 

多做一些跳高、打籃球、跳遠以及其他的田徑運動，

可以促進身體的生長。不但如此，透過做運動還可以舒

緩自己的壓力。因為當我們做運動時，就會把自己的集

中力放到做運動上，所以能把壓力先放在一旁。這就是

運動的好處。 

做運動有很多好處，例如：增強抵抗力，改善體形

和姿態，促進身體的生長，舒緩壓力……我們要多做運

動，才會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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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B 鄭雅琳 

《假如我有超能力》 

在香港，這個冬天比往常都來得晚，新聞也報道這

是全球氣候變暖所導致的現象。我們居住的地球，它怎

麼啦？我打算走出去了解一下。 

我打開門，抬頭一看，我沒有見到平時的藍天，也

沒有見到雪白的雲朵。我走進花園，可是我聽不到悅耳

的鳥語，也聞不到芬芳的花香，只有滿地的垃圾和令人

掩鼻的氣味。我到海灘去，看見不少死去的海洋生物，

甚至還有一條巨大的鯨魚因為海面垃圾太多，以致看不

清方向而擱淺了。這其實都是拜人類所賜，生活垃圾和

工業垃圾污染了海洋。回到城市裏，馬路上不同種類的

汽車所排出的廢氣將整個天空籠罩在霧霾之中。氣候變

暖使得南極和北極的冰山也融化成一大片汪洋，眾多國

家與城市都面臨着被海水淹沒的重大危機。 

因為人類破壞了生態環境，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生

病了。假如我有超能力，我便可以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就能把不可回收或分解的物品轉為

可以回收和分解的物品，這樣就不存在垃圾污染了。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會將工廠和汽產生的廢氣變成

清新的空氣，用超能力讓全球的氣候恢復正常。如果我

有超能力，我就能將冰山所融化成的汪洋變回本來的樣

子，讓那些沿海的國家和城市不會被海水淹沒，讓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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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鵝和北極熊能在冰雪的家園裏快樂的生活。 

地球是我們的家園，我想用超能力把大家居住的地

球變回一顆美麗的星球，讓人類擁有一個美好的居住環

境。雖然這只是一個關於超能力的夢想，可是我會努力

學習，獲得知識，用科學的方法去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相信不久的未來，這個夢想一定會成真的！ 

 

 

（18-19）4B 張雨晴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珍愛的禮物——是一個玩具 

小白兔。這是我的好朋友——小月在

旅行時親自挑選給我的。 

它有短短的身體，它是雪白色的 

，身上還穿着粉色的衣服。雖然這個

小白兔平平無奇，但這是我的好朋友

花了很多時間挑選給我的，我怎能不

珍愛呢！ 

每天收拾書包時，我都會偷偷地把它放在書包裏。

等到放學後，我再把它拿出來，用手輕輕地摸摸它的頭，

它彷彿很享受的樣子，可愛極了。 

 由於它代表了我和小月的友誼，所以我會無時無刻

地保護着它，不讓它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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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B 羅紫蘭 

《閱讀的好處》 

 名人莎士比亞說：「生活中沒有書籍，就像沒有太陽；

智慧裏沒有書籍，就像鳥兒沒有翅膀。」書籍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東西，它能給人帶來樂趣、帶來光彩，帶來

才幹。閱讀是我們知識的來源，使我們受益良多。 

首先，閱讀就好像可以打開一扇通往古今中外的門，

讓你在知識的海洋中漫遊，使我們廣見洽聞。書籍的類

別亦可以提高我們各方面的發展，令我們更加全面，例

如：人物傳記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些名人曾發生的事或成

就；小說可以提高我們的寫作能力；成語故事書可以讓

我們更理解某些成語的意思……如果閱讀關於日常生

活的書，我們也可以活學活用，適當用在生活中。 

 其次，閱讀能令人的思想正面、提升文化觸覺。寧

靜地閱讀一本書能帶來平靜的心境，減少壓力。有研究

指出，每週閱讀至少三十分鐘的人心境開朗，更有百分

之五十七的參與者認為自己有更優秀的文化覺知能力。

多閱讀的人較才華橫溢、學識淵博。 

 再者，閱讀可以讓我們學到課本以外的知識，更可

以學到以前從未涉獵的知識，達致溫故知新的學習效果，

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 

此外，閱讀還能令我們增加詞彙。我們看書，看着

看着就能不知不覺中把書中的詞彙成為自己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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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閱讀就像種植一棵樹，閱讀就是為樹苗施肥澆水。

有朝一日，樹苗茁壯成樹，我們便能運用樹上的果實解

決難題，所以在你無聊時，不妨閱讀一本書？ 
 

 

 

 

（18-19）4B 歐惠心 

《閱讀的好處》 

書的種類有很多，我們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

無論你是喜歡雜誌、漫畫書、人物傳記、小說等不同種

類的書籍。 

 首先，閱讀可以培養我們的品行或人格。書本就像

一位老師，教導我們要有良好的品行。因此，我們多閱

讀好書，我們的人格就會變好。 

 其次，閱讀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英國著名哲學家

法蘭西斯·培根曾說過：「讀書可以怡情悅性，增加文采

及培養才幹。」我們將來要在社會中工作，我們憑甚麼？

就憑知識才幹。透過閱讀，就能增加我們的知識才幹。 

最後，閱讀可以減少壓力。有研究指出，每週閱讀

至少三十分鐘能令人心境開朗。由此可見，閱讀能令人

思想正面，減少壓力。 

  閱讀真的有很多益處，大家多閱讀，就會成為優秀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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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C 方心妍 

《動物小檔案》 

 上星期，媽媽從動物領養處領養了一隻小狗回家。 

那是一隻純種泰迪狗。牠是一隻小型犬。牠的體重

約 4-5公斤。牠的壽命大概有 13-19年。牠有一身棕色

的皮毛和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牠還有一條短短的尾巴。

牠的頭有一點大。 

有時候，牠會爬到我的腿上，在我的腿上撒嬌。牠

偶爾會蹭我的腿，把脖子伸出來讓我給牠抓癢。 

吃飯的時候，牠比較挑食，牠只喜歡吃狗糧。每當

牠看見狗糧的時候，牠都會高興得蹦蹦跳跳。 

牠加入我們的家庭已一年多了，我們不知不覺地已

經成為了好朋友。我一定會好好地珍惜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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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C 孟雋嚴 

《記一件幫助護士的事》 

 去年，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心裏感到十分高

興呢！ 

在二零一七年四月某一個星期天，我和哥哥、媽媽

一起參加了由北區醫院舉辦的步行籌款活動。該籌款的

目的是為了資助骨科病人醫療費而舉辦的。當天天氣暖

和，天朗氣清，非常適宜步行。早上八時，我們已到達

北區醫院，參加了開幕儀式後，便出發到高爾夫球場

去。 

當天，我和哥哥協助護士照顧及扶持康復者一起步

行。我和哥哥負責推輪椅，更帶備急救藥包及氧氣瓶等

用品。 

到了步行地點，那裏有不少小山丘，多位病人都需

要我們協助，甚至要氧氣機協助呼吸，我和哥哥忙個不

停，幸好我們和護士通力合作。雖然當中有點兒手忙腳

亂，但最後我們都能夠完成當天的工作。護士們還稱讚

我們是好幫手呢！ 

 參與步行籌款活動，除了金錢上可以幫助別人之外，

我們更身體力行，與病人攜手合作，我認為在幫助別人

的意義上更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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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C 馬澤業 

《運動的好處》 

你有沒有經常做運動呢？你知道運動的好處有很

多少嗎？其實運動的好處有很多，就讓我把它的好處

告訴你吧！ 

 首先，運動能促進血液循環。當我們做帶氧運動時，

就能促進血液循環，加強心肺功能。 

 其次，運動能增加我們的抵抗力。只要我們每天做

運動，就能使身體增加抵抗力，不會經常生病。 

再者，運動能讓我們減肥，維持適當體重，如果你

的肚子大得像一個大西瓜的話，那麼運動就是最好的減

肥方法。因為運動可以消耗大量熱量，使體重下降。 

最後，運動能使人容易入睡。每當我們做完運動後，

因為身體會疲累，所以很快便能入睡了。 

既然運動對我們的好處有那麼多，我們就要下定決

心，堅持每天運動三十分鐘。那麼，我們的身體就會強

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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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C 黃可盈 

《我尊敬的張老師》 

 

 

 

 

 

 
 

當有人問我，我最尊敬的老師是誰？我會回答他們，

我最尊敬的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張老師。 

  張老師有一張圓圓的臉，她的眼睛裏常常透着聰明

伶俐的神情。她笑起來嘴角旁有兩個小酒窩。她有一個

扁扁的鼻子、一雙紅潤的嘴唇、一副雪白的牙齒。張老

師每天都束着一條長辮子回校。 

當同學很害怕舉手回答問題時，張老師會鼓勵他們，

對他們說：「即使你答錯了，同學不會嘲笑你，老師也

不會責罵你，你為甚麼害怕呢？」 

  張老師很樂於助人，每當同學有不明白的地方，她

都會耐心地教導他們。 

 除此以外，她也很和藹可親，如果有同學做錯了，

她不但不會責怪他們，還會耐心地幫他們糾正過來。 

 張老師是我們的榜樣，我很尊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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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C 歐梓琪 

《一張舊照片》 

有一天，我在打掃書架，有一張夾在一本小說內的

舊照片掉到地上。我很好奇，所以就彎着腰把它撿起來，

原來是一張我們一家人到台灣遊玩時拍下的照片，令我

回想到那天的事情。  

那天上午，爸爸、媽媽、姐姐和我到台灣玩耍，當

時我的心裏十分興奮。 

我們參加工作坊，首先參觀製造鳳梨酥的機器，然

後我們就開始動手做鳳梨酥。我覺得十分有趣。 

職員先叫我們洗手，然後擦乾，再教我們怎樣做。

我們先把皮搓成圓的，再加上鳳梨醬，然後把它放入模

具，最後放入烤箱內烤焗。 

之後，我們就買了一些牛肉乾、太陽餅和糖果。購

物後，香噴噴的鳳梨酥就出烤箱了。我們吃了一口，覺

得十分美味。 

這張照片讓我想起那次去旅遊的美好時光，我會好

好保存它，不會讓它弄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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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C 廖紹幃 

《假如我是水》 

如果我是水，我會把我的生命奉獻給人類。 

我是住在河裏的水，我非常乾淨，我有解渴的功

能。 

我與其他小水滴生活在一起，我養活過淡水魚、花、

草和樹木。我在這裏過着幸福的生活。 

直到夏天來了，我要來一次長途旅行，我被蒸發變

成了雲。我在天空一直飄，直至我的身體越來越重，最

後我變成了雨，到了一個叫香港的水塘內。後來有人把

我收集起來，我到了濾水廠，後來我變得很乾淨。我經

過很長的水管，到達了小明的家，他的媽媽用我來洗菜，

然後又用我來澆花，我進入了花的身體，變成了它的一

部分，我的生命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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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D 林志遠 

《週記一則》 

十月二日至十月八日 

今週，我真是既難過又傷心呢！ 

星期一，在班主任課時，曾老師派發了成績表。在

考試前，我很努力地温習，我以為取得全班前十名是十

拿九穩的事。可是萬萬沒想到，我竟然是最後一名！ 

星期二收功課時，我發現我的功課袋不見了。原來，

我在昨晚收拾書包時，忘記把功課袋放進去，連筆袋也

不例外呢！我不但被老師大罵一頓，還要在小息時罰站

啊！ 

到了星期六，我帶我的小狗──小白去散步。突然，

一隻野狗朝我跑來，「啪」──我的褲子被那隻狗咬破

了。路人們紛紛取笑我，我面紅耳赤地跑回家。 

星期日，我在吃早餐時，為了透透氣，所以我把窗

戶打開了。突然，我看到我的倉鼠──咪咪，從窗戶跳

了下去，就死了。 

這個星期，不幸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在我的身上。

我不但成績不理想，而且忘記帶功課袋、連褲子也破了，

甚至我心愛的寵物也死了呢！我真的既傷心又難過，我

真想這些倒霉的事情從來都沒有發生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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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D 許樂瑤 

《動物小檔案》 

我非常喜歡小兔子，所以在一年前，媽媽給我買了

一隻，我非常喜歡牠。 

牠的品種是澤西長毛兔，牠的體型十分嬌小，頭既

寬又圓，耳朵不超過三吋，而毛則不短於一點五吋。牠

有一雙小小的眼睛和灰色的毛髮，牠的外貌看起來十分

温柔可親，讓人老是想把牠抱在懷裏。 

牠時而淘氣，時而乖巧。牠一淘氣起來，就會跑來

跑去，誰都抓不住牠。可是，一旦牠變得乖巧，即使剛

才牠十分頑皮，你也會立刻被牠的外貌給融化。牠會用

天真無邪的眼神看着你，可愛得令你想抱住牠，永遠不

想放開。牠睡覺的時候更可愛。牠用身體捲着自己，看

起來非常暖和。晚上，我總會小心翼翼地給牠蓋上被子，

讓牠睡得好一點。 

牠愛吃的食物有胡蘿蔔和高麗菜。到了吃飯時間，

牠會猛撲到我身上，像是在跟我說「我餓了！我要吃

飯！」我不給牠吃，牠就會擺出一副生氣的表情，十分

好笑。 

這就是我的寵物──一隻情感變化多端的兔子。我

喜歡牠，因為我已經把牠當成一家人了。 

  



61 
 

（18-19）4D 黃穎桐 

《記一件幫助老婆婆的事》 

    半年前的一個早上，我陪媽媽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檢

查身體。 

    在醫院的附近，忽然傳來一些既細微又零碎的「叮

叮」聲。我很好奇這些聲音是從哪裏發出來的，便到處

東張西望。原來，一個老婆婆正在推着一架載滿沉甸甸

的紙皮箱的手推車，手推車上還有一些螺絲釘。紙皮箱

破了，所有螺絲都掉在地上。我想到老婆婆腰骨不好，

我怎麼能不幫助她呢？於是，我連忙跑上前，幫老婆婆

撿起地上一顆顆細小的螺絲釘。 

    老婆婆滿帶笑容，豎起大拇指，和藹可親地說：「謝

謝你！你是個乖孩子，不會袖手旁觀。」聽到後，我不

禁得意忘形地像兔子一樣跳到媽媽身邊，跟她分享我的

喜悅。 

    雖然至今我仍未明白那一顆小螺絲、一口小釘子對

老婆婆有多大的幫助，但是從她當時甜甜的笑臉可知，

這些小鐵器對她來說並非「微不足道」呢！我把這件事

牢牢地記在心裏，時刻提醒自己不論大小事情，都不要

視若無睹，總要守望相助。 

 

  



62 
 

（18-19）4D 歐承熹 

《給外婆的信》 

親愛的外婆： 

您好嗎？最近天氣轉涼了，記得多穿點衣服啊！ 

聽說您需要做手術並在醫院休養，但您不用擔心您

家裏的金魚，因為我每天都會到您家幫您餵金魚和掃地，

您康復回家後看到胖胖的金魚和整潔的家居，一定很開

心。 

在學校裏，我在中文考試中取得了一百分！老師也

稱讚我呢！ 

告訴您一個消息，我和家人將會到醫院探望您，我

也會帶些健康的食物給您吃。 

 祝 

早日康復！ 

           外孫兒 

           承熹敬上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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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D 朱悅君 

《一張舊照片》 

上星期天，我和媽媽收拾書桌時，發現一張已經發

黃的紙。我們懷着好奇心把這張紙翻開，看見一個胖乎

乎的寶寶坐在沙發上。媽媽指着照片，說：「你知道他

是誰嗎？」我不敢確定，於是小聲地說：「這應該是弟

弟吧！」媽媽像嘲笑我似的說：「當然不是！這隻『小

豬』是你啊！」 

雖然我感到很意外，但還是記起一些事情……那時，

我還是一個「好奇寶寶」，整天在家裏到處爬來爬去。 有

一次，我在家裏玩耍時不小心碰倒了媽媽最心愛的花瓶，

被媽媽責罵了一頓，嚇得我大哭起來。哭了一會，我突

然哭不出來了，原來是媽媽為了安慰我，把一塊「磨牙

餅乾」塞到我的嘴裏，貪吃的我便破涕為笑，津津有味

地吃起來了。 

以前的我竟然那麼容易滿足，我覺得我真是個幸運

兒，因為我的媽媽那麼溫柔地安慰我，看來我真的要多

多孝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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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E 廖婧媛 

《週記一則》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這一週我過得很開心，因為我們一家到洛陽遊玩。 

星期一，我們乘坐第一班飛機到洛陽遊玩。到達洛陽後，

由於已經天晚了，所以我們先到一家酒店休息。 

星期二早上，我們便到中國國花園欣賞牡丹。那裏有很

多牡丹花，有紅色的、黃色的、紫紅色的、白色的和粉紅色

的，它們都很漂亮。 

星期三，我們到麗景門看古代名人的歷史。不過，內容

大多數是關於古代的皇帝，當然也有像詩仙李白這些名人的

事跡。 

星期四，我們到了龍門海洋館欣賞海洋生物，那裏有章

魚、水母、海龜等海洋生物。我最喜歡水母，因為牠們很美

麗。 

星期五，我們到西泰山遠足。西泰山真的很高，所以我

們到達山頂後已經是中午了。吃過午飯後，媽媽便拿出相機

來，讓我們拍一張合照。 

星期六，我們到重渡溝風景區欣賞風景。到達後，我們

聽到隆隆的聲音。我不用看也知道了，那是瀑布。於是，我

就在瀑布旁邊拍照。 

星期日，我們到洛陽博物館觀看文物，聽說有些文物是

在中國國花園發現的。之後，我們便回酒店收拾行李。 

第二天，我們到機場乘坐飛機回家去。我很喜歡到洛陽

遊玩，因為可以令我增長見識。我期待下次的旅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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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E 繆珈晞 

《教室記事》 

今天，學校為我們安排流感疫苗注射。老師昨天一

早叫我們在手冊裏寫上「穿夏季運動服和吃早餐」，可

是，我們班的郭錦飛同學竟然穿冬季運動服呢！班主任

張老師看見了，便對他說：「你竟然穿了冬季運動服！」

「我穿錯了！」郭錦飛同學說。 

常識課的時候，戴老師跟我們核對考卷，我取得一

個理想的成績，我很開心。可是，我也答錯了一些不該

錯的題目，如果我能小心一點答題的話，我就可以和黃

湛宇同分。 

突然，廣播室的老師宣佈說：「請四年級同學現在

到禮堂注射流感疫苗。」那時，有幾位女同學說：「我

不想去啊！」戴老師叫了幾次安靜，她們才安靜下來。

老師說：「要打針的同學順學號排隊，不用打針的排在

後面。」因為我不用打針，所以我就排在後面。 

在禮堂裏，同學們輪流等候打針，我和兩位女同學

就在玩遊戲。輪到王苡芯打針的時候，我看見她和護士

姐姐聊天，可是當護士姐姐把針筒對着她的手一按，她

就哭了。同學們打完針後，我問王苡芯有沒有事，她沒

有回答我。我問其他同學痛不痛，他們都說痛，其中一

位同學說：「不要看着針筒就好了。」我也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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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E 曾麗雯 

《動物小檔案》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企鵝，牠是鳥類，但牠不能飛。

企鵝生活在南極，牠長得胖胖的，所以才可以在寒冷的

南極生活啊！企鵝的身體是黑白色的，不過企鵝寶寶的

身體有些部分卻是灰色的。 

企鵝走路的姿態很可愛，一搖一擺的，但我不知道

為甚麼牠會一搖一擺的，可能是牠們太胖了吧！ 

企鵝最喜歡吃的食物是魚，魚就是牠們的糧食。企

鵝媽媽剛生完蛋，就會去捕魚一段時間，所以蛋都是企

鵝爸爸孵的。企鵝媽媽和爸爸會輪流捕魚，直到企鵝寶

寶可以獨自生活，而企鵝的壽命一般只有約十年。 

我覺得企鵝是我見過最胖和最可愛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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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4E 黃湛宇 

《我最尊敬的張嘉寶老師》 

記得讀四年級的時候，我校來了一位新老師，他是

我的班主任張嘉寶老師，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 

雖然張老師的個子胖胖的，但是我覺得他看起來十

分帥呢！他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

副眼鏡，嘴唇厚厚的。 

張老師上課時十分嚴肅，對我們要求很高，不過他

也有和藹可親的一面。記得上一次考試，我們全班的成

績都不理想，同學們都認為他會對我們大發雷霆；沒想

到最後他不但沒有責罵我們，還鼓勵我們下一次考試要

繼續努力，令我們非常感動。 

張老師有時候也很幽默，記得有一次上中文課的時

候，他正在給我們解釋「肥胖」這個詞語的意思；想不

到他居然指着他自己的肚子，說︰「看我的大肚子就知

道是甚麼意思呢！」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 

張老師常常提醒我們要有正確和良好的態度，有一

次，我要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足球比賽，比賽前他對我

說︰「勝不驕，敗不餒！」這句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雖然我的志願並不是當老師，但我會好好記住張老

師給我的話︰永不放棄，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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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4E 蘇厚天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是一塊橡皮，它是媽媽在去年

的生日會時送給我的。 

這塊橡皮外面是紅色的，外型小小的，只是一塊普

通的、長方形的橡皮。 

雖然它看起來很平凡，但是能幫助我擦掉錯字，可

以把錯別字擦得一乾二淨。而且，它是媽媽送給我的生

日禮物，所以對我來說十分珍貴，我特別喜歡它。 

每天上學時，我都會把它好好放在我的文具袋子裏。

當我要用上它的時候，我會小心翼翼地把它從我的文具

袋子裏拿出來，用完後再把它放回去。放學回家後，我

就會把它放在書桌上的箱子裏好好保存。 

雖然這塊橡皮很有用，但是它也會有用完的一天，

媽媽也安慰我說︰「別擔心，用完了我再買一塊新的給

你。」但是，我還是捨不得它。因此，從現在開始，我

會好好保護它，絕不會損壞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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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E 黃巧欣 

《給外婆的信》 

親愛的外婆︰ 

您好嗎？我知道您最近身體不適，要好好保重身體

呢！天氣轉冷，您要多穿衣服和多喝開水呢！ 

回想收到您要進院的消息，我至今仍感到很不安。

那天，媽媽接到醫院的電話，說您身體不適需要做手術，

並要在醫院休養。那時，我既焦急又擔心，生怕您的身

體出了甚麼毛病呢！現在，聽到您的情況還好，我們總

算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外婆您也不用擔心我們，爸媽說待您康復後，便帶

您和我到好快活餐廳大吃一頓，還要到迪士尼樂園遊玩

一下呢！另外，我還參加了英語朗誦比賽，希望您能來

觀看。 

復活節快到了，到時候我一定會多點來您家探望您，

您要好好保重身體呢！ 

祝 

早日康復！ 

 

外孫女          

志美敬上 

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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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F 梁希童 

《週記一則》 

 

 

 

 

 

 

 

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 

這週我過得非常幸福和快樂！ 

星期日是國慶節，媽媽說：「我們去買紅旗吧！」

我說：「好啊！好啊！快點走吧！」到達紅旗店後，我

們買了三面不同顏色的紅旗。然後，我們到玩具反斗城

玩耍，我玩得非常開心！ 

週一是英文科默書的日子，我在默書前努力温習，

心想會考到八十分或以上。結果，我在今次默書中真的

取得理想的成績，但是我會繼續努力，希望下次考得比

這次好！我這次有這麼好的成績，我很開心！ 

週四上午，上電腦課的時候，我先聽老師講解，然

後再用心做練習。在做的時候，老師突然走過來，說：

「做得好！繼續加油！」那一瞬，我非常高興！ 

這週我的心情像吃蜜糖一樣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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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F 陳威 

《教室記事》 

星期三，我們正在上數學課的時候，突然，一隻小

鳥飛了進來，牠飛來飛去，好像在找甚麼東西。 

當牠看到地上的餅乾碎時，便飛到那裏吃掉它。然

後，牠又再飛來飛去，想找掉在地上的食物。牠找到的

食物有奧利奧餅碎、牛肉乾……牠用牠的腳把食物掃在

一起，然後用牠的嘴巴把食物丟到空中，張開嘴巴吃了

那些食物。吃飽了，牠又到處大小便，有一些大小便還

拉在同學的頭上，同學們立即嚇得哇哇大叫。 

當牠飛走的時候，不小心撞到了窗戶，死了。老師

便叫工友叔叔上來把這隻死去的小鳥給掃掉，便讓我們

繼續上課。 

當我看到這個結局的時候，我覺得那隻小鳥很可憐，

因為牠飛翔時沒有看清周圍的環境，結果給窗戶撞死了。

這令我想到我們過馬路的時候，也要左右看清楚才過，

不要闖紅燈，否則會被車撞倒，這隻小鳥就是一個好例

子了。我們千萬不要模仿這隻小鳥啊！我們要做一個遵

守交通規則的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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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F 鄧力凡 

《動物小檔案》 

很多人都看過熊貓、北極熊、小熊貓等，但你們看

過樹熊嗎？今天讓我介紹一下樹熊吧…… 

樹熊又叫「考拉」，因為牠從來不喝水，「考拉」在

澳大利亞土著語中的意思就是「不喝水」。樹熊長着一

身又厚又密的灰色皮毛，有一個又黑又大的鼻子，眼睛

圓，耳朵短，真的很可愛！ 

樹熊身手敏捷，可以從一根樹枝跳到幾米高的另一

根樹枝上。樹熊是爬樹高手，長期在樹上生活。 

樹熊以桉樹為食物，從中獲取足夠的水分，因此牠

一生都不用喝水。牠從不到樹下樹尋找食物，因為牠怕

見陌生人，所以都在樹上生活。 

我喜歡樹熊，因為牠很可愛。澳大利亞人經常把牠

當禮物來送人。我也想要一隻樹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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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F 陳宇萱 

《我尊敬的李老師》 

 

 

 

 

 

 

 
 

如果有人問：「你最尊敬的老師是哪一位？」我會

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我的中文及視藝科老師——李

老師。」李老師有一張長長的瓜子臉、一雙炯炯有神的

眼睛、戴着一副又圓又大的黑色眼鏡、高高的鼻樑，加

上那紅潤的嘴唇，配上雪白的牙齒，還有一頭烏黑發亮

而捲曲的頭髮，身材嬌小，衣着樸素。 

  李老師也特別會鼓勵人，有一次，李老師請我們輪

流回答問題。當時，我的膽子很小，所以站起來回答問

題的聲音也很小，我覺得自己每讀一個字，心就會抖一

下。說完後，我自己也覺得不滿意，心想：「這回李老

師肯定會狠狠地批評我。」可是，李老師卻和藹地對我

說：「沒事，下次多多努力，你一定會比這次有進步的。」

當時，我感動極了。從此以後，一上語文課，我就把手

舉得高高的，生怕老師不叫我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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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我生病了，在課堂上，我很難受，老師

看出來了，連忙問我：「你怎麼了，不舒服嗎？」老師

這句話，引來了同學們的目光，同學們都擔心極了。就

在這時，我吐了，嘔吐物吐到李老師雪白的裙子上，我

害怕極了，連忙道歉，話還沒說出口，我就感覺到滿天

星斗……我暈了過去。等我醒來，便發現自己躺在醫療

室的床上。後來，同學告訴我，我暈倒時，是老師一步

一步背着我乘電梯。可那時，電梯已滿人，且沒有人看

到老師身後背着我，所以她就只好背着我走樓梯來到醫

療室。頓時，我的眼睛像開了閘的水龍頭，眼淚奪眶而

出。 

李老師這種鼓勵同學和關心他人的性格，十分令人

佩服。這就是我尊敬她的原因，這就是我的老師，更是

我的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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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F 黃睿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是甚麼？是一個洋娃娃。那是

在去年的生日會上，我的媽媽送給我的。 

它有一雙長長的腿，一張圓圓的臉和一雙大大的眼

睛。它的頭上有一頂像菠蘿的帽，穿着有菠蘿圖案的裙

子，所以我叫它「菠蘿」。 

我每天放學回家後，都會把它放到沙發上陪我做作

業、看電視、吃飯、看書、温習……睡覺前，我會把它

放到我的床上陪我睡覺。 

這個洋娃娃代表了媽媽對我的愛，所以我會好好珍

惜、愛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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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4F 楊寶盈 

《閱讀的好處》 

 俄羅斯著名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和思想家列寧

曾說過：「書籍是巨大的力量。」你有沒有養成閱讀這

個好習慣呢？其實書對我們有很多益處。 

 首先，不同類別的書可以提供各方面的知識，使我

們可以汲取全方面的知識，例如：歷史書可以令我們學

習到過去發生的事件，讓我們能借古鑒今，同時亦令我

們的見識更深廣。 

其次，書是人類的精神食糧、心理醫生、知識源泉

等。名人莎士比亞曾說過：「生活裏沒有書籍就好像沒

有陽光；智慧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讀書可

以昇華精神，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往往就是他的閱讀

史。 

 再者，讀書可以改變氣質，一個人讀不讀書，還是

讀了幾本書，雖然一時看不出來，而長期不讀書、不看

報紙，那麼，這個人一定像古人所說：「一日不讀書，

便覺面目可憎。」而讀一本好書，就像交了一個益友，

和一位智者對話，對人的言行舉止，處世方式都有益處。

久而久之，人的氣質自然就會提升。 

總括而言，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的確是一個具有

多重身份、性格的時代。如果說人們喜歡追求時尚的話，

讀書也應該成為今天的一種時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