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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3A 蘇梓善 

《愉快的節日假期》 

  中秋節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每位家庭成員都

會於中秋那天回家團圓。 

  中秋節那天早上，我們一家人先在家裏吃早

餐，之後我們一起到超級市場買晚餐的餸菜，有：

月餅、湯丸、柚子……看到都令人垂涎欲滴。回家

後，我就和家人一起做晚飯。 

  做完晚飯後，已經是下午六時了，我和妹妹就

開始大口大口地吃湯圓和雞。吃完晚飯後，我們就

到公園賞月和猜燈謎。我和媽媽坐在草地上猜燈

謎，爸爸和妹妹走到公園中央玩燈籠和螢光棒。我

們猜完燈謎，就和爸爸、妹

妹一起吃冰皮月餅和各種

不同的水果。 

  到了晚上十時，我們便

回家去了。當天那圓圓的月

亮，令我印象深刻，我永遠

不會忘記這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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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A 謝天竤                                                 

《一件困難的事》 

  星期六，我在上游泳班的時候，遇到一件困難

的事情。 

  早上，媽媽帶我到上水公共游泳池學習游自由

泳式。到達目的地後，媽媽便走了。游泳教練教我

游泳。第一步就是要學會在水中呼吸，第二步就是

要學會踢水及浮在水上。接著，就是要雙手在水中

轉圈，我嘗試了很多次，但都失敗了。於是，教練

對我說：「只要你努力嘗試，一定會成功的。」我

想：「我一定要努力，沒有努力嘗試，是不會成功

的。」之後，我就不怕失敗，努力地學習游泳。 

  「我終於成功了！」我高興地說。我很感謝游

泳教練的教導，我對教練說：「謝謝你。」我和游

泳教練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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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A 莊順業                                               

《動植物公園遊記》 

  在回程的路上，我們在討論今天參觀動植物公

園的事。今天，老師給我們上了一節不同的常識

課，我們學了很多知識。 

  到達動植物公園後，我們首先走到「獸籠」，

那裏有很多不同的猴子，有婆羅洲猩猩、皇狨猴、

白面僧面猴等。 

  看過動物後，我們便走到「雀籠」，那裏有很

多不同種類的鳥類，有長冠八哥、美洲紅鸛、丹頂

鶴…… 

  其中，我最喜歡

的動物是皇狨猴，因

為牠很活潑。 

  下午三時，時間

不早了，我們便依依

不捨地回家。 

  這次旅行令我感到很開心，亦學會不少動植物

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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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A 楊怡鴻                                               

《我做錯了》 

  記得在我二年級的時候，我做了一件至今仍令

我感到後悔的錯事。 

  二年級的我十分頑皮，有一天，爸爸到公園散

步。我趁爸爸外出了，便邀請同學回到家裏玩紙飛

機。 

  同學來到後，他們都拿出各自的紙飛機來玩

耍。而我卻未預備好，於是我就急忙地在書桌上拿

起一張紙，摺出一隻漂亮的紙飛機。摺完後，我才

發現這張「普通的紙」原來這是爸爸重要的文件！

可是，我還是和同學們玩了一會兒。 

  同學走了後，爸爸就回來了。我馬上把紙飛機

藏到抽屜裏，以為能「暪天過海」。 

  最後，我所做的「好事」還是被爸爸發現了。

爸爸問我：「你為甚麼要這樣做？」我說：「我……

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錯了！」爸爸溫柔地對我說：

「既然你已經知錯了，我這次就原諒你吧！」 

  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慚愧和內疚，我以後也不

會再令爸爸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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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B 李健豐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沙灘遊

玩。 

  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有樹蔭的地方。媽媽

先鋪好地蓆，然後放好行李。爸爸帶我和妹妹到洗

手間換泳衣，妹妹迫不及待地走出來。因為妹妹不

會游泳，而我在游泳班裏學會了蛙泳，我便示範給

妹妹看。可是，妹妹笑我像一隻大青蛙。我聽了後

生氣極了，於是我潑了一桶海水到妹妹的臉上，她

嚇得哇哇大哭起來。 

  疲倦了，我和妹回到媽媽身邊堆沙子。起初，

我和妹妹堆了一座城堡，可是，才堆了一半，不知

從哪兒飛來一個水球。結果，水球摧毀了城堡，妹

妹傷心得哭起來。我安

慰了妹妹，她才不哭。

最後，爸爸替我們拍照

留念，我們才快快樂樂

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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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B 歐芯儀                                               

《日記一則》 

        一月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和家人一起分工合作，媽

媽為我準備豐富的食物，爸爸幫我佈置生日會、姐

姐和我一起到蛋糕店買雙層蛋糕，而表哥到超級市

場購買一些零食和飲料。 

  生日會快開始了，我的朋友們都到了，爸爸大

聲地說：「生日會開始了！」首先，我們先吃雙層

蛋糕，然後，再玩集體遊戲。 

  吃完蛋糕後，我們開始玩集體遊戲。遊戲的名

稱叫「撕名牌」。我們分成了兩隊，誰先撕到對方

的名牌就算贏，如果整隊都被淘汰後，就要受到懲

罰，而贏的隊伍，就得到自己喜歡的禮物。最後，

我們隊贏了。 

  今天，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朋友們陪我過這

個難忘的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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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B 李樂軒                                               

《動植物公園遊記》 

  星期天，我和弟弟很早起床，因為那天爸媽會

帶我們到動植物公園遊玩。我和弟弟的心情都很興

奮。 

  在途中，我問爸爸：「那裏有很多動物嗎？」

爸爸回答：「是，例如熊貓、猴子、孔雀……」媽

媽說：「那裏很像海洋公園。」 

  到達後，我和弟弟看見很多動物在一個個籠子

中。我和弟弟最喜歡的是猴子，所以我們最先到猴

子的籠子。弟弟說：「猴子會爬樹，真令人羨慕啊！」

這時，媽媽突然笑了。我問：「媽媽，你為甚麼笑？」

媽媽沒有答我。之後，我們去看孔雀，我和弟弟看

見孔雀的尾巴上有一個個像眼睛的圖案，真有趣

呀！ 

  最後，我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這時，

媽媽才回答我剛才問的問題，媽媽說：「我剛剛笑

的原因是我覺得猴子很像你和弟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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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B 王焯嘉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自從您到內地工作，我和媽媽都很掛

念您，您最近身體好嗎？工作順利嗎？我和媽媽都

很好，請您不用掛念！ 

  爸爸，我今次測驗的成績略有進步，只有數學

科，因為我不小心計算，做錯了很多題目。我以後

會小心計算，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我會努力讀

書，下次測驗，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 

  最近，我們學校舉辦了「好學生」選舉。歐芯

儀同學是我班的代表，而我是助選團，負責設計口

號和海報。我真心希望她能當選，為我班增光。 

  爸爸，如果您有空，請回信給我，就此擱筆。 

  祝 

工作愉快！ 

              女兒 

               焯嘉敬上 

               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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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3C 胡祥興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我們一家人坐巴士到沙灘。那裏人山

人海，非常熱鬧。 

  爸爸好不容易才找了一個地方，我們在樹蔭下

鋪好了沙灘蓆。下水前，爸爸帶我和妹妹做熱身運

動。下水後，我示範蛙泳給妹妹看，但她笑我像一

隻大青蛙。我聽了後便大發雷霆，向她撥水。妹妹

被我嚇得呱呱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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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城堡摧毀。妹妹非常傷

心，我馬上安慰她。 

  太陽下山了，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那天，

我們都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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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C 黃家耀 

《愉快的節日假期》 

  聖誕節那天，我和家人在家裏開派對。 

  派對開始前，有的人佈置家居，有的人玩遊

戲，有的人做飯，有的人唱聖誕歌，氣氛很熱鬧和

歡快。 

  吃飯後，我和家人玩抽獎遊戲，我抽到一個可

愛的小黃人，哥哥抽到一個熊寶寶。之後，我們到

遊樂場玩機動遊戲。我玩了過山車、摩天輪和滑

梯。我和弟弟一起玩過山車，弟弟當時十分害怕，

但是我卻不害怕。玩完後，弟弟更嚇得全身發抖

呢！ 

   那天，我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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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C 洪心桐                                               

《日記一則》 

        十月二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家人為我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十分興奮。 

  一早起來，爸爸到蛋糕店買了一個草莓味的蛋

糕，媽媽用氣球和彩帶佈置家裏和準備香噴噴的食

物，例如汽水、薄餅等，而我就幫忙吹氣球。 

  生日會開始了，同學們也到了，我們先玩遊

戲，接著同學們送禮物給我。之後，我們一起唱生

日歌，最後一起吃東西，有蛋糕、汽水等。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蛋糕時，我不小心把奶

油沾到臉上，大家都笑我是一個小丑。 

  生日會在歡笑聲中結束了，大家依依不捨地走

了，今天，我感到很開

心和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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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C 麥倬賢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您近來工作忙嗎？您到了加拿大工

作已經三年了，我十分掛念您。新聞報道您們那裏

的森林著火了，您有沒有及時逃走，有沒有受傷？

我很擔心您。最近的天氣十分炎熱，您要多喝水和

多休息。我希望您早點兒回香港。 

  我這次測驗成績進步了，因為我天天做完功

課，都會用一至兩小時溫習。媽媽稱讚我數學成績

有進步，我以前的數學測驗是八十分，現在是九十

四分，進步了十四分。媽媽獎了一輛迷你巴士模型

給我，我高興得馬上跟她說謝謝。我希望下次測驗

會取得更高的分數，我會更努力地溫習。 

  最近，我參加了乒乓球訓練班。老師教了我乒

乓球的玩法和正手、反手等打乒乓球的方法。我感

到很開心。 

  另外，學校舉辦了好學生選舉，我當選了好學

生，老師給我一張上台表演的講詞，我已經差不多

背熟了。我猜上台那天，我會非常緊張，我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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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好學生選舉中勝出。 

    您有空的話，請回信給我。 

  祝 

工作順利！ 

             兒子 

               倬賢敬上 

                 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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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D 李祉瑤                                                 

《愉快的週末》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一起到沙

灘玩耍。 

  沙灘裏人山人海，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蔭

涼的地方坐下來。可是，媽媽連地墊都沒舖好，妹

妹就迫不急待地說要游泳了。爸爸帶我和妹妹到海

邊做熱身運動。做完熱身運動後，我們就立刻跑進

冰涼的海裏了。 

  接著，我突然想到我在游泳班裏學會了蛙泳，

於是，我示範了蛙泳給妹妹看。誰知道她竟然大聲

地取笑我，說：「哈哈！你像一隻在游來游去的大

青蛙。」我聽了後，很生氣，便追著妹妹，並用海

水潑她，嚇得她哇哇大叫。 

  不一會兒，我們都疲倦了，便走到媽媽的身邊

堆沙城堡。突然，不知哪裏飛來的水球，把好不容

易才堆好的城堡摧毀了。妹妹傷心得大哭起來，我

連忙走過去把水球還給了那位泳客。之後，我回來

安慰妹妹，說：「不要緊，哥哥再幫你再堆一座更

大、更漂亮的城堡，好不好？」她聽到我的話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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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了。 

  過了一陣子，我就把一座更大、更漂亮的城堡

堆好了。妹妹對它讚不絕口，爸爸更拿起照相機來

拍照留念。 

  到了傍晚，媽媽說：「好了，別玩了！是時候

回家啦！」我們收拾好東西後，便依依不捨地離開

了。啊──我真希望下次再來這個海灘也是這麼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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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D 蔡雅琳                                             

《愉快的節日假期》 

  在眾多的節日中，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 

  記得去年的聖誕節，我們一起到哈爾濱。首

先，我、哥哥、姐姐、表弟和表妹一起堆雪人。我

先在地上拿起一堆雪，把它做成兩個圓形。之後，

哥哥在口袋裏拿出六個鈕扣，並把它放在雪人上。

接著，姐姐在樹上拿了一根樹枝，把它放在雪人

上。最後，我在背包裏拿出一根紅蘿蔔，把它放在

雪人上。媽媽說我們做的雪人很好看。 

  接著，我們又去看冰雕。我看見冰雕上有一條

滑梯，便立刻走上去玩。我坐在滑梯上，一下子就

滑了下來，真有趣！ 

  那天，我玩得非常高

興，我希望下一年的聖誕

節能快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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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3D 王苑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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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到了許多植物，有漂亮的

花朵，茂盛的樹木，短短的小草……欣賞完植物

後，爸爸便帶我們到鐵籠旁觀看猴子。這些猴子都

十分頑皮，而且還很好動，經常跳來跳去的。牠們

有些還會盪秋千呢！ 

  接著，我們到了另

外一個鐵籠旁觀賞美麗

的孔雀。我期待的一天

終於到，我馬上就能看

到孔雀開屏。當孔雀展

開牠那色彩繽紛的羽毛

時，我頓時感覺到牠渾

身發出著光芒，十分美

麗。 

  黃昏時，我們就準備離開了。今天，我就十分

高興，希望下次我可以再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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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3D 王雨桐                                               

《我做錯了》 

  記得在我小時候，我做了一件錯事，令我十分

後悔。 

  我小時候很喜歡貼紙。記得有一次，我到表哥

家玩，他有非常多的貼紙，所以我就想拿走。 

  我趁表哥一不注意，就從他的房間裏拿走了一

張小貼紙。因為我以為小貼紙不見了，表哥不會發

現。可是，他後來還是發現了，我當時心裏非常緊

張。表哥問我有沒有看見貼紙，我就撒了謊，說：

「我沒有看見，你去別的地方找一找吧！」 

  最後，爸爸看到我十分緊張，便把我叫到一

旁，問：「你是不是有甚麼事情暪著我？」爸爸一

問，我告訴了他事情的真相。他告訴我：「擅自拿

走人家的東西是不對的。」聽完這句話，我感到十

分慚愧和後悔，我立即跑到客廳把貼紙還給了表

哥，並向他道歉。表哥知道我知錯能改，就原諒我

了。 

  這件事令我明白未經別人的同意，就拿別人的

東西是不對的，而且撒謊總會被人發現的。我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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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會做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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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E 蔡家銘 

《愉快的節日假期》 

  在眾多節日中，我最喜歡的節日就是聖誕節。 

  記得去年的聖誕假期，我和家人都一起穿上新

衣服，然後到市場買東西。媽媽買了我最喜歡的藍

莓蛋糕，還有其他零食，例如巧克力、糖果、雪糕、

薯條、薯片、汽水和布丁。媽媽還把家裏佈置得漂

漂亮亮的。 

  黃昏時，我的朋友來到我家了，可是我忘記了

預備遊戲，媽媽對我說：「我早就預備了遊戲！」

我們先互相交換禮物，我的朋友們都抽中了自己喜

歡的禮物，只有我沒有抽中。媽媽見到我很失望，

便說她也要加入，其實媽媽的禮物是我最喜歡的拍

子繩。最後，我抽中了這份禮物。之後，我們就玩

「打糖果包」，包入面有很多糖果，我的朋友們都

打不中，我就打中了。 

  吃完糖果後，我們就吃聖誕大餐，大家都吃得

很開心，可是我不小心把糕弄污了自己的耳朵。吃

完聖誕大餐後，我的朋友就扮聖誕老人，大家看見

後都哈哈大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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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離開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地回家。那

天，大家都十分高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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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3E 歐梓源 

《一件難忘的事》 

  星期天，我和媽媽到遊樂場玩耍，期間發生了

一件令我難忘的事。 

  那天的上午，我和媽媽到了遊樂場後，我便開

開心心地盪秋千。過了不久，有一個陌生人走到我

的身旁，他說：「小朋友，到小食亭的路怎樣走啊？」

他還說如果我帶他到小食亭的話，他就請我吃雪糕

呢！我一聽到「吃雪糕」這幾個字，已經垂涎三尺。

於是，我帶他到小食亭，他便請我吃雪糕，然後我

就走回遊樂場去。 

  回到遊樂場之後，媽媽看到我手上拿著一杯雪

糕，就疑惑地問我：「你手上拿著的雪糕是從哪裏

得來的？」我說：「是一個陌生人送給我的。」 

  最後，媽媽教導我要和陌

生人保持距離，我聽到媽媽的

話後，就向媽媽說：「我以後不 

敢接受陌生人的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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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3E 林子珊 

《日記一則》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家人在家裏為我舉行了

一個難忘的生日會。 

  今天早上，我一早醒來的時候，看見牆壁上掛

了「生日快樂」這四個大字，還在很多美麗的裝飾

品，家裏佈置得漂漂亮亮的。媽媽準備了很多美味

的食物，例如香腸、薯條、汽水、果汁……光是看

見它們，我已經垂涎三尺了。 

  過了一會兒，電燈關掉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一

邊拿著蛋糕走出來，一邊說：「祝你生日快樂啊！」

他們還唱歌生日歌，原來我的生日會已經開始了。

吃過蛋糕後，我們一起玩小遊戲，例如「大富翁」、

紙牌遊戲……大家都玩得興高采烈呢！ 

  到了晚上，朋友們便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可以

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度過這次生日，我真是既開心又

難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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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E 楊俊熙 

《動植物公園遊記》 

  上星期六，天氣晴朗，我們一家人到香港動植

物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到動物區參觀。我們看

見幾隻猴子在籠子裏談天和嬉戲，牠們有些在爬

樹，有些在盪秋千，真是可愛呢！接著，我們到其

他地方參觀。我看到孔雀正在展開美麗的尾巴，聽

說孔雀開屏是會給人帶來福氣的。那個籠子裏還有

啄木鳥呢！啄木鳥是益鳥，因為牠會幫樹木吃掉害

蟲。 

  離開動物區後，我們到了溫室參觀。我們看見

豬籠草。聽說豬籠草能夠「吃」蚊蟲，因為它能發

出一些氣味來吸引小蟲。那裏還有香港拖鞋蘭，它

是蘭花的一種。由於它的外表很像拖鞋，因而有此

名稱。 

  最後，我們在門外拍了

一幅大合照，然後帶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回家去。這天真

是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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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F 方恩琳 

《愉快的節日假期》 

  在眾多節日中，我最喜歡的就是中秋節。 

  中秋節那天，我和姐姐一早跟媽媽到市場買應

節水果。水晶梨、楊桃、葡萄、柚子都是我們愛吃

的水果。接著，媽媽帶我們到書局去挑選花燈。我

最喜歡白兔造型的花燈，而姐姐就挑選了愛沙公主

造型的花燈。 

  吃過午飯後，我們到奶奶家集合，大姑姐還準

備了燒烤營火會來慶祝中秋節。晚飯後，我和表

姐、表哥玩花燈，又用螢光棒砌成不同形狀的玩

具，我們更在火爐旁賞月。天上的月亮十分皎潔，

又圓又大，我們還可以看到孔明燈。我許願祝福家

人平安，期望下年中秋

節也能開心地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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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F 錢德堃 

《一件受人稱讚的事》 

  一個陽光普照的星期天，媽媽和我說：「我們

一起到世界之窗遊玩，好嗎？」我說：「好啊！」

我問：「我乘坐甚麼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呢？」媽

媽說：「我們一起乘坐火車吧！」 

  火車來了，我和媽媽走進火車車廂。我看見車

廂裏有一些年青人在爭奪座位。 

  走進車廂後，我旁邊坐著的一位女士要下車

了，她離開後，我就坐在那座位上。這時候，從前

面車廂走來一位老伯伯。他滿頭白髮，而且還拄著

拐杖。我看見了，立即站起來，對老伯伯說：「老

伯伯，請你坐在這兒吧！」 

  老伯伯慢慢坐下，抬頭對我說：「謝謝你，你

真是一個懂事的好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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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F 鄭裕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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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首先參觀動物，其中有我

最喜歡的孔雀。孔雀打開牠那五顏六色的羽毛，好

像跟我說：「你好！」我們移步到第二個籠子，看

見幾隻猴子活蹦亂跳，有些猴子在樹上採摘果實，

有些猴子在玩耍，看起來非常活潑。 

  接著，我們去看植物，有百合花、太陽花、玫

瑰花等，花朵的芳香包圍著我。弟弟看見百合花，

很想伸手摘一朵，他一伸手，爸爸阻止他說：「那

麼漂亮的花是給大家欣賞的，如果大家都摘走了，

那麼別人便不能看見這些美麗的花了。」於是，弟

弟明白到愛護大自然的重要。 

  這一次旅程，我們都非常開心。我希望將來能

再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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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3F 王慶昊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您的身體狀況好嗎？ 

  爸爸，我告訴您一個好消息，

我的測驗成績非常理想，因為我在

假日做完功課，就從早到晚都在溫習，沒有玩耍，

所以我各科成績都取得九十五分以上。老師獎勵了

我不少禮物，其中有一份禮物是您需要的筆記簿。 

  我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想告訴你，我上機械

汽車製作班時，我在車輪的空間加上彈簧。放下的

時候，車輪彈到遠處，引得同學大笑起來。 

  爸爸，對不起，要您看這封信，佔用了你工作

的時間。 

  祝 

工作順利！ 

              兒子 

                慶昊敬上 

    五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