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7-18) 3A 張宇鑫 

《給好朋友的邀請卡》 

親愛的張樂瞳： 

 聖誕節快到了，我的媽媽將會舉行聖誕聯歡會。我

現在誠意邀請你出席我的聖誕聯歡會，詳情如下： 

 日期：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四時 

 地點：特士尼餐廳 

 聖誕聯歡會上將會有豐富美食，魔術表演。我希望

你能參加，請依時出席。 

朋友           

                                張宇鑫上 

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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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A 趙妙予 

《小壁虎借尾巴》 

一個秋天的早上，小壁虎在牆角捉蚊子，一條蛇咬

住了他的尾巴。小壁虎一掙，掙斷尾巴逃走了。 

沒有尾巴多難看啊！小壁虎想，向誰去借一條尾巴

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海邊。看見大鯊魚正在自由

自在地游泳。小壁虎說：「鯊魚大哥，您把尾巴借給我

行嗎？」大鯊說：「不行啊！我的尾巴是幫助我游得更

快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山上。看見老鷹正在飛來飛去，

小壁虎便爬到鳥巢邊。小壁虎說：「老鷹伯伯，您把尾

巴借給我行嗎？」老鷹伯伯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

掌握方向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山洞裏。看見小兔正在跳來跳

去。小壁虎說：「兔子姐姐，您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小兔子說：「不行啊！我的尾巴很好看的，我不願意給

別人。」 

小壁虎想了一會兒說：「我可以找枯草來做我的尾

巴。他看見山洞裏有很多枯草，就用來做了一條新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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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A 陳曦 

《日記一則》 

十月七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秋高氣爽，天氣晴朗的一天，媽媽一大早就

叫醒我和姐姐，說今天要帶我們到郊野公園野餐，我聽

後興奮得跳起來。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就把餐布鋪好，接着姐姐拿出

香腸、蘋果……我垂涎欲滴，吃得津津有味。 

 一會兒後，我們看到有人在踢足球，有的在拍照，

還有的在放風箏，可真熱鬧啊！我和姐姐吃完東西後，

便先做一些熱身運動，再把袋子裏的繩子拿出來跳，我

們邊跳邊看風景，看到百花齊放，五彩繽紛的牡丹就像

一張張燦爛的笑臉，綠油油的小草被風吹得搖來搖去，

像在跟我們打招呼，歡迎我們來到這個公園。黃昏時，

我們便要打道回府了，我和姐姐像是已經把公園當作家

一樣，不肯走，在媽媽的勸告下，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今天真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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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A  周梓軒 

《動植物公園遊記》 

 昨天，因為我測驗成績好，所以爸媽帶我到動植物

公園遊玩，以作獎勵。 

 到達動植物公園後，我們先到動物區看松鼠猴，牠

們的身手敏捷，在樹林間不停地爬來爬去，看得我眼花

繚亂。接着，我們到鳥類區，那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鳥，

有美洲紅鸛、半領鴨、藍鶴……牠們身上的羽毛顔色不

同，五顔六色的，十分吸引。我最喜歡的是美洲紅鸛，

因為牠身上的羽毛是紅色的，漂亮極了！ 

 離開觀鳥區，已是下午一時了。大家都餓壞了，所

以我們便到小食部買東西吃。我買了一份雞腿和一杯可

樂，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大約下午三時，我們便回家了。回程的時候，我對

爸媽說：「今天玩得很開心！下次一定要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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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A  梁孝謙 

《賀卡寫作》 

親愛的志傑表哥： 

    恭喜你在校際游泳比賽中獲得了金牌，我很佩服你

的努力和堅持。 

  一直以來，你都很用功練習，一放學便到游泳池游

泳，教練每次的指導，你都會聽從。每當發現自己有做

得不好的地方便立刻糾正，從不抱怨。我認為這就是你

得獎的原因。在下一場比賽，你也要努力。 

  祝 

身體健康！ 

                表弟 

             子俊上 

           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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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A  徐梓潼 

《學校旅行日》 

  昨天早上，老師、我和同學到馬灣公園旅行。我們

在學校出發前，老師先介紹了當天的課題——親親大自

然，老師說：「我們要學習愛護大自然。」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參觀的是「香港公園」，那裏

種植了超過二十種本地原生的植物：有拖鞋蘭、豬籠

草……我們細心地觀察它們的特徵。 

 接着，我們移步到「南美園」。老師除了介紹仙人

掌、葵樹、咖啡樹等南美洲的植物外，還給我們講解這

些植物的故事。 

 這次學校的旅行日，不單讓我們親近大自然，更讓

我對美麗的香港有更深的認識。 

  

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wJUWeDO1bZm0A7dS1ygt.;_ylu=X3oDMTIzb3RkMzh0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MwNTcxY2QzMjdkZjZiOGZmOWZiYTAzYzM1YmUzZTZlZgRncG9zAzM4BGl0A2Jpbmc-?.origin=&back=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3D%E5%85%AC%E5%9C%92%26imgty%3Dclipart%26ei%3DUTF-8%26fr%3Dyfp-search-sa-bucket-TTStest_hk%26fr2%3Dp:s,v:i%26tab%3Dorganic%26ri%3D38&w=450&h=414&imgurl=en.pimg.jp/003/690/573/1/3690573.jpg&rurl=http://tw.pixtastock.com/tags/%E5%85%AC%E5%9C%92?search_type%3D2%26page%3D3&size=75.2KB&name=%E8%87%AA%E7%84%B6<b>%E5%85%AC%E5%9C%92</b>&p=%E5%85%AC%E5%9C%92&oid=0571cd327df6b8ff9fba03c35be3e6ef&fr2=p:s,v:i&fr=yfp-search-sa-bucket-TTStest_hk&tt=%E8%87%AA%E7%84%B6<b>%E5%85%AC%E5%9C%92</b>&b=0&ni=21&no=38&ts=&imgty=clipart&tab=organic&sigr=1250alv35&sigb=153a3lvua&sigi=1148ihtp4&sigt=10jv5lqt3&sign=10jv5lqt3&.crumb=n0KVm0t.XPB&fr=yfp-search-sa-bucket-TTStest_hk&fr2=p:s,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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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B 鄭雅琳 

《小壁虎借尾巴》 

    一個秋天的早上，小壁虎在牆角捉蚊子，一條蛇咬

住了他的尾巴。小壁虎一掙，掙斷尾巴逃走了。 

    沒有尾巴多難看啊！小壁虎想，向誰去借一條尾巴

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松鼠甩着尾巴

在大樹上玩耍，她的尾巴又大又漂亮，小壁虎說：「松

鼠妹妹，我的尾巴被蛇咬斷了，你能把尾巴借給我嗎？」

松鼠說：「不行啊！當我遇到危險時，我要用尾巴來傳

遞資訊。」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原上。他看見正在捕獵的狐

狸，搖着蓬鬆的尾巴。小壁虎說：「狐狸哥哥，您能把

尾巴借給我嗎？」狐狸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儲

存食物。」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明的家裏。他看見正在睡覺

的小貓，用毛茸茸的尾巴包着自己來保暖。小壁虎說：

「小貓姐姐，對不起吵醒了你，我能借您的尾巴嗎？」

小貓說：「不可以，我要用尾巴來保持平衡呢！」 

 你們猜猜小壁虎接下來會遇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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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B 李紫琪 

《夢想的房間》 

 我夢想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整個房間裏的東西全是

麪包做的，因為我愛吃各種不同的麪包。 

 房間的天花板是用菠蘿包做的，門是紅豆包做的，

窗戶和地板都是用腸仔包做的。我的床是用方包做的，

十分柔軟。房間裏有一個烤箱，每個小時，它都會烤出

不同味道的麪包。 

 每天放學後，我會趴在那塊用腸仔包做的地板上做

功課。做完功課後，我就會吃晚餐，我會吃我最愛的麪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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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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B 梁嘉樂  

《文具盒的自述》 

 我是一個文具盒，我的小主人是嘉樂。在嘉樂生日

那天，嘉樂的媽媽把我送給他。 

 我的外形像一輛賽車，呈長方形的，我的外殼填上

了藍色、黃色、綠色和橙色，五彩繽紛。 

 我的用途非常多，我的肚子裏可以擺放一把正經的

尺子、全身香噴噴的橡皮、兩枝身材瘦削的鉛筆和兩枝

實用的圓珠筆。 

 我已陪伴小主人三年了，雖然我的車身已有幾條劃

痕，但小主人捨不得扔掉我，因爲我和小主人有很多美

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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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B 林心蓓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這幾天工作順利嗎？您到日本工作的這段

時間，我十分掛念您啊！ 

 爸爸，我要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我的常識成績進步

了，在最近的一次測驗中取得九十分呢！我還有一個壞

消息要跟您說，我的英文成績退步了，只取得七十分，

您不會責駡我吧！爸爸，對不起，我以後會用心做功課

和用功溫習，我還打算每天溫習兩小時。 

 最近我還報了一項課外活動，它叫藝術體操，上課

時，我玩絲帶、呼啦圈，老師還教我跳球操和徒手操。

因為我跳徒手操跳得好，所以老師挑選我去參加比賽，

我還取得冠軍呢！媽媽知道我獲得第一名，請我吃自助

餐呢！ 

 我要去做功課了，我們下次再談吧！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心蓓敬上 

           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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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B 葉博文  

《學校旅行日》 

今天，陽光普照，老師、同學和我到香港濕地公園

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排隊進入公園，接着到池邊

觀看彈塗魚。彈塗魚全身是灰褐色的，並佈滿深色的斑

紋，兩眼凸出來。牠們有的依附在石頭上面，有的跳到

水中，像魚類一樣游動自如。老師又帶我們去看風車草，

風車草的外形除了有點像風車外，還有點像傘子的骨幹。

我們一邊欣賞風景，一邊和同學談天説地。 

 下午，老師帶我們到涼亭休息，我和同學都各自拿

出自己帶來的美味食物和大家分享。 

 天黑了，老師帶着我們離開濕地公園，今天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彈塗魚，牠們不停跳來跳去，令我嘆爲觀

止。離開的時候，我們都感到依依不捨，這真是難忘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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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C 楊竣然 

《小壁虎借尾巴》 

一個秋天的早上，小壁虎在牆角捉蚊子，一條蛇咬

住了他的尾巴。小壁虎一掙，掙斷尾巴逃走了。 

沒有尾巴多難看啊！小壁虎想，向誰去借一條尾巴

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一戶人家裏。他看見小狗在主

人面前搖着尾巴玩耍。小壁虎問：「小狗哥哥，您把尾

巴借給我，行嗎？」小狗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和

主人打招呼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樹洞裏，他看見狐狸在樹洞裏

休息。小壁虎問：「狐狸弟弟，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狐狸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保暖呢！」 

 小壁虎爬啊爬，爬到山頂。他看見一匹小馬在山上

跑來跑去。小壁虎問：「小馬哥哥，您把尾巴借給我，

行嗎？」小馬問：「你不是有一條尾巴嗎？」小壁虎往

後一看，高興地說：「我長出一條新尾巴了！」小馬哥

哥說：「你的尾巴是有再生功能的。」小壁虎說：「原

來如此！謝謝小馬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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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C 歐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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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經常忘記做功課，而且在最近一次的測驗中，

成績退步了很多。您因擔心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我很

後悔和慚愧。 

 媽媽，對不起！我承諾以後不會再沉迷網上遊戲，

我會用心做功課和溫習功課，希望您原諒我。 

 祝 

生活愉快！ 

兒子        

                           小光敬上    

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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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C 許澤凱 

《夢想的房間》 

    你夢想的房間是怎樣的？我夢想的房間是一輛地

鐵。 

這間地鐵屋身上有三對加速器。窗戶是透明卡片造

的。牀和椅子是軟綿綿的雲朵造的。房間裏有電視機、

電話、電腦……設備一應俱全。 

  這一輛地鐵可以駛到很遠的地方。如果我要從香港

到北京，只需要一個小時。它堅硬的窗子可以防止壞人

打破窗戶跳進來。我還可以躺在雲朵上，舒服極了。 

  最後，我想來想去，還是喜歡我現在的家，因為這

裏有我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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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C 楊寳盈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天氣十分晴朗，我和家人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我十分興奮。 

 吃過早餐後，我和家人乘搭巴士到目的地。到達後，

那裏的風景如畫，草兒在向遊人點點頭，鳥兒在樹木上

快樂地吱吱叫，真的很美麗啊！ 

 我們先到「動物區」，那裏有猴子、孔雀……最讓我

印象深刻的是猴子，牠們在籠子裏爬來爬去。 

 看完動物後，我們到「植物區」觀看木棉、鳳凰木、

洋紫荊、害羞草……我問爸爸：「洋紫荊是甚麼？」爸爸

回答：「洋紫荊是香港的市花。」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害羞草，因爲只要我們碰到它，它的葉子就會合起來。 

 太陽下山了，我和哥哥依依不捨地離開。回家後，我

和哥哥說：「動植物公園真好玩啊！」爸爸說：「經過

這次旅程，你們認識了很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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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C 歐梓琪  

《自動鉛筆的自述》 

 我是一枝自動鉛筆，我一直住在一家叫千年史的文

具店裏。上星期，我搬家了，因為小主人在測驗中取得

了好成績，所以她的媽媽獎勵她一枝自動鉛筆，她十分

開心。 

 我的身體又長又瘦削，穿着一件七彩繽紛的衣服，

衣服上有心形圖案，還有小熊圖案，小熊正在津津有味

地吃香噴噴的雞腿。我戴着一頂超級大的橡皮帽子，十

分美麗。 

 我除了外表漂亮外，還有很多用途。當小主人要做

功課時，我可以幫助她寫出漂亮的字；當小主人要寫日

記時，我可以幫助她記錄不開心或者開心的事情；當小

主人要畫畫，我可以幫她畫出一棵漂亮的樹木；當小主

人寫錯字的時候，她就可以利用我頭頂上的橡皮帽子來

擦錯字。 

 我每天都會陪着小主人。我感到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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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3C 曾芷琪  

《學校旅行日》 

 十二月十五日是學校的旅行日，那天風和日麗，我

和同學一起到保良局賽馬會大棠度假村遊玩，我十分高

興。 

 到達目的地後，那裏青山綠水，小鳥在樹上唱歌，蝴

蝶在花間飛舞。我們先到大堂聽老師講解，接着我們分

組玩遊戲，然後吃東西。同學們帶了很多食物，有水果、

汽水、三明治……十分美味。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和同學一起騎自行車。起初，

我不會騎自行車，在同學細心的教導下，我學會了！後

來，我說：「我們來比賽吧！」大家都同意我的提議。

比賽開始了，我們努力地騎自行車。最後，我勝出了！

我開心得跳起來。 

 黃昏了，我先拍照留念，然後依依不捨地離開。這真

是又開心又難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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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D 董紫盈 

《小壁虎借尾巴》 

 一個秋天的早上，小壁虎在牆角捉蚊子，一條蛇

咬住了他的尾巴。小壁虎一掙，掙斷尾巴逃走了。 

沒有尾巴多難看啊！小壁虎想，向誰去借一條尾巴

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山洞裏，他看見老虎在洞穴裏

走來走去。小壁虎問：「老虎先生，您把尾巴借給我行

嗎？」老虎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趕走那羣可惡的

蝙蝠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小猴在樹上盪

來盪去。小壁虎問：「小猴弟弟，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小猴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逃生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邊，他看見錦鯉在河裏愉

快地玩水。小壁虎：「錦鯉姐姐，您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錦鯉說：「可以啊！我一直覺得我的尾巴很醜呢！」小

壁虎說：「謝謝您借尾巴給我，我一定會珍惜這條尾巴

的！」 

 不久，小壁虎愛上自己的新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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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D 歐承熹 

《日記一則》 

十月一日     星期五     晴 

 今天，爸爸和媽媽放假，決定帶我們到郊野公園旅

行，我們非常開心。 

 到達目的地後，媽媽先打開大大的野餐墊，再放在

綠油油的草地上，接着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從野餐包裏把

美味的食物拿出來吃。 

 過了一會兒，大家吃得很飽，就坐在大大的野餐墊

上享受清涼的秋風。不久，我們跑到空曠的草地上玩耍，

那裏有人在踢足球，有人在拍照留念，有人在清涼的秋

風中放五顏六色的風箏。 

 紅紅的太陽下山時，我們要回家了，大家都非常依

依不捨，不約而同地說：「郊野公園，再見了！以後再

有機會，我會來探望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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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D 陳煜錡 

《夢想的房間》 

 我有一間夢想的房間，它是由香噴噴的餅乾砌成的。

從遠處一看，它像極了一個漢堡包，房間裏盡是美味的

食物。 

 房間的天花板是用冰淇淋做的，門是用巧克力做的，

毯子和窗簾都是用棉花糖做的，書桌是用麪包做的，就

連我的睡床都是用可口的蛋糕做的。這樣，我可以隨時

在房間裏享受美味的食物，是件多麼幸福的事啊！ 

 如果有一天我的夢想房間實現了，我一定會興奮得

睡不着覺。我會邀請世界各地貧苦的小朋友來我的房間

做客，讓他們也能實現他們的夢想，一起分享幸福的喜

悅！ 

 

 

 

 

 

  



21 
 

(17-18) 3D 林萱 

《動植物公園遊記》 

 紅紅的夕陽快要下山了，我和家人依依不捨的離開

了動植物公園，這次遊玩的經過讓我回味無窮。 

 當我們一踏進公園大門時，我看見五彩斑斕的花朵，

她綻放着親切熱情的笑容，歡迎着我們的到來；鳥兒在

枝頭唱着清脆動聽的歌曲，在給我們表演。 

 我們一路上聞着花香，聽着鳥語，到達了「趣趣猴樂

園」。籠子裏的猴子們在開心地玩耍，最前面的猴子在

蕩鞦韆；坐在樹下的猴子在做鬼臉，逗得觀眾哈哈大

笑…… 

 看完了可愛的猴子後，我們開開心心地來到「美麗

孔雀園」。驕傲的孔雀們大搖大擺地在籠子裏走來走去。

「瞧！有一隻孔雀開屏！」我興奮得大叫。這隻孔雀的

身體是寶藍色的，嘴巴尖尖的，眼睛是黑色的，像兩顆

水晶晶的大葡萄。牠的頭上戴着一個藍色的「大皇冠」，

還有一個像扇子一樣的綠色尾巴，尾巴上面有一雙雙黃

藍相間、圓圓的「眼睛」，「真美麗啊！」我不禁讚歎

道。 

 正當我還在津津有味地欣賞着孔雀時，爸爸拍了拍

我的肩膀說：「該走了！」我只好依依不捨地回家了。

今天真是一個既開心又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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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3D 蘇琪珊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近來外地天氣如何？ 

復活節快到了，真令人興奮！以前，我都是在您的

看管下，才製作一張時間表。現在可不同了，我自己製

作了一張時間表，時間表上的時間用來閲讀、溫習、聽

音樂及陪伴家人。這張時間表讓我過着輕鬆和充實的生

活。 

近來，我會幫助媽媽做家務，減輕她的負擔。不知

您甚麼時候回來，我和媽媽都十分掛念您。您不在的時

候，我們家少了很多歡聲笑語，也很少聽到媽媽那爽朗

的笑聲了，希望您能早點回來，讓我們家變回以前的模

樣。不過，您也是為了家庭好，才辛苦地出外賺錢，爸

爸，謝謝您！如果有空的話，請幫我買些當地的明信片

吧！我已經收集了不少明信片了，期待收到您的好消息。

好了，下次再談吧！ 

 祝 

天天開心！ 
                女兒 
              琪珊敬上 
                   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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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3D 黃健愷  

《學校旅行日》 

 今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空氣清新的日子。一早，我就

和同學一起懷着既興高采烈又心曠神怡的心情奔赴我

們盼望已久的香港濕地公園。 

 步入園內，我感受到濃濃的大自然氣氛，同時彷彿

聽到美麗的自然生態動植物在歡快地唱着美妙的歌聲，

並演奏着悅耳動聽的樂曲，真熱鬧！ 

 中午，我們健步如飛地衝進野餐區，老師親切地說：

「同學們，我們先野餐，然後再玩集體遊戲，贏家會得

到一份十分精美的獎品！」我感到很好奇，「獎品到底

是甚麼呢？」我自言自語地說。 

 野餐的時候，我們一起開心地分享食物。突然，一陣

笑聲傳進耳中，我順着聲音望去，有趣的場面近在眼前。

小明誤把蕃茄醬噴到臉上，樣子十分滑稽，讓我捧腹大

笑。接着，大家興致勃勃地準備玩遊戲。最終，我組勝

出了。老師把獎品給我們，原來是件有趣的玩具。 

 下午，大家一起去觀賞濕地的動物，有綠翅鴨、鱷魚

等等，還有我最喜歡的黑臉琵鷺呢！最後，我們靜靜地

乘坐旅遊車回校。在車上，我仍感到意猶未盡，希望下

次再來這美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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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十分興奮和愉快，同學們也感到很高興，這

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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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E 曾軍豪 

《日記一則》 

二月二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天氣晴朗，哥哥一大清早就叫我起床，一起到

郊野公園去野餐，我很興奮，也很期待。 

 爸爸駕着私家車載我們到郊野公園去。到達目的地

後，我看見一大片綠油油的樹林和幾座雄偉的大山。那

裏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小鳥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猴

子在樹上爬來爬去，還有很多動物呢！ 

 媽媽先鋪好野餐布，然後再拿出雞翅膀，我們坐在

草地上面吃新鮮的雞翅膀。接着，妹妹拿出水果和冰凍

的汽水，我看得口水直流。我們吃飽後，哥哥帶我和妹

妹到樹林看小動物，突然，一隻猴子從樹上跳了下來把

我嚇呆了。我們還看見一條小溪，我們在那裏洗手。郊

野公園風景如畫，令人樂而忘返。 

 太陽快下山了，我捨不得離開。我們拍了幾張照片

後，就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今天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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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E 曾福 

《我是一條繩子》 

我是一條繩子。我是主人從生活用品店買回來的。

主人很疼愛我，每天都會從抽屜裏拿我出來使用。 

 我的身體是用不同的毛線製作成的，當然，我的朋

友有粗有幼。我是啡色的，我的用途可多呢！我可以用

來晾衣服，綑綁物品和包裝禮物，又可以用來跳繩、拔

河、量度物件長度、打球和在玩遊戲時用作劃地界。 

 我可以為主人服務，我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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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E 歐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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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跟現在的不一樣。 

 我非常希望我的房間是一艘有趣的潛水艇。牆壁是

橙色的，上面還印有一些白色的圓形，窗子是紅色的，

枕頭有洋娃娃圖案，真是舒服啊！ 

 我可以坐在潛水艇內，看有趣的海洋生物和看海底

有多少污染物，真有趣啊！ 

 可是，我幻想完後，我還是覺得自己現在的家比較

溫暖。早上，哥哥和爸爸一起叫我起牀；媽媽帶我上學；

放學後，媽媽教我做功課；晚上，哥哥陪我玩小遊戲。 

   我現在的房間雖然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小孩子房間，

但卻充滿了家人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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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E  繆珈晞 

《動植物公園遊記》 

 在回程的私家車上，我和哥哥興高采烈地討論著遊

覽動植物公園的事，因為爸爸今天帶我們到動植物公園

參觀。 

 早上，我們在家裏出發前，爸爸向我們一家人介紹

了今天參觀的資料，讓我們清楚知道活動的目的是探索

大自然的奧秘及學習愛護大自然。 

 到達動植物公園後，我們首先到「鳥類區」參觀。我

在園區裏看到最美麗的鳥——綠孔雀，哥哥看到一些介

紹綠孔雀的資料，便大聲地朗讀：「綠孔雀，大型鳥類，

體長一百八十至二百三十厘米。雄鳥體羽為翠藍綠色，

頭頂有一個直立的冠羽，身上的羽毛是翠綠色的，具有

紫銅色的光澤。身後拖着長達一米以上的羽毛，真漂

亮！」 

 接着，我們一家人移步到「植物區」。我看到很多漂

亮的花卉，例如朱櫻花、風尾藻、蒲包花、仙人掌等。

我最喜歡的植物是風尾藻，爸爸說：「風尾藻是小藻類

植物，生於熱帶，產於海南島和西沙群島。」我又對植

物區內的植物多了一點認識。 

 最後，爸爸帶我們到「獸區」參觀。哥哥看見既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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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動的大猩猩。牠們在樹上爬來爬去，真有趣啊！ 

 在離開動植物公園之前，我們一家人站在鐵籠前和

大猩猩一起拍照，這一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我希望

再有機會到動植物公園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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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3E 曾麗雯 

《圓珠筆的自述》 

 我是一枝圓珠筆，我和同伴們住在一家文具店裏。

上星期六，我搬家了，麗雯成為我的小主人。 

 我的衣服上印有一些青藍色的斑點，斑點旁有一些

胖胖的兔子圖案。最特別的是，我頭頂上有一塊橡皮，

真是有趣。 

 我除了樣子討人喜歡外，還會非常認真地工作。我

可以幫小主人寫字，又可以幫小主人寫筆記，頭頂的橡

皮可以用來擦文字，小主人還可以用我來畫畫呢！我是

不是很有用呢？ 

 小主人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小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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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3E  張子祥 

《給爸爸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您的工作順利嗎？我十分惦記着您。 

 最近，老師派了考試成績，我的成績十分理想，可能

是因為我經常努力溫習吧！我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

成績。 

 這個學期，我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其中，我最喜歡

的是打籃球，每天，我都會到樓下的籃球場打籃球，如

果是雨天的話，我就會到室內運動場打籃球，我每天都

會練習一小時至兩小時。有一次，我和隊友更在籃球比

賽中獲得季軍呢！您是一位籃球高手，您回來的時候，

我就和您進行一場籃球比賽吧！ 

時候不早了，我就此擱筆，有空請回信。 

祝 

工作愉快！ 

                兒子 

                子祥敬上 

               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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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F 蔡銳文 

《小壁虎借尾巴》 

一個秋天的早上，小壁虎在牆角捉蚊子，一條蛇咬

住了他的尾巴。小壁虎一掙，掙斷尾巴逃走了。 

沒有尾巴多難看啊！小壁虎想，向誰去借一條尾巴

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下。他看見小猴子搖着尾

巴，在樹上跳來跳去。小壁虎說：「猴子哥哥，您把尾

巴借給我行嗎？」猴子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鈎

着樹枝呢！」 

 接着，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地上。他看見麻雀在

天空中飛。小壁虎說：「麻雀姐姐，您把尾巴借給我行

嗎？」麻雀姐姐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掌握方向

呢！」 

 之後，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狗家的門口。他看見

小狗在家裏跑來跑去。小壁虎說：「小狗弟弟，您把尾

巴借給我行嗎？」小狗弟弟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

來討人歡喜。不過，我可以跟你一起找尾巴。」 

 最後，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就回家找媽媽。小壁虎

說：「我借不到小尾巴啊！」媽媽說：「您已長出了一

條新尾巴了。」小壁虎聽到後，感到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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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F 許樂瑤 

 《日記一則》 

十一月一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天朗氣清，爸爸和媽媽帶我和弟弟到郊外旅行。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那裏風景如畫，而且空氣清

新，有些人在拍照，有些人在踢足球，有些人在放風箏，

充滿愉快的氣氛。 

 首先，我們在草地上鋪上蓆子，然後拿出預備好的

食物，有美味的香腸、香噴噴的雞翅膀、又紅又大的蘋

果……我們坐在蓆子上津津有味地吃美味的食物，享受

着天倫之樂，十分愉快。 

    吃過午餐後，爸爸和我一起去踢足球，媽媽教弟弟

放風箏。風箏飛得很高，弟弟興奮得大叫起來，但是，

風箏飛得很高的時候，它的線忽然斷了，弟弟難過得哇

哇大哭起來，吵着要爸爸再買一個大大的風箏給他，但

是爸爸身上又沒有金錢，弟弟又繼續哇哇大哭起來。媽

媽便從食物袋裏拿出一杯雪糕給弟弟吃，他便不哭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收拾好東西後，便依依不捨地回

家了。今天真是一個愉快的假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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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F 莊博喬 

《夢想的房間》 

我希望有自己的房間，它全是用巧克力造的，因為

我想每一刻每一秒都可以吃到很多美味的巧克力。 

 這所房間的外牆是用餅乾造的，水龍頭流出的全是

美味的溫泉水。房間內還有透明的屋頂，讓我可以欣賞

星空。我肚子一餓，便可以吃巧克力和餅乾；口渴了，

便可喝美味的溫泉水。 

 最奇妙的是，我只要吹奏起牧童笛，很多巧克力就

會從笛子流出來，我再唱歌，流出的巧克力就會變成各

式各樣的巧克力糖果。 

 如果我真的有這間房間，我就會十分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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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F 黃遠怡  

《動植物公園遊記》 

 今天天氣晴朗，我和家人一起到動植物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那裏鳥語花香、環境優美、空氣清新。

我們先到動物區參觀。妹妹一看到猴子，就大叫了一聲，

嚇了我一跳，原來猴子是妹妹最喜歡的動物。我們上前

去看猴子，猴子也看着我們，我心想：是我們在觀看猴

子，還是猴子在觀看我們呢？妹妹拍了一下手，猴子也

拍了一下手；妹妹向猴子做了個鬼臉，猴子也向妹妹做

了個鬼臉。妹妹生氣地說：「我們去看孔雀吧！」 

 接着，我們來到另一個鐵籠旁觀賞美麗的孔雀。我

馬上就可以看到孔雀開屏了。當孔雀展開牠那色彩繽紛

的羽毛時，牠似乎在説：「看！我的尾巴多麼美麗。」 

 一會兒後，我們走到植物區參觀。進入植物區，我感

到有一股花朵的芳香圍繞着我，爸爸說：「這芳香是由

成千上萬朵花組成的。」我看了看眼前的一片花海，心

想：栽種這些花的員工一定下了很大功夫，我們一定要

好好愛護這片花海。這時，妹妹想伸手去摘一朵玫瑰花，

我便阻止了她，說：「栽種這些花的員工叔叔、阿姨很

辛苦的，我們要好好愛護它們。知道嗎？」妹妹笑着點

了點頭。 

 黃昏時，我們準備離開了。我心想：我一定要再到動

植物公園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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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3F 羅宇軒  

《日記一則》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十一歲的生日，我的家人在家裏為我舉行

了一個難忘的生日會。 

 今天早上，我一早醒來後，看見牆壁上掛着「生日快

樂」這四個大字，客廳被佈置得美輪美奐！但是，我發

現家裏沒有任何人，我還在疑惑的時候，突然，我的背

後傳來了爸爸、媽媽和我的同學的聲音，原來他們是要

給我一個大驚喜啊！這個驚喜可把我嚇了一大跳。 

 爸爸宣佈我的十一歲生日會正式開始了。然後，我

們開始吃芒果味的雙層蛋糕了。吃完蛋糕後，我們玩集

體遊戲，勝利的那一組可以獲得豐富的獎品，毫無疑問，

我們那組勝利了。 

 最後，我的同學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真是令人難

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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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3F 王瀚 

《鉛筆的自述》 

 我是一枝鉛筆。本來我住在一家文具店裏。有一天，

我被小主人買了回家。從那天開始，我就為他服務了。 

 我的體形瘦瘦長長的，全身都是用木頭造的，我穿

着一件藍色的衣服，衣服上有很多汽車的圖案。我住在

一個長方形的盒子裏，裏面住了很多我的同伴，有橡皮、

顔色筆和尺子，還有很多和我不一樣的鉛筆呢！ 

 我有很多用途，我可以給主人寫字和畫畫。我天天

都為主人服務，身體也慢慢變得短小了，不過你們不用

擔心，每枝鉛筆都是這樣的。 

 雖然我的身體越來越短小，但是能為小主人服務，

我感到十分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