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公園》 1C 王子騰 

星期四，我、爸爸和哥哥到青衣公園玩耍。公園裏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在放風箏。公園裏的草兒是綠色的，摸起來是軟軟的。大樹是綠

色的，樹幹是粗糙的。我聽到小朋友開心的笑聲。我很喜歡青衣公園。

今天，我覺得很高興。 

 

《春天的公園》 1C 余偉勤 

星期天，爸爸帶我和弟弟到公園玩耍。公園裏有很多小朋友在放

風箏。我看見公園裏的花兒很漂亮。我聽到鳥兒吱吱叫。我聞到花兒

很清香。我很喜歡這個公園。我覺得很開心。 

 



《春天的公園》 1A 梁智皓 

    早上，我、媽媽和爸爸到公園散步。公園裏的草是清香的。我聽

到兩隻小鳥在樹上唱歌。我聞到花兒的氣味是香香的。我喜歡這個公

園。我感到很快樂。 

 

《春天的公園》 1A 葉卓衡 

 

    下午，我在公園裏玩耍。我看見公園裏的大樹是高高的。我聽見

小鳥在樹上唱歌。我聞到花兒的香味。我喜歡這個公園，因為這個公

園有很多小鳥。我感到十分開心。 



《春天的公園》 1B 黃可澄 

春天的早上，爸爸帶我到公園玩耍。我看見有小朋友在放風箏。

我看見池塘裏有蝌蚪。我聽到小鳥吱吱叫。我聞到小花的香味，真香

啊!我真喜歡這個公園啊!  

 

 

《春天的公園》 1B 徐樂言 

今天早上，弟弟和我到公園一起放風箏。公園裏還有一些小朋友

在池塘看蝌蚪。草地是綠色的。我聽到鳥兒在吱吱叫。我聞到花的香

味。我喜歡這個公園。我很開心。 

 



《生日卡》 一智 范宇羚 

親愛的妹妹： 

你的生日快到了，我買了一份禮物送給你。這份禮物是一本英文

圖書。 

祝 

生日快樂！ 

                                                        

                        姐姐 

美美 

  七月五日 

 

 

 

《買水果》 一智 戴楚暉 

 

早上，媽媽帶我到超級市場買東西。超級市場裏有很多水果，有

香蕉、橙、蘋果⋯⋯我買了薯片給妹妹。媽媽買了麵包給爸爸。今天，

我們買了很多東西，我很開心。 

 

 

 



 



《教訓》 二望 劉卡奧 

    今天下午，天明和姐姐在家裏追逐。姐姐手中拿着一個新買的小

豬錢箱。天明想看看，説：「給我看看！」可是，姐姐説：「不可以！」 

    過了一會兒，天明看見姐姐把錢箱放了在書櫃上。於是，他趁姐

姐不注意，決定悄悄地走進姐姐房間，然後站在椅子上拿錢箱來看，

他感到十分緊張。 

    拿到錢箱後，天明站在椅子上跳來跳去，他感到十分高興。這時

候，媽媽經過，天明知道自己被發現了，他被嚇了一跳。 

    突然，天明在椅子上摔了下來，錢箱摔破了，天明的膝蓋也受傷

了，他痛得哇哇大哭。這時，姐姐走了過來，發現她的錢箱摔破了，

也傷心得哇哇大哭。媽媽十分生氣。最後，天明向姐姐道歉。經過這

次教訓，天明學會了不應偷拿別人的東西。 

 

 

 

 

 

 

  



《切勿玩水》 2A 望 伍皓廷 

    今天，小明悄悄地走進洗手間，打開水龍頭，然後潑水，水灑滿

了一地，他玩得十分高興。 

    小息的時候，小志進了洗手間。他一不小心滑倒在地上，痛得哇

哇大哭。小明看到後，感到十分後悔。 

    不一會兒，陳主任和文叔叔進入洗手間，看到小志摔倒了。陳主

任生氣地對小明説：「你不應該在洗水間玩水！」文叔叔就用拖把把

地板擦乾。小明後悔得低下頭來。 

    最後，陳主任帶小志到醫療室治理傷口。小明走進醫療室，對小

志説：「對不起！」經過這件事，小明學會了不要在洗手間玩水。 



《教訓》 二信 葉達聰 

今天下午，天明和姐姐在客廳玩耍。姐姐手中拿着小豬錢箱，天

明想要看看它，便跟姐姐説：「姐姐，你可以給我看看它嗎？」姐姐

回答：「不可以！」 

過了一會兒，天明看見姐姐把錢箱放了在書櫃上。於是，他趁姐

姐不注意，決定要爬上椅子去拿錢箱。他做這件事時，心情很緊張。 

拿到錢箱後，天明開心得在椅子上跳來跳去。這時候，媽媽經過

房間，天明嚇了一跳，知道自己被發現了。 

突然，天明一時站不穩，從椅子上摔了下來。他的傷勢不太嚴重，

但錢箱被他摔破了。姐姐一發現她的錢箱破了，傷心得哇哇大哭起來。

媽媽生氣地説：「快跟姐姐説對不起！」最後，天明向姐姐道歉。經

過這次教訓，天明學會了不要做危險的事，更不應打破其他人喜歡的

東西。 

  



《切勿玩水》 二信 魏熙蕙 

今天，小明悄悄地走進洗手間，打開水龍頭，把水灑滿一地。玩

得很是高興。 

突然，小志走進了洗手間，一不小心滑倒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哭。

小明終於知道自己闖大禍了。 

不一會兒，陳主任和文叔叔走進洗手間，看到小志躺在地上。陳

主任生氣地對小明説：「你不應該在洗手間潑水！」而文叔叔就把拖

把拿到洗手間，然後把地面拖乾。小明後悔得低下了頭。 

最後，小志要留在醫療室治理傷口。小明到醫療室向小志道歉，

説：「小志，對不起。」小志説道：「我原諒你。」經過這件事，小明

學會了不應在洗手間裏玩水。 



《教訓》 二愛 馮珞軒 

今天下午，天明和姐姐在客廳裏追逐。姐姐手中拿着小豬錢箱，

天明好奇地對姐姐説：「姐姐，你可以給我看看嗎？」可是姐姐拒絕

了。 

過了一會兒，天明看見姐姐把錢箱放在睡房裏的書櫃上。於是，

他趁姐姐不注意的時候，決定悄悄地拿小豬錢箱。他感到很緊張，因

為他害怕給其他人發現。 

拿到錢箱後，天明興奮地在椅子上跳來跳去。這時候，媽媽經過，

天明知道自己被發現了，他感到很緊張。 

突然，天明站不穩，他從椅子上摔下了，他的膝蓋受傷了，錢箱

摔破了，碎片散落一地。 

姐姐發現了錢箱被摔破，感到很傷心。媽媽感到很生氣。最後，

天明對姐姐説：「對不起！」經過這次的教訓，天明學會了要注意安

全和不要擅取別人的東西。 

 

 

 

 

 



《切勿玩水》 二愛 陳思淦 

今天，小明悄悄地走進洗手間，他先扭開水龍頭，再把水潑在地

上，他玩得很開心。 

然後，小志一進洗手間，就被地上的水滑倒了，他痛得哇哇大哭。

小明看到後，他覺得很害怕，心裏想着：如果老師看到，我不就糟糕

了嗎？ 

不一會兒，陳主任和文叔叔果然進入了洗手間，小明又在心裏想：

完了！陳主任和文叔叔發現我了！陳主任看到了，生氣地説：「小明，

你不應該玩水。」説完，文叔叔拿着拖把擦乾地上的水，小明覺得很

後悔。 

最後，小志被送到醫療室治理傷口。小明走進醫療室，向躺在床

上的小志説：「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從今天開始，小明終於都學會

了不玩水了。 

 

  



《給好朋友的信》 二智 何智勇 

親愛的家明： 

你好嗎？你在英國的生活過得好不好？我很掛念你。 

這個學期，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我想跟你介紹他。他的名字

叫樂樂，他是美國人。樂樂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身柔嫩的皮膚，

還有一雙靈敏的耳朵。他最喜歡的活動是跆拳道。 

你最近過得怎樣？可以告訴我你的近況嗎？ 

祝 

生活愉快！ 

 

朋友 

                                              智勇 

                                                 五月二十日 

 

 

 

 

  



《給好朋友的信》 二智 程保莉 

 

親愛的家明： 

你好嗎？你在英國的生活過得好不好？我很掛念你。 

這個學期，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我想跟你介紹她。她的名字叫

阿利，她是菲律賓人。阿利有一張小小的嘴巴，一雙大大的眼睛，還

有一個小小的鼻子。她最喜歡的活動是跳舞。 

你最近過得怎樣？可以告訴我你的近況嗎？ 

祝 

生活愉快！ 

 

朋友 

                                              保莉 

                                               五月二十二日 

      

 

 



《切勿玩水》 二德 吳泰 

    今天，小明悄悄地走進洗手間，他打開水龍頭，把水灑滿一地，

玩得十分高興。 

    突然，小志走進了洗手間。他一不小心滑倒在地上，痛得哇哇大

哭。小明看到後感到很後悔。 

    不一會兒，陳主任和文叔叔進入洗手間，看到小志滑倒了。陳主

任生氣地説：「小明，你不可以玩水！」這時候，文叔叔把水擦乾。小

明説：「對不起！」 

    最後，陳主任帶小志到醫療室。小明到醫療室向小志説：「對不

起！」經過這件事，小明學會了不要玩水。 

 

 

 

 

 

 

 

 

  



《教訓》 二德 何奕謙 

今天下午，天明和姐姐在家裏跑來跑去。姐姐手中拿着小豬錢箱。

天明説：「給我看看！」姐姐説：「不可以！」 

    過了一會兒，天明看見姐姐把錢箱放在書櫃上，他悄悄地爬高拿

錢箱。他做這件事的時候，感到很緊張和害怕。 

    拿到錢箱後，天明在椅子上興奮地跳來跳去。這時候，媽媽見到

天明，就緊張地看着他。天明知道自己被發現了，他感到害怕。 

    突然，天明摔下。他的膝蓋受傷了，痛得哇哇大哭，姐姐發現錢

箱摔破後，她感到很傷心。媽媽感到很生氣。最後，天明説：「對不

起！」經過這次的教訓，天明學會了注意安全。 



《我是______》 三望 黃詩禮 

我是一隻玩具兔子，住在一家文具店的貨架上。那年聖誕節，小

主人的媽媽把我買了下來，作為小主人的聖誕禮物。小主人天天都抱

着我，我知道她很喜歡我。  

我的個子不大不小的，身體很柔軟。我穿着淺啡色和白色的衣服，

頸上戴着一個淺藍色的蝴蝶結。 

我可以發出可愛的叫聲，如果小主人不願起牀，她的媽媽便會用

我可愛的叫聲喚醒她。小主人不願起牀時，我便要不停叫，我的聲音

快要沙啞了！上鏈後，我可以走路，我喜歡在小主人的家中散步，陪

伴小主人。不過，小主人的家太大了，讓我走得很累呢！ 

小主人很珍愛我，我都很喜歡她，所以我會盡心盡力陪她玩。 

 

 

 

 

 

 

 

 



《我是______》 三望 李雨芯 

我是一枝原子筆，住在文具店的貨架上。因為我的外表像一隻可

愛的布甸狗，小主人很喜歡，所以便用自己的零用錢把我帶回家。小

主人把我買回來後，每天都用我來畫畫呢！ 

我的外表是長方形的，穿上淺藍色衣服，上面印有布甸狗圖案，

我的皮膚摸起來是很平滑的。 

我可以吐出源源不絕的墨水，幫助小主人寫字，讓她可以安心默

書。我還可以換上不同顏色的衣服，吐出不同顏色的墨水，幫助小主

人畫畫。 

小主人很珍惜我，把我當成寶貝，我也會陪伴小主人成長，盡心

盡力服務她。 

 

 



《我是______》  三信 黃芷恩 

我是一個書包，住在一家文具店裏三年，過得很愉快。上星期六，

小主人在櫥窗前被我漂亮的外表深深吸引着。小主人跟她媽媽説︰

「媽媽，我的舊書包已經破了一個洞，可以買一個新書包給我嗎？」

她的媽媽答應了，小主人把我緊緊抱着，帶我回家。 

我是一個圓形的書包，身上印了一個美麗的小公主圖案，皮膚很

光滑。我有一個同伴，他是功課袋，他會分擔我的工作，幫忙拿功課。

我們常常聊天，相處愉快。 

我每天都要吃下很多的書本，然後我的肚子就會脹起來。等到主

人要書本的時候，我就會把書本吐出來給她使用。另外，當主人需要

調校背包的長度時，我就會自動伸縮我的手，協助主人。我懂得做的

事情真多呢！ 

雖然我身上有幾道劃痕，但我希望主人會珍惜我，我也會盡心盡

力服務主人。 

 

 

 

 

 



《我是______》 三信 卷口希加利 

我是一枝水瓶，一直跟同伴住在一家文具店裏。上星期，芷恩成

為了我的主人，她的爸爸為了獎勵芷恩在朗誦比賽中奪得第三名，就

把我買下來送給她。小主人常常替我洗澡，非常喜歡我。 

我的形狀是方形的，摸起來十分光滑。我穿着淺藍色的衣服，身

上的圖案是白色和粉色相間的圓點。 

我可以把水保存在身體內，使肚子脹鼓鼓的，像一個大胖子。當

主人口渴的時候，我能為她解渴。我的皮膚很厚，能保持温度，肚子

長期發熱，可以隨時提供温暖的水。 

小主人很珍愛我，我也很喜歡她，以後會盡心盡力為她服務，希

望我們能一直愉快相處。 

 



《我是________》 三愛 葉潣澄 

    我是一部手機，一直和別的手機在電器店的櫥窗裏生活。今天我

要搬家了，剛剛月月和她的媽媽來買東西，她很喜歡我。因為月月成

績進步，她的媽媽就把我買給了她。回家的時候，月月把我放進一個

印有貓咪圖案的手機套裏，然後我就睡着了，睡得香甜。 

    醒來後，我的小主人就按了按我的介紹按鈕，我説：「噢！我的

粉色外套上鑲有金色月亮和金色星星閃片，我身上還有一個紫色的花

花小袋子。」 

    介紹完我的外表，現在要介紹我的功能了：「我除了可以發光和

防水，還可以每天吐出一個英文單字呢！我的肚子裏有很多可愛貓咪

和其他可愛動物的影片……那麼多功能，我就不一一介紹了。」 

    小主人把我當成她的小寶貝，我也會盡心盡力地為小主人服務！

只要她開心，我也會開心。 

  



《記一次照顧他人的經驗》 三愛 戴靖謙 

    今天，我去洗手間的時候，發現爺爺倒在地上，我立刻帶爺爺到

急症室去。醫生説：「爺爺有心臟病，我會開一些藥力較強的藥物給

他吃。」 

    因為媽媽和爸爸也要工作，所以我就要負責照顧爺爺了。我每天

都會提醒他吃藥，然後睡覺。因為藥力比較強，所以睡覺最好。當時

我內心想：我問問醫生，爺爺何時可以出院吧！於是，我打電話給負

責醫生，醫生説：「當他的情況穩定，就可以出院。」 

    我覺得我能悉心照顧爺爺，因為我每天都會到醫院採望他，他也

覺得我照顧得很細心。經過這次照顧他人的經歷，我體會到照顧別人

時，要多關心對方。 



《給爸媽的信》 三德 黃栢溢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近日的心情開心嗎？ 

    媽媽，您已有一個月不在家，我非常惦記您。我每晚都會夢見您

和我一起玩耍。 

    媽媽，我想和您分享我的校園生活，我在學校與同學相處融洽。

小息的時候，我和朋友談天。我的學習表現很好，默書取得一百分。 

    我近來有一個同學生日，請問媽媽我可不可以出席同學的生日會？ 

    祝您 

身體健康！ 

兒子 

 栢溢敬上 

六月十日 

 

 

 

 

  



《記一次照顧他人的經歷》 三德 林天澤 

    今天，我和朋友一起行山。他在休息時暈倒了。 

    首先，我馬上用濕毛巾抹掉他的汗。然後，我小心翼翼地抱他下

山。途中，我大聲地説：「回應我吧！求求你！」但他沒有回應我。我

心想：希望他可以快些醒來，再和我一起玩。 

    最後，我還抱他到醫院。他醒來後，感激地説：「謝謝你，如果我

沒有你的幫忙和照顧，我就不能得到適時的治療，你真是樂於助人！」

聽到他的讚賞，我感到興高采烈。經過這次幫助別人的經歷，我體會

到幫助別人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會幫更多的人。 



《一次過生日的經過和感受》   三智 古希晴 

十二月十八日，我、哥哥、爸爸和媽媽在教堂裏慶祝我的生日。 

教堂裏的人很多，有的人在跳舞，有的人在玩遊戲，有的人在唱

歌。 

首先，家人為我唱生日歌。他們對我説：「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我們吃生日蛋糕。生日蛋糕很美味。 

最後，我們一起拍照。我們笑得很開心。 

我過了一個快樂的生日。我希望下年可以再和家人一起慶祝生

日。 

 

  



《一次過生日的經過和感受》   三智 謝博文 

三月十日，我、家人和朋友在家裏慶祝我的生日。 

家裏的人很多，有的人開心地玩電子遊戲，有的人快樂地玩棋盤

遊戲，有的人興奮地談天。 

我和朋友先到後花園打籃球，我對我的朋友説：「看誰入球最多。」

我的朋友説：「好啊！」我們玩得很開心。然後，我們回到客廳。我

看到媽媽準備了一個美味的蛋糕，我們開心地唱生日歌。  

最後，我們津津有味地吃蛋糕，我覺得蛋糕很美味。我的朋友和

家人對我説：「祝你生日快樂！」 

這天，我過了一個非常快樂的生日。我希望下年可以跟家人和朋

友再慶祝我的生日。 

 

 



《瀕危動物的自述》 四愛 樊澄 

我是北極熊，正面對絕種的危機，因為我的生活出現了不同方面

的問題。 

首先，我正面對著中毒的危機。由於人類在北冰洋上開採汽油，

一旦汽油滲漏，我們和其他動物便會日益減少。所以，這導致我中毒

和失去家園。如果人類都能在北冰洋上停止開採汽油，我們就能平平

安安地活下去。 

另外，我們正面對被獵殺的危機。我的同類死了後，他們的皮毛

會被人類拿走，在變成衣服和地氈。由於人類過度捕殺我們，又吃我

們的肉，又拿我們的皮毛做成衣服和地氈。所以，這導致我們面對着

絕種的危機。假如人類都能自己種植棉花做衣服保暖，我們就可以減

少被捕殺的機會。 

還有，全球暖化對我們造成極大的影響。人類不斷製造塑膠垃圾、

工業廢氣和碳排放增加等等。所以，這導致冰塊融化，令我們失去家

園。我希望人類能為環保出一分力，讓我們的家園不用溶掉，我們就

能安心地生活。 

現在，我正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問題。我誠心呼籲人類可以正視

這些問題，讓我們能安心地活下去。 

  



《我最欣賞的人》 四愛 何浚彥 

我最欣賞的人是金頌禮，他有一張圓圓的臉，濃密的眉毛下有一

雙明亮的眼睛。他還有一頭烏黑的頭髮，不大不小的嘴巴，常常掛著

微笑，所以我和同學們都樂意親近他。  

金頌禮是一個大方的人。有一次，我們在課室小息，我忘了帶小

吃，十分肚餓 。金頌禮知道了，便把他的小吃分享給我，他說：「我

跟你分享一些小吃吧！」我連忙向他道謝。他善良的行為深深感動了

我，我要以他為學習榜樣，多關心身邊的人。 

金頌禮也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有一次放學，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下起了大雨，我連忙跑到一家小店外的屋簷下避雨，可是雨越下

越大，忽然，背後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你是不是沒有帶雨傘？」

原來是金頌禮。我點點頭，於是他撐著雨傘送我回家。回到家時，我

們都濕了半身。這件事雖然過去很久，但我還是記憶猶新，他樂於助

人的行為值得我們學習。 

金頌禮就是這樣大方和樂於助人，他的行為真讓我十分敬佩。 

 



《我的好朋友》 四信 丘銘恆 

 

    我的好朋友——葉卓謙，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們是在上學期認識

的。他的臉蛋圓圓的，鼻子又長又扁，深棕色的頭髮微微捲曲，而且

幼細。他的眼睛尖尖長長，笑起來像新月般彎彎的，帶給人一種親切

的感覺。他還有一對大大和翹起的耳朵。 

    葉卓謙為人風趣幽默，常常跟同學說一些十分有趣的笑話，每逢

有他的地方，都非常熱鬧。有一次，我問他為甚麼這份功課要提早交，

他就鬼馬地回答：｢因為提早交，就可以早些捱罵，罵完就輕鬆多了！

｣雖然當時我不懂他的意思，不過聽完這句話，也覺得挺幽默的。 

    葉卓謙也十分樂於助人，記得上學期評估第一天，我忘了帶所有

文具，心想：糟了！今天是評估，我卻沒有帶文具！葉卓謙一看到我

忘了帶文具，就二話不説借了一套文具給我，還説：｢放心吧！放學

才還給我。｣我聽到這番話，連忙道謝，十分感激。 

    我非常喜歡這個朋友，我覺得很幸運可以遇到他，我希望我們之

間的關係可以更深厚和親密無間。 

 

 

 

 

  



《我的好朋友》 四信 陳佳慧 

我的好朋友是允祈，她的眼睛又圓又大，像珍珠一樣圓。她的鼻

子和耳朵都普普通通的。她的嘴巴大，吃東西時，卻不會像河馬。她

的臉蛋肥嘟嘟的，非常可愛。 

    她上課時很專注，有一次，我在課堂上問她一些問題，她只會説：

｢安靜！｣，或者裝作聽不到我説的話。 

    她也十分健談，有一次，我們在保母車上聊天，我們一直講啊講。

終於，我停下來了，允祈問我甚麼事，我便回答：｢我再也想不出甚

麼主題聊了。｣允祈説：｢噢，沒關係，我的腦袋裏還有許多話題呢！

｣我就照著她的主題聊下去了。 

    我非常喜歡這個朋友，因為她幽默有趣、健談和專注的性格，我

都喜愛。我們玩起來，我還不想回家呢！我希望她可以有多一些空閒

的時間，多和朋友玩，放鬆心情。 

 



《我最欣賞的人》 四望 温文謙 

 

我的媽媽是我最欣賞的人。她有像小水滴般清澈明亮的眼睛，有

濃密的秀髮，還有雪白和整齊的牙齒。 

我的媽媽是一個嚴格的人。她有良好的價值觀，在我犯錯時，她

會管教我，並告訴我正確的做法。有一次，我不小心將牛奶倒在地上，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便衝回房間，當沒事發生。媽媽發現後感到很生

氣，認為我不該不顧而去，並叮囑我要將地上的牛奶抹去。這件事讓

我知道打翻液體時該如何處理，也學懂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明白承擔

責任的重要性。 

媽媽也是一個明理的人。我經常問媽媽為甚麼要學習，因為我學

習時有時會感到辛苦和氣餒，不明白學習有甚麼好處。媽媽告訴我：

「我們一定要學習，讓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和智慧，才可以在長大後做

自己最喜歡做的事。大部份的人都想得到好成績，卻不願意付出相等

的努力。正所謂『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所以我們必須在小時候便

要努力學習。」 媽媽是一個明理的人，總是會耐心地解答我不明白

的問題，並給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我欣賞媽媽的原因是因為她為人嚴格和明理，而且不管我犯了多

少次錯誤，媽媽還是會耐心地照顧、支持和愛我。我真的欣賞她！ 

 



《瀕危動物的自述》 四望 林昆諾 

大家好，你們認識我嗎？我是一隻正面對被偷獵、沒有棲息地及

糧食危機的高鼻羚羊。 

首先，我正面對被偷獵的問題。人類經常獵殺我，因為我的角非

常值錢，這導致我們的數量逐漸減少。如果人類都能不獵殺我們，我

們就可以繼續生存在這美好的世界裏，那該多好啊！ 

另外，我們還面對着沒有棲息地的問題。因為人類在我們的棲息

地上興建鐵路或道路。所以，這導致我們失去了居住的地方。失去棲

息地，我們無法覓食安居，無法保護自己。假如人類都能讓我們有個

棲息地棲息，我們就能有一個温暖的家，不用擔心居住的問題，也可

以好好保護自己。 

還有，我們面對着糧食危機的困境。由於人類破壞環境，令天氣

變得極端，如嚴冬的雪完全覆蓋着草，令我們找不到糧食，所以我們

在嚴冬很難覓食，很容易餓死。我希望人類能減少破壞環境，改善極

端氣温情況，我們就可以平安地和人類一起生存下去。 

現在，我正面對被偷獵、沒有棲息地及糧食危機三方面的問題。

我誠心懇求人類能改善自然環境和控制私慾，來讓我們能一起在世界

裏生存吧！ 

 



《環保紙箱》 四智 何敏儀 

    今天，媽媽買了一部新電視，爸爸拿着遙控器設定電視功能。 

    過了半小時後，媽媽擔心地説：「我們怎樣處理這個紙盒？如果把它扔掉，未

免太浪費了。」這時候，我想到了一個方法：我們可以把紙箱變成貓房子。 

    我們用剪刀、膠水和紙箱來製作這個貓房子。首先，媽媽畫了一幅貓房子的

藍圖，接着我用剪刀把藍圖的圖案裁剪下來，然後用白膠漿黏貼圖案。 

    最後，我們成功把紙箱改成貓房子。我感到很開心，因為我們沒有浪費紙箱，

這不但環保，而且十分有意義。 

 

  



《記一次參加比賽的經驗》 四智 蕙德 

    上星期一，我和好朋友敏儀一起參加一個鬥快閱讀比賽。我感到既自信又開

心。 

    其實我不用練習，因為我平時在家會閲讀很多書，所以我有信心可以讀得很

快。 

    敏儀其實都可以閲讀得很快，令我有一點緊張。我們要閲讀的書是我和敏儀

看過很多次的一本書。這本書很特別，它的故事是在香港發生，所以與香港的關

係十分密切。 

    到了比賽那天，我很有信心。敏儀説：「你準備好了嗎？」我點點頭，準備勝

出比賽。比賽開始，我看得很快，一目十行。最後，我勝出了比賽，我很高興！ 

    經過這次比賽，我學會了只要有自信，甚麼都可以做得到！我期望我以後看

書，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一年後的我》     五愛     黃灝林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我已經是一個快升中一的六年級

生了！ 

  

    在這一年裏，我一直為考上心儀的中學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每天我都沉浸在堆疊如山的試卷和做不完的習題中，但我卻十分享

受從習題中獲得突破時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媽媽對我的提醒言猶在耳。經過努力，我在第一及第二次呈分

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並在級中名列前茅，我相信自己離目標越

來越近了。 

 

    除了鞏固學術成績，我還通過參加不同的活動和比賽，藉以提

升各方面的技能。其中透過奧數訓練，我鍛鍊了自己的邏輯思維、

解難和分析能力，並在奧數華夏杯中獲得了金獎。 

     另外，我積極鍛鍊身體，代表學校出賽全港校際田徑比賽一百

米短跑，奪得了冠軍。這不但令我充滿鬥志，還使我信心大增。除

此之外，我還學習了創新科技的應用，培養自己的科探能力，因為

我明白到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要用



健康、知識和技能好好裝備自己，才能應對未來的競爭和挑戰。 

 

      另一方面，品德也是十分重要的。當選風紀和環保大使後，

我盡心盡力地為老師和同學 

      們服務，並且積極參與不同的公益活動，助人成為了我的快

樂之本呢！ 

      一年後的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增長了豐富的知識，提升

了各方面的技能，我很滿意 

      這樣的自己，也以此作為現在和未來的奮鬥目標！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和感受》   五愛 賴曉澄 

今天，我不知不覺地走到公園門口，看見一群小朋友在愉快地

玩耍。於是，我全神貫注地看着他們，心想：這些小孩子好可愛啊!

忽然，我看到一個女孩子手上正戴着當年我差一點就要弄丟了的手

錶。 

還記得那時候，知道媽媽要買手錶給我，我激動得熱淚盈

眶，說不出話來。眼睛射出了一線喜悅的光芒，心裏好像開了一朵

小粉花一樣。當我戴着媽媽送給我的手錶時，看着那閃閃的晶石手

錶，我口裏感動地說：「我終於有屬於自己的手錶了!」 

我第一次戴着這手錶外出時，天空格外的藍，空氣也格外清

新，心情也格外地開朗。我高高興興地跑到公園和朋友們玩在一

起。我們一邊玩遊戲，一邊談天說地。在陽光猛烈的夏天，坐在公

園玩，一定會熱得汗流浹背，小欣提議道：「不如我們去小食亭買水

解解渴，好嗎？」我們覺得這個提議不錯，這就去小食亭了。 

在往小食亭的路上，我摸着摸着，覺得有點兒不對勁，我低下

頭一看，我的手錶不見了。我的眼睛立即閉得緊緊的，淚珠就像掉

了線的珠子，大顆大顆地落下來。我哭得眼睛都腫了起來，心裏像

開了鍋的水一樣上下翻滾。朋友們看見我哭了，便問我發生了甚麼

事？我忍着淚水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們。小欣說：「你快跑回公園去



找吧! 我們陪你一起去。」回到公園時，果然已經沒有手錶的蹤影

了，我崩潰地坐在地上。此時，忽然一位老婆婆向我走過來，遞給

我一隻手錶，問我是否在找它? 對呀! 這就是我那珍貴的手錶，我

真的很感謝她! 

 從那天起，我一定好好地保管珍貴的東西，不會再做冒失鬼

了。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和感受》 

                              五信(5A) 何樂凡 

我從小就不是很喜歡玩洋娃娃，但是爸爸媽媽在我五歳的時候，

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一個洋娃娃，卻是我最喜歡的玩具，可是上次

搬家的時候，我卻差點兒把它弄丟了。 

那時，因為搬運工人的催促，我和家人匆忙地把東西放進了行李

箱，根本沒有注意忘了帶甚麼東西，便匆匆出發了。 

到了新家，在我準備把東西從行李箱裏拿出來的時候。天空就開

始下起了毛毛雨，像是在警告我忘了帶甚麼重要的東西似的。我開始

緊張了，我慌忙地把全部東西從行李箱裏拿出來，卻發現我最心愛的

洋娃娃不見了。我開始着急了，我問媽媽：「媽媽，你們的行李箱裏

有沒有我的洋娃娃啊？」媽媽的答案卻是沒有，我頓時感覺心裏好像

壓了一塊大石，萬一我再找不回我的洋娃娃怎麼辦啊？ 

半個月後，新住戶搬進了我們以前的家。在他收拾自己的東

西的時候，他發現了洋娃娃！他看到洋娃娃的時候，他感到很疑惑，

因為它不像是被人遺棄的樣子。恰巧，他是我爸爸的朋友，也知道我

們是那裏以前的住戶。他便打了一個電話給我爸爸。接着，他就將洋

娃娃寄給了我們。當我收到洋娃娃的時候，我心裏那塊大石像是自己

溜走了一樣。那一刻，感到十分愉快。心裏滿是對那位新住戶的感激。 



最後，我去拜訪了這位新住戶，也當面向他道了謝。我將洋娃娃

小心翼翼地收好，並再次感謝這位樂於助人的新住戶。 

能找回洋娃娃，我欣喜若狂，心裏暗暗提醒自己：以後不要再做

冒失鬼了！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和感受》 



五信(5A) 陳洛恩 

 

    在不同的生日禮物中，我非常喜歡的，是一本我最要好的朋友送

給我的書。但是今天，我卻差一點把它弄不見了。 

    中午，我和媽媽到餐廳吃飯，我便把那本書帶上。餐廳裏鬧哄哄

的，我和媽媽點好餐，我便拿起那本書津津有味地看了起來。不一會

兒，待應生就把那香噴噴的飯菜端過來。我把那本書隨手一放，就迫

不及待地享用美食。午膳時間也慢慢從我身旁溜走了。 

回家途中，我總是感覺少了甚麼，剛才還是萬里無雲的天空，轉

眼間卻烏雲密佈。快到家了，我才發現我心愛的書不見了，我頓時站

在那兒一動不動，全身僵直，沒了靈魂似的。好一會才吞吞吐吐地説

了幾個字：「媽媽‥‥‥我的書不見了。」「那還愣着幹嘛？快去找呀！」 

我飛快地跑回餐廳，不停地想：天父呀！那可是我最喜歡的書。

當我回到餐廳，我快哭出來了，位子上空空如也，沒有我的書。就在

這時，一位大姐姐走來，説：「小姑娘，你的書！」我回頭一看，看見

一位姐姐笑瞇瞇地看着我。我接過書連忙說：「謝謝，謝謝！」 

出了餐廳，我蹦蹦跳跳地回家。太陽也發出耀眼的光芒，我緊緊

地抓住我的書，生怕它再跑掉了。 

可以找回我的書，我喜出望外。這要感謝那位大姐姐呀！從今以



後我也要告訴自己不要再做冒失鬼了。 

 

 

 

 

 

 



      《我最敬愛的長輩》  五望(5B )周若熙 

    我最敬愛的長輩是媽媽。她有一把秀麗的長頭髮，一雙水汪汪

的眼睛，一個尖尖的鼻子，還有一張櫻桃小嘴，樣子很甜美。 

    媽媽是一個認真的人。有一天，媽媽跟我做包子。我用不同形

狀的道具做出各種各樣的包子，還不時埋怨很辛苦。而媽媽是自己

親手的，她全神貫注地做包子，我一走開，她便一臉嚴肅地說：「過

來!做完包子再去玩吧！」我問媽媽為甚麼她做的包子那麼精緻，她

笑了笑，說：「只要你用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會變得完美。」聽

了她的話，我決定要向她學習，以後做每件事都會認真，不會草率

了事。 

    媽媽是一個勤奮的人。有一次，公司要媽媽寫一份市場分析報

告，但她不知道如何下手。於是她在網上找了很多資料，她還去圖

書館借閱參考書。她書桌上的書堆積如山，從早到晚也在工作。她

皺起眉頭，想了半天，也沒有停下來休息。 

    她認真和勤奮的性格，讓人敬佩，我要向她學習，並敬愛她。 

 

 

 

 



       《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五望(5A) 楊至嬴 

 

    今天是數學科考試，當我接過試卷後，果然在我預料之之中，

我有一半題目都不會作答。我突然想起媽媽的話，她苦口婆心地叮

囑我要認真溫習考試內容，但我對媽媽的勸告無動於衷，只草率了

事。 

    看見試卷，我頓時彷徨無助，心想：為甚麼我昨天不聽從媽媽

的勸告呢？如果我昨天好好地溫習，也許結果就不一樣了。當老師

經過我的座位時，看見空空如也的答題簿，不禁流露出驚訝的眼

神。我也心知不妙了，不敢多作猜測。 

    回到家後，我慚愧得面紅耳赤，戰戰兢兢地向媽媽說：「媽媽，

對不……」我還沒把話說完，媽媽就輕輕地擁抱我，溫柔地說：「別

哭了，別哭了，下次認真溫習便好了。」我反省了很久，對自己的

行為感到後悔莫及。 

    經過這次的經歷，我感到後悔極了。我要知錯能改，下次考試

前會做充分準備。 

 

 



《雨中的愉景灣》 六愛 歐陽昊冉 

我在街道上走着，只有一羣又一羣的飛蟻從蟻窩中飛了出來，向

遠處的山林飛去。不遠處，一片烏雲慢慢靠近，發一陣陣低沉的雷聲。 

「轟隆隆！」天空打出一陣可怕的警示炮。小孩被嚇得哭了起來，

人們都紛紛加快腳步，朝室內走去。天空又黑了一點，慢慢地，開始

有零零散散的雨水從天上打了下來。一旁的一位保安對我説：「先生，

趁現在雨還沒下大，你還是快回到屋內去吧。」於是我朝愉景灣廣場

中央的商場走去。 

漸漸地，雨大了起來。忽然，一道閃電從天上劃過；看來他們的

八十磅重炮到了。廣場的遊人和雀鳥都不見了，原本十分熱鬧的愉景

灣廣場現在變得空無一人，冷冷清清。雨水「霹靂啪啦」地打在玻璃

上，如同鼓手正在敲打小鼓一樣。 

龍騎兵，衝鋒！滂沱大雨傾盆而下，外出的人們也向着天空打氣

排槍，一羣又一羣七彩繽紛的雨傘在雨中撐開，就像是公園中的鮮花

一般鮮艷奪目。 

現在，從窗口望出去已經看不清附近的山丘了。又是一道閃電，

但伴隨着閃電的雷聲卻與平常的截然不同，低沉的雷聲中夾雜着一層

偏中音的號聲。我朝着聲音望去，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艘渡輪正在靠

近碼頭，那艘巨輪的信號燈如同北極星一般在船頭閃耀着。 

雨開始小了起來，我們的戰士又抵擋了老天爺的一波攻勢，但是

天文台的預言家在早上的天氣預報中已經説過，明天還會有下一場雨，

所以我們絕不可以放下警惕啊！ 

我從愉景灣商場走到外面。微雨打在我的身上，我張開口，雨水

便流到我的口中，真清涼啊！原本土灰土灰的山林變成了美麗的嫩綠

色，人們重新變得活躍，空氣也清新了。 

  



《雨中的愉景灣》 六愛 蔡雨墨 

早晨，愉景灣的天空顯得灰濛濛的，像被一塊巨大的灰黑色的幕

布籠罩着，沉甸甸的。風逐漸變得越來越大，樹葉被吹得沙沙作響。

道路旁的落葉在風中盤旋飄蕩着，像一隻隻飛舞的蝴蝶在空中嬉戲。 

不一會兒，雨下起來了。輕盈的雨點宛如一顆顆珍珠，扣在樹葉

上、屋檐上、地面上，就像一首美妙動人的交響樂節奏。 

雨漸漸變得密集。遠遠望去，雨簾彷彿為愉景灣四周的羣山披上

了層輕薄的白紗，遠處的山巒，朦朧得似有似無。 

雨滴打在玻璃窗上叭叭直響。漸漸地，玻璃窗起了一層薄霧，雨

水清晰地在玻璃上留下了它的印記。雨似乎沒有要停的意思，不停地

下着，雨水順着房檐往下流，形成一條不斷的線，最後在馬路上匯集

成一條條小溪，歡快地向前流淌。雨點落在地面的積水上，濺起一朵

朵水花。 

路上三三兩兩的行人撐着五顏六色的雨傘。有橙黃、淡紫、天藍

⋯⋯像一朵朵在雨中盛開的花兒。幾個小孩正興奮地踩着水上窪，發

出了爽朗的笑聲。 

不知過了多久，不打一聲招呼，雨悄然地停了。雨霧散開，空氣

變得格外清新。愉景灣周圍的樹木、青草和花朵經過雨水的洗禮後變

得更加翠綠鮮亮了。 

雨過天晴，天空湛藍藍的，樹上的鳥兒不約而同地唧唧喳喳地唱

起歌來。草尖上的露珠在陽光的照射下更加晶瑩剔透，晃一晃，慢慢

地滴在了路旁的小水窪裏，滴答、滴答⋯⋯輕輕地響着。 



《雨中的愉景灣》 六信 木村惠美 

天空剛剛還是晴空萬里，突然卻烏雲密佈。一陣陣的涼風吹來，

轟隆隆——轟隆隆——雷聲陣陣。滴答滴答，雨滴彷彿是一顆顆巨大

的、晶瑩剔透的珍珠。一瞬間，嘩啦啦，嘩啦啦，大雨傾盆而下。 

愉景灣周圍的山、海灘和樓房都被雨織成的「紗布」蓋着，周圍

一切氤氳朦朧。有的雨滴落在屋頂上，發出噼哩啪啦的聲響。有的雨

滴落在學校的玻璃窗上，演奏出叮叮咚咚的樂曲；有的雨滴落在地上，

濺起了一朵朵水花，發出咚咚咚的聲音。各種聲音結合在一起，成為

了愉景灣的「交響曲」。 

在雨中，大樹在伸展腰肢，小草在堅強地挺立着，而在路上，行

人撐着一朵朵五顏六色的花兒在快速地走動，宛如一齣美麗的動畫。 

不一會兒，雨悄悄地走了，但是愉景灣還是十分寧靜。蔚藍的天

空出現了一道顏色奪目，五彩繽紛的「橋」。這彩色的「橋」橫跨在空

中，異常壯觀！涼風吹過，太陽再次升起，發出金燦燦的光芒。 

我喜歡雨，它給萬物進行了洗禮，讓大自然再次充滿了活力，讓

大自然更生氣勃勃。 

 

  



《雨中的愉景灣》六信 李愷橋 

放學時，天空灰濛濛的，偏偏烏雲彷彿要壓下來似的，太陽伯伯

害怕得躲了起來，白雲小姐也跑回家睡覺去了。 

過了沒一會兒，烏雲傷心地哭了，豆大的淚珠從天而降，「啪」

的打在地上。我拿起雨傘，走出了家門，剛走沒幾步，雨便撲面而來。

啊！真清涼呢！ 

潮濕的地面泥濘不堪，路上的行人拿着像蘑菇的雨傘，小心翼翼

地走着，生怕泥水如同畫筆一樣，把他們精緻的衣服和鞋塗上顏色。

巴士站也罕見地排起了長隊，大家似乎都想快點回家，不想被烏雲的

淚珠弄濕呢！ 

我快步離去，來到了愉景灣公園，周圍空無一人，平日的嬉笑聲

消失了，只留下了「啪嗒啪嗒」的聲音。雨水就像一群小畫家們，把

一叢叢小草染得更青了；把一棵棵大樹塗得更綠了；把一朵朵花兒點

得更紅了。雨水還變成了一群小珠寶設計師，把這所有的地方都點綴

上了一堆堆剔透又明亮的珠寶，任何一個角落都沒有放過。 

突然，正在欣賞美景的我被嚇了一大跳，原來是雷電公公呢！他

帶着閃電奶奶一起來到了愉景灣，他們也在欣賞這一場雨景呢！可能

是看得太興奮了，兩位老人家不時發出「轟！」的歡呼聲，表達他們

對這場雨景的滿意程度。 

烏雲哭了大概兩個小時吧，覺得心情變好了，便悄悄地離開了。 

雨過天晴，太陽伯伯重新露出慈祥的笑臉，雲朵小姐也睡醒了，

一道艷麗的彩虹，在天空中搭起了一座美麗的橋樑。只是我依然忘不

了剛剛的那場大雨，我可得想辦法讓烏雲再哭一場呢！ 



《論責任》 六望 鄭皓晉 

責任是社會上每⼀個⼈分內應該做的事。在我們的⽣活當中，每

個⼈都需要負責任，才能使社會有條不紊地運作。 

⾸先，責任感是每個⼈都應該要有的，就好像在二零零三年沙⼠

爆發期間，鍾南⼭院⼠⼀連三⼗八⼩時沒有睡覺和休息，他將這些不

明來源的肺炎病毒命名為「非典型肺炎」，再摸索出有效的治療⽅案，

⼤⼤提⾼了危殆病⼈的成功搶救率，從⽽降低了死亡率，縮短了病⼈

的治療時間。鍾南⼭院⼠以⼀個有⾼度責任感的戰⼠形象出現在民眾

⾯前。社會最終回復正常，他有不可抹殺的功勞。  

其次，責任還能有助避免悲劇發⽣。有⼀次，巴⼠司機黃志全在

⾏⾞途中突然⼼臟病發，他當時已經不可以説話，不能把情況告知乘

客，但是他以頑強的毅⼒將發動機熄火，並且拉上⼿動剎⾞閘，他把

⾞⾨也開啟了，⽅便乘客離開⾞廂。當時乘客還不知情，以為巴⼠故

障，就紛紛下了⾞。黃志全⾞長就是這樣，在臨終前仍盡忠職守，避

免了⼀場悲劇的發⽣，守護了⼤家的⽣命。 

但是，不是⼈⼈都具有責任感，就好像國內有某個二⼗歲的鐵路

⼯⼈把起道機放在路軌上沒拿下來，便離開崗位去買冰棍吃。⽽當時

有輛列⾞正在駛進站內，因剎不住⾞，就造成了翻⾞，⼗節⾞廂報廢，

三名旅客死亡，多⼈受傷，更為國家帶來了⼀百⼀⼗九萬元的損失。 

總括⽽⾔，責任是⼀種⼈⼈都應具備之美德。若要維持社會正常

運作，變得更和諧更美好，就需要⼤家成為⼀個負責任的⼈。 

 



《雨中的愉景灣》 六望 黃愛捷 

滴嗒滴嗒……雨聲從耳邊傳來，看來雨姐姐選擇在愉景灣降落。

雲化成烏雲，籠罩着整個天空。雨聲像在彈鋼琴，節奏漸漸地變快，

輕輕地，來了。 

    突然，從很⾼的天空傳來⼀個霹靂，震耳欲聾。細⼼如絲的毛毛

雨變成了狂風暴雨，就像天上的⼤炮射下來似的，再加上雷公公的攻

擊，轟隆轟隆，聲音⼀時⼩，⼀時⼤，像在打鼓⼀樣。 

    近處，下⾞的⼈連忙拿出雨傘，有的⼈的傘被吹反了，有的⼈沒

帶傘便直接匆匆忙忙地跑起來，有的⼈在⾞站等待雨過去。 

    嘩啦啦，嘩啦啦……馬路上的⾞，唰——⾞子快速地⾏駛，雨水

濺到旁邊的樹。同時，樹木在⼀邊搖搖擺擺，⼀些樹已經放棄了他們

的⼈⽣，⼀些樹則堅強地屹立着，想着雨總有⼀天會停的。 

    往上看，烏雲密佈，⼀團迷霧擋在前⽅。往下看，⼀塌糊塗，樹

木幾乎都倒下。再往上看，咦？ 

    在那⼀瞬間，雨停了。不知不覺中已到了雨姐姐的謝幕禮。烏雲

消散，重見蔚藍的天空。⽣存下來的樹木被沖洗了⼀遍，換上新裝。

樹葉上留下了雨珠，在陽光的照耀下，銀光閃閃，就像⼀顆顆晶瑩的

珍珠，格外美麗。旁邊，雨水堆積成池塘，像鏡子般反射着周遭的景

物。⽽在⾞站的⼈收了傘，欣悦地⼀邊走着⼀邊哼歌。啊！太陽出來

了，又再賦予愉景灣⼀番新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