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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東西，也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文字，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溝通。有了文字，我們可

以把感情在紙張上盡情地抒發，滿足自己之餘，更敞開了心靈，

讓人窺探內心深處的漣漪──文字，是一把開啟心扉的鑰匙。 

文字，促進了地與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有了文字，我們可

以足不出戶便能知天下事；有了文字，我們可以了解不同地域

的文化風俗；有了文字，我們更可以衝出天際深入地底探求宇

宙萬物的奧秘──文字，是運載我們漫遊知識海洋的巨輪。 

文字，促進了代與代之間的知識承傳。有了文字，我們認

識過多少歷史人物的豐功偉績，見證過了幾許國家朝代的盛衰

興亡──文字，是穿梭古今的時光機。 

我期望孩子們都能好好運用這把鑰匙，打開心靈，讓更多

人了解自己；我期望孩子們都能乘搭這艘知識巨輪，享受求知

的樂趣；我更期望孩子們都能坐上時光機，穿越時空，撫今追

昔，將來成為開創歷史的一員。 

讓我們從小便學會好好利用文字表情達意，求知求真。《童

心集》會是你的起點嗎？ 

 

沈耀光校長 

201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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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難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     

 
畢業生陳靜雪(2012-2013年度)    

 
  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後，唐僧師徒終於順利到達雷音寺了！

可是，他們卻萬萬想不到還有第八十二難等著他們…… 
  「師兄，還要走多久才到天竺國啊？我挑著那麼多行李，

真是累死我了！」八戒抱怨地說。「別吵了，這不是快到了嗎？

看，前面有一個村鎮呢！」悟空說著。唐僧說：「也好，大家

走了一天也累了，就在前面歇息吧！」 
  到了村鎮前，原來這裏就是屍鬼鎮。他們看到整個村鎮都

被大霧籠罩著。霧一會兒分散，一會兒聚攏，一會兒又會徐徐

升騰，變幻莫測。悟空飛到天空上，用他那雙金眼火眼往下望，

卻看不到半點人影。他飛下來說：「師父，前面的村鎮有點不

對勁，沒有人住。」豬八戒卻說：「師父，你別聽大師兄的，

我們都累死了，不如就進去休息休息吧。」唐僧覺得八戒說的

挺有道理，於是他們就走進了小鎮。 
  師徒四人走到了村鎮上一間簡陋的屋子裏，中間擺著幾座

佈滿灰塵的神像，桌上擺著各式各樣的貢品。豬八戒看到了貢

品，說：「師父，你看，這裏擺了好多的食物呢！」唐三藏說：

「這些食物是貢品，給神仙們吃的，我們吃了那可是大逆不道

的。」唐僧再三勸道，可是豬八戒已經垂涎三尺，拿起貢品就

要動口。這時，孫行者看出這是妖怪的詭計，就叫著：「食物

有毒，師父別上當！」他用金光棒朝神像迎頭打去。果然，神

像裏藏著一隻妖怪，它頭戴白骨帽，咧開尖銳的牙齒，揮動著

那雙鋒利的剪刀手，狀甚恐怖。那妖怪說：「來者何人？竟敢

闖進魔盒大師的地盤？」唐三藏見狀，嚇得牙關打顫地說：「打

擾了，我們是去西天取經的和尚，途經此地，想借個地方歇歇

腳而已。」魔盒大師冷笑一聲，說：「原來是高僧啊！幸會，

幸會。」他心想：聽說吃了唐僧肉可以長生不老，即然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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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送上門來，可別怪我不客氣了。於是，他連忙說：「各位

大師，你們沿途趕路一定很累了，不如就在這裡歇息一晚，養

好精神再上路吧！」唐僧再三推辭，最後還是留了下來。 
  夜幕降臨，幾朵烏雲從遠處飄來，遮住了皎潔的月光，漆

黑中顯得格外陰森。房間的舊木門打開了，發出「咯吱」的聲

響。魔盒大師進來了，機靈的悟空立刻拿起金箍棒朝魔盒大師

打去，給他來個措手不及。魔盒大師沒辦法，搖身變成一朵烏

雲飛了出去，悟空立刻變成一隻貓頭鷹窮追不捨。他們來到一

個山頭，在荒山野嶺中激鬥了三個回合，竟不分勝負！這時，

悟空想起了師父還在鎮上，正想回去救他們。突然，從地下鑽

出一個鐵環，緊緊的扣住了悟空的腳，他心想：被暗算了！我

得想辦法逃出去。「哈哈哈，你這潑猴別妄想逃走，嚐嚐我白

骨杖的厲害吧！」他邊說邊揮舞法杖。不到半盞茶時間，孫行

者已暈倒在地。 
  與此同時，在屍鬼鎮裏，沙和尚一直力抗眾小妖，保護唐

僧。八戒看到沙和尚快支撐不住了，於是就去尋找大師兄。他

在山上發現悟空昏倒在地上，便問土地公公發生了甚麼事。土

地公把事情從頭到尾講了一遍，他說：「要救孫悟空，就必須

入夢叫醒他，魔盒大師最怕熱水，救醒悟空後，就用熱水消滅

魔盒大師吧。」豬八戒二話不說，立刻跳進悟空的夢裏叫醒他。

悟空醒後，立刻駕著筋斗雲去救師父和沙和尚。 
  「我已經等你們很久了，哈哈！終於來了，唐僧就在你們

面前，你們準備怎麼辦呢？」魔盒大師對他們說道。悟空悄悄

對八戒說：「你先纏著他，我去請東海龍王幫忙找熱水。」說

罷，他便留下假身，真身飛往東海。 
  得到了東海龍王的幫助後，孫悟空取來了一大盆滾燙的熱

水，他飛到魔盒大師的頭上，把熱水傾盆倒下，魔盒立刻原形

畢露，原來這妖精是一個千年木盆。師徒四人謝過龍王後又繼

續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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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作文──小老鼠摘蘋果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     

 
   5B 鄭烷桐 

 
  森林裏住了兩隻小老鼠──明明和文文。牠們是一對好朋

友，從小就一起生活，一起玩耍，每天都形影不離，情同手足。 
  有一年的冬天，明明和文文的糧食快吃光了，牠們決定到

山上摘蘋果充飢。牠們帶了一塊長長的木板上山去。來到山上，

牠們遠遠看到山崖上的一棵蘋果樹，樹上掛著一個又紅又大的

蘋果，牠們都興奮極了。可是蘋果樹距離太遠，怎樣去摘蘋果

呢？這時，文文說：「我比較強壯，就由我扶著木板，你比較

勇敢，你就站在木板上摘蘋果吧！」大家分配好工作後，便開

始摘蘋果了。 
  正在摘蘋果的時候，文文使勁地扶著木板，牠滿頭大汗地

說：「你……你快點吧！你那……那麼重，我……我就快……
快支援不住了！」明明卻慢條斯理地說：「當初，是你說自己

長得強壯，要負責扶木板的，你就忍耐一下吧！」文文心心不

忿地說：「我見你瘦巴巴的，才自告奮勇扶木板，想不起到竟

然忘恩負義，你……」牠們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執起來。突然，

「嚇嚓」一聲，樹枝折斷了，牠們雙雙掉到山下去！ 
  「砰！」的一聲，老鼠跌在草地上，然後又從草地滾下山

坡。文文跌得目眩眼花，明明更連腿也跌斷了．正在痛苦呻吟。 
  牠們望望四周，發現自己竟然身處一個蘋果林，滿眼都是

紅彤彤的大蘋果，明明說：「我的腿跛了，怎能爬樹呢？文文，

他自己爬上樹吃蘋果吧，不用理我了。」文文說：「我們是好

朋友，我又怎會不理你呢？」你在樹下等我吧！話音未落，文

文已爬上樹上，只見牠在大口大口地咬一個蘋果蒂，蘋果蒂好

硬啊，但文文也沒有放棄，牠咬緊牙關繼續咬，終於咬斷了，

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掉到樹下，正好掉在明明的身旁。 
  文文和明明兩個好朋友相視而笑，然後便一起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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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分享一個美味的蘋果。 
  牠們一邊吃蘋果，一邊說：「真美味啊！」老鼠們的肚子

也吃得脹鼓鼓的。正當牠們在休息的時間，明明突然說：「哎

呀！我們怎能上山去呢？我的腿跑不了呢！」 
  正當小老鼠們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一位神仙突然出現了，

說：「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在山上時，如果你們不是爭

吵，互不相讓，就不會滾下來了！」小老鼠都羞愧得垂下頭來。 
  「幸好你們也知道相親相愛的重要，見到你們學會互相幫

助，我也幫幫你們吧！」神仙一施法術，牠們便返回山上了。 
  自這次死裏逃生的經歷後，小老鼠明白到人與人之間要互

相忍讓，否則便會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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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遊記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畢業生關志聰(2012-2013年度) 
 

  在太平山山頂那段令人陶醉的時光，至今仍令我回味無

窮。 
  太平山位於香港島，是一個馳名中外的旅遊景點。只要來

到太平山山頂，你便會深深感受到香港的美，這種美是無法用

言語形容的。 
  在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白雲在湛藍的天空中跑來跑去。

我經過山頂纜車公司，沿著蜿蜒曲折的盧吉道往前走，一片鳥

語花香的景象便映入眼簾。這裏環境幽靜，花香撲鼻，我深深

地吸了一口氣。啊！這裏的空氣真清新啊！我從這裏遠眺著山

下的景色，一幢幢的高樓大廈，變成了一塊塊積木，真有趣！

我們在這裏逗留了大約十分鐘，便沿路折返，往下一個景點──

淩霄閣進發。 
  我們漫步於淩霄閣前，看到店舖林立。不知那裏傳來陣陣

香氣，我抬頭一看，看到原來前面正是一間雪糕店。那裏有各

式各樣、色彩繽紛的雪糕，令人垂涎欲滴。淩霄閣的外型新穎，

展現了香港走向時代尖端的一面；它像一個不平凡的天秤，聳

立在太平山山頂，好像向世人展現香港公平、公正的形象。我

從淩霄閣前的空地拾級而上，慢慢地步進了山頂纜車展館。它

其實是一輛舊纜車，褪了色的車身和車廂內的古老木椅，散發

出一種古樸的風味，使我彷彿走進了五，六十年代。如今，這

輛已經退役的山頂纜車悠閒地坐在大樹旁乘涼，把運載乘客的

工作交給下一代的山頂纜車。我無緣乘搭纜車，卻拜訪了它的

「祖先」。 
  我從纜車展館前行不遠，便踏上一條小石路。小石路附近

都攞滿售賣山水畫的攤擋。前行不遠，我來到了一個充滿古色

古香的中國式庭園。只見門前有兩隻栩栩如生的石獅子在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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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過簷角飛起的拱形大門，坐在古意盎然的石椅上，欣賞大

自然的景色：姹紫嫣紅的花朵、林深葉茂的樹林、嬌嫩翠綠的

小草……真令人心曠神怡。我遠眺著一望無際的維多利亞港，

一幢幢高樓大廈挺起胸膛，緊守著自己的崗位。一陣春風拂過

我的臉龐，涼快極了！ 
  黃昏時分近了，我也要離開了。這次遊覽使我大開眼界，

真希望能再次拜訪。太平山，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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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上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2A 張鎮雯 

 
  星期天，爸爸、媽媽、我和許老師一起到沙灘游泳，那裡有很多

小鳥。 
到達後，我看見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曬太陽，還有的人在吃

冰淇淋。我們在沙灘上堆沙，堆了各種各樣的圖案，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在游泳的時候，有一個熱氣球從我的頭頂飛過，我開心地向它

揮了揮手。太陽落山了，我們開心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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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星歷險記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6C盧洛 
    

  一個平靜的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在九時半睡覺。正當我睡得昏昏沉沉

之際，一把粗獷的聲線把我叫醒：「地球人，我是來自距離地球三億光年的玫

瑰星探險隊，我們正要進行一項星際生物研究，故此特別到不同的星球採集

生物標本，而你，就是我們的目標。你不用害怕，我們只會帶你到玫瑰星參

加一個實驗，完成後就會把你安全送回地球，你只要合作，就不會有危險。」

他對我說。我心想：這不是就能免費遊覽外星嗎？等一等！三億光年？不就

要花費很長時間嗎？於是，我便問他：「要花上多少時間？」他回答我：「只

需一秒，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地球時間會自動停頓，只需一秒，快點吧！時

間不多了！」我決定帶一本小說解悶，於是我隨手拿了一本《刀劍神域》。 
  在太空船裡，我清晰看到那外星人的臉，他用一塊黑布蓋著自己的面龐，

遠看就像日本的忍者，他的頭上種著一朵藍色的玫瑰，難道玫瑰星人的頭上

都種有玫瑰花？那真是又滑稽又有趣啊！他的背著一部寫著「字詞」的裝置，

高得可怕。 
  地球時間三小時後，我到達了玫瑰星。從太空船下來後，我立刻嗅到一

陣沁人心脾的香味，看到前面有一道巨大宏偉的城牆。牆上寫著一些不知名

的文字，我想應該是寫著「歡迎光臨玫瑰星」吧！ 
  進入玫瑰城後，一位頭種白玫瑰的少女向我走來，她說：「你好，我是玫

瑰城的接持員，我叫艾比，你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接著，我們騎著

馬經過民居，再到城堡。經過民居時，有的居民以奇怪的眼光看著我，有的

指著我竊竊私語，有的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可能是因為他們從未見過地球人

吧！ 
  到了城堡後，他們先讓我拜見女王艾莉。她談吐溫文，頭上種著一朵高

貴的紫色玫瑰，她用一塊面紗遮著面龐，她說：「少年，你不害怕嗎？」「女

王，我不害怕。」我答。「很好，那明天就進行實驗吧！」當時我心裡只求玩

樂，並沒有害怕的念頭。 
  晚上，我無意中偷聽到女王和一個頭種深紅色玫瑰的人的對話，那人說：

「女王，明天的實驗準備好了！」女王說：「不錯，記著，明天的實驗是國家

大事，如果成功的話，我會把你頭上的玫瑰晉升為粉紅

色！」「明白，女王！這次實驗的目的，是要找出人類的

弱點，然後佔領地球。」聽過他們的對話後，身為地球

人的我絕不能袖手旁觀，我決定求救，可惜我沒有帶手

提電話。啊！我該怎麼辦呢？ 
  最後，我還是決定了逃走。幸好，城堡外防守並不



9 

嚴密，所以，我輕易地從窗口逃出。逃出城堡後，我一直往西方走，到達城

牆外。但不久後，我又想：就算真的離開又怎樣？我並不懂操作太空船，如

何返回地球呢？突然，背後有人大喊：「那地球人逃走了！快抓他！」我回頭

一看，發現原來是當值的士兵。這樣一來我逃走便更困難了，不過，辦法總

比困難多，只要動動腦筋便行了。可是，我還未想通，只能改變逃跑方向，

最終還是被從屋子裡出來聲援的居民抓著了。 
  我被居民抓著後，他們把我送到士兵手中，士兵再把我關進地牢。原來，

不只是我被當成實驗研究對象的，還有很多不同的人，其中有一位也是地球

人，我和他被編進同一個監牢。我問他：「你沒想過逃走嗎？」「能走，我一

早就走了。」他冷漠地說，他又說：「不只地球人成為研究對象的，還有博學

星、夢想星、能能星、戰星和星星的人。」我問他：「你怎知道的？」他答：

「我來了這裡那麼久，當然認識了不少朋友。博學星的人懂得所有星球的語

言，夢想星的人能把書本中的東西實體化，能能星能解開地牢的大門，戰星

的人最好戰，星星的人移動速度快，各有所長。」我說：「那我們逃走吧！」

他說：「沒有裝備，成功的機會很微。」我說：「我帶了一本小說，插畫中有

光劍和裝甲，只要夢想星的人合作，裝備並不是問題。其實，你的名字是甚

麼？」那人說：「我叫黃安，是一位中國人。」他召集了所有人，並擬定了計

劃。首先，星星的人會和能能星的人分散士兵的注意。然後我會到前一晚住

過的房間取回那一本小說 (當然是和戰星、博學星及夢想星的一組)，再和另

外兩個星球的人匯合，然後逃出玫瑰城，再乘太空船回地球。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們按計畫行事。當我們到房間時，發現有很多

士兵埋伏，幸好戰星的人戰鬥力強，不然我們就性命保不了！取得裝備後，

我們按照原定計畫到城牆匯合。但到達城牆後，有一個魁梧大漢出現，一名

士兵說：「彼得將軍，就是他們從地牢中逃走了！」我認得他，他就是把我從

地球抓來這裡的人！ 
  他慢慢向我走近，我舉起了「光劍」，自告奮勇向那位將軍挑戰。他手上

拿著的是一把尖銳的鐵劍，向我衝過來，並不停地向我斬過來，奇怪的是，

平日沒當點運動細胞的我竟能靈敏地閃躲了，並沒有被他斬傷，難道在玫瑰

星的我和在地球的我身手是不同的？可是身手敏捷並不足夠，那將軍使出了

他的魔法──長出飛翼，情況便扭轉了，我漸漸抵擋不住他的攻擊。幸好有黃

安，他為我擋著將軍的攻擊，讓我在書中找出可用的武器，並將它們實體化，

我找來了一對飛翼，我說：「現在我們平等了！」「不可能……不可能！」那

將軍說。雖然我沒有魔法，但我有的是驚人的劍技。我使出渾身解數，終於

把這位玫瑰將軍擊敗了。 
  勝利了！勝利了！我們要求玫瑰星人給我們一艘太空船，我們乘坐太空

船回家了！回家後，我累透了，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還再次夢見玫瑰星的經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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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4A 莫栢迪 
 

  如果你問我：「你是怎樣的人？」我會說一句，我是

一個活潑的人，從小我看見新事物就會好奇地問人：「為

甚麼？」所以，我也是一個每事問的人。 
  我有一張脹鼓鼓的圓臉，輪廓分明，一雙炯炯有神

的眼睛，和藹可親的笑容，令人感到份外親切，像綿羊

那樣善良。 
  我很性急，因為我和媽媽走路時，媽媽總是慢條斯

理的樣子，令我焦急地說：「媽媽，走快一些吧！車快要

開啦！」 
  但同時我是一個開朗的天使，雖然默書成績不好，

我會下次再努力一些，不會記著令我生氣的事情。 
  我是一個好動的小孩，喜歡在公園玩皮球和踏單車。

在學校上課時，會常常想著在公園玩耍，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不專心聽老師說話。 
  我是一個活潑的小孩，希望我長大能更用心認真地

做事，成為一個善良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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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4B 甄柏瑜 

 
他是誰？ 

令小鳥唱著悅耳的歌聲 
為大地增添了清脆的音樂。 

他是誰？ 
為田野精心打扮了一番 

讓大地穿起了小姑娘的花裙子。 
他是誰？ 

天上的雲兒被他吹散了 
為天空披上了藍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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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一百分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5A 蘇文聰 

 
  一連三日的考試很快便結束了，這是我最難忘的一次考試，

為甚麼？因為我終於在考試奪得完美的「一百分」。 
  還記得考試前，為了奪得我夢寐以求的一百分，我立下堅

定的決心，要全力以赴，為這偉大的目標而作戰。我在布條上

寫上「加油！努力！」的字句，然後把布條繫在額頭上，整天

躲在房間，全神貫注地啃書、啃書、啃書。即使有任何人打擾

我，我也全然不加理會。廢寢忘餐，只為了１００的目標。 
  到了考試的日子，我聚精會神地做著試卷上的每一道題目，

細細看，慢慢做，不容許自己有半分鬆懈；只見試題一道比一

道難，我的額角也冒出了緊張的汗水，整個人就像一隻焦急的

螞蟻在熱鍋中團團亂轉。但當我回想起考試前用功讀書的情況，

內心堅定地向自己說：「我一定要奪得完美的一百分！」我深

深吸了一口氣，冷靜地再讀題目，啊呀！終於讓我想到了！ 
  考試後的一天，老師拿著試卷進入課室。啊！想不到老師

這麼快便派試卷，緊張的汗水又再爬上我的額角。到我了！到

我了！老師望了望我，笑著大喊：「蘇文聰，一百分！」啊！

完美的一百分，我成功了！我頓感欣喜若狂，就像一個衝線的

跑手。 
  完美的一百分，我終於做到了！這次考試的經歷真讓我畢

生難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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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令人佩服的傻瓜：為人設想的媽媽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5A 蘇文聰 

 
相信在社會上，有一小部分人是正在默默地為有需

要的人服務的傻瓜，而我的身邊也正正有一個，那就是

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是誰？別看她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家庭主

婦，其實她正在做著十分偉大的事，足以值得我們敬佩

呢！ 
  她的樣子十分和藹可親，衣著十分樸素。她每天為

了節省金錢，都會到不同的市場「格價」。有時她更會到

很遠的市場買一些便宜又美味的飯菜，但她從來都不會

把金錢揮霍在自己身上，而是給我學習和捐給有需要的

人。看著媽媽每次為別人和這個家那麼辛苦，頭上留著

滿頭大汗，好像下著大雨，我心裡不禁流出一滴滴眼淚，

頓時十分感動和慚愧。 
  當我每次勸媽媽時，她都教導我：「做人不可以計較，

要盡自己能力幫助別人。」這時，我一點也不覺得她傻，

反而很想說：「媽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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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課室 

第 15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三等獎     
    

5B 吳汶穎 
 

  現今的課室設計千篇一律、單調乏味，未來的課室設計可不一樣

呢！ 
  未來的課室外形既先進又吸引。課室的外牆塗上繽紛的色彩，使

人眼前一亮。我們一站在門外，課室的大門便會自動張開，迎接我們

入內，十分方便。門外還有一塊電子通告板，把當天重要的事情顯示

出來，使人一目了然。 
  課室裡十分寬敞，牆上掛了一塊巨型的電子白板，它會把老師講

授的教學內容展示出來，更會全自動把講義變為電子筆記，傳輸到學

生的手提電腦上，令同學們清楚明白。白板旁邊有一個擴音器，當老

師說話時，它會自動把聲音擴大，老師不用放聲說話，聲帶就不易勞

損了。 
  今日的學生們每天都要背著沉重的書包上課下課，影響脊骨發育；

未來的學生可幸福得多了，他們根本不會再有重甸甸的大書包，因為

課室的桌子上就是一部筆記型電腦，它連接了同學家中的電腦，能將

同學的電子書及電子功課全部下載在這部電腦內，這樣，同學便不用

帶課本上學了，簡直是脊骨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老師在課堂

授課的電子筆記下載到電腦，同學回家後便可以翻查堂上所學。當同

學有難題時，這部電腦又會即時作出反應，給同學提供線索，真方便！ 
  課室裡裏附設一間房中房──學生活動室，它的用途可多呢：上課

時，同學可以用作角色扮演排練和分組討論；午息時，同學又可以進

行棋藝活動或休閒遊戲。 
  大家有沒有想過同學頑皮的時候，除了被老師

責備外，還會有甚麼後果？未來課室的椅子能感應

到同學的頑皮狀況，如果有同學做了一些頑皮的舉

動時，椅子便會自動上升，要頑皮蛋親自說出自己

的錯誤時，椅子才會降回原位。如果不想成為「空

中飛人」，就要乖乖上課了。 
  各位同學，你們喜歡未來的課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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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奇怪的夢 
校內寫作比賽一年級冠軍 

 
    1B 林景佳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變成了一塊大石頭 
我不能走，不能吃，連喝水都不能 

只好在花園裡哭著，哭著……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見到我的好朋友在玩耍 

他們在猜謎語 
我也想一起玩呢！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是一位中文老師 
我在教導學生中文 
看看我多神氣！ 

 
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我看到窗外下雨了 
我馬上準備雨衣 

突然，一陣風吹過來，真冷啊！ 
 

我覺得做夢很有趣 
我真喜歡做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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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校內寫作比賽二年級冠軍 

 
2B袁沅琪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飛到消防局 
幫助勇敢的消防員 
消防員有很多任務 

他們要舉行防火安全活動 
又要跑進火場救火 

我會幫他們實現撲滅火災的夢想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飛回家去 

幫助懷了小寶寶的媽媽 
當小寶寶一出世 
媽媽要照顧小寶寶 

又要做家務 
我會幫她實現不用做家務的夢想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飛到醫院去 
幫助仁愛的醫生 
醫生有很多工作 
他們要醫治病人 
又要巡視病房 

我會幫他們實現濟世為懷的夢想 
 

如果我是夢想仙子 
我會幫助自己 
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唱歌 
又想跳舞 

我要揮動神仙棒 
實現做歌星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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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夢想不會晚 
校內寫作比賽三年級冠軍 

 
3B 彭敬謙 

 

親愛的爸爸： 
  你好嗎？工作辛苦嗎？ 
  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一個夢想，但這個夢想賺不到生

活，所以你把夢想放棄了。 
  你還記得嗎？在一次閒談中，你告訴我你曾經夢想成

為職業籃球員，但是為了養媽媽，為了養我這個「貪吃鬼」，

你不惜放棄夢想，做了另一份較能賺錢的工作，當時我心

裡想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啊！ 
  你經常和朋友一起練習，切磋球技，可見你仍是熱愛

打籃球的。雖然你的年紀已不少了，但你仍有健碩的身體，

我希望你可以放膽去追夢，即使做不成職業籃球員，也可

以做一個業餘的籃球健將啊！ 
  爸爸，所謂「追求夢想不會晚」，你就放膽去追夢吧！ 
  祝 
夢想成真！ 

                                                   
                     兒子 
                     敬謙 

五月五日 
 

 
 
 
 
 
 



18 

二十年後         
校內寫作比賽四年級冠軍 

 
4A 陳心如 

 
    2034年，我終於達成我的兒時夢想了！經過多年來

的努力，我終於發明了一輛用環保物料造成的汽車。 
小時候，地球暖化的問題十分嚴重，雖然我年紀小，

但我已立下志願，夢想有一天能夠成為環保發明家，解

決環境的問題。 
    今天，我已晉身為全球最年輕的發明家，我發明了

一輛超級環保跑車──「動能跑車」。跑車的車身不是鋼

鐵，而是用五千張紙皮壓縮而成，所以十分輕巧；車內

的座椅是用回收再用的廢棄沙發加工製造的，但各位不

用擔心舊沙發會臭氣薰天，它們已經過一比九十九的消

毒藥水和除臭機清理過，既環保又衞生；更重要的「動

能跑車」是用廢氣推動的，無需氣油，減少空氣污染。 
「動能跑車」已通過嚴格的測試，確保安全可靠，

而且可以使用我另一項發明－－複製機不斷

複製，收到訂單才安排複製，節省製作過程的

人力及物資。 
    我不但獲得「世界發明獎」的世界組冠軍，

而且「動能跑車」的銷量驚人，能夠為地球

出一分力，真是令我十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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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神燈 
校內寫作比賽五年級冠軍 

 
5B 陳美彤 

 
    一天晚上，正在睡覺的我被一道七色的光芒刺進

我的眼簾，我便醒來了。 
    我一睜開眼睛，只見一位很漂亮的女子展現在我面前！她頭戴金

冠，手拿金杖，腳踩祥雲，面容慈祥，可是我卻有些害怕，說：「你……
你想做甚麼？」她溫柔地對我說：「別害怕，我是『夢想神燈』裏的女

神──露娜，我可以幫你實現任何夢想！」 
    我聽得有點着迷了，心裏想：我是個農夫的孩子，家境貧窮，每

天都要到田裏耕種，又不能上學，生活苦不堪言！何不趁這個時候讓

她幫我實現發財的夢想呢？哈哈哈！這樣我就可以不勞而獲啦！哈哈！

想到這裏，我的臉上已經樂開了花！ 
    「嗯……露娜女神，你說你能實現我任何夢想嗎？」我說。「是的。」

她說。「那……你能令我發大財嗎？」我笑瞇瞇地問。「當然可以！把

這片四葉草放在神燈上，然後許下你的夢想吧！」露娜邊說邊拿出神

燈。 
    神燈上鑲有很多閃閃發亮的寶石，非常精緻。我向神燈走過去，

把四葉草放在上面，並許下夢想。 
    突然，神燈和露娜都不見了。屋裏滿滿的只有

數不清的、金燦燦的錢幣！我頓時目瞪口呆。過了

一會兒，我歡呼道：「太好了！太好了！我再也不用

下田耕種了！」 
  從此，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花錢、花錢、再花錢。

日復日，年復年，我的金錢慢慢地花光了，而夢想

神燈再也沒有出現，我又變成了一個身無分文的窮

光蛋。因為我太久沒有下田，農地已變得一片荒蕪。就在我快要餓死

的時候，露娜又出現了，她在我耳邊輕聲地說：「光靠別人來實現夢想，

自己沒有付出過絲毫努力的人，是最要不得的……」 
    突然，我從床上醒了過來，冒了一身冷汗，說：「原來一切只是夢，

人還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達成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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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是夢想的好朋友 
校內寫作比賽六年級冠軍 

 

6C王慧盈 
 

    堅毅，就是堅強和毅力。它是實現夢想不可或缺的一環。由古至

今，所有成功人士都具備這種特質。 
    貝多芬，一位世界知名、成就非凡的音樂家，沒有人會否認他對

音樂的貢獻。正因為他如此卓越，所以他所走的路也比一般人崎嶇。

他在晚年時失聰，這對一位音樂家來說，無疑是對他宣判了死刑，但

他並沒有放棄，反而加倍努力創作出一首首美妙的樂曲，流傳後世，

永垂不朽，實現了他的音樂夢。 
    現代的成功人士又如何？最為香港人熟悉的現代成功人士，首選

「亞洲首富」──李嘉誠先生。他年青時由內地來香港，由工廠工人開

始白手起家，勤奮好學，努力打拼，憑著過人的鬥志和毅力，終於建

立了現今的億萬王國，生意遍及全球，當中的辛勞就只有他自己明白，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少一點毅力也不能成功？ 
    《時間簡史》是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它的作者霍金先生在成功

的背後也有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霍金大學畢業的時候，醫生告訴

他他患上了一個不治之症，他很快就不能動彈，只能靠輪椅代步；他

的喉嚨也因為插過喉管以致不能發出一絲聲音，但他並沒有屈服在命

運的魔爪之下，他雖然要使用電子儀器幫助溝通，身體又被困於輪椅

上，但他的意識無時無刻不在浩翰的宇宙裡奔馳，不斷探求知識，不

斷飛向那個平凡人不能觸及的彼岸。他靠的是甚麼信念？答案早已呼

之欲出──就是探索宇宙奧秘的夢想。 
    堅毅既是如此重要，如果人們沒有堅毅的特質又會有甚麼後果呢？

近年，其中最為人垢病的就是「港孩」問題。「港孩」泛指一些驕生慣

養的香港兒童。他們不懂自理，凡事倚賴別人照顧；他們沒有毅力，

學習上容易半途而廢；他們不懂面對困難，跌倒了就只會哭，從不懂

自己爬起來。遇事退縮，不會堅持，害怕困難，容易放棄，這種人即

使有夢想，也永遠無法達成。 
    俗語有云：「人沒有夢想，就和死魚沒有分別。」各位家長，難道

你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一條死魚嗎？如果不是的話，那就從今天開

始放開雙手，培養孩子堅毅的特質，讓他們向夢想進發。請

謹記，堅毅是夢想的好朋友，沒有堅毅就不能實現夢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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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裡     
1A 李詩盈 

 
有一天，我和公公、婆婆一起到公園裡玩

耍。 
公園裡，有滑梯，有木馬，還有團團轉。 
然後，我在草堆中發現了一隻小螞蟻正在

爬上一條小草上找食物，於是我便給了牠少許

餅碎。 
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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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的一天     
1A 紀天恩 

 
復活節假期的一天，我和晉禮、皓添一起

到沙灘玩耍。 
沙灘裡，有美麗的貝殼，有大小不一的石

子，還有玩得興高采烈的人們。 
我們一到沙灘，就急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

沙灘玩具玩起來，堆沙、找貝殼、裝水……個

個都玩得不亦樂乎。 
傍晚的時候，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了。 
 
 

 
 
 



23 

復活節假期的一天     
1B林景佳 

 
復活節假期的一天，我和媽媽、爸爸一起

到福州西湖公園遊玩。 
西湖公園裡，有一個很大的湖。湖水碧波

蕩漾，湖面上有很多遊船在穿梭。 
我們也租了一艘小船。我坐在船中間掌舵，

爸媽坐在我的兩旁，不時地提醒我「向左、向

右」。和煦的春風吹拂著我們，開心極了！ 
傍晚的時間，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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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謎語 
1C吳英秀 

 
牠的身上有漂亮的斑紋 

牠喜歡吃肉 
牠叫喚一聲像打雷 
動物之中做大王 

牠是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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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謎語 
1D劉宥成 

 
牠背著綠色的書包 

牠有四隻腳和一條小尾巴 
受驚時就會縮 

把手腳和頭縮進書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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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食物——冰淇淋 
1D梁珮筠 

 
我最愛吃冰淇淋 
它是粉紅色的 
它是甜甜的 
它是錐形的 

就像神聖的火炬 
我最愛吃冰淇淋 

因為它太美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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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貓 
2A 張鎮雯 

 
眼睛圓圓像黑珍珠， 
耳朵尖尖像葉子， 
尾巴長長像繩子， 

牠是個貪吃的女孩最愛吃魚和老鼠， 
由早到晚都在靜悄悄地吃個不停。 

小貓呀小貓， 
真想抱抱貪吃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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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貓 
               2B梁逸晴 

 
眼睛亮亮像電筒， 
耳朵尖尖像竹筍， 
尾巴長長像繩子， 
身體軟軟像棉花。 

 
牠是身穿毛衣的捕鼠高手， 

最愛在夜裡捉老鼠。 
牠也是身穿黑衣的輕功高手， 

最愛在夜裡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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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 
                  2C  林宇恒 

 
身體灰灰像石頭， 
雙腳粗粗像柱子， 
牙齒利利像刀子， 

尾巴短短像小辮子。 
大象是一個愛吃水果的小孩子， 

由早到晚都在吃東西， 
所以變成大胖子。 

大象啊大象， 
真想摸摸可愛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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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            
2C  吳雪嬅 

 
眼睛圓圓像黑珍珠， 
身穿白白像棉被， 

身體彎彎像「2」字， 
嘴巴扁扁像鞋尖。 

天鵝是池塘裏的白雪公主， 
最愛在水中游來游去， 

表演芭蕾舞。 
天鵝啊天鵝， 

真想親親漂亮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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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雨 

2C  劉穎妍 

    有一天，我約了小琪、小明、小美一起到

草地上玩耍。我們玩了捉迷藏、猜拳……大家

都玩得滿頭大汗，非常開心。 
    當我們正玩得興高采烈時，突然，天上掉

下很多很多的糖果，小琪興奮地大叫：「糖果雨

啊！糖果雨啊！」小美和小明都立即走上前拾

起很多糖果，然後大叫：「很多糖果啊！」 
    天上怎會突然掉下糖果呢？大家都覺得十

分奇怪，於是打開糖果看一看，原來除了有美

味的糖果外，還有一張地圖，我們沿着地圖走，

居然發現一條糖果村。我們看見一位糖果伯伯，

他正用心地製造五顏六色的糖果。 
    原來今天是兒童節，伯伯想給小朋友一個

難忘的節日，所以他製造一場糖果雨給小朋友

一個驚喜。最後，大家歡天喜地吃這些美味的

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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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雨 

2C  李愷晴 

    有一天，我約了小琪、小明一起到草地上

玩耍。我們玩了捉迷藏、二人三足、吃小鬼、

水球等，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當我們正玩得興高采烈時，突然，天上掉

下很多很多的糖果，小琪興奮地大叫：「糖果雨

啊！糖果雨啊！」我們忍不住咧開嘴笑，就連

我的爸媽也來湊熱鬧。 
    天上怎會突然掉下糖果呢？大家都覺得十

分奇怪，於是我們告訴警察，他們把嫦娥 2號

放到月亮上去。原來很多天神在開派對，祂們

把很多糖果掉到人間，祝福小童。 
    我們非常感動，於是我們決定用我們的力

量，把快樂帶給全世界。還有，我們以後會乖

乖地聽爸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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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收南瓜 
2D  唐國鳳 

     
  今天天氣晴朗，太陽高高掛在天空上，小

白兔準備去田裡散步。 
    途中，小白兔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黃澄澄的

大南瓜，小白兔想搬起它。但是小白兔已經用

盡了力，但是也搬不起它。 
    這時候，一隻小鳥飛來了，小鳥提議多找

一個人來幫忙，小白兔也贊成。 
    小鳥找來了一隻大獅子，獅子用盡了全身

的氣力，才搬得動大南瓜。 
    最後，小白兔懷着開心的心情和拿着巨大

的南瓜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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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奇怪的夢                     
3A 黃頌軒 

 
星期日早上，我靜靜地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突

然有一輛玩具車在我眼前飛過，我覺得十分奇怪。

之後，所有玩具都在我身旁飛來飛去，令我十分驚

訝和苦惱。 
我最初只是輕輕地把它們推開，後來，我按捺

不住站起來，用跆拳道的踢法把它們踢下來，可是，

我一下不小心把腳踢到枱子上，我大叫：「啊！很

痛啊！」我突然張開眼睛，發覺自己還在床上。 
原來，我只是做了一個夢，不過我身旁真是有

很多玩具啊！ 
 
 
 
 
 
 
 
 
 

 
 
 
 



35 

我的好朋友 
3A  鄧晉雷 

     
我的好朋友就是溫尚哲。 

    他有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筆直的鼻子上架著一

副正方形的眼鏡。他有兩隻大大的門牙，兩隻大大

的耳朵，面孔橢圓形的，還有，頸是粗粗的，樣子

可愛極了！ 
    有一次，我們在學校玩耍的時候，我們玩「解

手」，要四人一組，但是我們的同伴不懂玩，之後

溫尚哲就立刻教他們玩，最後他們懂得玩了，我們

還玩得很開心呢！ 
    他樂於助人，常常幫助別人，這一點是我最想

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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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帽與大野狼 
3B 丘倩兒 

 
有一天，媽媽叫小紅帽帶一些點心和水果去探

望生病的婆婆。 
出門的時候，媽媽叮囑小紅帽在路上要小心，

切勿和陌生人說話。她沿着長滿小花的路上一邊走，

一邊唱歌。就在這個時候，在路上碰到了一隻想吃

她的大野狼。大野狼有禮貌地說：「美麗的小姑娘，

你好！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嗎？」小紅帽忘記了媽媽

的話，還帶着一心想吃她的大野狼一起去探望生病

的婆婆。突然間，大野狼不小心掉進獵人佈下的陷

阱裏。大野狼雙腳流血，痛得大聲呼喊。這時，小

紅帽不慌不忙，馬上找到了一條繩子，把繩子的一

邊綁着大樹，另一邊綁着自己的身體，然後用力把

大野狼救上來，再細心地幫牠療傷。 
大野狼終於明白小紅帽是真心地把自己當成好

朋友，牠很後悔。於是，大野狼下定決心，不會吃

小紅帽、她的家人、村民和小動物，以後不再吃肉。 
最後，小紅帽與大野狼成

為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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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發明之機甲龍 
3C  楊睿騫 

     
  我今天要介紹的動物就是機甲龍。 
    牠的頭很硬，好像戴了一個頭盔。牠的背上有

電的，還有一對很大的翅膀。 
    機甲龍是住在太空的。牠能一躍就飛到約六百

公里外，就像火箭般快速。牠是吃石頭的。其實牠

的身體結構上是沒有任何弱點的。我對這種新動物

感到很滿意，因為牠實在很厲害！ 
    牠會在太空中執行許多任務，開創了代替人類

在太空裏執行任務的先河。 
 
 
 
 
 
 
 
 
 
 
 
 
 
 
 



38 

一件自豪的事 
3C  周玟希 

 
    回想起 2010年我在明愛芭蕾舞學

校學習時，李老師便一直指導我練習，

後來更提議我增加訓練時間，以迎戰未

來的比賽。 
    訓練的項目相當多，我初時應付不

來，每次練習不是跌倒就是姿態不夠完

美，甚至弄傷腳趾。不過，我得到李老

師和媽媽的支持，咬緊牙關，努力苦練。

幾天後，李老師對我說：「你已經有很

大的進步，明天就要比賽，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經李老師這麼一說，我更加充滿信心，面對翌日的

挑戰。 
    比賽那天，我果然表現理想，還得到銀獎。當

看到平時本來嚴肅的李老師臉上的燦爛的笑容，像

一朵盛開的太陽花。我真的很自豪！ 
    經過這件事，我領悟到無論做甚麼事，只要肯

付出努力，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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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了？ 
         3C 丁浩游 

 
誰來了？ 

使藍藍的天空， 
出現了一道彎彎的拱橋。 

 
誰來了？ 

使雲弟弟的眼淚， 
一滴滴消失了。 

 
誰來了？ 

使冬天的雪人， 
一個個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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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吉祥物 
4A 鄭硯智 

 
    不同的國家、地方或主題樂園都有代表它們的吉祥

物，所以我認為學校也應該有代表我們的吉祥物。 
    吉祥物一詞，源於法國普羅旺斯語 Mascotto，英文

Mascot由此演變而來，意即能帶來吉祥、好運的人、動

物或東西。 
    我們的吉祥物名為「五邑狗」，它有一雙大眼睛、大

嘴巴、大鼻子和哨牙。它的身高約兩米，身材魁梧，戴

上太陽帽，穿上校服，臉上常掛著燦爛的笑容，十分可

愛。 
    「五邑狗」又善良又友善，對主人服從和忠心，是

人類的好朋友。「五邑狗」象徵著它對學校忠誠，對學生

友善。 
    我們學校的吉祥物就是這麼特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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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龍的自述 
4A 黃志軒 

 
我是一隻泡泡龍。我在一間大型玩具廠出生，在我

的腳底印著二零一二年，我想這是我的出生年份吧。 
我一直擺放在一間玩具店的架上，直到一天，小迪

──我的小主人帶了我回家。小迪大約九歲，好動，整天

都和我一起玩，如「泡泡龍大戰超人」和「太空中的泡

泡龍」等。晚上，我會在他的懷裡睡，十分幸福。 
一天，家裡很熱鬧，因為是小迪的生日。他帶著我

介紹給他的表弟認識，他是一個六歲的小朋友，他將我

左拋右拋，最後把我的尾巴弄斷了，令我十分痛楚。小

迪立即哭著把我搶回來……看著小迪，我的心更痛，因

為我親眼看著他的淚水像小瀑布般流下…… 
後來，爸爸給小迪一份生日禮物，那是一個威猛的

警長，而我亦從那時開始被小迪遺忘了！ 
咦？這個地方又黑、又髒、又臭，啊！是垃圾房！

小迪不要我了！我很傷心、失望，這夜真的很漫長……
突然，有一雙溫暖的手把我抱起，看似是一位年老的公

公，他把我抹乾淨，再把我的尾巴「醫治」好，用花紙

把我包裝得漂漂亮亮後，便把我帶回家。 
這時，出現在我眼前是一位可愛的小

妹妹，她把我緊抱在懷中，撫摸著我受

傷的尾巴。這晚，我睡在她旁邊，聽她

說：「晚安，抱抱。」 
 我希望可以快樂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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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謝謝你！     
4A  馮曉逸 

 
    昨天，在做中文閱讀理解的時候，我遇到一道困難

的填充題，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我心中很疑惑：為甚麼

想來想去都想不到答案呢？為何我這麼愚蠢呢？ 
    我仍繼續想解決這道難題，卻還是做不成，我就忍

不住哭起來，十分憂愁。 
    這時，爸爸走過來，看見我在淌淚，於是便溫柔地

摸摸我的頭，然後問：「你為甚麼哭泣呢？」我傷心地說：

「我有一道題目不會做，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我真的很

沒用呀！」 
    爸爸聽到後，便說：「曉逸，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如果有問題，就應該動腦筋或找人幫忙。」然後，爸爸

和我一起細心地閱讀文章，他更仔細地向我解釋，後來，

我終於想到答案了！ 
    爸爸，你讓我在有困難的時候，得到安慰和教導，

幫我解決問題，令我回復信心。 
    爸爸，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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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的自述 
4B  何泳姻 

 
  我是一棵小草，秋風姐姐很喜歡作弄我，把我吹得

左搖右擺，微涼的清風沁人心脾，令人覺得很舒服。 
  我喜歡麻雀妹妹悅耳的歌聲，讓我沉重的心情一下

子變得精神起來。 
  天上的星星弟弟喜歡跟我眨眼睛，像是表示友好，

我偶爾也會笑眯眯地對他們眨眼。 
  月亮姐姐很喜歡跟我炫耀她閃閃發亮的衣裳，令我

羡慕不已。 
  健碩的大樹哥哥很友善，他對我很好，一直悉心地

照顧我、保護我。 
  我最不喜歡的是大雨叔叔，因為他每次都令天空下

起傾盆大雨，他一出現，就令太陽伯伯消失、令灰濛的

烏雲吞噬白雲、令我瑟瑟發抖，比風姐姐還要討厭！但

如果大雨叔叔一走，烏雲也跟著走了，天空搖身一變，

頓時變得晴朗。太陽伯伯出來了﹗它喜歡照耀著我，令

我茁壯成長。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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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隻白兔   

4B甄柏瑜 
 

  假如我是一隻白兔，我會高高興興地在森林裏玩耍。

肚子餓了，我會到田裏，摘一些胡蘿蔔；嘴巴渴了，就

跑到山上，喝一口又甜又涼的山水；身體累了，躺在碧

綠的原野上，然後呼呼大睡起來，要做隻懶惰兔。 
  假如我是一隻白兔，我會鍛煉身體，然後和烏龜來

一場賽跑，因爲我在上次的比賽輸了，所以我今次要得

到勝利，要牠知道我不是一隻驕傲的小白兔。 
  假如我是一隻白兔，我會和我的白兔朋友在原野上

悠閒地踏青，吸收大自然的新鮮空氣。我要和牧羊童打

招呼，要對他說不要欺騙善良的村民。 
  假如你是一隻白兔，你會否跟我一樣，希望活在一

片草原上，希望獵人不要殺了我們來吃？希望大家也能

愛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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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顆種子   
4B 李羨恩   

 
假如我是一顆很普通的種子，我會在植物店裡，等

待著客人帶我回家，期望他們每一天也悉心地照顧我，

愛護我，讓我健康成長。 
我盼望人類能把我這顆普通的種子變成一朵耀眼、

高貴而豔麗的花朵。我希望小朋友不要摘掉我的葉子，

縮短我的壽命。 
如果我是一顆種子，當我長得亭亭玉立時，蝴蝶在

我身上飛舞，顯得我更加高貴、更加美麗，蜜蜂又會吸

吮我的花蜜，欣賞我的製成品？ 
但我還是喜歡做一個快樂兒童，靜靜地欣賞大自然

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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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螢火蟲》──電影觀後感 

5A 陳寶儀 
 

  昨天的多元智能課，我們整個五年級在 301室看了一部電

影，叫做《再見螢火蟲》。 
  《再見螢火蟲》這部電影是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日

本的兩個可憐的孩子──誠田和小節──於戰爭中失去了雙親，

變成孤兒。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寄居在遠房親戚的屋簷

下，但後來因與叔母相處不來，而自行搬到附近廢棄的防空洞

裡生活，最終逃不過饑餓的折磨相繼死去。《再見螢火蟲》是

一齣反戰的動畫。它深切反映了戰爭所帶來的禍害，亦控訴了

為求實現目標而不惜發動戰爭的統治者。 
  《再見螢火蟲》這部動畫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地方有三個，

一是媽媽被送火葬的情節，我能看見哥哥臉上那憂傷和害怕的

神情，哥哥憂傷的是媽媽已經死了，害怕的是怕妹妹知道以後

再也沒有了媽媽，聽不到媽媽那溫柔的聲音，摸不到媽媽那溫

暖的大手，更看不到媽媽那親切的笑容…… 
  第二個情節是妹妹去世，哥哥把妹妹火葬的情節：哥哥買

了一個漂亮的小竹籃，把他親愛的妹妹、妹妹的小錢包和洋娃

娃一起放在裡面，然後火葬。 
  第三個情節是哥哥最後也死了，他是在月台死的。哥哥死

的那天天氣很冷，哥哥坐在月台的那條柱子上，餓死了，但手

裡依然拿著水果糖盒──妹妹最愛吃的糖──裡面裝著妹妹的

骨灰。從而看出，哥哥還是很疼妹妹的。 
  我覺得哥哥和妹妹(誠田和小節)很可憐，他們還沒有成年

就失去了父母，要是世界上沒有戰爭，那該多好。戰爭令世界

上許多人都痛失家園。我們現在比他們幸福得多，所以，我們

更應該珍惜現在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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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食談：街頭小吃 
5B 陳美彤 

 

被譽為「美食天堂」的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而美味的食

物，令人回味無窮。如果要說哪樣美食最地道，應該算是充滿

香港地道風情的街頭小吃了。 
    一來到香港街道，你一定會聞到一股香味，令你垂涎三尺。

不錯，那便是街頭巷尾的小吃傳來的陣陣香味。如果你去過旺

角小巷、九龍塘等地方，你一定吃過那裡的小吃。那裡環境雖

然十分嘈吵，又有些髒，店子也很簡陋，但是那裡充滿了香港

的地道美食。 
街頭小吃美食的特色在於它的香氣。你隨時可以聞到一陣

濃烈的香味。那香味，直鑽入人們的鼻裡，令人食指大動。街

頭小吃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它的惹味和即做即吃的方便。在旺角

街頭小巷，會看到一間間放滿小食的店舖，在熱氣騰騰之中，

原來有多達數十種小吃，如咖喱魚蛋、雞蛋仔、砵仔糕……每

一樣都美味，而且價格便宜，所以每間店舖都人頭湧湧，可見

街頭小吃的吸引力。 
香港人最喜歡的小吃是甚麼？一定非雞蛋仔莫屬了。它的

香氣，它的味道，吸引了無數小朋友。它內裏充滿熟透、軟化

的麪粉團，外皮香脆，一口咬下去，香氣四溢，真是美味極了！ 
如今，在租金颷升的年代，舖租愈來愈貴，街頭小吃也愈

來愈少了。將來我們還有機會品嚐那些令人回味無窮的小吃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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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記 
5B  唐國珍 

 
  雖然今天是星期六，是可以出去玩的好機

會，但我仍懶洋洋躺在床上休息。為甚麼？那

就是從前天說起…… 
  那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是個去露營的

好日子。我和全班一起到山上玩，玩啊玩，不

久就日落西山了。我們正準備回家時，我和朋友卻被山上稀有

而美麗的蝴蝶吸引着，我和鳳屏連忙追着牠。我們不知不覺走

進樹林中。那時，天色已暗，我們才發現已迷路了。 
  我們置身在茂密的樹林中，我不禁着急起來，鳳屏說：「不

用怕，我們不如在背囊裡先找些東西充饑。」她安慰着我。於

是，我們便在背囊裡找到三罐罐頭和兩包即食麵。可是我們沒

有開罐器，不能開罐頭來吃，我們都很沮喪。突然我靈機一觸，

就地取材，用石頭做爐，又在背囊裡拿出電筒，在黑漆漆的樹

林中找到了一些乾草和枯枝，鋪在石頭上。我打開背囊拿出小

鍋，把即食麪放上去，加些清水，最後用打火機點火，把鍋放

在用石頭造的爐上，五分鐘後，我們便可以吃到美味的麪。我

們終於可以大吃一頓，感到心滿意足。 
  吃飽後，我不禁有思念家人的念頭，我卻沒有說出來。我

們開始找出路，可是天太黑了，樹林仿如一個黑色迷宮，我們

走了好幾次都走不出這個樹林，我們終於放棄了。「啊！」我

突然大叫起來，原來我身後有一條蛇，我們拔腿就跑，幸好逃

脫了。這一夜，我們就在這個恐怖的山林中睡覺了。 
  早上，柔和的陽光射進我們的眼簾，我們起來後立刻找出

路。我突然想起背囊裡的小刀。為免再迷路，我拿着小刀，用

刀在地上劃了一些路線，這樣就不會重複走。最後照着地上的

路線，我們終於走出這個迷宮，看到救援隊伍。自此以後，我

們再不敢離隊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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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香港公園 
5B  伍永嵐 

 
    昨天，在烏雲密佈的情況下，我們從學校浩浩蕩蕩地出發前往香

港公園遊覽。 
    下車後，我們便雀躍地跑進公園，便看見一座噴泉。前行數步，

又看見另一個噴泉。甫看見噴泉，「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情景便映現在

我的眼前。噴泉周邊綠油油的樹木是公園和噴泉的守護神。噴泉彷彿

一個被簾幕保護的冬菇。噴泉噴出了很多水，噴水時的水聲是沙沙的。

如果躺在噴泉上，不知有何感覺呢？在金融大廈林立的金鐘，竟然仍

會有這樣一個世外桃源，真是難能可貴呢！ 
    我們離開噴泉，經過如巨人般的鐘樓，便到達了人工湖。湖水清

澈見底，平靜如鏡，彷彿一塊綠寶石。湖內有錦鯉及龜。有些錦鯉色

彩鮮艷，如金色、銀色、橙色、黑色……十分奪目。小龜悠閒地在陽

光下享受日光浴，慢慢地在小湖中暢泳，興奮地在石頭上嬉戲。遠眺

遠處，便看見如老人的白髮般的瀑布流入湖中。 
    我們經過瀑布，穿過山洞，走過古橋，終於到達溫室了。在山洞

的出口旁，有數棵大樹，在其中一棵的後面，一瞬間，跳出一隻可愛

的松鼠來，令我們又驚又喜。溫室內有一個特別的展覽廳、兩個常設

展區，包括：旱區植物展覽區和熱帶雨林植物展區。旱區環境炎熱乾

燥，熱帶雨林區環境清涼潮濕。旱區中，仙人掌像有刺的皮球。熱帶

雨林區中，芭蕉樹變成了頭上開了一朵巨大的花的巨人，豬籠草是一

個酒瓶。同學們看見這麼多千奇百怪的植物，都感到欣喜若狂。 
    走出溫室，徒步走上陡峭的山坡（山坡旁有一個奧林匹克廣場），

便到達觀鳥園。踏入觀鳥團，鳥兒們便吱吱喳喳地引吭高歌，進行大

合奏。鳥兒們有的在吃東西，有的在歡送遊人，也有的在休息。鳥兒

站在一些幾可亂真的假樹，假樹的樹根粗壯得很。我們感到大開眼界，

因為可以看到不同雀鳥。在遊觀鳥園途中，一隻小鳥在向我們吱吱叫，

好像在說：「觀鳥園好玩嗎？下次到香港公園，記得來觀鳥園探訪我們

啊！」 
    夕陽西下，兩旁的樹木在歡送我們。「再見了，香港公園，後會有

期！」我們與公園道別後，便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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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鐵魚的海底旅程 
5B  羅晞彤 

 
  「小鐵魚，你就是這間在巴黎的餐館裡的吉祥物了！希望你一路順風吧！」

一名著名的鐵匠說。可惜在飛機起飛不久後，這架飛機意外掉進海中，小鐵魚

也跟着掉下。 
  小鐵魚好奇地四處張望，有一群小魚游過來說：「你們看，她的尾巴是個發

條，全身都用鐵造的，還有鐵做的鱗片呢！真奇怪！」 
  小鐵魚十分傷心。這時，她已沉在深海了。「小妹妹，小妹妹，你為甚麼哭

呢？」一把怪聲問。小鐵魚驚慌地問：「你是誰？」怪聲答道：「哈哈！小妹妹，

不用怕，我是去過五大洋七大洲的沉船叔叔呀！你是一尾小鐵魚，對吧？」 
  小鐵魚點點頭問：「你去過那麼多地方，一定看過不少美景吧？你可以告訴

我嗎？我好想知道呀！」 
  沉船叔叔說：「好呀！我的船底是透明的，所以連水底也可以看到呢！我去

過的地方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澳洲的大堡礁了。那兒水清沙幼，海洋生物多

不勝數，有：小丑魚、海星、水母、海馬……令人目不暇給，難以忘懷呢！」 
  說到這兒，小鐵魚的眼睛已在發亮了，她興奮地說：「沉船叔叔，你可以帶

我去嗎？我想和小丑魚、海星、水母和海馬做朋友呀！」沉船叔叔說：「可是你

不懂游泳，而且我已破損得不能再四處去了！不如我叫神龜爺爺過來，看看他

的魔法能不能幫到你，好嗎？」「好吧！」小鐵魚失落地回答。 
  「神龜爺爺！」沉船叔叔大叫道。一瞬間，神龜爺爺已在他們眼前。他問

道：「你們找我有甚麼事呀？」小鐵魚說：「神龜爺爺，你可以用你的魔法令我

可以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泳嗎？我想去一次澳洲的大堡礁呀！求求你，幫幫我

吧！」神龜爺爺說：「好吧！但是當你的心願達成之後，你就會在那兒和石頭一

起在海底裏生活因生鏽死亡，你願意嗎？」小鐵魚堅定地回答：「只要我可以完

成心願，馬上生鏽死去也沒有問題！」神龜爺爺很感動說：「好！有決心的孩子

我最喜歡了！我成全你吧！嗎呢嗎呢空！」 
  小鐵魚感到自己的身體變得靈活了：「太好了！謝謝你們呀！神龜爺爺，我

一個人很寂寞，你可以陪我去嗎？」「好吧！聽你這麼一說，我也有點心動想去

呢！」神龜爺爺說。 
  他們一起出發，不消一年，他們便到達了美麗的海底世界：那裏海水清澈，

珊瑚絢麗多姿，千怪百趣的海洋生物又穿插其中。這時小鐵魚看得陶醉了；可

是它的身體開始越來越重，她知道自己快要生鏽死亡，說:「神龜爺爺，你可以

替我告訴沉船叔叔，我已看到大堡礁了！我還和海洋生物做了朋友。神龜爺爺，

你是我的恩人，我也不會忘記你的。永別了！」神龜爺爺說：「我也不會忘記你！

永別……」 
  這時，小鐵魚幸福地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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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餅的老人 
5C  梁富饒 

 
    每當穿過這條街道，看到無數個攤位時，我的

眼前自然浮現出一個熟悉的身影。 
    他濃眉大眼，穿着一件黑色上衣和灰色的褲子，

雖然他的樣子不引人注意，但他的品德在我的心中

永遠是那麼高大。 
    記得有一次，我和小何一起放學回家。走着走

着，一股油香味撲鼻而來，看着金黃色的蔥油餅饞

得我們「口水流下三千尺」。我再也忍不住了，趕

緊拿出錢，問：「老爺爺一塊餅多少錢？」「五毛錢，

小朋友！」我把五毛錢遞給他，接了熱騰騰的燒餅

便離開了。可是，還沒走幾步路，突然，一個親切

而沙啞的聲音傳了過來：「小朋友，你的錢包。」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賣餅的老爺爺，油淋淋的手拿

着我的錢包，「小心點，小朋友。」慈祥的聲音使

我感到一股暖流湧入我的心頭，「謝謝你，老爺爺。」

「不用謝。」仍是沙啞的聲音。 
    看着眼前的老人，我十分佩服他，也覺得他的

品德非常高尚，拾金不昧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具備的。

這位賣餅老人教育了我，他的高尚品德是我們所有

同學的榜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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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香港遊記             
6A 溫健荣 

 
  我早就聽聞香港有一些歷史悠久的老地方，一直都很想探

個究竟，昨天我終於能如願以償認識「國際大都會」懷舊的一

面。 
  乘坐了旅遊巴士近一個小時，再加一段十五分鐘的路程，

我和同學老師們才到達文武廟。來到門前，兩隻栩栩如生的石

獅子威風凜凜地望着我們，令人不禁望而生畏。跨過門檻，我

們進入了文武廟，裡面煙霧瀰漫，傳統的建築古色古香，別具

特色。 
  告別文武廟，踏着石級，我們一行人步進摩囉街。這裡是

古董收藏家的天堂——滿街都是售賣古董的店舖、攤檔。踏入

摩囉街就仿佛走進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看見許多舊式建築。 
  穿過一條舊街窄巷，俗稱「海味街」的文咸西街映入眼簾，

果然是名不虛傳，各式各樣的海味店應有盡有。在眾多的海味

店中，老字號的藥行與裝潢新簇的海味店形成強烈的對比。 
  走出文咸西街，我們來到西港城，它令人聯想到被英國統

治時的香港。獨特的西式建築風格為這商場添上一種典雅的感

覺。 
  經過這次遊歷，我又廣闊了視野，而且認識了七、八十年

代的老香港。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繁榮的香港也有古老的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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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魔法書 
6A  盧穎欣 

 
  在一個月前，我很討厭當人類，因為要面對功課及考試等的壓力。但

經過那次後，我便改觀了…… 
  二月十八日，我興致勃勃地到書店買下一本圖畫書，每一頁都有不同

的動物。回到家，我在圖書上寫下我的名字後，便翻到第一頁。 
  「哇！自由自在的小鳥！」我剛說完，竟變成一隻小鳥。我想着：啊！

我可以自由地飛翔了！當我一出門，有一位喜歡雀鳥的老伯把我捉進他的

鳥籠裡。我頓時感到非常寒冷，這刻我才發現，原來我是一隻候鳥，現在

應在溫暖的地方過冬的，我已凍得不能動彈了，怎麼辦？ 
  突然，一陣風吹過，把書中小鳥的那一頁翻到蛇的一頁。 
  我又變身為蛇。原來快冷死的我才鬆一口氣，我悄悄地爬出鳥籠。過

了一會兒，膽小如鼠的媽媽看到我，大喊：「救命呀！這裡有一條毒蛇呀！」

她隨即報警請漁農署職員把我捉去。 
  我被一個盡忠職守的強壯男士捉去後，便被他放在一個網子中，我頓

時感到不知措。 
  突然，一陣風再吹過，家裡那書又被翻到另一頁了。 
  「很熱……很熱啊！」我都不管一切了。只是拼命離開網子，我用「手」

用力掙扎，網子終於破了個洞，我便逃出生天了。「是全球暖化的問題嗎？

一定是了，這麼熱的！」再看看我的身體，都變成白色了！原來，這次書

中的動物是生活在極地的北極熊。 
  糟糕！在極地生活的北極熊不適應香港炎熱的天氣，加上現在全球暖

化，那我便將會因為不適應炎熱的環境而死……想着想着，我開始冒冷汗

了。 
  之後，一陣風經過，把家裡的那本書再次翻過來。 
  張開眼睛，我發現我處身於茫茫大海中。「咳、咳，為甚麼海上漂浮着

黑漆漆的油污呢？哇！我看不清前方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發現自己

又變成瀕臨絕種的海豚了。那些船發出的噪音真騷擾我。那刻我感到非常

辛苦，快要透不過氣來。 
  過了一會兒，一陣大風刮過，家裡那本書終於被翻到最後一頁了。 
  這次，我回到自己的房間，看着自己的身體各部分，我終於變回人類

了，原來書的最後一頁是介紹人類。我感到雀躍萬分，因為我不會變成動

物和受苦。當然，那本書我也不會看，更燒毀了它，避免有

下一位受害者。 
    從此以後，我也學懂不要傷害動物和保護地球，更懂得

要珍惜身邊的人或物件，原來做回自己是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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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的孩子走得更穩 
6B  蔡冰怡 

 
  在成長的道路上，孩子會不斷被路上的石頭絆倒，家長應

讓他們在跌倒後自己站起來，讓他們學會如何面對困難，這樣

他們才能學會堅強，將來走得更穩。 
  在比賽中，沒有人是「長勝將軍」，孩子輸了，在承受失

敗痛楚的滋味後，只要在失敗中找出自己的缺點，從而改善。

知道如何避免失敗，並為下次的比賽奠下穩健的基石，那麼勝

利就離我們不遠了。 
  踏單車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家長扶住孩子時，他們以為孩

子會騎得很平穩，但一放手，「砰」的一聲就會跌下來。馬克

思也曾說過：「人學會走路，也得學會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

跤，他才能學會走路。」力克‧胡哲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力克‧胡哲出生於一九八二年，患罕見的「先天四肢切斷

症」（即是沒有雙手和雙腿）。他從出生到現在，都被人以歧視

的眼光望着，還被人恥笑。他有一段時間自暴自棄，認為自己

永遠失敗，也曾想自殺，結束他那痛苦不堪的生命。有一天，

他在一本書裡看到了關於殘障人士自力更新的勵志文章，他開

始對自己的人生有信心。他一步步從困難挫折中慢慢地站起來。

長大後，他成為了一名演講大師，到處宣傳積極面對人生的道

理。 
  各位家長，以後孩子遇到困難時，讓他們自己面對，在跌

倒中汲取教訓，下次就會知道如何解決，那麼他們以後在人生

的道路上就須知道跌倒的孩子走得更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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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香港遊記             

6C  王慧盈 
  

   中上環，是國際的金融中心，街道十分繁忙擁擠，建築物十分新穎。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中上環也有古老的一面呢？今天，我終於能窺探中上環

獨特的一面…… 
  經過約一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來到目的地。街上跟預期一樣人山人

海，十分熱鬧。當我們經過一間裝潢懷舊的商店時，老師告訴我們這是一

間舊式的蔗汁店，現今已為數不多了。看看牌匾，上面寫着秀麗的七隻大

字「公利真料蔗汁店」。快速的掃視一下商店，發覺內裡的裝修富有六、七

十年代的味道。店裡有一些我從沒見過的新奇設備，老師解釋說：「這是用

作榨汁的機器。」但我們只在外頭略略一看，就離開香氣撲鼻的蔗汁店，

繼續前進。 
  一路上，路旁的一棵棵老榕樹像是一位位老人家在凝望着我們，陪伴

我們一路前進。我們終於來到了文武廟了！文武廟用它那古老的圍牆迎接

我們。文武廟上面掛着一副寫着「沾同德帝」的橫匾。進入內部，看見內

裡香火鼎盛，信眾虔誠。廟裡有一個大鼓，是用作通知文武帝你來了參拜。

而供奉的雕像充分表現出文武帝的精髓，甚至可以假亂真。環望四周，文

武廟的香火令此處漂浮着一層淡淡的煙霧，為此廟增添一種神秘感。其實，

大多數的參拜者都是考生和家長，因為他們想自己或子女能夠考試及第或

文武雙全。 
  我們走過一條又一條斜坡，爬過一條又一條的樓梯，通過了一條又一

條馬路，終於走進摩囉街，隨即被那充滿文化氣息的攤檔吸引。大多數攤

檔都售賣一些精緻的小首飾、工藝品。而一旁就排列着一間古玩店，但內

裡十分冷清，可能是因為他們售賣的古玩都十分昂貴。街道盡頭，有一間

陝窄的小店。小店售賣各國貨幣，那兒還有罕見的日本侵華時期的軍票呢！  
  穿過一些街道，我們便來到海味街。那裡有大量的海味店，而且還有

一間名叫百昌堂的藥店，它是全港最古老的中藥店。一會兒後，我們就離

開富五十年代氣息的海味街，繼續向其他地方進發。 
  走了大約十分鐘，我們來到西港城。西港城前身是舊中環街市，它樓

高兩層，上層是布料店和婚禮場地，下層是裝修新穎的商店。我們主要參

觀二樓，二樓的布料店十分古色古香。其實，現今已經沒有人去買布料，

因為大家都去服裝店買衣服了，沒有人去買布縫製

衣服，所以布料店已為數不多了。 
    在這次旅程中，我很驚嘆，沒想到在急速發展

的香港中，也有這麼不可思議的古老地方呢！希望

政府可繼續好好的保護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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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香港遊記 
6C  盧洛 

 
中上環──一個繁華的地方，也是香港的「心臟地帶」。由

於我一直也太忙了，也沒有機會走一趟，但昨天終於能到此一

遊了。 
    到達中上環後，第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輛舊式雙層巴

士，這種巴士在屯門是沒有的，這次「出征」，可說是「鄉下

巴看世界」。接着我們乘着行人電梯，這可是我第一次乘這種

電梯，當上斜時，我也差點兒穩不着腳掉下去呢！我們也經過

了「公利蔗汁店」。雖然只是經過，但也彷如看見了當年的熱

鬧情況。 
    馬上就到了第一個景點──文武廟了，據說每年也會有不

少家長到那裏為子女祈福，我當然也親身經歷了一次！文武廟

外的兩旁有一隻威武的石獅子，石獅子雕刻得栩栩如生，使人

有三分害怕。 
    離開文武廟這片「聖地」後，我們沿着行人路左拐右拐，

已在不知不覺間到達下一個景點──摩囉街了。據說以前不少

印度人會到此購買古董，由於以前的香港人稱印度人為「摩囉」，

所以此街便命名為「摩囉街」了！雖然摩囉街沒有獨特的景點，

但卻有濃厚的人情味，一位古董店的姨姨把她的珍藏給我們看，

那些可是無價之寶。如果有帶手提電話的話，我一定會把它拍

下來。 
    雖然很不捨，但因時間關係我們也只能離開了。接着我們

到達了海味街和西港城，西港城有一台舊式電話亭，是十足英

式的電話亭。雖然只是短短數小時，但我也彷彿回到了老香港，

見識了香港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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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魔法書 
6C  王慧盈 

 
  「滴答、滴答……」我呆望着書桌上的小時鐘。鐘面上的分針像一名

馬拉松選手一樣鍥而不捨地向前跑。唉，我望着一座座由功課砌成的小山，

我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的，不斷往下墜。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時候，書櫃突

然發出陣陣閃光。我上前一看，發現原來是一本書在發光，那是婆婆在我

生日時送給我的。我把書拿出來仔細看，發現書面上有兩個生動的人物，

一個拿着弓箭，一個拿着寶劍。書本就像是有魔力，我瞬間就被此書吸引

了，手指不由得觸碰了一下書的封面，突然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把我吸進

去書本。 
  「砰！」我一下子就面朝下的跌在一片草地上。我爬起來，四處張望

後才發現自己身處另一個世界。那裡有兩個太陽、兩個月亮。左邊是光明，

右邊是無盡的黑暗。我想：「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呀？這麼奇怪的地方我倒

是頭一次見。算吧，我還是先到前面不遠的市鎮去問路吧！」我赫見兩個

人影匆匆走過，我立即向他們問路：「請問你們知道這兒是甚麼地方嗎？」

對方脫掉斗蓬上的帽子後，我才發現他們是一對俊男美女。男生說：「這裡

是神秘之國。你的衣着這麼奇怪，你到底是何人？」我見對方有意拔劍，

就急忙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小遙。我不慎跌進這裡，現在正在找路回家

呢！」男生原本想再追問，但細心的女生就提醒他：「筧，我想小遙應該十

分疲累了，更何況時候不早，不如我們先帶小遙回家休息，容後再談。」

憂對我說：「你好，我是憂，他是我的雙胞胎哥哥筧，我想你整天舟車勞頓，

想必已經餓了吧，何不來我們家吃頓便飯呢？」聽憂說完，我才發現自己

的肚子已咕咕作響了，所以我就跟着筧和憂回家了。 
  一路上，我望着滿天的女巫和巫師感到十分奇怪，我問憂：「為甚麼這

裡有這麼多的女巫和巫師呀？」憂正想回答之際，突然有一群巫師和野狼

出現。他們露出凶狠的目光。他們的巫師首領說：「兩位，魔王大人早已下

達命令，要我帶所有陌生人回宮查問。還望兩位體諒，讓我好帶人回宮覆

命。」筧和憂立即脫下身上的斗蓬，露出身後隨風飄曳的白色披風。筧說：

「大膽，你們這些哈帝斯的走狗，難道你們不知我們是誰嗎？竟敢如此放

肆！」巫師首領阿諛奉承地說：「小人又怎麼會不認識威名遠播的勇者大人

和神射手大人呢？不過我們更不能違背魔王大人的命令。兄弟們，給我上。」

野狼群就像脫韁的馬一樣向我撲來。憂優雅一笑：「哈哈，看來他們也是一

群有趣的人呢﹗就讓我跟他們玩玩吧！筧，劍給我。」憂拿過筧手上的寶

劍後，一個閃身就消失了，只見野狼群中閃過陣陣金光。不久，野狼們就

被殺得一個不剩。憂冷漠地看着吃驚的巫師說：「你們聽着，如果魔王哈帝

斯要人的話，就叫他來騎士公會找我！接着，我就被這對雙胞胎兄妹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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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直走，一直走，直至走到一間小屋前才停下來。 
  我們終於停下來了。「這裡就是你們的家？」我不解地問，因為我不相

信一名勇者和一名神射手的家竟會如此簡樸，他們對此只是無奈地點頭。 
  吃完晚飯後，我和憂在屋後的天然溫泉裏泡澡，憂說：「其實我們有一

件事瞞着你的。我們之所以會帶你回家是因為你是時空女神的後人。魔王

哈帝斯污染了時空之河，令時空發生錯亂，這樣他就可以控制整個時空，

只有具備時空之力的時空女神後人才能制止他。我只是因為發現了你的身

份才故意接近你。你是不是對我很失望？」我搖了搖頭說：「雖然你們是另

有目的，但是你們確實在我有困難時向我伸出援手，所以我不會怪你。我

們是朋友，不是嗎？」憂聽了，感動得抽泣起來，握着我的手說：「嗯！是

朋友！」忽然，我全身發光，全身的力量像是快要滿溢出來的。憂驚呼：「呀！

你的力量醒覺了！」但是，一切很快就回復平靜，我對於這種力量摸不着

頭腦，但是我應該是因為跟憂成為真正的朋友而引發出來的。當晚，我很

快就進入夢鄉了。 
  翌日，憂和筧說在騎士公會裡有很多魔道士，他們可以幫助我控制力

量，於是我就去跟魔道士主教萊卜學習魔法。我日夜反覆練習了一個月，

直至我完全掌握魔法為止。我們打算在月圓之夜去突擊魔王。月圓之夜當

晚，我們到達哈帝斯的城堡後，發現門前守衛的人數是原來的三倍。雖然

我們明知如果按照原定計劃派三千人去阻擋守衛，無疑是去送死，但是我

們沒有選擇，只能硬着頭皮去做。我們憑着無比的默契和團結，最終引發

了奇蹟。我們拖着疲累不已的身軀前進，我們互相支撐着滿身傷痕的身體

前進，我們肩並肩地帶着團結一致的精神前進。我們跌跌撞撞地來到魔王

的面前挺起胸膛。我說：「哈帝斯，你要記住你今天是輸在你們不夠團結和

互相信任手上。我以女神之命將你封印！」我開始凝聚力量，我發現原來

大家也把自己的力量傳給我。情況就像剛才的戰鬥一樣，大家一起合作。

負責衝鋒的受傷了或用盡體力了，後方負責射擊的就頂上，不斷重覆交替。

我雙手輕輕一推，不斷湧進來的力量化為一股強力的衝擊射向哈帝斯。哈

帝斯瞬間化為一座石像，連同他身後的時空也慢慢地被淨化了…… 
  當我們正在鬆一口氣時，我的身體正在逐漸消失。我依依不捨地向各

人道別，我不想這麼快就要跟他們永別……然而，我的身體越來越輕，最

後飄向遠方…… 
  我慢慢地張開眼，發現原來只是做夢，不知何時書本上浮現出一直模

模糊糊的書名——《神秘的國度》，然後慢慢褪去。封面上的人物也隨之消

失。我堅信着這一切一切不是在做夢，因為一切

實在太逼真了。我今次學會了團結就是力量，不

知下次又會遇到怎樣的人，又會進入怎樣的冒險

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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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One 

 

In My Dream 
1B Ng Lok Yan 

 I have a dream. 

 In my dream, I am a bird. I have a long mouth, big eyes and 

long legs. I am in the blue sky. I can see many colourful birds. I 

can fly and I can see many birds flying. I can see a bird under the 

swing in the park. I am a happy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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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Two 

 

A Letter to Fairy Bella 
2C Lee Hoi Ching 

Dear Fairy Bella, 

I am your friend Angie. I like to be your friend because you 

are kind, sweet and very cute. I wish to have very long hair just 

like Rapunzel, and to be a pretty princess with sparkly eyes. I 

want to have a lot of toys and clothes made of golden silk. If you 

give me these things, I will take you to where I live and let you be 

the leader of the entire kingdom. But of course, you cannot lead 

me. Well! That’s all for today! I have to say goodbye but thanks 

Bella.  

                    Yours, 

                    A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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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Three 

 

My Dream School 
3B Lung Man Hin  

 In the dream, I can see my dream school in the sea. Its name 

is LMH School. It is colourful. In the classroom, we can see a lot 

of beautiful fish. On the first floor, there are many sweets and 

candy on the floor. On the ground floor, the children can buy toys 

to play with. 

 In this school, we can learn how to drive ships. At recess, we 

can go to the beach to play volleyball. After lunch, we can go to 

the sixth floor to play on the swings and enjoy some fun games. 

 On Mondays and Tuesdays, we have swimming lessons so we 

always wear our swimming suits.  

 I think this is a magic school because it is in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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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Four 

 

I hope I can … 
4A Cheng Yin Chi  

 I hope I can be a person that will not die. I want to have this 

special power because I enjoy my life very much. I can go to many 

places in the world. 

 I hope I can fly. If I have this special power, I can fly 

everywhere I like and I don’t need to take the public transport. I 

can fly to my school and my home in a very short time.  

 I hope I can do magic so that I can change all the rubbish into 

money and food. Then I can distribute them to all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 hope I can do everything I want with my special power. If I 

can do that one day, I will be very happy and ex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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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Five 

 

When I become 25 years old 
5A So Man Chung 

 When I become 25 years old, there is a goal that I really want 

to achieve. I want to be a pilot like the people who drive planes in 

the TV drama, ‘Triumph in the sky’. I would lik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it is so cool, then many people will like me very 

much! 

 Being a pilot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so I must start preparing 

now! First, I think I need to eat more food and become very tall 

like Mr. Tse because the people who work on the plane are very 

tall. Then, I must read more books to improve my English because 

pilots need to use English to talk to one another at work. Finally, 

I need to sleep and eat more to make myself healthy. Then I can 

be as happy as the sunshine, both at study and at work! 

 I hope I can be a pilot and travel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e beautiful England or the snowy Finland. I hope 

this dream will come true in the future! 



64 

In-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of Primary Six 

 

My Dream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6C Chan Pak Yu 

 I thought Hong Kong will be a space city in 2046. It has been 

in my mind since I was six. But now I think Hong Kong will be an 

electronic city in 2046.  

   At that time, people will have their own mobile phones which 

they can take cash from and it can become a transport too! It is 

convenient. There will be mobile flats. Houses will be built on the 

sea so that more land can be used to build other buildings such as 

shopping malls and tall office buildings. 

 In the street, there will be no rubbish around because the 

robots will clean up the rubbish on the ground. People can buy 

everything they need such as food, clothes, toys and electronic 

items anywhere. People won’t need cash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y can use their mobile phones to pay. Instead of going to 

school, students will do self-learning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at 

home.  

 All these seem to be crazy but I think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make them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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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Zoo 
1C Jamie Sze 

 

This is Fun Zoo. 

I can see some horses. 

There are eight horses. 

They are on the grass. 

They are big and brown. 

They have long tails. 

They like grass. 

They ca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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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ets 
1D Anna Leung 

 

I am Kelly. 

I have one cat. 

It is yellow and thin. 

I have two rabbits. 

They are white and small. 

I like my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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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2A Isabella Lee 

I go to the Science Museum with my 

classmates and Miss Tong in the morning by MTR. 

On the first floor, I play on the computer. A cat 

walks out. On the second floor, Miss Tong and I 

eat ice- cream. 

On the third floor, Miss Tong sees a dinosaur. 

It is dancing. On the fourth floor, I see some 

funny mirrors. I look in them. I see a dancing 

panda. On the fifth floor, we see some pictures. 

Miss Tong touches a picture. The lions jump out. I 

am scared. Miss Tong touches the picture again. 

They jump back in! 

 The Science Museum is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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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st Friend 
2D Gavin Leung 

My best friend is Kevin. He is seven years old. 

He lives in Tuen Mun. He goes to school on foot. He 

is tall. He has small eyes and small ears. He is the 

class monitor. He is helpful. He always helps 

others. He is hard-working too. He does revision 

every day.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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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aths Lesson 

3A Alison Kwok 

 Today is Monday. Two boys named Mark and Tom 

are in the classroom. Mark is bad but he is good at 

doing sums. He likes Maths. Tom is bad at doing 

sums. Mark sits next to him. 

 In the Maths lesson, Mark and Tom do some 

Maths exercises. Mark is happy because he can do 

the sums. Tom can’t do the sums because he doesn’t 

know how. He is worried. Mark looks at Tom and says 

to him, “You are slow like a snail! Ha ha! Ha ha!” He 

laughs at Tom. Mark is very bad. He is happy but 

Tom is unhappy.  

Luckily, the teacher says, “Don’t laugh at Tom 

anymore, Mark!” Now Tom is happy but Mark is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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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cial Day 

3B Fung Pui Yiu Cherry 
 

 Today is my special day! It is my birthday! My 

family hold a party for me at home in the evening. 

 We have a lot of yummy food to eat. We eat a 

birthday cake, potato chips, chicken and ice-cream. 

We drink orange juice and cola. 

 We play many games. We play some fun games 

and sing songs together. We also play card games, 

hide-and-seek, rope-skipping and ask each other 

riddles. 

 My family give me a bear, a watch and a dress. I 

feel very happy because I get many gifts and play 

many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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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out on a holiday 

3C Yeung Yui Hin 
 

 Today is Sunday. In the morning, I go to a 

restaurant with my mum to eat dim sum. After that, 

we go to the playground. 

 In the afternoon, we go to a café to have 

afternoon tea. It is tasty. Then, we go to the Space 

Museum to watch a film about astronomy. I want to 

go to the Space Museum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astronomy. 

 In the evening, we go to a hotel to have a buffet 

dinner. It is delicious. 

 I feel happy because I had a fu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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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TV Programme: K-Pop 
4A Addison Fung 

I like watching TV. One of my favourite 

programmes is K-Pop. It is a pop music show. I watch 

it on Sunday at 4:45pm on Channel J2.  

The programme is about different bands in Korea. 

The anchors are Hwang Kwang-hee, Lee Hyun-woo 

and Minah. Different Korean singers sing and dance 

in the episodes. The stage is luxurious and the 

lighting is dazzling. The groups and singers always 

give a concert-like performance. I love them very 

much! 

I like K-Pop because the songs are wonderful. I 

can watch different singers in every episode. I like 

singing Korean songs very much! 

How about you? What TV programmes do you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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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healthy Boy 
4B Hugo Wong 

Joe is an unhealthy boy. Joe eats a lot of junk food. 

His favourite food is French fries, hamburgers and 

sweets. 

Last week, Joe and his friends were at the 

basketball court. They were playing basketball there. 

Suddenly, Joe felt tired and sleepy. His friends 

saw that and they were worried. So, one of them sat 

on the bench with Joe. 

Joe’s friend asked,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all 

the time?” Joe was ashamed. “I think it’s because I 

eat a lot of junk food…” he replied with his head down. 

His friend told him not to eat so much junk food. 

Joe stopped eating junk food. He is a healthy boy 

now. He can play basketball and all kinds of sports 

without tiring out so easily. 

 This story teaches us not to eat junk food so that 

we can stay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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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a taxi! 

5A Rain Ng 

Hi! Everyone! I am a taxi. I work in Kowloon and 

on Hong Kong Island. I'm red. Some of my cousins 

work on Lantau Island and they are blue. Some 

others who work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re green.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 seats inside me are too 

small. They should see how comfortable and 

beautiful they are! 

   I can carry people to their destinations quickly. I 

feel happy because people say I'm comfortable, 

convenient and fast, but expensive. 

   Oh! I'm so unhappy. Let me tell you why. One day, 

two people rode in me but they dropped some 

rubbish! I was mad so I ran very fast. They knew 

that I was angry so they picked up the rubbish and 

put it into the rubbish bin when they got off. 

    I hope Hong Kong people can speak softly 

in me and put rubbish in the rubbish bin. 

They should abide by th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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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iary 
5B Tommy Ng 

3rd October, 2013                          Rainy 

  This afternoon, Peter and Lucy were at 

school. 

  At lunch recess, Lucy and her friends were 

playing Chinese checkers in the classroom. 

Suddenly Peter grabbed the Chinese checkers 

from Lucy. Then, Lucy quarrelled with Peter. Lucy 

felt angry but Peter felt happy. 

    Then, Lucy shouted at Peter, ‘Why did you 

grab my checkers?’ ‘They aren’t yours!’ said Peter. 

Then they quarrelled loudly and even shouted in 

the classroom. After a while, our class teacher 

Miss Cheng heard someone shouting so she walked 

into our classroom. She stopped Lucy and Peter 

from arguing. 

  I hope Peter and Lucy will apologize to each 

other politely. I learnt that I should 

share everything with my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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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become 25 years old 
5C Ben Kung  

  I want to be a successful manager when I am 

25 years old. Then I wa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visit different countries.  

I also want to give my family a good living and 

buy a big house for them. I will live with them 

because I think my parents have taken really good 

care of me for a long time. I think I must do 

something to thank them. 

My ultimate dream is to be a manager in 

another country. I want to work in the USA because 

I think it is an exciting place. 

Now, I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in class and 

study hard. I will further my studies so that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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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ghtning God - Zeus 
6A Raymond Yeung  

 Do you know about the god’s children’s life? Let me tell 

you about one of them. His name is Zeus. 

Long long ago, Zeus was a child who lived in a city. One day, 

he found a carpet which was colourful like a peacock at the 

door of his home. He sat on the carpet and flew in the sky 

with his little bird. He saw the high buildings from the carpet. 

“What a beautiful city!” he said excitedly. After a while, he 

was tired. When he wanted to go home, his bird made some 

strange sounds. “Yah Yah!” Zeus thought it was strange. 

“What’s the matter?” he said. Suddenly, Zeus’s bird changed 

into a huge eagle. The eagle flew very fast and at last it 

brought Zeus to a tree. 

Zeus cried, “Who can help me?” However, no one heard 

him. Zeus was very scared and he didn’t know what to do. 

When he was thinking how to get down, the weather changed. 

All of a sudden, there was heavy rain and strong wind. Zeus 

was very cold. Soon a thunder hit Zeus very hard. He thought 

he would die. 

After a long time, Zeus awoke. He was in a very bright 

place. He saw a lady who sat on a chair. Soon the lady stood 

up and said, “Good morning, Mr Zeus. My name is Hera. I am a 

god. I think you are very surprised but I need to tell you that 

you are a lightning god forever.” Zeus was really surprised, 

“What about the eagle?” Hera replied, “The eagle is my pet. 

It’s his job to bring a new god to the tree.” 

Do you know about Zeus’s life now? He didn’t die 

after the storm. Also, he became a god and he was 

the leader of the  gods many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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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laint Letter 

6B Fung Tsz Kin Anson 

 

Dear people on earth,  

How are you? I think you are very well but I am not. I am 

Mr. Tree who lives on earth with you. However, I will 

disappear soon. Therefore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talk 

about some bad behaviour of you and make some 

suggestions for you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 am very useful. Everyone uses me. You use me 

everywhere. Many chairs and desks are made of me. Most 

of your homework is made of paper, which is made of me as 

well. Also the air is cleaned by me. If I disappear, you will 

be next! 

However, you do not treat me well. You only use one side 

of paper and throw it into the rubbish bin. People cut down 

many trees to make more space to build houses. Many 

animals will lose their home and die. You will kill me soon! 

If you don't want to die with me, please stop your bad 

behaviour. You should use both sides of paper and put it 

into the blue bins so that I can become new paper again. You 

should also cut fewer trees down so that I can make fresh 

air to keep you alive.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 on earth and w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I am very important and useful to you. I hope I 

can help you ever after. Please take actions immediately. 

Yours sincerely, 

Mr.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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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ream Job 
6C Bosco Chau  

I have a dream job. I want to be an NBA basketball player 

when I grow up.  

NBA basketball players need to play many matches a year. 

They also need to work out and practise for a long time every day. 

They need to be hard-working and strong so that they can 

perform very well in the games. 

When I was in P.3, Mr. Law made me become interested in 

playing basketball because he chose me to join the school 

basketball team. I have been on the team since then. Now, I 

always watch NBA basketball matches. NBA players like Kobe 

Bryant and Lebron James are so cool. I feel excited when I 

watch them play. 

     If I become an NBA basketball player, I want to win for the 

team and have a lot of fans. I will play basketball every day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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