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是筆盒如果我是筆盒

　　我是一個紅色的塑膠筆盒。我的外型就像一個四方體。除

此之外，我天生就有一個空空的大肚子，讓小主人把上學時需

要用的文具都存放在我的肚子裡。我就像一輛校巴，每天把原

子筆哥哥、鉛筆妹妹、橡皮弟弟和直尺媽媽由家裡安全送到學

校。這工作絕非簡單。

　　到達學校，原子筆哥哥、鉛筆妹妹、橡皮弟弟和直尺媽媽

都會離開我，陪同小主人上課，而我就會待在抽屜裡休息一

會。直到放學的鐘聲響起來，他們又會回到我的肚子裡，預備

一起回家去。

　　回到家裡，小主人又會打開書包，把我拿出來。我又要打

開肚子，讓文具們陪同小主人做功課了。直到小主人完成家

課，我們才有休息的時間呢！

註：本作品曾刊登於2012年12月份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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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怎樣發生呢？」    
答案：地震是地殼快速釋放能量過程中造成的震動。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蕭珮莎 6C



中文作文比賽一年級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文作文比賽一年級組

1)姐姐和我一起在跳舞室跳舞。
2)小孩子的笑臉是最天真的。
3)七彩繽紛的花兒長得真美麗哦!
4)小息的時候，我和同學一起拍皮球。
5)新年時，街上的店舖都播放賀年歌。

鄭可悠 1A冠軍

1)小明和小美一起在音樂室學跳舞。
2)天真的弟弟一看見蝴蝶就會跳起來。
3)我和朋友一起去花園看美麗的花兒。
4)星期日，我到公園裏拍皮球。
5)我和家人到朋友的家吃賀年食品。

黃泓熙 1D亞軍

1)姐姐、妹妹和我一起跳舞。
2)小明是一個天真的小孩子。
3)這個小朋友穿的衣服真美麗!
4)我和同學在操場上拍皮球。
5)新年快到了，我和媽媽一起到超級市場裏買賀年食品。

程敏堯 1D季軍

P.2

一年級組的同學能夠運用以下詞語寫作一句完整的句子：

1)跳舞  2)天真  3)美麗  4)拍皮球  5)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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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冠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亞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季軍

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牠的名字叫「旺旺」，牠有一雙
水汪汪的大眼睛，長長的耳朵和一條短短的尾巴，還有一身雪
白的毛。牠的嗅覺十分敏銳，而且十分強壯。牠最喜歡吃骨頭
和狗糧。當我回家的時候，牠就撲到我身邊親吻我，當我外出
的時候，牠就會像小護衛守着我的家門，「旺旺」十分可愛，
我十分喜歡牠。

潘曉楠 2C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冠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牠的名字叫比比。牠有一身啡色
的毛，一雙明亮的眼睛和一個紅紅的嘴巴。比比喜愛吃骨頭。
吃飽東西後，比比喜歡去公園散步。我放學回家，牠就汪汪地
歡迎我回來。我做完功課，牠就叫我和牠玩耍，十分活潑。比
比是世界上最好的狗啊！

王泳琪 2E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亞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牠有一身灰白色的毛，一雙細小
的眼睛和一對長耳朵。小狗最喜歡吃狗零食。吃完零食後，小
狗喜歡玩球和睡覺。早上，牠會發出汪汪的一聲，把我吵醒。
放學後，我回到家，牠又會發出汪汪的叫聲，像叫我快點回
家。晚上，牠餓了，就會汪汪一聲，叫我給牠吃東西。牠十分
可愛，這是我的小狗。

陳芷晴 2B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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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

我的弟弟
冠軍

　　我那可愛的弟弟有一雙又大又明亮的眼睛，一頭短短又烏

黑的頭髮，還有一個小小的嘴巴。他今年四歲。去年九月他開

始上幼兒班，到現在一共學會了三十個生詞和八首歌曲了。他

唱的歌兒非常動聽，表情生動有趣，由此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活

潑的人。

　　我給他一個綽號――「問題小子」，為什麼呢？因為他很

喜歡問問題。他會問「為什麼姐姐的頭髮比我長呢？」「為什

麼你會比我高呢？」等等的問題。

　　他平常會和我玩遊戲，他懂得和我玩球。有一次，他和我

到籃球場玩滾球，結果他竟然勝出了，我真是不敢相信！這個

天真活潑的小男孩常常帶給我和家人無比的快樂，我覺得他就

像一個從天而降的歡樂小天使呢！

蘆梓菁 3E我的弟弟
冠軍



P.5

　　我的媽媽有一個小嘴巴，一對小眼睛，一個小鼻子，一對
大耳朵和一把長長的頭髮。

　　我的媽媽是一位家庭主婦。她每天照顧我和弟弟。雖然她
是一位家庭主婦，但是她也要上班的。

　　我的媽媽是一位好母親。有一天晚上，家裏停電了。媽媽
起床，坐在我和弟弟的身邊，用一把扇子搧呀搧。第二天早
上，我睡醒了，我看見媽媽就睡在我的身邊。我才知道昨天晚
上媽媽想我們涼快一點，便為我們搧了一晚扇。

　　我的媽媽無論多辛苦也不怕。就算有多大風或者有多大
雨，她都會送我們上學和接我們回家。

　　媽媽你真辛苦，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你啊！

黃佩怡 3E我的媽媽
亞軍

我的姐姐
季軍

我的媽媽
亞軍

我的姐姐
季軍

　　我姐姐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她比我高，她
喜歡粉紅色和小貓。她還是天主教柏德學校五年級學生呢！

　　當我垂頭喪氣的時候，她會一直叫我努力向上，當我遇到
一些問題的時候，她總會教我不要灰心。

　　從前，姐姐讀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姐姐的感情很好。姐姐
會和我一起玩耍、一起看電視、還會教我用電腦……因此，我
和姐姐的感情越來越好。

　　現在姐姐的功課很忙，沒有時間陪我和教我了，但我們的
感情還很好。現在，雖然很多時候只有我自己一個看電視，我
也明白為甚麼姐姐有那麼多功課了，我想我也要學會自立，一
起和姐姐邁向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蔡巧楹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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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森林奇遇記
冠軍

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很久以前，有一個小村落，那裏遠離城市，卻跟森林為

鄰。但是，那裏流傳着一個傳說：那個森林是一個邪惡的巫婆

建造而成的，誰進去後就要把生命獻給巫婆，所以沒有村民敢

去那兒。

　　有一個小女孩，名叫雅曦。她因為好奇心而進入了森林。

剛開始時，狂風呼嘯，一片片樹葉從樹上緩緩飄落，令人心生

恐怖的感覺。沒多久，景象開始變了，她完全走入了另外一個

世界……。

　　微風輕輕吹來，夾帶着清香的桂花味，草地上長滿了不知

名的小花，樹上結滿了果實，隨手摘幾個也能飽餐一頓。雅曦

用心、用手、用耳朵、用眼睛感受這一切。

　　沒多久，一些動物魚貫地從森林深處走出來，友善地向雅

曦問好！原來那些動物會說話的！很快，雅曦就和那些動物混

熟了，他們玩得非常愉快。

　　時間不早了，雅曦戀戀不捨地向動物們告別，當她踏出這

個奇幻的世界時，森林煥然一新，變得生機勃勃。回到家後，

雅曦的媽媽焦急地問：「你到了哪裏？」雅曦答：「我去了一

個不可思議的地方，這次將會是我最奇妙的一次經歷！」

方翠瑩 4A森林奇遇記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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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城津和彥臻約了我和子昊到森林去探險。我們到達

森林後，便走進去探險。在那裏，我們看到強壯的獅子正在進

食，我們便立刻走前去替獅子拍照。誰知，獅子正在吃牠們的

小獅子啊!真殘忍!所以我們匆匆拍了照，便走了。

　　接着，我們走到森林的深處，看到一個很大的石洞，石洞

裏有機關，於是我們把機關解開。忽然，我們眼前的石牆自動

移開了，石牆後面竟然有一些石器時代的人類生活在那裏。真

是令人難以置信!

　　那裏的居民也熱情款待我們，還帶我們到他們居住的世界

觀光。後來，我聽一個較年長的人說﹕「這裏已經有三萬五千

年的歷史了。」我便問﹕「那你們為甚麼要在這裏居住呢？」

他說﹕「因為那時候地球發生大地震，我們居住的陸地都被海

水淹沒了。我們隨水漂流到這裏，為了不讓那些生存的壞人

發現，於是我們隱居起來，而且在洞口設了機關阻擋壞人進

入。」然後，他們便帶我們去見他們的族長。我們和族長閒聊

了一會兒和和玩了一兩個遊戲便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我覺得今天的旅程驚險萬分，我真希望下次能再來。

林瑨樺 4C森林奇遇記
亞軍

森林奇遇記
亞軍

「世界上有哪一種魚身上的魚鱗不但少，還會發出銀色的光芒
呢？」    
答案：鏡魚，又稱德國鯉魚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鄭巧詩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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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一日，我和朋友從房間門口進入了一個又大又奇妙的

森林。

　　那裏有一棵翠綠的樹和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

　　首先，我們到了一個有老虎棲息的地方。牠們看到我們

後，便把我們當成獵物，差點吃了我們，幸好我們逃過一劫。

但是，我們跑到一個獅子居住的洞穴，十分幸運，牠們睡著

了。我們卻看見了一隻敏捷的猴子在樹上，我不怕猴子，便跟

牠說：「你好！」牠竟然回答說：「我很好。」這真是「現實

版的擬人法」啊！

　　然後，我們在「綠雨傘」下休息和吃午餐，這時看見梅花

鹿在一片大草原上跑來跑去，彷彿在開心地玩捉迷藏，令我們

也很想玩。

　　接着，我們在散步。途中，我們看見無數隻豹在激烈地賽

跑，令我情不自禁地說：「加油！努力！」

　　跟着，我看見遠處有幾隻大象在河邊，我去告訴其他人。

我們就迅速地跑去河邊，但是我們遇到了長頸鹿，這是我人生

的第一次啊！牠的個子真高大。之後，我們繼續跑到河邊，大

象的數量剛好是四隻，我們騎着大象去環遊整個森林，但速度

就非常緩慢，我們卻很開心。沿途，我們看見很多動物，例如

有樹熊、黑熊和蛇等等。

梁子豪 4D森林奇遇記
季軍

森林奇遇記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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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有一天，我變成了小鳥
冠軍

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有天，我如常放學回家。這時，一位老伯伯對我說：「小

妹妹，這顆糖果送給你。」這位老伯伯樣子十分慈祥，於是我

便吞下這顆糖果，忽然，我發現我的身子輕飄飄的，我長出了

翅膀，我變成了一隻小鳥！我心想：難道是那顆糖果的魔力？

　　我飛到自己一直嚮往的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飛翔。怎料，

一陣濃煙蓋過我的雙眼，令我無法呼吸。我馬上離開這個地

方，回頭一看，原來是工廠排出來的廢氣，它直噴天空，天空

就像有一塊烏雲似的。我心想：工廠真可惡！

　　我累了，所以就飛到旁邊的一棵參天大樹，想大睡一覺。

當我做着個美好的夢時，我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往下跌，我馬

上睜開雙眼，發現原來我正在睡覺的那棵歷史悠久的老樹被砍

掉了，我心想：難道人類不知道樹木是我們的家，是空氣的良

藥嗎？

　　我無家可歸，只能找個公園和朋友聊天。我飛呀飛，但是

周圍卻連一個公園也沒有，不是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厦，就是煙

霧瀰漫的工廠，過了一小時，我在郊外旁找到個小公園，可是

那兒一隻小鳥也沒有，我坐在那兒歇息，心想：以前那個美麗

的地球到了哪兒？難道現在連一片郊野都可當作人間仙境嗎？

　　這時，糖果的魔力逐漸減弱了，我又變回原狀，心想：現

在我們不停破壞地球，地球先生生病了，冰川溶化，氣溫上升

等都是我們造成的。我一定要把環保這個訊息帶給大家，讓地

球回復以前的美貌！

陳雅瑩 5B有一天，我變成了小鳥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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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已久的星期天終於到了！我跟着同學們一起到大埔遠

足。當我拋離大家，獨自領先的時候……

　　「吼！」一聲震耳欲聾的咆哮將我嚇呆了。只見一隻凶神

惡煞的大老虎正對着我張牙舞爪。「香港怎會有老虎？」我還

沒有想通，老虎的血盆大口已經向我咬下!

　　說時遲，那時快，一道耀眼的白光籠罩着了我。「咻！」

我只覺眼前一黑，身軀一輕。眼一睜開，只見眼前的樹林化為

一望無際的荒漠，老虎也不見了，面前反而有兩個龐然大物。

啊！它們還會動!看來也是生物。我興奮極了。

　　真有趣！我原本想這樣說。但喉嚨一動，卻只能發出「吼」

的聲音。我大吃一驚，垂頭一望，只見我的身軀變小了，還跟

眼前兩個生物一模一樣！我稍一回想，依稀記得是百科全書上

的「劍龍」！我一動也不動地愣着。「劍龍一號」發出﹕「吼！」

的一聲，似乎對「反常」的表現很不滿意。正所謂「識時務者

為俊傑」，我馬上又「變」回了一隻溫馴乖巧的初生小恐龍。

　　突然，不遠處傳來「吼！」的一聲恐龍叫聲。一看，原有

又是一隻恐龍，好像是「暴龍」！不料，兩隻「劍龍」撲向「暴

龍」，扭打成一團。我似乎聽懂了恐龍語，因為我聽到「劍龍

二號」對我大喝﹕「快逃走!」我馬上向着相反方向逃亡。

　　雖然我竭盡全力，但我跑到筋疲力盡，也只走得微不足道

的數百米。很快，我就被追上了。「暴龍」張開大口，露出雪

白的利齒向我咬了一下。

李家樑 5A有一天，我變成了恐龍
亞軍

有一天，我變成了恐龍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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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能夠避免草原沙漠化呢？」    
答案：只要我們不隨意開闢土地耕種，不過度放牧，便能夠讓
泥土休養生息。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招莉雅 6B

　　這時，又一道白光籠罩着我。一眨眼，我又回到了原來的

世界。我又看見了老虎，嚇得大叫；「快點走！」老虎頓時消

失不見。死裏逃生的我還是心有餘悸。

　　原來一切都是幻覺，是因為我昨晚溫習得太晚了，所以精

神失常。這是醫生告訴我的。我知道後，放下了心頭大石。

　　雖然溫習很重要，但如果因此影響到我們的身體的話，那

就得不償失了。

恐龍是屬於脊椎動物，曾支配全球陸地超過1億64萬年之
久，但由於未能適應地球環境的變化，滅亡於約6千5百萬
年前的白堊紀晚期。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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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裏，主角愛麗絲因一時好奇而掉進

一個洞裏變小了，因而踏上她的探險之旅。我也曾幻想過，若

我變成了石頭，我會怎樣做呢？

　　有一天，我真的實現了我的幻想。那天早上，風和日麗、

萬里無雲；突然，雷聲大作，雨傾盆而下。客廳忽然出現了一

個大大的，圓圓的洞，我好奇地走近那個洞，感到好像有一個

人拉扯着我，我終於支持不住，被那「魔力」吸進洞裏。一出

洞，有一個人立即就把我弄暈了。待我醒來的時候，感到身體

被甚麼圍繞着，令我動彈不得，我看着自己。「哇！我的身體

……為甚麼會這樣？」我大喊。

　　初時，做石頭真的不錯。只有我傷害人，沒有人傷害我，

因為人們一走近我，就會被我絆倒。「哎呀！這該死的石頭！」

一個女人剛剛又被我絆倒了。鎮裡的鎮長也曾經被我絆倒，誰

知他竟然不罵我，只說了一句「真倒霉」便走了。

　　我輕輕鬆鬆的生活像氣球般破滅了――鎮裡來了一個搗蛋

小男孩，他們一家都有個壞習慣，每次他們走到我面前，就不

停踢我。那個男孩經常到我面前，一腳把我踢到十萬百千里

外。他不停踢我，我的傷痕也不斷增加。不只限男孩，逢他的

家人也是本着「一看到石頭便踢」的心態。那小男孩一直踢，

把我踢到山上。另一邊就是個懸崖，懸崖旁有塊石頭，那石頭

是誰？就是我。我不敢再想下去，因為我的結局將會很悲慘。

我想：若那男孩繼續踢，我便會掉到懸崖下，變成粉身碎骨……

李綺琳 5A有一天，我變成石頭
季軍

有一天，我變成石頭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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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男孩又來找我，但他並沒把我踢到懸崖下，反而

反方向把我踢下山去。我驚奇極了！他不是不喜歡石頭嗎？為

何他要踢我下山呢？可能他不想失去我這個玩伴吧！到天黑的

時候，男孩回家了，我也準備睡覺。

　　突然，一個七彩繽紛的洞穴出現在我面前。我意識到，彩

洞來接我回家了。跟變成石頭前一樣，一種引力把我引進洞

裏。出洞不久，我又暈了過去。但我醒來時，身體已經放鬆

了。我看了看身體，真的！我真的回家了！我不再是石頭了！

我喜極而泣，媽媽不知發生甚麼事情，走過來安慰我。

　　呵！我不是石頭了！但我不敢回想自己成為石頭，因為這

次經歷令我心有餘悸。我也再不敢好奇了，因為這次因好奇令

我參與了一次可怕的經歷。

《愛麗絲夢遊仙境》是由英國作家查爾斯•路德維希以筆
名路易斯•卡羅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故事的主角愛麗
絲，從兔子洞掉進一個充滿奇珍異獸的夢幻世界，遇到各
種各樣懂得說話的動物。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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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環繞太陽運行的速度有多快？」    
答案：地球每小時以十萬七千二百公里來環繞太陽運行。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張芷琦 6B

中文作文比賽六年級組中文作文比賽六年級組

　　最近，媽媽悄悄地離開了我的身邊。這種痛對於我來說真
的難以承受……

　　放學回家打招呼卻再也聽不到媽媽溫柔的回應，我忽然有
點失落。晚上再也吃不到你為我準備的食物時，我才知道我以
前是多幸福……我再也找不到傾訴心事的對象……媽媽，我是
多麼想跟你分享我每天發生的趣事啊！

　　你離開我的第二天，我發高燒，爸爸不懂得如何照顧我，
所以就這樣拖延了好幾天。媽媽，對不起！我沒好好照顧自己
的身體。這次發燒，令我知道媽媽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我不知道要如何堅強和振作，媽媽平時就是我的「氧氣」，
沒有了媽媽，我只感到手足無措，甚麼事都做不成了。

　　媽媽，我想跟你說三句話 -「謝謝你」、「對不起」、還
有「我愛你」。

　　謝謝你十三年來的悉心照顧，讓我健康、快樂地成長。
對不起！十三年來我一直都非常頑皮、不聽話，還常常頂嘴。
我真的很後悔……

　　我愛你，十三年來你一直做我的「好朋友」，聆聽我的心
事，無論我做錯甚麼事，你都會原諒我……

　　雖然你不在我身邊，但你永遠都留在我的心中。

　　媽媽，我永遠愛你……

鄭美鳳 6D沒有媽媽的日子
冠軍

沒有媽媽的日子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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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到大，媽媽都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把我當成掌上明

珠。無論我生病、遇到困難、和朋友吵架……她都永遠在我身

旁鼓勵我、開解我……但現在我要開始適應沒有她的日子。

　　今天放學回家時，我發現家裏空無一人。每天都會在家裏

等我回家的媽媽，意外地不在家。我感到非常疑惑，便馬上衝

入家裏。只見桌上放着一封純白色的信。我急不及待地把信打

開。原來外婆生病了，爸媽要回家鄉探望外婆，要我這幾天在

家裏好好照顧自己。

　　一開始，我感到非常開心。因為他們不在家，我便能盡情

地玩了。但很快我便後悔了，因為沒有他們的家總是冷清清

的。我又不懂自己煮飯吃，但食店的飯又不好吃。

　　在這一刻，我才發現我多麼的依賴媽媽。我很後悔以前做

過的種種事情。以前媽媽說甚麼，我都沒放在心裏。但我現在

才發現她真是苦口婆心。

　　媽媽你趕快回來好不好，沒有你的日子實在令我太難受。

從今以後我一定會做個乖孩子，好好孝順你。

盧詠儀 6B沒有媽媽的日子
亞軍

沒有媽媽的日子
亞軍

「為什麼我們不能胡亂挖鼻孔呢？」    
答案：鼻孔內有很多細小的血管，假如胡亂挖鼻孔會引致流鼻
血。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曹梓源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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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每次派發成績單後，媽媽都會黑着面孔地教訓我。

無論我的成績多優異，她總能找出「批評」我的地方。我真想

媽媽離開我一段日子，讓我感受真正自由。這個願望竟然實現

了……

　　一天，媽媽在掃地時突然暈倒在地上，爸爸急忙報警。後

來，爸爸跟我說：「媽媽要住院幾天，我會請假照顧你。」我

滿心歡喜，心想：我終於得到了自由！

　　回家後，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對的。爸爸對家務一竅

不通，做起家務來「雞手鴨腳」。幸好我有做家務的經驗，在

我的幫助下才勉強完成。每天晚上，沒有了媽媽扣人心弦的故

事，令我無法入睡。我躺在牀上思念着媽媽溫柔的聲音和親切

的笑容。我傷心得流下淚來，淚是苦的，還帶着失落的味道。

　　幾天後，媽媽回來了。我對媽媽說：「媽媽，你不在家的

日子，我真的好想你！」我和媽媽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我感到

很溫暖，淚又流下來了，這次的淚是甜的，真的很甜很甜……

陳坤健 6D我的媽媽
季軍
我的媽媽
季軍

「文字，是生命烘爐中的裊裊炊煙。書本，是心靈的歌
曲，安慰著那騷動不安的靈魂。」

名人金句書中尋：

英國作家馬斯(Rose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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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是一個架著黑框眼鏡的小胖子。他是一位酒樓經

理，由於工作關係，爸爸每天也會穿著一套筆挺的黑色西裝。

他的外表雖然十分嚴肅，但他其實很愛護我們，例如：他每天

下班也會親自到學校接我和弟弟放學回家。當我們傷心難過

時，他會扮鬼臉來逗我們笑。

　　爸爸工作時雖然十分認真和嚴肅，但下班後，爸爸又會展

現出他那一份童心。每一天晚上，爸爸也會看他最喜歡的漫畫

--《老夫子》。當我每次聽到爸爸看《老夫子》時發出的燦爛

笑容，再看看他那如痴如醉的樣子，就像一個大孩子閱讀自己

最喜歡的童話故事一樣。除此之外，爸爸也是一個電視迷。每

當他追看電視劇時，他總是目不轉睛，當劇情進入高潮時，爸

爸總會一聲不響、聚精會神地欣賞電視劇。

　　除了看漫畫和電視劇外，爸爸也喜歡打羽毛球。每逢假

期，爸爸也會帶我和弟弟到公園打羽毛球。爸爸打羽毛球的技

術很高超，經常傳授一些打羽毛球的秘訣給我們，讓我們打羽

毛球的球技進步了不少。

鄒旻軒 6B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章魚何時會在海水裡噴墨汁？」    
答案：當章魚遇到敵人。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魏菀怡 6C

本作品曾刊登於2013年2月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
周刊-《發現號》101期。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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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來了，由於剛剛還下了一場雨吧！天氣又濕又冷，真

教人感到不暢快。於是，我對媽媽說：「媽媽，我們去吃東

西，好嗎？」媽媽說：「好！我們就去快餐店吃火鍋吧！」 

 

　　之後，我和媽媽走進一間快餐店吃火鍋。當我還在想吃什

麼東西的時候，媽媽便立刻從手袋裡拿出一件外套，並叫我立

即穿上它。原來媽媽擔心我會著涼。

　　當我用筷子把一片片牛肉放到鍋爐裡。一會兒，我和媽媽

便享受到既美味又溫暖的食物。當我一邊吃着美味的食物，一

邊喝着溫暖的熱茶，再看看街上衣衫襤褸不停地顫抖的露宿

者，心裡不禁有點難過，但我的年紀太小了，真想不到自己有

什麼能力可以幫助他們。

　　回家後，我決定要在春節的時候，把自己的利是錢捐到志

願機構，好讓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使他們在寒冬中也

能夠感到人間的溫暖。

陳熒芝 5D愛的小禮物 愛的小禮物 

本作品曾刊登於2013年2月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
周刊-《發現號》102期。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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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在一個平靜的小村莊裡有一隻既懶惰、又肥胖

的小豬。他的名字就是小胖。村裡的動物每次見到小胖都會提

醒他不要吃太多零食和多做運動。可是懶惰的小胖從不聽從別

人的勸告，只會躲在家裡看電視和吃零食。於是，小胖的身體

就愈來愈重，他也愈來愈不願意做運動。

　　有一天，大灰狼突然來到村莊尋找食物。動物們一看見大

灰狼便立即逃跑。由於他們多做運動，所以他們都跑得比大灰

狼快。只有小胖不能夠逃脫大灰狼的攻擊！當小胖快要被大灰

狼吃掉的時候，有一隻名叫小吱吱的小豬奮不顧身回頭救了

他。

　　經過這次的教訓，小胖明白到多做運動的好處。於是小胖

每天起床便跟隨小吱吱和其他村民一起做早操，也戒掉吃零食

等壞習慣。

洪洛怡 3A小胖減肥記小胖減肥記

本作品曾刊登於2013年1月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
周刊-《發現號》96期。

編者按：

「太陽系中共有多少個行星呢？」    
答案：共有八個。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袁梓翹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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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十二月，既是聖誕節，也是爸爸的生日。究竟我要

送什麼給爸爸呢？這正是我每年也要解決的大難題。

　　經過周詳的考慮，我決定買一雙皮鞋給爸爸。為什麼我會

買一雙皮鞋給爸爸呢？因為當我每天帶着惺忪睡眼起床食早餐

的時候，我總會見到爸爸已經穿著整齊的制服預備上班了。我

心裡想：爸爸每天早上就要上班，他的工作一定很辛苦呢！由

於爸爸每天上班也要穿著皮鞋的關係，我發現他所穿的皮鞋開

始變得有點殘舊。我想這正是一個好機會，我決定把我儲蓄多

時的零用錢用來買一份實用的禮物給爸爸。

　　當爸爸收到這一份生日禮物時，爸爸對我說：「為什麼你

會買皮鞋送給我呢？」我便回答說：「我希望爸爸穿上我送給

你的皮鞋，每天愉快地工作。」爸爸高興地說：「你真是一個

乖孩子。」

莊俊軒 5C爸爸的生日禮物爸爸的生日禮物

本作品曾刊登於2012年12月份《喜樂少年》。

編者按：

「雨後為什麼會出現彩虹呢？」    
答案：彩虹是由數百萬雨滴所組成，而雨滴反射太陽光，我們
才能夠看到七色的彩虹。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凌可欣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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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我吃過午飯後，就在床上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一覺醒來，我看見不同種類的植物和恐龍，根據我平常閱讀有
關恐龍圖書的資料。我想我應該身處於侏羅紀未期的某一個大
草原之中。

　　正當我拼命離開大草原，想找尋回家之路的時候，突然我
發現有一隻大型的肉食性暴龍在附近覓食。我害怕自己會成為
暴龍的點心，於是我立刻躲在草叢中，希望能夠逃脫成功。那
時，我竟在草叢中發現一隻恐龍蛋。在好奇心驅使下，我把恐
龍蛋放到背包裡，趕忙逃出草原。

　　當我離開草原，預備找一些食物來充飢的時候，我發現自
己身上的背包正在晃動，難道是地震？還是火山爆發？原來是
小暴龍從恐龍蛋裡破殼而出，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活生
生的暴龍，可是我一點也不害怕，還覺得牠很可愛呢！我終於
明白，原來草原的大暴龍並不是尋找食物，而是尋找牠的兒
子。我一定要把小暴龍送回家。

　　正當我預備帶小暴龍回家時，突然有一度強風吹過，並把
我從夢中喚醒。我真希望再一次回到侏羅紀，再一次在恐龍世
界裡冒險。

李浩文 5E夢中的侏羅紀夢中的侏羅紀

本作品曾刊登於2012年3月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
周刊-《發現號》104期。

編者按：

「章魚的八隻前肢有什麼用途呢？」    
答案：章魚的前肢是用來捕捉食物。

趣味科學問題分享

擬題者：李俊賢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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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年初一，我、媽媽和爸爸一起回鄉跟婆婆拜年。

傍晚六時，我們已到達婆婆家了。婆婆擔心我們會餓壞，便馬

上帶我們到酒樓吃晚飯。吃過豐富的晚飯後，婆婆帶我們到公

園遊玩。為什麼婆婆會帶我們到公園遊玩呢？原本婆婆預備了

許多煙花留給我和表妹一起玩樂。

　　到了公園，我和表妹就急不及待就拿起煙花。爸爸便拿著

打火機替我們燃點煙花。我和表妹則站在一旁，一邊討論放出

來煙花的形狀、樣子和顏色，一邊耐心等待煙花劃破長空。一

回兒，煙花發出一點亮光，跟着紅紅綠綠的火花在天空閃亮，

好像一顆會發光的牡丹花啊！真是漂亮！

　　之後，我、表妹和爸爸各選了一個煙花來點燃。煙花在夜

空構成五光十色的圖案。這些圖案構成了一幅幅短暫而漂亮的

圖畫。這個晚上，我們玩得既開心又難忘。

鄧穎恩 3D新年記趣新年記趣

　　還記得藝術日的那一天，我做了很多視藝作品，例如：我

畫了一幅有關十二生肖的圖畫，還用橡皮膠做了一些小動物的

模型，如：小烏龜和小白兔等。這天我真是十分高興。我希望

每一年也能夠參與藝術日。

李永晴 1D愉快的藝術日愉快的藝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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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爸媽媽：

　　你們好嗎？近來工作繁忙嗎？你們一定要小心身體，不要
捱病。

　　最近我手不釋卷，愛上了閱讀。前天，我從學校圖書館借
了一本書，它就是《三十六孝的故事》了。書裡有一個名為
「郯子＊伴鹿求乳」的故事，內容是說：從前有一位郯子，他
為了滿足父母的願望，甘願扮成小鹿，混入鹿群，偷取鹿乳來
孝敬父母。我看完這個故事後，十分感動。因為郯子為了孝順
父母、甘願冒險，而我不但沒有孝順父母，反而經常對父母呼
呼喝喝。看完這個故事後，令我感到無地自容。

　　爸爸媽媽，你們每天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和弟弟，為我
們的生活而奔波勞碌，為我們的學業而苦口婆心。我不但沒有
好好報答你們，有時更會把你們的愛當作理所當然，甚至對你
們作出無理的要求和埋怨。我看完這本書後，我決定痛改前
非。從今天起，我會和你們一起做家務，聽從你們的教導去努
力讀者、專心上課成為弟弟的好榜樣，不會做一個只懂吃喝玩
樂的小孩子。

　　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祝身體健康！

女兒
　超儀上
十二月十日

梁超儀 5C給爸爸的一封信給爸爸的一封信

郯子（"郯"字，音同"談"），為史書《二十四孝》中記載的
歷史人物，鹿乳奉親的主角，春秋時期郯國國君。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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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
　雅瑩上
十二月十日

親愛的媽媽：

　　你好嗎？前幾天，我看了一本十分有意思的圖書--《母
親》。作者高淑梅透過故事把五十年代一般人刻苦的家庭生活
描繪出來。故事的母親—王碧霞為了孩子的生活費去麵包廠主
管的家中擔任傭人，可是微薄的薪金卻不足夠養活家中的小
孩，母親每天也為吃飯錢而煩惱。雖然生活逼人，但孩子卻學
會了獨立和不輕易放棄的精神，更愛護那位每天拼命工作的母
親。

　　我看完這本書後，我明白到自己比他們幸福得多，我不用
為有沒有飯吃而煩惱，也不用為學費擔憂。可是這一切也是媽
媽為了我，每天努力工作而得來的。當我看到你臉上愈來愈多
的皺紋和那雙因工作而愈來愈粗糙的手，我知道你的工作一定
很辛苦吧！你不但每天也要外出工作，回家後還要不辭勞苦地
照顧我。我想你應該會很累吧！

　　直到前一天，我終於找到了答案。我看到你終於倒下來
了，躺在病床上。現在請你好好休息一下，讓我像《母親》中
的小孩子一樣好好孝順你吧！媽媽，我愛你！

祝身體健康！

陳雅瑩 5B給媽媽的一封信給媽媽的一封信

「書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
裏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裏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
有翅膀。」

名人金句書中尋：

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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