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喜歡的圖書人物是福爾摩斯，牠是來自《大
偵探福爾摩斯動物版》的男主角。福爾摩斯的樣子很
像一隻狗，眼睛大大的，圓圓的，耳朵也是長在頭
上，嘴巴是長長的，身上還有些灰色的毛呢！牠的嘴
巴還是常常含着一根金黃色的煙斗。他戴着黃色格仔
的帽子，頸上掛着一條頸巾，身穿上黃色大衣和長長
的褲子，牠還有一個助手――華生，牠是一位軍醫呢！
　　其實我喜歡這位圖書人物是有原因的。因為牠有
一個聰明的頭腦，牠和警方多次合作，破解了不少的
大案件。雖然有不少壞人犯案，但不管牠們背後有多
大的陰謀，多精密的計劃，但最後也被福爾摩斯偵破
了。還有那個福爾摩斯的命中宿敵――M博士，M博士
往往使到福爾摩斯很頭痛。M博士經常跟福爾摩斯作
對，例如牠有一次捉了福爾摩斯的朋友狐格森有做人
質來威脅福爾摩斯，最後福爾摩斯當然成功救出人
質。
　　我從福爾摩斯身上學到做人要正直、無私、誠實
和懂得體諒別人的過錯，所以我會把這本書介紹給別
人，讓他們和我一樣體會到書中的樂趣。

王健國 6B

P.1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刊登日期為2018年
3月4日。

插圖：楊巧晴  5E

編者按：

我喜歡的圖書人物



插圖：黃泓熙  6A

季軍

中文作文比賽一年級組

1.今天下午，我和姐姐到舞蹈室跳舞。
2.放學後，我和姐姐回到家裏專心地做功課。
3.昨天，我和家人打掃。打掃後，我看見家裏的東西很乾淨。
4.今天是我的生日，朋友都到我家唱生日歌給我聽，她們更送
  禮物給我。
5.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祝爸爸媽媽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媽媽立即送紅包給我。

馮樂晴 1E亞軍

1.放學後，我和同學一起上跳舞班，我們真快樂！
2.早上，我和同學一起專心地上課。
3.下午，我幫助媽媽打掃，媽媽很高興！
4.晚上，爸爸做了一個蛋糕和買了玩具給我，我真快樂！
5.新年到了，爸爸的朋友都給我一個紅包。

鍾巧彤 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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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地  3.打掃  4.禮物  5.紅包

1.星期六早上，我在台上開心地表演跳舞。
2.放學後，我在家裏專心地做功課和做媽媽買來的練習。
3.今天是大掃除的日子，我和家人一起打掃房間。
4.今天是媽媽的生日，我和爸爸一起到商店買她喜歡的禮物。
5.新年到了，我祝賀爸爸媽媽新年好，爸爸媽媽送紅包給我，
  我真開心！

歐豐源 1D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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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我最喜歡「比卡超」布娃娃，這是哥哥送給我的兒童節禮
物。它的身體是黃色的，一雙亮晶晶的眼睛，一對又長又尖的
耳朵，細小而曲的尾巴，像一個大皮球。它可以在桌上、地上
或書枱上跳來跳去，十分可愛！我最愛抱著「比卡超」布娃娃
睡覺。我感謝它陪伴我度過每一個美好的晚上，也要多謝哥哥
送我一個既可愛又漂亮的玩伴，我非常開心。

黃柏昕 2A

冠軍
我最喜歡的玩具

　　我最喜歡玩具小貓，這是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它有一
雙又圓又大的眼睛，一條長長的尾巴和一對短短的耳朵，它還
捧著一尾魚，十分可愛！我最愛抱著玩具小貓，每天放學回家
做完功課後，我就會拿它來玩。還有，每天晚上，我都會抱著
它睡覺。我感謝玩具小貓陪伴我度過了每一個既香甜、又美好
的晚上。

許芷珊 2A

亞軍
我最喜歡的玩具

　　我最喜歡玩具小熊，這是爸爸送給我的兒童節
禮物。它手上還拿著一片很美味的肉。它的毛是粗
粗的，貌上長有一雙小小的眼睛和一對短短的耳
朵。它全身都是啡色的。小熊的肚子上有一個白色
的袋子，我把它稱為「百寶袋」。只要你一按「百
寶袋」，就會有兩個乒乓球彈出來，真是十分有
趣。我最愛抱著它來看電視，我真感謝它陪伴我度
過每一個美好的晚上。

張子洋 2E

季軍
我最喜歡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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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

　　我有一件神奇的法寶，名叫「傳送門」。

　　它像一扇門一樣，但它不是普通的門，而是一扇千奇百怪

的門。你只要大喊：傳送之門！請你幫忙！我要去哪裏，接著

打開那扇門，那扇門就會把你帶到那地方。

　　我很喜歡這扇「神奇之門」，於是我就趁媽媽不在時就

「作怪」。我向「神奇之門」大喊：「傳送之門！請你幫忙！

我要去志明的家！」當我打開「神奇之門」，我便到達了我朋

友----志明的家。我和志明玩過痛快後，我便回家。回程時，

我看看時間，發現已經是四時了。我想：哎喲！這次死定了！

我還沒有完成功課呢！我真是玩得樂不思蜀啊！這次，我要接

受媽媽的「刑罰」了！結果，回家後，我真的被媽媽訓斥了一

頓。

　　這件法寶雖然很有用，我卻因為濫用而受到非常慘痛的教

訓。

何新宇 3A

冠軍
我的法寶

　　假如我有「如意手錶」，我就會有以下的故事：

　　當我默書不及格時，我就會對「如意手錶」說：「請你馬

上把默書簿上的成績變為合格！」然後，默書簿上的成績便會

變為合格，我就不用被媽媽責罵了。

　　當我趕不及上校車時，我就會對它

說：「請你立即把我送到課室門口！」

聽見「撲」的一聲，我便到達課室了，

我不用匆匆忙忙地趕到學校。

　　這是「如意手錶」，它可以實現我所有的願望。你要來買

嗎？對不起，它是我的法寶，我不會把它賣出！

陳鑫 3E

亞軍
我的法寶

　　我有一件神奇的法寶，名叫「傳送門」。

　　它像一扇門一樣，但它不是普通的門，而是一扇千奇百怪

的門。你只要大喊：傳送之門！請你幫忙！我要去哪裏，接著

打開那扇門，那扇門就會把你帶到那地方。

　　我很喜歡這扇「神奇之門」，於是我就趁媽媽不在時就

「作怪」。我向「神奇之門」大喊：「傳送之門！請你幫忙！

我要去志明的家！」當我打開「神奇之門」，我便到達了我朋

友----志明的家。我和志明玩過痛快後，我便回家。回程時，

我看看時間，發現已經是四時了。我想：哎喲！這次死定了！

我還沒有完成功課呢！我真是玩得樂不思蜀啊！這次，我要接

受媽媽的「刑罰」了！結果，回家後，我真的被媽媽訓斥了一

頓。

　　這件法寶雖然很有用，我卻因為濫用而受到非常慘痛的教

訓。

　　假如我有「如意手錶」，我就會有以下的故事：

　　當我默書不及格時，我就會對「如意手錶」說：「請你馬

上把默書簿上的成績變為合格！」然後，默書簿上的成績便會

變為合格，我就不用被媽媽責罵了。

　　當我趕不及上校車時，我就會對它

說：「請你立即把我送到課室門口！」

聽見「撲」的一聲，我便到達課室了，

我不用匆匆忙忙地趕到學校。

　　這是「如意手錶」，它可以實現我所有的願望。你要來買

嗎？對不起，它是我的法寶，我不會把它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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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是我們學校的測驗，我不想取得不好的成績，所

以今天晚上我便向上天祈禱。

　　我向著上天說：「我想要一件可以在明天測驗取得好成績

的法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見有一枝鉛筆和一張紙，紙

上寫著：這是電子鉛筆，它可以令你在測驗和考試中取得好成

績。我看完這張紙後，我便高興地說：「太好了！」我又向著

上天說：「謝謝你。」

　　測驗的時候，我把電子鉛筆啟動，它真的很快替完成試

題，為我寫出正確的答案。

　　過了一天後，老師說：「我現在派測驗卷，請各同學聽到

自己的名字後就出來取測驗卷。」當老師叫到我的名字後，我

發現我的測驗卷上寫著一百分，我便興高采烈地歡呼起來。

盧泓飛 3D我的法寶
季軍

你知道謝利連摩‧史提頓人所經營的報紙的名稱?
答案︰《鼠民公報》

創作人︰王健國  6B

「做個愛書人」學生自擬題目︰

　　明天，就是我們學校的測驗，我不想取得不好的成績，所

以今天晚上我便向上天祈禱。

　　我向著上天說：「我想要一件可以在明天測驗取得好成績

的法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見有一枝鉛筆和一張紙，紙

上寫著：這是電子鉛筆，它可以令你在測驗和考試中取得好成

績。我看完這張紙後，我便高興地說：「太好了！」我又向著

上天說：「謝謝你。」

　　測驗的時候，我把電子鉛筆啟動，它真的很快替完成試

題，為我寫出正確的答案。

　　過了一天後，老師說：「我現在派測驗卷，請各同學聽到

自己的名字後就出來取測驗卷。」當老師叫到我的名字後，我

發現我的測驗卷上寫著一百分，我便興高采烈地歡呼起來。

你知道謝利連摩‧史提頓人所經營的報紙的名稱?
答案︰《鼠民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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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我曾經很想知道：假如我是一位小孩子的媽媽，我的生活

會是如何？

　　我會一大清早便要起床，連忙跑到市場為熟睡的小孩準備

早餐。我再儘快趕回家，用心地煮一頓美味的、健康的早餐，

再愉快地看著小孩津津有味地吃著我為她預備的早餐。然後，

我要送她上學。

　　中午，吃過午餐後，我便開始做新一輪的家務，如：洗

地、晾乾衣服等等。一眨眼，便是時候把小孩接回家了！我和

其他家長一窩蜂地湧進學校，我們一邊高談濶論，一邊接送小

孩，我們很快就回家了。

　　小孩做完功課已經是晚上了。我們一起吃過晚飯，就看一

會兒電視。接著，小孩便會看書、溫習……看著她主動溫習，

我感到很欣慰。雖然忙碌了一整天，身心十分疲勞，但我覺得

這是值得的。

林汶晞 4C  

冠軍
假如我是媽媽

插圖：張沛珊 5E

　　我曾經很想知道：假如我是一位小孩子的媽媽，我的生活

會是如何？

　　我會一大清早便要起床，連忙跑到市場為熟睡的小孩準備

早餐。我再儘快趕回家，用心地煮一頓美味的、健康的早餐，

再愉快地看著小孩津津有味地吃著我為她預備的早餐。然後，

我要送她上學。

　　中午，吃過午餐後，我便開始做新一輪的家務，如：洗

地、晾乾衣服等等。一眨眼，便是時候把小孩接回家了！我和

其他家長一窩蜂地湧進學校，我們一邊高談濶論，一邊接送小

孩，我們很快就回家了。

　　小孩做完功課已經是晚上了。我們一起吃過晚飯，就看一

會兒電視。接著，小孩便會看書、溫習……看著她主動溫習，

我感到很欣慰。雖然忙碌了一整天，身心十分疲勞，但我覺得

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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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老師，我會耐心地教導學生，讓他們學會課本

上的語文知識。如果同學們有課本或功課上的疑難，我會細

心地教導他們。

　　假如我是老師，當同學出現行為問題，我會和藹可親地

教導他們，糾正他們的錯處。當遇到同學們打架，我會先責

罰他們，然後再告訴他們打架帶來的後果，使他們知錯能過。

　　假如我是老師，我會用心批改學生的功課，絕不會馬虎

了事。我也不會偏心任何一位學生，因為每一個學生也是平

等。

　　你們也許會問我為什麼會想成為一位老師？因為老師可

以教導同學知識，但是你們知道老師的辛勞嗎？如果你不知

道的話，你可以長大後嘗試成為一位老師，便能夠體會一下

老師的辛酸。

陳昕 4B假如我是老師
亞軍

插圖：吳穎賢 6C

　　假如我是老師，我會耐心地教導學生，讓他們學會課本

上的語文知識。如果同學們有課本或功課上的疑難，我會細

心地教導他們。

　　假如我是老師，當同學出現行為問題，我會和藹可親地

教導他們，糾正他們的錯處。當遇到同學們打架，我會先責

罰他們，然後再告訴他們打架帶來的後果，使他們知錯能過。

　　假如我是老師，我會用心批改學生的功課，絕不會馬虎

了事。我也不會偏心任何一位學生，因為每一個學生也是平

等。

　　你們也許會問我為什麼會想成為一位老師？因為老師可

以教導同學知識，但是你們知道老師的辛勞嗎？如果你不知

道的話，你可以長大後嘗試成為一位老師，便能夠體會一下

老師的辛酸。



你知道愛斯基摩人的新生嬰兒臀部的青斑，又稱為
什麼?
答案︰蒙古斑。
資料來源︰《極地冰河》

創作人︰黃桂芳  6D

「做個愛書人」學生自擬題目︰

　　假如我是一位私家診所的醫生。我會每天七時上班，為

人們服務。為了令人們不會因生病而導致經濟上的困難，我

會盡量減收醫藥費，不足的金額則由我的薪金填補。

　　我的診所會為病人提供以下的服務，例如：有一些小朋

友患上了腸胃炎。當他的肚子痛的時候，媽媽只需打一個電

話到診所，我便會安排人手接送那位生病的小朋友，家長只

需要一起前往診所便可。無論病人家在何處，我們都可以隨

時隨地去接送病人。如果收入入不敷出，我們也只好加價，

不過我也只會象徵式加價，以免加重病人的開支。

　　如果清貧人士想減輕醫療的開支，生病時，請你們就到

我的診所求醫吧！雖然我也不想大家時常生病。

吳伊羚 4C假如我是
季軍

P.8

　　假如我是一位私家診所的醫生。我會每天七時上班，為

人們服務。為了令人們不會因生病而導致經濟上的困難，我

會盡量減收醫藥費，不足的金額則由我的薪金填補。

　　我的診所會為病人提供以下的服務，例如：有一些小朋

友患上了腸胃炎。當他的肚子痛的時候，媽媽只需打一個電

話到診所，我便會安排人手接送那位生病的小朋友，家長只

需要一起前往診所便可。無論病人家在何處，我們都可以隨

時隨地去接送病人。如果收入入不敷出，我們也只好加價，

不過我也只會象徵式加價，以免加重病人的開支。

　　如果清貧人士想減輕醫療的開支，生病時，請你們就到

我的診所求醫吧！雖然我也不想大家時常生病。

你知道愛斯基摩人的新生嬰兒臀部的青斑，又稱為
什麼?
答案︰蒙古斑。
資料來源︰《極地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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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歐耀鴻 5B

冠軍
有一天，我變成老師 

插圖：杜卓嵐 6D

　　有一天，我從睡夢中悠悠地醒來，正想打呵欠時，有個漩

渦出現了，把我吸了進去。我大叫道︰「啊……」

　　過了一會兒，我便醒來了。我看看自己的身體，我想︰

這……這不就是我的班主任—何老師嗎?然後，我的潛意識告訴

我要去上班，所以，我就乘巴士到天主教柏德學校了。

　　剛到學校，我很好奇，想知道教員室是怎樣的，因為我從

未去過教員室。但我猜不到的是教員室並非我想得那麼美好，

而且有點可怕呢!因為一疊疊的作業簿正在向我招手呢!我只能

硬着頭皮改那些作業簿，我累得動一下也沒有力氣了。

　　我看一看時鐘，「嘩!已經是八點半了。」我說。我只好飛

快地跑進課室，便聽到同學埋怨着說︰「老師，為什麼你今天

會遲到呢?」我便回答說︰「對不起。」

　　到了數學課時，我不知怎麼辦，因為我還沒有學會代數

式。同學看見呆若木雞的我，就輕聲地說︰「為什麼老師今天

會這樣呢？」突然，一段記憶湧進我的腦海，我就慢慢地教導

同學了。

　　好不容易才捱到下班，我拖着疲勞的身軀回家。突然，漩

渦又再出現了，把我捲回家裏。我想︰原來老師是這麼辛苦地

教導我們，我一定好好尊敬他們。

　　有一天，我從睡夢中悠悠地醒來，正想打呵欠時，有個漩

渦出現了，把我吸了進去。我大叫道︰「啊……」

　　過了一會兒，我便醒來了。我看看自己的身體，我想︰

這……這不就是我的班主任—何老師嗎?然後，我的潛意識告訴

我要去上班，所以，我就乘巴士到天主教柏德學校了。

　　剛到學校，我很好奇，想知道教員室是怎樣的，因為我從

未去過教員室。但我猜不到的是教員室並非我想得那麼美好，

而且有點可怕呢!因為一疊疊的作業簿正在向我招手呢!我只能

硬着頭皮改那些作業簿，我累得動一下也沒有力氣了。

　　我看一看時鐘，「嘩!已經是八點半了。」我說。我只好飛

快地跑進課室，便聽到同學埋怨着說︰「老師，為什麼你今天

會遲到呢?」我便回答說︰「對不起。」

　　到了數學課時，我不知怎麼辦，因為我還沒有學會代數

式。同學看見呆若木雞的我，就輕聲地說︰「為什麼老師今天

會這樣呢？」突然，一段記憶湧進我的腦海，我就慢慢地教導

同學了。

　　好不容易才捱到下班，我拖着疲勞的身軀回家。突然，漩

渦又再出現了，把我捲回家裏。我想︰原來老師是這麼辛苦地

教導我們，我一定好好尊敬他們。



陳梓軒 5C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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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變成了爸爸

插圖：高文采 4C

　　有一天，我起床後，發現我變成了爸爸的樣子。我開心得

亂蹦亂跳，還大叫一聲︰「我終於可以成為爸爸了。」爸爸看

到後，說︰「為什麼會有另一個我存在呢？」我說︰「爸爸，

今天，我一起床就發現自己變成了你，不如你今天在家裏休

息，讓我代替你上班吧！」爸爸問︰「這樣做，真的沒有問題

嗎？」我急忙說︰「沒有問題！」

　　不一會兒，我穿著西裝，拿着公事包，就上班了。回到辦

公室後，我看到那嚴肅的氣氛。原先興奮的心情已消失得無影

無蹤。我坐在爸爸的辦公椅上，開始工作。我看見爸爸的上司

把一疊文件放在我的桌子上，我立刻感到不安。平時，我一看

到英文，就會頭昏腦脹，現在只好硬着頭皮把這些英文文件看

完。一會兒，我好不容易地才把手上的工作做完，但上司又拿

來另一疊文件……我終於明白爸爸平常的工作有多辛苦了！爸

爸每天都要完成桌子上一疊疊的文件，有時還要加班呢。

　　回到家後，我向爸爸說︰「爸爸，你辛苦了，平時要做那

麼多事情，我以後會好好孝順你。」

　　有一天，我起床後，發現我變成了爸爸的樣子。我開心得

亂蹦亂跳，還大叫一聲︰「我終於可以成為爸爸了。」爸爸看

到後，說︰「為什麼會有另一個我存在呢？」我說︰「爸爸，

今天，我一起床就發現自己變成了你，不如你今天在家裏休

息，讓我代替你上班吧！」爸爸問︰「這樣做，真的沒有問題

嗎？」我急忙說︰「沒有問題！」

　　不一會兒，我穿著西裝，拿着公事包，就上班了。回到辦

公室後，我看到那嚴肅的氣氛。原先興奮的心情已消失得無影

無蹤。我坐在爸爸的辦公椅上，開始工作。我看見爸爸的上司

把一疊文件放在我的桌子上，我立刻感到不安。平時，我一看

到英文，就會頭昏腦脹，現在只好硬着頭皮把這些英文文件看

完。一會兒，我好不容易地才把手上的工作做完，但上司又拿

來另一疊文件……我終於明白爸爸平常的工作有多辛苦了！爸

爸每天都要完成桌子上一疊疊的文件，有時還要加班呢。

　　回到家後，我向爸爸說︰「爸爸，你辛苦了，平時要做那

麼多事情，我以後會好好孝順你。」



黃晉 5A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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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變成士兵

　　今天我起床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刺耳的鐘聲，咦，睡在

我對面的人是誰？

　　只見他「咻」的一聲坐了起來，把床鋪鋪得整整齊齊的，

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我竟跟着他一起收拾床鋪。直到我

看到門上的四隻大字-士兵宿舍，我才知道自己成為了一個士

兵。我根據自己對軍隊生活的了解，便走到操場集合。

　　只見長官一聲號令，所有士兵都有秩序地列隊，只有我不

知為何站在旁邊，那不怒而威的長官用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

着我，說道︰「新來的，快列隊！」我立刻依循長官指示進行

集隊。那嚴肅的教官不久便帶我到新兵考核的營地。

　　到了營地，我心裏不禁叫苦笑，只見一把把沉重的機槍，

一排排高高的繩網和那個令不少人受過傷的擂台，而最可悲

的，是站在擂台和我對戰的對手是一個十分強壯的人。一眼看

下去，誰也知道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孩和一個身體強壯的青年

將要進行比武-結果一目了然，不過我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

為我選擇了自動棄權。

　　忽然，有一把溫柔的聲音把我喚醒，原本媽媽正在叫喊

着︰「小傢伙，快起牀了……」

　　今天我起床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刺耳的鐘聲，咦，睡在

我對面的人是誰？

　　只見他「咻」的一聲坐了起來，把床鋪鋪得整整齊齊的，

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我竟跟着他一起收拾床鋪。直到我

看到門上的四隻大字-士兵宿舍，我才知道自己成為了一個士

兵。我根據自己對軍隊生活的了解，便走到操場集合。

　　只見長官一聲號令，所有士兵都有秩序地列隊，只有我不

知為何站在旁邊，那不怒而威的長官用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

着我，說道︰「新來的，快列隊！」我立刻依循長官指示進行

集隊。那嚴肅的教官不久便帶我到新兵考核的營地。

　　到了營地，我心裏不禁叫苦笑，只見一把把沉重的機槍，

一排排高高的繩網和那個令不少人受過傷的擂台，而最可悲

的，是站在擂台和我對戰的對手是一個十分強壯的人。一眼看

下去，誰也知道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孩和一個身體強壯的青年

將要進行比武-結果一目了然，不過我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

為我選擇了自動棄權。

　　忽然，有一把溫柔的聲音把我喚醒，原本媽媽正在叫喊

着︰「小傢伙，快起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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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六年級組

張沛珊 6E

冠軍
太空奇遇

　　在這個寂靜的夜裏，我躺在床上滾來滾去，「啊！睡不着

啊！」我崩潰地大叫。忽然，兩道金光從我那打開的窗戶飛了

進來。我還未作出反應，兩個打扮怪異的人便赫然出現在我床

邊。

　　「喂！你們是誰？救命啊！」我扯着嗓子吼道，可是只見

其中一個女孩子用手指對我指了一指，我的喉嚨就像被塞住了

般，說不出話來。

　　「你不要害怕，我們不會傷害你。」那個女孩子對我說，

「我叫阿芳，她叫小晴，我們是來自和樂星的外星人，我們的

星球遭到了大魔頭——破壞王的攻擊，我們要從地球中找一個

人類協助我們，而那個人就是你。」一直沉默着的小晴說道。

　　聽到後，我不由得吃了一驚︰外星人？這是夢？還是現

實？想完後，我便打量了她們一下。「咳……其實你們這些地

球人常常誤以為我們外星人是綠皮膚、大眼睛、頭上長着觸角

的怪物，但我們實際上和你們地球人長得一模一樣，只是出身

地點不同罷了。」小晴也許是看出我心中的疑惑，尷尬地開口

解釋。「哦！是這樣的。我想好了……我願意跟你們一起去拯

救和樂星吧！」我回應。「好！」阿芳對我說，接着便「噌」

一聲，我們身處在金光中，以飛快的速度飛上太空，我也看着

眼前的地球越來越小。

　　在這個寂靜的夜裏，我躺在床上滾來滾去，「啊！睡不着

啊！」我崩潰地大叫。忽然，兩道金光從我那打開的窗戶飛了

進來。我還未作出反應，兩個打扮怪異的人便赫然出現在我床

邊。

　　「喂！你們是誰？救命啊！」我扯着嗓子吼道，可是只見

其中一個女孩子用手指對我指了一指，我的喉嚨就像被塞住了

般，說不出話來。

　　「你不要害怕，我們不會傷害你。」那個女孩子對我說，

「我叫阿芳，她叫小晴，我們是來自和樂星的外星人，我們的

星球遭到了大魔頭——破壞王的攻擊，我們要從地球中找一個

人類協助我們，而那個人就是你。」一直沉默着的小晴說道。

　　聽到後，我不由得吃了一驚︰外星人？這是夢？還是現

實？想完後，我便打量了她們一下。「咳……其實你們這些地

球人常常誤以為我們外星人是綠皮膚、大眼睛、頭上長着觸角

的怪物，但我們實際上和你們地球人長得一模一樣，只是出身

地點不同罷了。」小晴也許是看出我心中的疑惑，尷尬地開口

解釋。「哦！是這樣的。我想好了……我願意跟你們一起去拯

救和樂星吧！」我回應。「好！」阿芳對我說，接着便「噌」

一聲，我們身處在金光中，以飛快的速度飛上太空，我也看着

眼前的地球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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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地，我們看到有一位身上的衣服殘破不堪的面罩男正

在用念力破壞星球，「就是他！」小晴咬牙切齒地說道。後

來，她們讓我換了太空衣，便一起「上陣」了。

　　我到使用她們教我運用的念力去攻擊他，可是他避開了！

他不斷攻擊我，我也不斷後退。

　　在我快沒力氣時，我想起他的名字-「破壞」？那我用膠

水試一試吧！我從口袋中拿出一支膠水，他後退了。「呵！」

我冷笑一聲，接着便上前用念力把膠水噴在他衣袍上，「啊！」

他痛苦地大叫着，接着他便慢慢地消失了。

　　「成功了！」阿芳和小晴開心地大叫，我們歡呼了很久。

「唉!我要回家了，時間不早了……」我惋惜地說道，「唉！

好吧……我們和樂星的人會永遠感謝你這個英雄的!」阿芳

說，道別前，我拿出了手機來自拍了幾張照片，她們便用金光

把我送回地球。回到地球時，我的眼皮突然一沉，我便睡着

了。

　　「唉呀！」隔天早上，

我在床上醒來了。突然，我

想起了昨天晚上的經歷，又

看見自己的房間沒有異樣，

我才判斷，這是夢。相信這

個夢我會畢生難忘吧！話說

回來，我的腦袋也太大了

吧，才能做這樣的夢……我

想着。直到我啟動手機後，

我才知道這並不是夢，因為

那張自拍的照片已成為我的

手機桌布。

　　漸漸地，我們看到有一位身上的衣服殘破不堪的面罩男正

在用念力破壞星球，「就是他！」小晴咬牙切齒地說道。後

來，她們讓我換了太空衣，便一起「上陣」了。

　　我到使用她們教我運用的念力去攻擊他，可是他避開了！

他不斷攻擊我，我也不斷後退。

　　在我快沒力氣時，我想起他的名字-「破壞」？那我用膠

水試一試吧！我從口袋中拿出一支膠水，他後退了。「呵！」

我冷笑一聲，接着便上前用念力把膠水噴在他衣袍上，「啊！」

他痛苦地大叫着，接着他便慢慢地消失了。

　　「成功了！」阿芳和小晴開心地大叫，我們歡呼了很久。

「唉!我要回家了，時間不早了……」我惋惜地說道，「唉！

好吧……我們和樂星的人會永遠感謝你這個英雄的!」阿芳

說，道別前，我拿出了手機來自拍了幾張照片，她們便用金光

把我送回地球。回到地球時，我的眼皮突然一沉，我便睡着

了。

　　「唉呀！」隔天早上，

我在床上醒來了。突然，我

想起了昨天晚上的經歷，又

看見自己的房間沒有異樣，

我才判斷，這是夢。相信這

個夢我會畢生難忘吧！話說

回來，我的腦袋也太大了

吧，才能做這樣的夢……我

想着。直到我啟動手機後，

我才知道這並不是夢，因為

那張自拍的照片已成為我的

手機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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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勵金 6C

亞軍
太空奇遇

　　一睜開眼，眼前一片黑色，只看到一些發光的點。我揉揉

眼睛，突然一件龐大的物體從我頭上飛過，仔細一看是一隻有

四隻手，兩條腿的飛龍。我的腿立即一軟，攤坐在地上。

　　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向我走來，牠的外型是白而胖的，頭上

長有綠色的東西真像蘿蔔，但牠有四條小手，兩條小短腿。我

縮了一下，「胡巴！」我瞪大了雙眼看了的，心想︰咦？那隻

蘿蔔在說話嗎？「胡巴！」真的啊！我嚇得退避三舍。咦！這

個蘿蔔好像有點眼熟，我想起來了，牠就是《捉妖記》裏的小

妖王—胡巴。印象中，牠十分可愛有趣，還很重情義。

　　胡巴的那雙眼睛正盯着我，我感受到牠內心的孤伶伶，真

是十分可憐。我嘗試靠近牠，牠看見我向牠走去，就舉起身上

的兩隻手一蹦一跳地向我靠近，還「胡巴！胡巴！」地叫着。

我把牠抱起來，突然傳來一陣「咕嚕嚕」的聲音，我看看四

周，再看着胡巴，牠按着自己的肚子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好

吧！我帶你去找東西吃！」我說道。

　　我看看四周，定睛一看，這裏是甚麼地方？啊！銀河、太

陽、地球……這裏豈不是外太空？難道我在……月球上？我怎

樣才能回去地球呢？忽然，胡巴從我的懷裏跳出來，拉着我向

前走，我心想︰月球是圓的，你想走去哪兒？這時，我看到一

　　一睜開眼，眼前一片黑色，只看到一些發光的點。我揉揉

眼睛，突然一件龐大的物體從我頭上飛過，仔細一看是一隻有

四隻手，兩條腿的飛龍。我的腿立即一軟，攤坐在地上。

　　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向我走來，牠的外型是白而胖的，頭上

長有綠色的東西真像蘿蔔，但牠有四條小手，兩條小短腿。我

縮了一下，「胡巴！」我瞪大了雙眼看了的，心想︰咦？那隻

蘿蔔在說話嗎？「胡巴！」真的啊！我嚇得退避三舍。咦！這

個蘿蔔好像有點眼熟，我想起來了，牠就是《捉妖記》裏的小

妖王—胡巴。印象中，牠十分可愛有趣，還很重情義。

　　胡巴的那雙眼睛正盯着我，我感受到牠內心的孤伶伶，真

是十分可憐。我嘗試靠近牠，牠看見我向牠走去，就舉起身上

的兩隻手一蹦一跳地向我靠近，還「胡巴！胡巴！」地叫着。

我把牠抱起來，突然傳來一陣「咕嚕嚕」的聲音，我看看四

周，再看着胡巴，牠按着自己的肚子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好

吧！我帶你去找東西吃！」我說道。

　　我看看四周，定睛一看，這裏是甚麼地方？啊！銀河、太

陽、地球……這裏豈不是外太空？難道我在……月球上？我怎

樣才能回去地球呢？忽然，胡巴從我的懷裏跳出來，拉着我向

前走，我心想︰月球是圓的，你想走去哪兒？這時，我看到一



P.15

創作人︰吳芷欣  6E

「做個愛書人」學生自擬題目︰

艘像雞蛋般的飛船，我猜牠想我駕駛飛船吧！可是我並不會駕

駛飛船啊！我搖搖頭正想離開，但胡巴卻拉住我，還用手指指

着自己的肚子，並用可憐巴巴的眼神看着我，我只好硬著頭皮

走上飛船。沒想到，我很快就掌握了駕駛飛船的技巧，迎面而

來的巨大隕石，我轉左、轉右……也可一一避過。

　　最後，我們降落在一個像熱帶雨林的地方，我心想不會有

蛇吧！唉！算了，飛船我都開過了，還用怕甚麼！我看到樹上

有個橙，我摘下來給胡巴吃，胡巴一咬，橙汁四濺得到處都

是。我真後悔還沒把它剝皮便吃。胡巴卻在一旁樂得自在地打

滾，我也只能無奈地苦笑着。忽然胡巴不知怎樣，拿起我的手

就咬了下去，我猛然想起，胡巴是吸血的，牠不吃別的東西。

咦？怎麼不痛。

　　「馮勵金，我的課堂很無聊嗎？你竟然上課時睡覺！給我

到門口罰站，還要寫一千字的檢討書！」老師怒氣沖天地說。

唉！一千字的檢討書啊！知道我昨晚就不看書看至夜深。

你知道《歷險故事‧冰川大冒險》的故事中，唐老
鴨和三隻小鴨掉下水時，最先遇到誰?
答案︰�象。

艘像雞蛋般的飛船，我猜牠想我駕駛飛船吧！可是我並不會駕

駛飛船啊！我搖搖頭正想離開，但胡巴卻拉住我，還用手指指

着自己的肚子，並用可憐巴巴的眼神看着我，我只好硬著頭皮

走上飛船。沒想到，我很快就掌握了駕駛飛船的技巧，迎面而

來的巨大隕石，我轉左、轉右……也可一一避過。

　　最後，我們降落在一個像熱帶雨林的地方，我心想不會有

蛇吧！唉！算了，飛船我都開過了，還用怕甚麼！我看到樹上

有個橙，我摘下來給胡巴吃，胡巴一咬，橙汁四濺得到處都

是。我真後悔還沒把它剝皮便吃。胡巴卻在一旁樂得自在地打

滾，我也只能無奈地苦笑着。忽然胡巴不知怎樣，拿起我的手

就咬了下去，我猛然想起，胡巴是吸血的，牠不吃別的東西。

咦？怎麼不痛。

　　「馮勵金，我的課堂很無聊嗎？你竟然上課時睡覺！給我

到門口罰站，還要寫一千字的檢討書！」老師怒氣沖天地說。

唉！一千字的檢討書啊！知道我昨晚就不看書看至夜深。

你知道《歷險故事‧冰川大冒險》的故事中，唐老
鴨和三隻小鴨掉下水時，最先遇到誰?
答案︰�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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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子渝 6E

季軍
太空奇遇

　　今天，我如常起床洗臉刷牙。突然，鏡子前出現了一個大

黑洞把我捲走。

　　當我再次張開眼睛時，我發現自己正身處於太空船之內。

我看一看自己，又看一看掛在天花的日曆。「啊！」我大叫了

一聲，原來現在是2050年。忽然，一個只會在電視上出現的太

空生物對我說︰「你好，我是你的導遊。我叫阿當，現在請你

跟我來。」

　　我只好不情不願地跟着牠，「哇——」真是太不可思議

了！在我眼前，是一座「外星城市」。有些外星人像動物，有

些外星人像昆蟲，有些外星人像機械人。

　　阿當看到我那奇怪的神情後說︰「其實這個城市叫『外星

移民城市』，裏面居住着不同星球的生物，不如讓我們一起來

參觀吧！」能夠到訪外星球，我當然要去參觀一下啊！我說了

一聲「好」，我們便到城裏逛一逛。

　　我們來到了一個市集，裏面售賣的東西五花八門，有販賣

外星記念品的、有販賣明信片的……看到我眼花撩亂。天色漸

漸黑起來，我和阿當一起拍了一幅照片。突然，一個黑洞「呼」

一聲把我捲走。

　　「叮……」，我被一陣鈴聲吵醒了。我睜開眼睛，發現自

己已站在鏡子前正準備洗臉刷牙。我心想︰我不是應該在「外

　　今天，我如常起床洗臉刷牙。突然，鏡子前出現了一個大

黑洞把我捲走。

　　當我再次張開眼睛時，我發現自己正身處於太空船之內。

我看一看自己，又看一看掛在天花的日曆。「啊！」我大叫了

一聲，原來現在是2050年。忽然，一個只會在電視上出現的太

空生物對我說︰「你好，我是你的導遊。我叫阿當，現在請你

跟我來。」

　　我只好不情不願地跟着牠，「哇——」真是太不可思議

了！在我眼前，是一座「外星城市」。有些外星人像動物，有

些外星人像昆蟲，有些外星人像機械人。

　　阿當看到我那奇怪的神情後說︰「其實這個城市叫『外星

移民城市』，裏面居住着不同星球的生物，不如讓我們一起來

參觀吧！」能夠到訪外星球，我當然要去參觀一下啊！我說了

一聲「好」，我們便到城裏逛一逛。

　　我們來到了一個市集，裏面售賣的東西五花八門，有販賣

外星記念品的、有販賣明信片的……看到我眼花撩亂。天色漸

漸黑起來，我和阿當一起拍了一幅照片。突然，一個黑洞「呼」

一聲把我捲走。

　　「叮……」，我被一陣鈴聲吵醒了。我睜開眼睛，發現自

己已站在鏡子前正準備洗臉刷牙。我心想︰我不是應該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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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民城市」嗎？為什麼我又回到家中呢？難道這是夢，如果

真是夢，我真是發了一個奇怪的夢呢！我看一看手上的照片，

發現這正是我和阿當的合照。我走進書房，把那張照片永遠珍

藏起來。

　　對於這次經歷，我至今仍然會想得，仍藏在心裏，可是卻

沒有人知道這個祕密。

創作人︰仇芍穎  4D

插圖: 蔡善晴  2A

「做個愛書人」學生自擬題目︰

星移民城市」嗎？為什麼我又回到家中呢？難道這是夢，如果

真是夢，我真是發了一個奇怪的夢呢！我看一看手上的照片，

發現這正是我和阿當的合照。我走進書房，把那張照片永遠珍

藏起來。

　　對於這次經歷，我至今仍然會想得，仍藏在心裏，可是卻

沒有人知道這個祕密。

你知道《天才偵探的誕生》的故事中，為什麼米奇
去了書店，卻買不到書?
答案︰因為書店的書被人事先偷走了。



Hi Liz,
  How are you?
  Yesterday was a sunny day, so we decided to go on a picnic.
There were lots of things in our backpacks, including water
and food. We went to a quiet park by bus. We came across
some monkeys.
  Next we chose the best place which was under a big tree.
We took out all of our delicious food, like apples, sandwiches
and sausages. We had orange juice too. We ate lunch and
chatted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so enjoyable.
  Suddenly, a hungry monkey jumped out! Mum and I were
very scared. I hid behind Mum. Dad was brave. He chased
that naughty monkey because it took away our apples.
  However, dad could not catch the monkey, it was very
tiring. His clothes were all wet. Suddenly, my smart dad had
a good idea. He got a fresh banana and threw it far away.
That monkey liked eating bananas very much. It put down
our yummy apples and ran to the banana quickly.
  Dad picked up our apples immediately and came back. I
shouted, ‘Dad, you‛re so clever!‛ Mum and I clapped our hands
loudly. Dad‛s face was red. He smiled and said, ‘Let‛s eat
apples! ‛After that, Dad ate two apples within two minutes
because he was very hungry.
  In the end, we packed away our things and went home
happily.
  I feel a little bit proud because I have a clever and brave
dad. I feel lucky and happy too. I have learnt that I should
be calm when I have problems.
Yours,
Erica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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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nic robbery   Mai Lee Yiu 6D

英文作文比賽

Hi Liz,
  How are you?
  Yesterday was a sunny day, so we decided to go on a picnic.
There were lots of things in our backpacks, including water
and food. We went to a quiet park by bus. We came across
some monkeys.
  Next we chose the best place which was under a big tree.
We took out all of our delicious food, like apples, sandwiches
and sausages. We had orange juice too. We ate lunch and
chatted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so enjoyable.
  Suddenly, a hungry monkey jumped out! Mum and I were
very scared. I hid behind Mum. Dad was brave. He chased
that naughty monkey because it took away our apples.
  However, dad could not catch the monkey, it was very
tiring. His clothes were all wet. Suddenly, my smart dad had
a good idea. He got a fresh banana and threw it far away.
That monkey liked eating bananas very much. It put down
our yummy apples and ran to the banana quickly.
  Dad picked up our apples immediately and came back. I
shouted, ‘Dad, you‛re so clever!‛ Mum and I clapped our hands
loudly. Dad‛s face was red. He smiled and said, ‘Let‛s eat
apples! ‛After that, Dad ate two apples within two minutes
because he was very hungry.
  In the end, we packed away our things and went home
happily.
  I feel a little bit proud because I have a clever and brave
dad. I feel lucky and happy too. I have learnt that I should
be calm when I have problems.
Yours,
Erica



Hi Liz,
  How are you?
  It was a sunny day yesterday. My parents and I had a picnic
next to a tree. We took some orange juice, salad, sandwiches,
apples etc.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insects flying around us, we were
very happy and the tree shaded us from the sunlight. While
we were eating happily, a hungry monkey jumped down from
the tree and took our apples! My father chased after the
monkey immediately. However, the monkey was faster than
my father so it escaped and clad hurt his knee. 
  We ate our food immediately and left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get into more trouble.
  Please write soon.
Yours,
Erica

亞軍

P.19

Picnic robbery   Lam Kwun Hang  6C

你知道《明日數學王9》的故事中，張傑瑞與夢幻隊
對決的主題是什麼?
答案︰「立體圖形」。

創作人︰蘇信恩  5A

插圖︰胡聖敏  1A

「做個愛書人」學生自擬題目︰

Hi Liz,
  How are you?
  It was a sunny day yesterday. My parents and I had a picnic
next to a tree. We took some orange juice, salad, sandwiches,
apples etc.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insects flying around us, we were
very happy and the tree shaded us from the sunlight. While
we were eating happily, a hungry monkey jumped down from
the tree and took our apples! My father chased after the
monkey immediately. However, the monkey was faster than
my father so it escaped and clad hurt his knee. 
  We ate our food immediately and left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get into more trouble.
  Please write soon.
Yours,
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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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Picnic robbery   Lam Tsz Kei 6A

插圖︰許芷珊  2A

Hi Liz,
  How are you? Yesterday was a sunny day so we decided to
go on a picnic. We went to Sai Kung country park for our trip.
After we arrived, we sat on our picnic blanket under a big,
tall tree so we wouldn‛t get too hot. We ate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like sandwiches, sausages, salad and fruit. While we
were enjoying our meal, a hungry monkey appeared. It chased
us because it wanted to eat our food. It made my mum and
me afraid. I scremed loudly! It gave me a shock! Dad was so
brave. He shouted at the monkey. He wanted to make it go
away. However the monkey was not afraid of dad. It even
stole our apples!
  Dad quickly called a country park staff member. When the
monkey saw the staff member, it ran away! It was so funny.
Maybe the monkey felt scared of the staff member. Ha!
  Have you ever come across any wild animals when you do
outdoor activities? Please tell me and write soon.
Yours,
Eric

Hi Liz,
  How are you? Yesterday was a sunny day so we decided to
go on a picnic. We went to Sai Kung country park for our trip.
After we arrived, we sat on our picnic blanket under a big,
tall tree so we wouldn‛t get too hot. We ate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like sandwiches, sausages, salad and fruit. While we
were enjoying our meal, a hungry monkey appeared. It chased
us because it wanted to eat our food. It made my mum and
me afraid. I scremed loudly! It gave me a shock! Dad was so
brave. He shouted at the monkey. He wanted to make it go
away. However the monkey was not afraid of dad. It even
stole our apples!
  Dad quickly called a country park staff member. When the
monkey saw the staff member, it ran away! It was so funny.
Maybe the monkey felt scared of the staff member. Ha!
  Have you ever come across any wild animals when you do
outdoor activities? Please tell me and write soon.
Yours,
Eric



鄒俊豪 6E

P.21

我喜歡的圖書人物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小學生文藝月刊》第62期，刊登日期為
2018年4月。

你知道《丁丁歷險記》的主角-丁丁的工作是?
答案︰記者

創作人︰鄭文灝  5B

「做個愛書人」學生自擬題目︰

　　我最喜歡的圖書人物是中國的四大明著之一-《三國演義》

中的關羽。關羽個子十分高大，臉是紅彤彤的，滿面長有長長

的鬍子，身上穿上綠色的長袍，手執青龍偃月刀。他為人十分

之勇敢，更以忠義馳名。他是蜀國五虎將之一，更是桃園三結

義中劉備的義弟。

　　關羽在戰場以勇猛見稱，果斷、拼搏的精神讓他常常都能

打勝仗。在過五關斬六將和溫酒斬華雄兩件事中，我們就能夠

看出關羽的武藝十分高強。其次，關羽還是一個十分忠誠和愛

國的人。關羽降於曹操時提出過三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他只

會降於漢，而非曹操。這表現出他對國家的忠誠。在赤壁之戰

中，關羽在華容道曾經有機會殺害曹操，但是關羽想到曹操曾

有恩於自己，因此關羽放過了他。這事體現出關羽有恩必報的

性格。這些事都足以說明了為什麼我這樣喜歡關羽了。

　　我從關羽身上學到了做人要有一顆忠誠和愛國的重要，我

要為自己的國家作出貢獻，不可為了個人利害而出賣自己的國

家。

　　我最喜歡的圖書人物是中國的四大明著之一-《三國演義》

中的關羽。關羽個子十分高大，臉是紅彤彤的，滿面長有長長

的鬍子，身上穿上綠色的長袍，手執青龍偃月刀。他為人十分

之勇敢，更以忠義馳名。他是蜀國五虎將之一，更是桃園三結

義中劉備的義弟。

　　關羽在戰場以勇猛見稱，果斷、拼搏的精神讓他常常都能

打勝仗。在過五關斬六將和溫酒斬華雄兩件事中，我們就能夠

看出關羽的武藝十分高強。其次，關羽還是一個十分忠誠和愛

國的人。關羽降於曹操時提出過三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他只

會降於漢，而非曹操。這表現出他對國家的忠誠。在赤壁之戰

中，關羽在華容道曾經有機會殺害曹操，但是關羽想到曹操曾

有恩於自己，因此關羽放過了他。這事體現出關羽有恩必報的

性格。這些事都足以說明了為什麼我這樣喜歡關羽了。

　　我從關羽身上學到了做人要有一顆忠誠和愛國的重要，我

要為自己的國家作出貢獻，不可為了個人利害而出賣自己的國

家。



　　為了配合「建立健康校園」的校本主題，五、六年級學生

透過閱讀主題圖書《健康你有沒有》及創作了以下的自擬題目

向大家宣揚健康生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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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人︰藍天任 5A

自擬問題一︰

為什麼我們有充足的睡眠，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們仍會打瞌睡呢?

答案︰因為打瞌睡是人體的自然反應。

創作人︰蘇俊傑 5B

自擬問題二︰

為什麼人會放屁呢?

答案︰因為進食時，人們會把空氣吞進肚子裹，便會容易使人

      放屁。

創作人︰唐靜雯 5C

自擬問題三︰

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壓力?

答案︰聽音樂和做運動等等。

創作人︰林兆康 5C

自擬問題四︰

長期使用電子產品(如:智能電話)會對身體造成什麼影響?

答案︰影響視力、使脊椎受壓和令頸部肌肉勞損等等。

創作人︰楊巧晴 5E

自擬問題一五︰

如果我們吃了一些有細菌的食物會對身體造成什麼影響?

答案︰會引致腸胃炎或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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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江倩宜  6B

創作人︰歐陽潁桐 6B

自擬問題六︰

我是透明的，當你們感到熱時，我就會出現。你猜猜我是誰?

答案︰汗水。

創作人︰張藝薰 6B

自擬問題七︰

人類死亡的兩大原因是什麼?

答案︰疾病和身體機能退化。

創作人︰梅棨彥 6C

自擬問題八︰

吃飽後立即做運動會對身體哪一個系統產生不良的影響?

答案︰消化系統。

創作人︰梁薏嘉 6D

自擬問題九︰

如果我們要有健康的身體，我們要多吃哪一類的食物?

答案︰蔬菜和水果。

創作人︰余灝澄 6E

自擬問題十︰

為什麼我們要多吃蔬果?

答案︰蔬果有大量纖維，可以幫助消化及有助排便。



插畫：余灝澄 6E

　　這次擔任小編輯，讓我有一次新的體驗。

　　首先，做小編輯必須要先閱讀一次文章的內容，文章每一

字、一句，我都要精心細閱，也要仔細推敲，深思每一句有沒

有錯字。這絕對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我覺得要克服這些困難，

耐性是十分重要。

　　最後，當我們快要完成工作時，我覺得很興奮，希望下次

仍有機會成為《柏德文集》的小編輯。

蔡樂怡 5E

　　一般情況下，稿件必須經過編輯和修訂，才能編集成《柏

德文集》。

　　不過，這次擔任小編輯的工作，讓我明白編輯工作的困

難，因為編輯文章除了要留意內容，也要留意句子是否通順，

更要思考字詞之間的配搭是否恰當，難道這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情嗎？

　　這次工作雖然十分困難，但我能夠從其他同學的作品中學

會不同的寫作技巧，也體會到老師平日批改作文時的苦況。

蘇信恩 5A

　　我覺得這次小編輯工作很有趣，還記得剛開始的時候，我

覺得這份工作很沉悶。可是，後來當我知道這份工作的目的-

讓各位同學能夠閱讀我們的學習成果。這絕對是一件很有意義

的工作。

余嘉俊 4D

小編輯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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