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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散步。忽然，她走到公園，

看到一些孩子們玩得歡天喜地時，她的心就格外痛苦，因為

一切在她的眼裡也是沒有色彩的。 

這時，一名架著墨鏡，與她年紀相若的少女走到她的身

邊，少女臉上洋溢著希望和幸福。她看著這位少女，不禁嘆

氣道：「人生很快樂，這只不過是人們虛偽的謊言。」這話

兒竟被少女聽到，少女便對她說：「人生當然很快樂，皆因

我能感受這世界的一切。我感受到天真無邪的小孩正在無拘

無束地玩耍，我感受到花兒正在綻放，我感受到太陽正在把

熱情帶給每一個人，包括你。你感受不到嗎？」她默不出聲。 

「我是色盲。」她忍不住說了出來。少女聽罷，便脫下

墨鏡。少女的眼睛無神，目光混沌，原來少女是一位失明人

士！少女戴上墨鏡說：「過往，我的生命充滿了色彩，我對

顏色的觸覺很敏銳，我在畫畫方面表現出色。可是一場意

外，奪去了我的雙眼，我再也不能繪畫……」 

她感到十分驚訝，原來少女的遭遇竟與自己如此相似。 

「我也曾經感到灰心，當我不能夠再繼續繪畫，看不到五彩

繽紛世界，我的人生彷彿失去了生存的意義，令我失去生存

的價值……」 

   突然，少女微笑了起來。「那時，我發現自己和世界仍聯

繫著。我可以用耳朵聆聽世界的呼喚，用歌聲回應和記錄這

個世界的神奇。我也發現自己的嗓子原本也不錯。我發現自

己的另一項專長—唱歌。我的世界從此注入了色彩，變得多

采多姿！」她從少女的言談間了解到世界的神奇。 

   聽過少女的話，她的臉上出現了一絲微笑，她的內心世

界不再只有黑色、灰色和白色，而是出現了不同的色彩，因

為她看到人生的不同可能性，等待她去發現。 

P.24 

足球比賽                  吳柏彥 4B 

    學校兩星期後便要舉辦一場足球比賽了。比賽前，體育老師和

我們進行分組練習，希望我們能夠取得冠軍。 

    不幸地，我竟然被安排和全班球技最差的小力同隊。我心裡：「我

真倒霉！這場練習比賽，我的球隊必定落敗。」我還記得在上一次

練習的時候，我經常傳球給他。可是，他一球也接應不到。除此之

外，他的射門從沒有一次射中龍門…… 

    練習比賽正式開始了，我盤球突破了對方的防線。我看見小力

一邊飛快地走向有利射門的位置，一邊向我說:「小柏，快把球傳給

我。」由於，其他隊友都被對方球員嚴密地看守着，只有小力一個

無人看管。我只好把球傳給他。我心裡想：「他這球若能射中龍門已

經很好了！」 

結果，小力接到傳球後，便使勁地把球射入對方的龍門。這也

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們也因為這個唯一的入球勝出了這場練習

比賽。這場比賽讓我明白到，我們不應該小看別人，只有互相合作，

發揮團隊的精神，才會成功。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 2014年 1月 5日的《喜樂少年》內。 

 

 

 

常識問題大挑戰 

「香港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管理郊野公園呢？」     

答案：漁農自然護理署。                      

擬題者：何正男 5C 

P.1 



中文作文比賽一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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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   2.認真的   3.唱歌   4.做早操   5.亮晶晶的 
 

冠軍               方芊童 1D 

1. 小美的字真美麗，我要向她學習。 

2. 同學們一起認真地聽課。 

3. 星期六下午，哥哥在家裏唱歌 

4. 星期天上午，姐姐在家裏做早操。 

5. 星期五晚上，天空出現了亮晶晶的星星。 

亞軍               唐靜雯 1A 

1.花園裏有很多十分美麗的花草樹木。 

2.學校裏有很多同學在課室裏認真地學習。 

3.早上，哥哥和我一起到公園裏唱歌。 

4.學校裏的同學在操場裏做早操。 

5.晚上，我看見天上有亮晶晶的星星。 

 

季軍               李嘉晴 1A 

1.媽媽買了一件美麗的新衣送給姐姐。 

2.我和姐姐在房間裏認真地做功課。 

3.我、妹妹和姐姐在家裏一起唱歌。 

4.我們一家人到公園做早操。 

5.晚上，我和姐姐坐在草地上看亮晶晶的星星。 

P.2 

不久，一名年輕的男子便出現在琉璃面前。『你就是那位證

人？』琉璃問。『是的，我當時看到一名高大、戴帽子的男人來過

這裡。那時已經是晚上十時了。』證人回答。『警長，死者的死亡

時間是？』琉璃又轉為向警長查詢。『大約是晚上十時。』警長回

答。『噢，你為什麼這麼晚還會經過玫瑰道？』琉璃查問證人。

『我……我……我剛剛下班……』證人顫着回答。『你為何要那麼

慌張？難道你就是兇手？』琉璃質問證人。『我……當然不是！』

證人仍是慌張地回答。『你說謊！你根本就是兇手！你怕被警方發

現，於是便主動向警方報案，認為這樣就不會引起警方的懷疑。』

琉璃把證人的謊言一一揭開。證人眼看再無法解釋，只好把殺人

的過程一一告訴警長。 

    待兇手被送到警署後，警長好奇地問：『琉璃，你怎會知道那

個證人就是兇手？』『很簡單，你說過玫瑰花就是凶器，難道你看

不見證人手上有被玫瑰刺傷的傷痕嗎？雖然我也不肯定他就是兇

手，但我想不到他會作賊心虛，自動說出真相。』琉璃驕傲地說。 

    此後再也沒有人不認識琉璃了。 

編者按： 

本作品為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參賽作品。 

生命的色彩              陳雅瑩 6B 

有一個人，她看不到燦爛花朵，看不到熾熱的太陽，看不到廣

闊的天空，她看到的只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她從小就是色盲。她的世界裡從沒有出現過任何色彩，她只能

活在一個只有黑色、灰色和白色的世界裡。 

   有一天，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散步。忽然，她走到公園，看到

一些孩子們玩得歡天喜地時，她的心就格外痛苦，因為一切在她的

眼裡也是沒有色彩的。 

P.23 



 雖然現今大多都市人都離不開電器，但它既不環保，還

會使我們變得依賴，所以使用電器也要適可而止。我們不應

過分依賴電器，使自己失去生活中應有的技能，失去自理的

能力。我們凡事都不應過分依賴電器用品，要知道「人」才

是核心，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神探琉璃之玫瑰花殺人之謎    李綺琳  6A 

琉璃，一名十四歲的少女。她的外貌和別人沒有什麼大不

同。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個高挺的鼻子、一個櫻桃小

嘴......也算得上是一個美人胚子。 

    這天是星期六，琉璃在家正悶得發慌。『鈴—鈴—鈴—』

她突然聽到手提電話的響聲，她立刻從沙發上跳下來，直衝入

房間，一把抓起手提電話。聽筒內有一把熟悉的聲音向琉璃

說：『東區玫瑰道發生了一宗兇殺案，死者因失血過多而死亡，

而現場只發現一支玫瑰花，警方初步懷疑玫瑰花就是殺人凶

器……』琉璃並沒有耐性聽對方的匯報，她一邊換上皮靴，一

邊把未關上的手提電話塞進口袋，再騎上摩托車，向玫瑰道進

發…… 

到達玫瑰道後，她立刻跑向警方防線。『琉璃偵探，你怎

麼現在才趕來呀？我們都已經等到很不耐煩了！』警長向琉璃

問道。琉璃沒理會警長，獨個跨過防線。『請把這裡的情況一

五一十的告訴我！』琉璃向警長查詢。警長便把所有有關這件

案件的情報告訴琉璃。琉璃沉思了一會，然後便大喊道：『原

來是這樣！』警長急促地問：『快說快說！』 

琉璃慢慢把所想的告訴警長：『你說過有一位證人看見一個

高大、戴帽子的男人到過這裡，那時是什麼時候？』『讓我把

那位證人叫來吧！』警長說道。 

P.22 

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冠軍 

你最喜歡甚麽動物？         李雅婷  2A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貓，牠有一身潔白的毛，一雙黑眼睛

和一對短耳朵。小貓最愛吃魚和貓糧。吃飽後，小貓最喜歡到

草地上跑來跑去，十分可愛。小貓睡覺的樣子很可愛。小貓最

喜歡喝牛奶。牠是女孩。牠的名字叫盈盈。牠有一條長長的尾

巴。牠現在五歲。小貓最喜歡和牠的貓朋友玩。如果下雨，小

貓會睡覺。如果晴天，小貓會玩。我愛小貓。 

 

 

亞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陳慧恩 2C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牠有黑色的毛，一雙又大又圓的

眼晴和小小的耳朵。牠最喜歡吃的食物是骨頭。我放學回家後，

牠就汪汪地叫我拿東西給牠吃。吃飽後，牠又會汪汪地叫我和

牠玩球。當我睡覺時，牠會替我看門口，所以我很喜歡牠。 

 

 

季軍 

你最喜歡甚麼動物？       陳芷晴 2B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白兔，牠有一身純白的毛和一對長長

的耳朵。牠就喜歡吃紅蘿蔔，而且，牠跑得很快。牠最喜歡在

草地上跑來跑去，又不會隨便咬人，真的十分可愛。我真的很

想養小白兔。 

 

P.3 



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 

冠軍 

我的媽媽           林培欣 3A 

在我們家裏，除了爸爸、哥哥、我，還有一個非常愛

我們的人，那個人就是媽媽。 

媽媽每天都很辛苦，除了工作，還有清潔家居，送我

們上學，給我們做飯，還要教我們做功課，總而言之，媽媽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媽媽除了照顧我們之外，有時候也

抽時間來打扮自己，例如，她先洗了一個熱水澡，然後，就

把面膜的包裝打開，取出面膜，將面膜貼在臉上，然後穿上

漂亮的衣服，過了一會兒，扔面膜的時間到了，媽媽就把面

膜扔掉，又拿出了各式各樣的化妝品，對着鏡子如痴如醉。 

媽媽的心情如天氣一樣，一會兒晴，一會兒陰，一會

兒温柔得像小貓，一會兒憤怒得像獅子，如果我和哥哥的成

績好，媽媽就笑逐顏開，如果成績不理想，媽媽就開始像獅

子一樣兇惡了。 

媽媽的心情有時好，有時壞。不過，在我心裏，她永

遠都是最好的，這就是我可親可敬的母親了。 

 

 

 

亞軍 

我的爸爸         鍾詠熹  3C 

我有一個爸爸，他個子高，有一對大眼睛和一張大嘴

巴。他還有一個大大的肚子呢！ 

 爸爸常常逗我笑。他幽默而風趣，經常買食物給我吃，  

P.4 

沒有電器的日子          李家樑  6A 

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電器幾乎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

是，如果沒有了電器，又會發生甚麼事情呢？ 

   今天，我在童軍旅團參加的露營活動拉開了序幕。上午，我和

營友隨着團長一起乘車到達位於新界郊區的營地。我們在露營全程

都不會使用電器、科技產品。我心中對此不以為然。 

   一開始，整團人徒手在草地上搭建營地。我望着簡陋、充滿草、

泥、沙石的營地，難以置信自己居然要在這環境下度過一晚！營地

建好後，已是烈日當空的正午，我多想能夠躺在沙發上，在涼快的

空調下、悠然看着電視，喝着一罐冰凍的汽水呢！ 

   接着，到了午餐時間，我心想：午飯會是香噴噴的炸雞翅?還是

脆脆的薯條呢？不料，我們居然要就地鑽木取火，用錫紙包着一些

看似淡然無味的蔬菜和豬肉，放進火堆；口裏則咬着白麵包。我心

中的不滿開始燃燒起來！ 

   然後，整個下午都要收拾碗碟、整理營地，我不情願地拾起骯

髒不堪的食具，到洗手盤用百潔布拭擦。我心想：使用洗碗機的話，

不就能輕鬆地洗淨碗碟嗎？ 

   晚飯跟午飯的「格式」差不多。我萬分無奈地忍受下來。晚上，

我們只能圍着熊熊營火，一起唱歌、玩遊戲。我希望能夠坐在電腦

前，和朋友在社交網站上聊天、玩電子遊戲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深夜，我拖着疲倦的身軀躺在帳篷中。可是，

帳底又硬又冷，怎樣和家裏的大牀相比呢？我胸中憤怒的火焰爆發

了！我大聲投訴這裏設備簡陋，沒有我需要的電器用品。 

想不到，營友小明輕蔑地說：「難道沒有電器，你就活不下去

了嗎？」我啞口無言。我認真地想了想：對啊！其實電器只是生活

中的輔助品，我不應被它操控！ 

 

P.21 



我喜歡閱讀的書籍     杜澤維 6D 

我喜歡閱讀的書籍有很多，例如：偵探小說和美術書。 

近來，我最喜歡閱讀的一本書就是《大偵探福爾摩斯》。

我每次看到福爾摩斯的懸疑探案經歷，我都會被那緊湊的劇

情所牽引着，情不自禁地追看下去，直到案件真相大白為

止。從閱讀《大偵探福爾摩斯》的過程中，我的邏輯思維也

得到訓練，明白到凡事都可單看表面，要深入思考，根據客

觀的事實作出判斷。這樣才能夠像福爾摩斯一樣成功破案。

除了內容吸引之外，《大偵探福爾摩斯》的插圖也很漂亮。

這也是我很喜歡閱讀這本書的原因。 

其次，我也很喜歡閱讀有關美術的書籍，因為我很喜歡

畫畫。這些書不但教會我很多上色技巧和繪畫技巧。我也從

這些書中獲得很多繪畫的靈感。讓我創作的作品在技巧和表

達方面都獲益良多。 

我喜歡閱讀的書籍，它不但可以消磨時間，更可以增進

我的知識。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 2013年 12月《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第 14

期。 

 

 

閱讀金句分享 

「書最棒的影響力就是可以刺激讀者自我思考。」 

英國作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P.20 

有空的時候，他就帶我、媽媽和哥哥到香港各個地方遊玩，讓

我們大開眼界！ 

在星期天，爸爸就會親自下廚，弄出幾道香噴噴的美食給

我們吃。當我肚子痛的時候，他就會哄我：「不要害怕，吃完止

痛藥就會沒事的了！」聽完他的話，我就安心了。 

爸爸，我很感謝您，一直以來都照顧我，我愛您！ 

 

 

季軍 

我的媽媽           潘曉楠 3A 

 

我的媽媽有一雙大眼睛，大大的鼻子，還有一把長長的頭

髮。她的性格溫柔，而且不喜歡責罵我，所以，我十分喜歡她。 

 我的媽媽也很關心我。有一次，我不小心帶錯了舊的詞語簿

回校。回到學校，我才發現了自己帶了舊的詞語簿。當我把手

冊給老師時，媽媽來了，媽媽對我說：「你回到學校後，我發現

你的詞語簿在桌子上，於是我就飛快地跑過來，跑到學校交給

你。」我接過詞語簿後，我流着淚對媽媽說：「媽媽，多謝你！」 

 媽媽，謝謝你對我的關顧，我長大後一定會好好報答你的養

育之恩。 

 

 

常識問題大挑戰 

「根據《基本法》，立法會議員是怎樣產生呢？」     

答案：立法會議員透過選舉產生。                      

擬題者：梁穎妍 5C 

 P.5       



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冠軍 

森林奇遇記          歐巧晴 4B 

晚上，我正在房間裏睡覺，發了一個奇妙的夢。 

 我夢見自己身處於一個鳥語花香的大森林裏面。我好奇

地東張西望，看看有甚麼好玩的東西。我遙望過去，發現那

裏有片花田，上面有一群翩翩飛舞的蝴蝶。我立刻跑過去，

和蝴蝶一起玩耍。當我玩得興高采烈時，突然驚險地發現一

隻會說話的兔子。兔子說牠的名字叫小玉，牠過來是要邀請

我去參加森林舞會的。我起初有些許猶豫，但最後還是答應

了。 

 小玉帶我來到一條「彩虹橋」前面，然後對我說：「這道

橋是『彩虹橋』，只要走過去，我們就能到達森林舞會了。

我們快走吧！」我點點頭，表示同意。不久，我們到達森林

舞會了，小動物們已經在表演了，我發現這裏的小動物們都

會說話。於是我和牠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歡聲笑語傳遍

整片森林。 

 第二天，鬧鐘把我吵醒了。我揉了一下眼睛，才發現原

來我昨晚發現了一個非常奇妙的夢，而這個夢我會永遠藏在

心裏，不告訴別人。 

 

閱讀金句分享 

「閱讀，就好像承著作者的翅膀一道飛翔，看到從來沒有看到

過的風景，體驗從未有過的自由。」 

美國童話作家荷姆司(Roger Holmes) 

P.6 

   遲到記                    蘇沅均 5D 

今天，我真是狼狽極了！到現在我仍感到十分尷尬。 

   早上，媽媽叫我起床時，我卻把自己捲進厚厚的綿被內。這可

是我最佳防守方法。「你再不起床就要遲到了!」媽媽大叫:「要是

你上學遲了，我可不管喔！」我聽到「砰」「砰」的關門聲，心想

媽媽已經走了，我又可以多睡一會兒了。 

   當再次醒來的時候，我看到鬧鐘上顯示的時間。現在是早上八

時二十分。我豈不是快要遲到了嗎？為什麼媽媽不叫我起床?我一

邊怒吼，一邊把作業和課本放入書包。我已趕快回校上課，我一邊

哭，一邊跑回學校。 

   回到學校，我立即走進課室。我只聽到同學們「哈哈哈」的恥

笑聲。同學們一邊望着我，一邊對着我笑。「我……我……發生了

甚麼事呢?我只是遲到，有什麼好笑？」我問。「你先看看自己穿著

甚麼!哈……哈……」同學們笑着說。我即時低頭一望，發現自己

原來沒有穿校服，還穿着唾衣。我的臉立即像蘋果還紅！ 

  今天，我真的尷尬極了。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 2014年 2月《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第 16 期。 

 

 

 

常識問題大挑戰 

「2014年世界盃會在哪裡舉行呢？」     

答案：巴西。                      

擬題者：余冠豪  5C  

P.19 



沒有媽媽的日子        甘嘉怡 6E 

很多小朋友都不希望父母管束自己。自從那件事後，我

卻不會這樣想了。 

有一天，我本來想從衣櫃裡找一件衣服。突然，我發現

身邊的所有東西都停了下來。衣櫃裡有一個黑影對我說：「你

好，我是一位法力無窮的小仙子。我有甚麼可以為你效勞

呢？」由於我剛才被媽媽罵了一頓，所以我毫不猶疑地說了

一句：「我要媽媽從這世界上消失！」 

突然，我看見一道強烈的光從我的身邊閃過。之後，小

仙子消失了。我身邊的一切都回復正常。家裡卻變得很寧

靜，寧靜得令我不習慣。原來我的願望達成了，媽媽真是從

這世界上消失了！我再聽不到媽媽的囉唆了。 

爸爸每天忙著工作，媽媽又失蹤了。我可以盡情地吃喝

玩樂，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再沒有人管束我了。 

日子久了，我開始討厭這種生活，除了我犯錯時再聽不到媽

媽的囉唆外，當我傷心難過時也再聽不到媽媽的安慰聲，也

沒有人照顧我的起居飲食了。我現在才後悔也許太遲了! 我

一邊哭，一邊大叫：「媽媽！我錯了！對不起！」 

突然，有一雙熟悉的手按著我的肩膀，囉唆地對我說：

「你又發白日夢！快點完成功課。爸爸快要回來了，我們要

預備吃晚飯了。」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 2014年 5月《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第 19

期。 

 

P.18 

亞軍 

森林奇遇記             蘆梓菁  4B 

今天，我放學後，回家竟然看到衣櫃裏吹來彩色的龍捲風。突

然，我大叫一聲，那個正在轉動的龍捲風把我捲進走了……  

我跌在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上，「哎呀！很痛呀！」我說。我

一睜開眼，就被眼前這麼美麗的景象吸引。忽然，有一隻美麗的花

仙子熱情地對我說：「小朋友，讓我帶你到奇妙國的森林去吧！」

好奇的我當然會答應。於是，花仙子用一片楓葉把我帶到奇妙國的

森林裏去。 

  在森林裏，我看見很多奇形怪狀的植物，還看到很多十分可愛

的小動物。我想：奇妙國的東西真是十分奇妙！突然有一隻兇猛的

獅子把我捉住了！仙子姐姐見狀，便立即把我變成一隻有翅膀的仙

子，並緊張地對我說：「你快點飛走呀！」我聽到後，便飛走了。 

    半個小時後，我覺得非常疲累，便想找一個地方休息片刻。我

找了一會，終於找到了一個山洞休息，因為其他山洞都有小動物正

在睡覺。我走進山洞，山洞裏很黑，甚麼也看不見。忽然，我又被

龍捲風捲走了…… 

    龍捲風把我捲回家裏。雖然離開了奇妙國令我有點兒不捨得，

但我永永遠遠不會忘記這次的經歷。 

  

 

常識問題大挑戰 

「中環碼頭將會興建什麼民娛設施呢？」     

答案：巨型摩天輪。                      

擬題者：余雪嵐 5C 

P.7 



季軍 

森林奇遇記           周智健 4A 

 晚上，當我準備睡覺時，一陣奇怪的聲音從廚房傳來，我

馬上跑去廚房，只看見一個淺綠色的漩渦，「叮！」一聲後我

便被漩渦帶走了。 

    轉眼間，我來到一個美麗的大森林，周圍鳥語花香，一陣

陣清新空氣吹來。突然，一位弓箭手出現在我面前，「歡迎來

到伊朗特森林！你將要走進這個森林，找回失踪的聖石『伊索

之心』。我將會送你一些武器，祝你好運！」之後，他便消失

了。我拿起長弓和箭便向前走了。進入森林，我便看見了奇怪

的一幕：一隻小鳥在地下尋找食物時，突然一隻金光閃閃的老

虎沖了過去，把小鳥抓住，但老虎不但沒有吃掉小鳥，反而把

小鳥放走。這真是奇怪！我又向前走，發現了一朵巨大的食人

花，它準備吃掉一隻會發出綠光的兔子，我拿起一枝箭放在弓

上，把箭射入食人花的根部。食人花便枯死了。那隻兔子跳上

我的手掌，把一顆綠色的寶石送給我。寶石散發着金光，我想

它就是「伊索之心」了。 

我繼續向前走，看見一朵大蘑菇，上面有隻蘑菇牛，牠散

發着毒氣!我把牛射死後，便把牠身上的蘑菇採了下來，做紀

念品。我再向前走，看見一棵參天大樹，我發現這就是拉爾布

摩王國的入口!我便走進這條彩虹大道，進入了皇宮。我看見

被命名為「伊索索米亞之杖」的寶物，我便把「伊索之心」放

上去。「叮！」綠色的漩渦再一次把我帶走。我便回到家裏，

發現自己躺在牀上，「這可能只是一場夢吧！」之後，我便起

床吃早餐了。 

    這次「依特朗森林之旅」將會永存我心。 

 

P.8 

我最好的朋友               羅敏慈 3B  

我最好的朋友是林思彤，因為她對我很好，又很關心我。爲什

麽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我們曾經一起經歷過一件難忘的事情！當我

們仍是二年級學生時，學校安排我們參觀「交通安全城」。 

出發前，老師吩咐同學收拾桌椅。由於我是班長，老師就叫我

負責檢查同學們有沒有拍好椅子。當我檢查後，便急忙地趕到地下

操場與大家匯合。可是，我太心急了，一不小心便摔倒了。我感到

十常痛楚，並大聲哭起來。當大家發現我摔倒後，林思彤立刻跑過

來把我扶起。她不但扶我去校務處，更不停地安慰我。因為我的傷

勢嚴重，書記就打電話給媽媽叫她接我回家。 

回到家，我休息了一會兒。突然，電話響起，原來是林思彤致

電安慰我。她說：「你的腳還痛嗎？」我回答：「好了一點。」從此

以後，我和她每天也談半小時電話。不知不覺，我和林思彤也成為

了好朋友！ 

第一次參加運動會             陳家棟 3D 

今天是我校舉辦運動會的大日子。一大清早，我便起床到九龍

灣運動場集合。 

集隊後，我進入了場館，看到場館上掛着五彩繽紛的彩旗，真

是漂亮極了。一會兒，升旗手把校旗升上高空，同學們的掌聲如雨，

開幕儀式也正式完成。運動會正式開始了。之後，我便走到六十米

短跑場地，預備進行比賽。 

初賽開始前，我的心情十分緊張。當聽到裁判的鳴笛聲，我便

立即飛奔到終點，其他參賽者也跑得像箭一樣快。我在初賽中取得

第二名，能順利進入決賽。 

不久，決賽開始了。在同學們的吶喊助威下，我奮力地向着終

點狂奔。結果，我只能取得第四名。雖然，我未能踏上頒獎台，但

我明白到自己已盡了全力去比賽，問心無愧，所以心裡仍然感到欣

喜和高興。                                            P.17 



狼狽的一天         余慧彤 5D 

今天真的很狼狽，到現在我仍感到尷尬極了。 

放學後，我的肚子不停地發出「咕嚕」的響聲，我便蹦

蹦跳跳跑到小食店，買了一份燒賣來吃。正當我想從褲袋拿

出錢包時，才發現錢包不見了。我頓時覺得心急如焚，然而

卻找不到錢包，難道我又忘記了帶錢包？可是我現在身無分

文，我還可以怎樣呢？ 

於是，我硬著頭皮對小食店的姨姨說：「對不起！我忘

記帶錢包。這份燒賣，我不要了。」當我驚恐萬分，擔心自

己會被小食店的姨姨責罵一頓的時候，她不但沒有生氣，還

慈祥地對我說：「小朋友，不要緊！今次由姨姨請客。但下

次你要記得攜帶錢包。」聽到這句話，我感到如釋重負，一

方面感激她的雪中送炭，讓我明白人間有情；一方面對於自

己的疏忽大意卻感到萬分羞愧，但除了自責，我還可以怎樣

呢？ 

回家後，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是粗心大意，每天先檢

查清楚有沒有帶錢包，才上課，今天的尷尬事情不是可以避

免嗎？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 2014年 5月《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第 19

期。 

閱讀金句分享 

「培養出我今日成就的，是我家鄉的一個小圖書館。」 

比爾蓋茲 (Bill Gates) 

 

P.16 

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冠軍 

    我跟媽媽對調身分          方翠瑩  5A 

陽光從窗戶鑽了進來，鬧鐘也跟着一蹦一跳地呼喚我起牀。

我帶着濃濃的睡意走到衞生間梳洗，抬頭一看鏡子，鏡裏的我頭

上頂着一頭蓬亂的黑髮，裏面還夾雜着一些白髮，跟媽媽的樣子

一模一樣。難道我和媽媽對調了身分? 

    我急忙梳洗完畢，走進客廳裏。「媽媽!我要吃早餐!」一陣

稚嫩的童音傳進我的耳朵裏。我低頭一看，看見一位還昏昏欲睡

的小女孩，我和媽媽的身分竟然對調了!不過，她好像沒發現異

樣，便走進衞生間了。 

    為免「女兒」餓壞，我連忙把各種古怪的想法拋諸腦後，走

進廚房，準備早餐。廚房裏的各種用具擺放得整整齊齊。我拿起

調味瓶一看：糟糕了!究竟哪個是糖?哪個是鹽呢?經過我的多番

苦思，我終於想到早餐可以煮甚麼了，就是簡單方便的三明治。 

    等到我把「女兒」安全地送到學校以後，我開始打掃屋子了。

我先拿起掃帚，走到「女兒」的房間，地板上散滿了各式各樣的

玩具和書本。看到亂七八糟的房間，我突然想起從前的我是多麼

的任性，經常要勞煩媽媽善後。媽媽為了照顧我，不辭勞苦。我

之前還曾經頂撞她，實在太不應該了! 

   體驗了媽媽的辛勞後，我累得躺在椅子上休息。這時，一把

老人的聲音在我腦海裏響起來了：「你以後還會頂撞媽媽嗎?」我

下意識搖了頭。奇蹟發生了，我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媽媽也回來

了。我立刻上前抱住媽媽說：「我以後會好好孝順您的!」雖然媽

媽感到奇怪，她還是開心地點了頭。媽媽，我永遠愛你! 

 

 

P.9 



亞軍 

我跟媽媽對調身份       馮詩惠  5D 

有一天，當我起床的時候，發現自己變成媽媽了!我十

分高興，因為當媽媽可以不用很早便起床上學，更可以每天

早上也可以沉醉於甜甜的夢鄉裏。 

突然，一把聲音把我從夢鄉弄醒。我看了看，原來是「我」

自己!「我」穿着校服，應該是準備上學吧!她問我：「媽媽，

早飯煮好了嗎?」我怎會懂得煮早飯?幸好，家裏還有些麪包

和牛奶，「我」和姐姐吃完便上學去了。 

「呼!」我歎了一口氣，「我終於把家裏收拾乾淨了，現

在家裏又沒有人，不如……」我心裏打了一個壞主意，那便

是──玩電腦!我興致勃勃地按了電腦的開關，然後便痛快

地玩了很久，當我看看時鐘，原來已經是下午四時了。想起

「我」應該在回家的路途上，我便馬上關掉電腦，想做回一

個「好媽媽」。 

由於我根本不懂烹飪，所以晚上我們先上飯館吃飯，再

回家洗澡。就在我以為可以睡覺的時候，「我」突然說還有

點餓，問我有甚麼可吃。這下可糟了!家裏的食物已經全吃

光了!我只好冒着寒風，跑去便利店買麪包，同時亦買了一

些方便麪和牛奶預備明天的早餐。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小心跌倒了……醒來後，原來我正

在床上呢!而「我」也變回我自己。如果你問我有沒有跌傷，

我身上還有傷痕呢! 

雖然我只當了一天媽媽，但已經辛苦極了。媽媽終日照

顧我們，不是更辛苦嗎?所以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就會提醒

自己做個乖孩子，報答媽媽。 

 

P.10 

   「咻 !」世界頓時變得鴉雀無聲，我只偶爾聽見一陣風聲。

我心中一喜：「難道我的願望成真了?我到街上一看，街上一個人

也沒有，我頓時如釋重負，自己現在是無拘無束了!我高興得大

叫起來。 

    我覺得有點餓，於是便到麵包店去，隨口便叼起一個又香又

軟的麵包。我覺得有點無聊，於是便去遊樂場，興高采烈地玩耍

起來。這時，我累了，於是便回家去。 

    一回到家，我如往日般大叫：「媽媽，今天吃甚麼?」但家裏

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這時，我才明白最重要的家人也消

失了!我這時才發現自己是孤身一個!我十分後悔，但這已是不能

改變的事實了。 

    沒有媽媽和爸爸的吵鬧，家裏變得格外冷清，之前錄製的節

目裏的歡笑聲，也只是對我這懦弱行為的一種嘲諷。我覺得自己

十分愚笨，我不應自怨自艾，更不應自暴自棄；我更應發奮向上，

我有缺陷，就應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我不應再讓家人擔

心，也不怕被他人投以奇怪的目光。 

    「我不恨他們了!快點出現吧!」我大叫。 

    「咻 !」世界又像時光倒流般-變回熱鬧。父母回來了，朋友

回來了，我的人生也改變了! 

    在往後的一個月，我學會了自立，我更取得了跑步比賽的冠

軍，父母不再埋怨我了，我也不再害怕別人的眼光。 

    我心想:「我是個出色的人!」 

常識問題大挑戰 

「誰是泰國的代總理？」     

答案：巴育。                      

擬題者：盧詩樺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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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發現媽媽說的話是對的：我錯誤地把糖和鹽調亂

了，煮的時候又只顧東張西望，導致有些食物燒焦了，有的卻

十分難吃，我心想：只能吃方便麪了! 

    到了晚上洗澡的時候，我又把冷水和熱水調亂了，看來我

真是一個冒失鬼，這一刻，我真的十分想念媽媽。 

    到了第二天，我起床的時候已經是八時了! 我心想：為甚

麼沒有人叫醒我呢?這時，我才發現媽媽回鄉了，我馬上穿上

校服，急匆匆地上學去，回到學校的時候，全班同學都在取笑

我，原來我忘記梳理頭髮了! 

    在這兩天，我經過了最難受的生活：每一頓飯只能吃方便

麪；晚上洗澡時又把冷水和熱水調亂；早上沒有人叫我起床；

功課不會做時也沒有人教；看電視時沒有人陪；晚上只能一個

人睡覺……這時，我才知媽媽對我有多麼的重要! 

當媽媽回來的候，我連忙跑向她並哭着說：「媽媽，我愛

你!我以後一定會做你的好女兒! 」媽媽看着我，欣慰地笑了。 

 

 

 

 

季軍 

沒有其他人的日子         陳雅瑩 6B 

「我恨所有人!」我哭了！ 

    一個月前，一場無情的禍奪去了我的雙臂、我的一生。我

在醫院住了近一個月。在上星期五，我出院了，可是在街上，

每個路人都對我投以怪異的目光；在家裏，家人不斷地埋怨：

「我們也要上班，哪有時間照顧你呢?」我實在無法承受如此

重的壓力，我大叫：「我恨所有人，快點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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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我跟王澤先生對調身份        岑樂庭 5B 

今天，我一如既往在床上起來，但我發現我自己睡在一張陌生

的床上，忽然，一把聲音叫我：「快點去畫你的老夫子漫畫吧!外面

的催稿信已經放滿一整箱了!」我想：那不是王澤先生的妻子嗎?

我再看看鏡子，啊…… 

    原來我變成了王澤先生，這怎麼辦呢？我是一個對藝術一無所

知的人，再加上我畫的《老夫子》也不會傳神，又怎能繪畫一整本

的《老夫子》呢!突然，我靈機一觸，想到可以推出一部全新的漫

畫-《宇宙探索記》，那就可以應付那些煩人的催稿信了! 《宇宙探

索記》推出後，漫畫十分熱賣。於是，我就再接再厲，不斷推陳出

新作品了。 

    有一天，我回到學校，並看見了原本的「我」，那個「我」走

了過去，說：「對不起，因為我收到太多催稿信了，所以我使用了

身份對調機和你對調身份。我在眾多讀者當中選了你，但事先沒有

通知你，真是對不起!但我發現我做錯了。你每星期參加了不少課

外活動，都把我這副老骨頭累壞了。所以，我希望能和你再次對調

身份，好嗎?」「樂意之至。」我說，因為我現在收到的催稿信也不

少呢! 

    過了一個月，王澤先生把《宇宙探索記》的版權物歸原主，並

送了一本《老夫子》給我，而且他更在漫畫的封面上親筆簽名。我

也為自己的《宇宙探索記》創作了一個結局，你們想看嗎? 

閱讀金句分享 

「閱讀所獲得的最大快樂是， 你好像透過一面鏡子， 看到自己 

的心靈」     

英國作家湯馬斯(Rose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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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沒有媽媽的日子        李綺琳 6A 

「媽媽，您終於回來了!我很想念您啊!」我大喊道。媽

媽微笑着，然後緊緊把我抱入懷，說道：「媽媽也很掛念你

啊!」我的淚水不斷在眼圈打轉，最後我真的忍不住了，淚

水便落下了。「對不起，媽媽。對不起!」我哽咽道…… 

    我一直都只當媽媽是一個很愛我的傭人，就算是倒水這

些容易的事也全部由她代勞，我一直把她呼來喚去，根本都

沒有好好珍惜她。自從一個月前發生的意外，我才真真正正

認識到沒有媽媽時的感受。 

    一個月前，我一回到家就把書包扔下，大喊道：「媽媽，

我肚子好餓啊!快把櫃上的曲奇拿給我吧!」媽媽便把小椅拿

來，踏在小椅上，正想把曲奇拿下櫃時，一失重心，便從小

椅上摔了下來，倒在地上，昏迷過去了。我坐着沙發上，只

聽到砰!」的一聲，便見到媽媽的身影倒在地上。我立即奔

跑過去，猛力搖晃媽媽，可是她就是沒反應。我十分驚恐，

立刻拿起電話，撥給爸爸，顫着說道：「爸爸，爸爸，媽媽

暈了，媽媽暈了。怎麼辦? 怎麼辦?」爸爸聽了，扮作冷靜

地說道：「孩子，別怕。快撥電話給 999 緊急求助熱線吧!」

我按照爸爸的指示做。不久，救護員便來抬走媽媽；我正想

跟上救護車時，救護員卻決絕地說道：「你是小朋友，不能

上救護車!」我只好黯然回家去。 

    媽媽進了醫院，不但再也沒有人替我做東做西，而且再

也沒有人做家務了。家裏因此變得亂起來了，還多了不少「鄰

居」──蛇蟲鼠蟻。爸爸每天又要去探望媽媽，家裏就只剩

我一個。我每天上學，回到家裏，既要處理學業，又要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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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起做家務的責任。我迫不得已拿起抹布，把家裏所有地方抹乾

淨，又把家裏的雜物收拾好，還要自己烹煮每日三餐，不懂做家務

的我當然弄得雞手鴨腳，真是苦不堪言啊!媽媽，我終於明白你的

「苦況」了!除此之外，每天的思念也不是一件小事。平時我每日

都能看見媽媽，當然不感到思念，反而還想媽媽離開了一兩天，讓

我可以逃避她那囉嗦的嘮叨。可是，現在媽媽真的離開了一個月，

我卻感到無比的思念。媽媽，您何時回來啊?想到這點，我又不禁

流下了兩行眼淚。 

    好不容易我才「捱」過了那「悲哀」的一個月，終於等到媽媽

回家。我一看見媽媽，便立刻抱着她，不斷向她道歉。誰知當她真

的原諒我時，我卻感到更內疚了。 

    媽媽，真的很對不起!我以後不會再當您是傭人了!經過這件事

件，我終於真真正正認識到您的重要，我以後一定會好好珍惜您的!

我再也不願意看見您從我身邊溜走了! 

 

 

 

                        亞軍         

   沒有媽媽的日子                梁超儀 6C 

上星期天，媽媽接到外婆的電話，從中得知外公生病了，媽媽十

分擔心，並決定回鄉照顧他。她問我能否照顧自己，我沾沾自喜地

說：「沒問題，你去吧!我一定能好好地照顧自己的。」到了第二天，

媽媽便回鄉了。 

媽媽離開後，我心想：媽媽回鄉去了，爸爸又去了外地公幹，這

兩天，我一定可以玩很高興!突然，我的肚子發出了「轟隆隆」的

聲音，我才想起原來我還沒有吃午餐，我決定自己下廚，誰叫媽媽

整天取笑我不會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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