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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台平板電腦 李康怡

假如我是一台平板電腦，

我會是一台扁扁的，

長長的平板電腦。

我的腦袋可以儲存大量的資料，

讓人們通過我記錄不同的資料。

假如我是一台平板電腦，

我會是一台扁扁的，

長長的平板電腦。

我的身體可以連接互聯網，

讓人們通過我去搜尋不同的資訊進行學習。

假如我是一台平板電腦，

我會是一台扁扁的，

長長的平板電腦。

人們會利用我去發放電郵，

與親友進行交流。

假如我是一台平板電腦，

每年我也會有新的兄弟姊妹，

他們也是扁扁的，

長長的平板電腦。

他們也會為人們服務。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刊登日期為 2019年 4月 14日。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刊登日期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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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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到了 商場 生日 明亮的 堆沙

冠軍 李桌霆
 新年到了，我們一家人在家裏吃年糕，我真開心
 下午，爸爸帶我到商場的餐廳裏吃午餐。
 今天是我生日，爸爸媽媽在家裏送給我一個很大的蛋糕，我很開
心

 星期六的晚上，我和爸爸到公園裏看明亮的星星。
 星期天，我們一家人到沙灘裏堆沙。

亞軍 麥兆瑩
 新年到了，我們一家人在家裏一起打掃、貼春聯、做年糕和穿新
衣服，十分開心

 今天早上，媽媽和我到商場去。我們一起買了很多玩具，我感到
十分快樂

 晚上到了，媽媽爸爸到商場買了一個蛋糕。我問 「為甚麼要買

蛋糕 」媽媽說 「因為今天是你的生日。」

 今天是中秋節，明亮的月亮又圓又美，我們去公園拍照和吃水
果。

 今天早上，爸爸帶我們到沙灘玩，我堆沙、弟弟和爸爸玩沙灘排
球，大家很開心

季軍 羅佩霖
 新年到了，我們一家人一起吃美味的蘿蔔糕。
 下午，我和媽媽一起去商場買美味的食物。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和媽媽送了一份生日禮物給我，爸爸買了
一個生日蛋糕給我。我覺得非常開心。

 晚上，明亮的星星和月亮在天上發光，令我不能入睡。
 星期六，我們一家人去公園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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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冠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 蘇睿

我最喜歡海豚，牠是藍色和白色的。牠有一雙小小的眼睛、一條

長長的尾巴和一個小小的嘴巴。海豚最喜歡游泳。牠喜歡吃海草和

海帶。海豚常常從水中跳出來，真的非常可愛，也很聰明呢 如果我

家有一條海豚，我就可以每天和牠一起玩玩具球。我真的很想看見

小海豚啊

亞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 陳巧桐

我最喜歡家裏飼養的小貓，牠有一身白色的毛、又圓又大的眼

睛、軟軟的毛，還有一個大大的嘴巴。小貓經常捉老鼠，十分可愛

我每天都會陪伴着牠。看着牠活潑地玩耍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

牠睡着的時候，我會看着牠。我很感謝牠來到這個世界陪伴我，牠

是我最好的朋友

季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 李美希

我最喜歡家裏飼養的小倉鼠，牠有小小的眼睛、小小的耳朵，

還有尖尖的牙和胖胖的身子。小倉鼠經常跑步，牠跑步的樣子很認

真。我最愛摸小倉鼠，看着牠認真地跑步。感謝小倉鼠常常陪伴

我，牠真是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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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

冠軍 

記一次郊遊的經歷 陳思熹

今天，老師帶三甲班的同學和我一起去郊外遊玩。

老師首先帶領我們從山腳下爬到山伯伯的頭上，他帶着我們走過

一片七彩繽紛的森林，帶領我們在雨中看到一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還帶領我們在小溪裏看到五顏六色的，會發光的神奇石頭。

我們走過了那麼多神奇的事物，終於，我們爬到了山伯伯的頭頂

了 然後，老師叫我們自由活動，同學們像飛出鳥籠的小鳥一樣。有

些同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奔跑，有些同學小心翼翼地爬上一棵大樹

上看風景。

最後，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

這次的郊遊讓我看到很多我從未看過的事物，這次的郊遊是我印

象最深刻的一次。

 

 

 

 

亞軍 

記一次郊遊的經歷 麥玉臻

 今天是星期天，我和家人一起到香港動植物公園郊遊，我非常期

待。

一天清早，我們便乘坐巴士到香港動植物公園。首先，我們欣賞

了不同的花朵，例如百合花、菊花、太陽花……花朵上還有蝴蝶翩

翩起舞。然後，我們看見了猴子，牠們頑皮地在高大的樹上盪秋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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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們吃了美味的午餐，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後，便把

東西收拾得乾乾淨淨。之後，我們就到了觀鳥園。我看見了一隻非

常特別的鳥，就說﹕「爸爸媽媽，那隻小鳥的羽毛真潔白啊 」

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了一隻棕熊，我心想﹕牠的體形真龐大

啊 晚上，我們一家人都累極了，但今天確是既開心又難忘，我還把

這次經歷寫在日記裏呢

季軍

記一次郊遊的經歷 林愷翔

今天是星期天，爸爸要帶我們去郊遊，哥哥和我都非常開心。

我們到達郊外了，媽媽說﹕「這裏真是一片好風光啊 」我們把毛

毯放在地上後，我們就開始做自己的事情了。媽媽幫妹妹和我拍照

留念，哥哥就在碧綠的原野上騎自行車，爸爸和弟弟快樂地玩皮

球。一家人都樂呵呵。

玩着玩着，大家都又累又餓。我們就坐在毛毯上一邊聊天，一邊

吃自己的食物，有三文治、魚蛋、雞腿……還有爸爸帶來的鹹魚肉

餅，我們都不敢吃，因為爸爸帶的東西每次都不好吃。果然，爸爸

自己吃了也忍不住說﹕「好鹹啊 」大家都笑了。

這次郊遊讓我念念不忘，下次你們想不想跟我一去郊遊呢

P.5 

插圖︰林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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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冠軍 

假如我有超能力 陳彥姬

假如我有超能力，

我會飛遍全世界，

把世界的美食都品嘗一遍，

然後把它們帶回家，

分享給我的家人和朋友品嘗。

假如我有超能力，

我會令時光倒流，

把被污染的地球回復到以往般潔淨，

讓大自然的動物們重拾他們的家園，

並防止災難再次發生。

假如我有超能力，

我會讓自己變成行政長官，

令香港的經濟變好，

增添更多社會津貼，

並把津貼發放給有需要的人。

假如我有超能力，

我會令世界和平。

消除恐怖分子，

像上主一樣把人們都變得善良，

你我都可以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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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假如我有超能力 何新宇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書，看到一篇關於「環保超人」的

漫畫，看着看着便開始感到有點睡意，那刻我就睡着了。突然，有

一些金光在眼前閃過，於是我就走向那些金光。奇怪的是，它竟然

把我傳送到另一個空間了。

我在一個星球上降落，發現這個星球到處有許多垃圾，更有些

「人」在旁邊吸煙，使當地空氣污染指數達到嚴重水平。我看到了

此情形，想應該想一個辦法去阻止「他們」繼續這樣做。正在我想

辦法解決時，有一個「人」走過來跟我說﹕「環保超人 請幫我拯救

這星球 」我因此而大吃一驚﹕我怎麼會是環保超人呢 「是……是

嗎…… 」「當然是了 我一看見你的制服便是了 你忘記了嗎 」我望

一望我的衣服，果然是我昨天晚上看見的環保超人的制服。於是我

便問「他」哪裏是「災難地方」。「他」就說是鴨嘴山。於是，我就

飛去鴨嘴山。

到達鴨嘴山，我便發現山上有許多垃圾。我便出動「大垃圾

袋」，不消一會兒就把它們撈了上來，並把它們循環再用。那個

「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至此他也成為我的好朋友。有一次，我的

好朋友又來找我說海洋又被污染。這時，我準備出動「大魚網」去

撈海上垃圾，但是我怎樣也不能動，這令我十分驚慌失措，所以我

就大叫﹕「怎麼會這樣……」我便起床了，看看是怎樣的一回

事……

這時，媽媽正在我的旁邊，並說﹕「起床了嗎 快點，否則你又

會遲到了 」原來是一場夢 但它絶對是一個驚險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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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假如我有超能力 林貝喬

    假如我有超能力，我會變成怎樣 非常突出 還是愈來愈笨……

再讓我想一想……

假如我有超能力，我會在世界各地抓住企圖做壞事的人，告訴

他們應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要是他們再做的話呢 啊……有了

我再抓他們過來，要求他們不可以再做這些事，否則便把他們關在

一個地方一百八十天。這樣，正義在這個世界便會被視為重要了，

也再不會有壞人了……呵呵呵

可是，即使這樣，我還是不滿足 還有甚麼可以用超能力做 有

了 就是讓媽媽每天也快樂!

接着要做的事就是我要用超能力，使我有十雙手，去替媽媽做

家務，而媽媽……就去按摩舒服一下吧

最後要做的，就當然是要好好學習，而且賺多點錢，像爸爸一

樣，支撐起我們的家，由租房子變成買房子

不過，這些東西只是我的幻想 我還是先從學業上爭取更好的成

績，讓媽媽先感到欣慰吧……唉 可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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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冠軍

我終於升上中學了 何家諾

今天是我上六年級的最後一天。這時我真的很開心，終於可以脫

離這種「六年級如惡魔般的校園生活」了 我心裏不禁地想﹕「中學

的功課量會不會像小學時那麼多呢 」

到了散學禮，校長向我們六年級的學生說﹕「你們都長大了，我

代表學校在這裏祝福你們，祝你們學業進步。」不知為甚麼我突然

喉嚨一直忍忍作痛，很想哭似的。我真捨不得這班一起為學業而奮

鬥的同學和好友，頓時百感交集。

現在我的淚光在眼睛閃爍，可是淚水始終沒有掉下來。始時，我

的「死黨」 施景清從口袋裏拿了一個盒子給我，我打開一看，就哭得

「淚如雨下」。這是一個我和他常常打的一個籃球。他說﹕「何家諾，

我以後不能和你一起打籃球了，當你打籃球時看到它就等於看到

我。」我頓時覺得很感動。

現在放學了，我很想回到之前和施景清一起玩耍的時光，永遠跟

我的朋友在一起。再見了，我的兄弟、同學、師長和學校，我要開

始我的中學生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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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何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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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我終於學會做蛋糕了 黃雅希 5E

今天，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位廚師在製作一個美味的蛋糕，它

使我垂涎三尺，所以我決定了，我一定要學會做蛋糕

我問爸爸﹕「你知不知道做蛋糕要用甚麼材料 」爸爸回答﹕

「做蛋糕需要蛋、水果、奶油……」然後我就和爸爸一起到超級市

場買材料。買完後，我就和爸爸一起做蛋糕，我真的十分期待

爸爸說﹕「首先，我們要將雞蛋攪拌，然後……就是這麼簡

單。」我回答爸爸﹕「沒問題，我一定會做一個獨一無二的蛋糕 」

我終於完成了做蛋糕的前半階段 但是我遇到困難了，我焗蛋糕的時

候，我把蛋糕弄得黑一塊黃一塊的，正當我十分沮喪的時候，爸爸

前來安慰我，我就回復了一點信心 經過我千辛萬苦的努力，我終於

造好了 我品嘗了一下，真是美味極了 爸爸說﹕「當然了，這個蛋

糕是你辛辛苦苦做出來的 」最後，我就和家人一品嘗這個美味的蛋

糕，我們不約而同地說﹕「真好吃 」

我終於學會了做蛋糕了 我明白了做任何事都需要踏出第一步，

否則就永遠都不會學懂

 

 

 

 

季軍

我終於懂得愛惜弟弟了 鍾詠茵

一直以來，我也常常戲弄弟弟。雖然他表面上是很憤怒，但是

內心依然很愛我，無知的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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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晚，媽媽帶我們到尖沙咀吃晚飯。回家的時候，我牽着媽

媽的手回家，而弟弟卻在路上跑來跑去，媽媽喊着﹕「停止 別撞倒

路人呀 」然後，弟弟就乖乖的走着。但是，他卻走到我面前，阻礙

我進前，我生氣地罵了他一頓，他又乖乖地走到路旁。走着，走着，

他又走到我前面，正當我想高聲責罵他的時候，媽媽對着我温柔地

說着﹕「姐姐，其實弟弟那麼喜歡走到你面前是因為他想與你親近一

些。」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弟弟是多麼喜歡我和愛我，但是我卻戲

弄他、責罵他。

這晚，我就好好地反醒過，無論他待我如何，他始終也不是陌

生人，因為他一出生就是我最親的親人。

 

 

小編輯手記 

梁斐然 6D 

    這次是我首次擔任小編輯去編輯同學的作品，而編輯工作的第

一步就是閱讀同學的文章。我覺得這是一件有趣的工作，因為同學

的文章既有趣，又有創意，使我也看得津津有味。 

 

蔣烯怡 6D 

    當我要成為小編輯時，我體會到老師平日批改作文時的辛勞。

我發現編輯文章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因為要尋找文章的錯漏是

一件很花時間的工作。可是這項工作也令我獲益良多，我既可以優

先閱讀同學的作品，又可以從中提昇我的寫作水平，真是一舉兩

得。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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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冠軍 

我的「夢」 蔡愷澄

  我忽然感覺有人用力推了我一下，我揉一揉眼睛，還未完全清

醒便說﹕「媽媽，今天不用上課，這麼早叫我幹甚麼 」「你清醒一

點好嗎 」有一把陌生的聲音沒好氣地說。

我張開了眼睛，發現有一個人 也不能說是人，其實是一隻精

靈 。我疑惑地問﹕「你是誰 這裏又是哪裏 」那個精靈不耐煩地

說﹕「你可不可以安靜一點，讓我把話說完 」我這時才意識到自己

太心急了，連忙對她說抱歉，並請她繼續把話說完。「千萬不要在我

說話的時候插嘴 」我點了點頭，接着那隻精靈開始講述她為何要

把我帶到這個地方……

原來，這裏是異世界，和地球不是同一宇宙，這是另一個平行時

空。這裏有很多不同種族的生物一起居住，有綠精靈、巫術族、魔

族等 就像我們地球的黑人、白人、黃人 。而這隻精靈是屬於綠精

靈，天生就有一雙翅膀，可以在天上飛行。

突然，她語氣變得嚴肅，我也不由得緊張起來，她繼續說﹕

「有一天，一個自稱無所不能的人，他開始破壞這裏一切生物，所

有人都四處逃走，所以我迫不得已才到地球找救兵，我希望你明白

為何我要找你。」我「嗯」了一聲，並說﹕「我一定會幫助你 」

我們找來了兩枝飛行棍，便快速飛到了那個「惡魔」的城堡。

他發現了我們，並不屑地說﹕「又來了兩個不自量力的人 」綠精靈

急躁地說﹕「這位是從地球來的勇者 」「好 那我就考考你。」他的

手射出了一道光，上面有一道題目。「你盡管試試 」「好 太容易

了 」我很快就說出答案了。「惡魔」害怕得立即消失了，所有人都

歡呼，並要請我大吃一頓，我真是無法拒絕。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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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我的手機拍了一張照片，臨走前，我依依不捨地向他們道

別，綠精靈對我說﹕「時候不早了，你也該回去了。」 

    我聽到媽媽說﹕「孩子，還不起來，都已經十二點了!」「我立

刻來!」我急忙回答。我心想﹕原來這是發夢，一切都不是真的，但

我慶幸能有一個美好的夢。 

亞軍

我的「夢」 歐佩盈

  有一天，我在書房裏看《糖果王國》，不一會兒，我覺得十分疲

倦，所以就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當我張開眼睛時，我發現自己竟然身處「糖果王國」，令我不知

所措。就在這時候，一位糖果公主出現在我眼前，她說﹕「你好!

歡迎來到糖果王國。你可以叫我做糖糖。」我點一點頭。這樣我

就在糖果王國裏住了好幾天。

這幾天裏，我遇到了在《糖果王國》這本書裏出現的人物，例如

巧克力哥哥、棉花糖妹妹……令我十分驚訝

突然有一天，糖果王國裏的人都消失了 除了糖糖 糖果公主 和

我。

然後，我看見糖糖飛快地跑過來找我。原來可惡的黑暗巫婆想消

滅糖果王國，因為巫婆看見糖果王國生活那麼愉快，那麼幸福，心

生妒忌。

我跟糖糖決心要守護這美好的糖果王國。之後，我和糖糖跟巫婆

戰鬥了十五天。

最後，糖糖跟巫婆說﹕「我們停止戰鬥吧 我讓你成為糖果王國

的……」糖糖還沒說完，巫婆已經使出最後一招―「黑暗之劍」。雖

然巫婆聽見了公主的話感到非常高興，但她那一招已經收不回來

了，那把劍已向着我飛過來……

「你沒事嗎 快醒來 」媽媽說。我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發現自

柏德文集.indd   13 24/6/2019   13: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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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只是造夢而已，我趕緊看看那本《糖果王國》的結局，原來最後

《糖果王國》的人物繼續在糖果王國裏快樂生活。這讓我鬆了一口氣，

心想﹕他們總算戰勝了巫婆，拯救了糖果王國。

季軍

我的「夢」 叶欣怡

「撲通 」突然，我掉到一張軟綿綿的大床上。我睜開眼睛，心

想﹕咦，我的房間甚麼時候變得那麼大 再看看自己的身體，心想﹕

我甚麼時候長得那麼高大呢 在班裏，我幾乎是最矮小的一個呀

我覺得事情愈來愈不對勁，便走出房間看看，看到房間門口站着

一個跟我年齡差不多大的女孩，腰間圍着一條圍裙。我問她﹕「你

是誰 」她說﹕「李小芳﹐你連我都忘記了嗎 我不就是你的侍女嗎

快點刷牙洗臉，在早上十點，你還有一場戲要演呢 」我心想﹕你說

甚麼 演戲

侍女替我準備好後，我便坐上了由電影公司為我準備的汽車出發

了。不久，我就到了拍攝現場，才知道今次要演的角色是華欣。由

於時間還未到，所以我在拍攝現場內來回踱步，我心想﹕當一名演

員肯定很刺激

時間到了，我去了更衣室，工作人員替我換了戲服，我便開始拍

第一段戲。由於我是主角，我有很多戲份，於是我十分忙碌，甚至

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終於回到家了，我躺在軟軟的大床上，很快

便睡着了。

當我醒來，我已經回到原來的家了，「啊 原來這只不過是一場

夢 」我自言自語地說。不過，當演員是我的夢想，能夠在夢中體驗

到當演員的工作也很不錯。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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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怪人」 盧瑋翹

「可惡 可惡 」課室裏又傳出一陣咆哮聲。「又是誰在咆哮，真

討厭 」當然是這個暴躁的「活火山」了 小明是全級公認的「活火

山」，時常把功課隨意地扔在桌子上。就這樣，小明便常常要買新書

本了。

自從結識了這座「活火山」，我盡量都會遠離他一千公里遠。當

同學們一說或做錯一點點的事後，他都會大發脾氣。如果同學們在

他發脾氣時抱怨，便會爆發更多「熔岩」。大部分同學看到小明時，

都會彈到幾公里外，所以他只有一、兩個朋友，真不明白他們到底

是怎樣相處呢 有一次，小明把他桌上的東西狠狠地掉在同學身上，

弄得同學青一塊、紫一塊，老師要他罰抄課室守則一百次。可是他

兩三下就抄完了，可見他還是「神抄高手」呢

記得有一次，我衝口而出，不小心地說他是「笨蛋」，那次我真

真正正體會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結果我被「活火山」正面噴

發，事後我更變成了「死火山」。自此以後，我和「活火山」說話時

都會格外注意，以免不幸事件再次發生。儘管有次我看到他大罵我

的朋友，可是一想到上次的大災難，我只好視而不見悄悄地溜走

了。和這座「活火山」相處相當有難度。第一，需要有適當的詞語

回答他的問題。第二，必須懂得忍著痛和被人罵的感覺。第三，有

良好的溝通方式，以免惹怒他。第四，就是要跑得快，以逃離他的

魔爪，雖然往後他仍會找你秋後算賬。

「你這個笨蛋 」又是誰在咆哮呢 當然又是「活火山」在爆發

吧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刊登日期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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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寫日記 楊巧晴

月 日 星期一 晴

今天真幸運，到現在我還是十分感激那位向我伸出援手的人。

早上，我捧著辛辛苦苦才做好的視藝作品，踏著輕快的腳步上

學去。我一邊看著自己的作品，一邊哼著歌，心情愉快極了。

怎料，過了一會，一件令我手足無措的事發生了。天氣漸漸變

暗，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我連忙打開書包拿傘子心怕弄濕手上的視

藝作品，可是我發現自己竟然沒有帶傘子。我盡量用手臂遮蓋著視

藝作品，樣子狼狽極了。

就在我手忙腳亂的時候，突然，我感覺到雨停了，我抬起頭，

只見一位老伯伯站在我身旁，撐著一把藍色的傘子為我遮雨，臉上

掛著慈祥的微笑，他用他柔弱的聲線，輕輕地問我「小朋友，是否

忘了帶雨傘 我來替你打傘好嗎 」「好呀 」我高興得很，「那就麻煩

你了 」

我和老伯伯在上學的路途上有說有笑的，就像已相識很久的朋

友。我頓時感到一絲暖意，溫暖的感覺充滿著我的身體。轉瞬間，

就到了校門，我向老伯伯揮揮手，看著他那親切的笑容，慢慢走進

學校。

今天，幸好有那位老伯伯及時伸出援手，雪中送炭，我的視藝作

品才沒有弄濕。老伯伯，謝謝你

P.16 

插圖︰李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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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大自然的好處 岑柏瀚

現代人生活繁忙，如果能離開這個喧鬧的都市，在假日到郊外

走走，接觸大自然，真是一件樂透的事。那麼你們又知道親親大自

然有何好處嗎 現在就讓我來說說吧。

首先，多到郊外走走，可以擴闊視野，增廣見聞。親自去到大

自然，我們可以實地考察，研究動植物的有趣之處，例如蟬是怎樣

叫 樟樹最多可以生存多久 我們還可以仔細觀察動物的動態，並進行

分析。我們還可以研究樹木有多少種，哪一顆樹可以生存得最久。

所以多到郊外走走，不但可以擴闊視野，還可以讓我們知道更多動

植物的知識。

其次，多到郊外走走，可以令我們放鬆身心。我們可以放下上

課緊張的心情，到郊外舒展筋骨。聽聽鳥兒的叫聲，聞聞花兒的香

氣，看看美麗的風景，坐在樹蔭下乘涼，整個人都心情舒暢。我們

可以呼吸新鮮空氣，欣賞大自然的景色，被溫暖的陽光照著，整個

人都心曠神怡。所以多到郊外走，不但可以放鬆身心，還可以令我

們減少壓力。

最後，多到郊外走走，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

到郊外和朋友燒烤、玩耍、遠足……如果只待在家裏玩遊戲機，人

際關係便會疏離，相對而言，到郊外走走，不但可以拉緊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還可以和朋友多接觸。

　　總括而言，在假日多到郊外走走，接觸大自然，可以讓我們學

到很多知識，又可以令身體變得更好，還可以和朋友多接觸，到郊

外走走，真是一件樂透的事。

 

 

 

 

P.17 
插圖︰林鈺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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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 黃友濤

時光流逝，讓人不知所措，我不知不覺已到成年了。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個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我已經是一名好醫

生，我會研究一些嶄新的治療方法為大家治病，使現在視為絕症的

疾病，在未來也能輕易根治。只要大家到我工作的醫院治病，便能

藥到病除，馬上回復健康。

二十年後，我終於有能力孝順父母了。我會用我自己的工資供

養父母，為他們購買漂亮的衣服。因為小時候爸媽為我付出了很多

心血，所以我長大後要報答他們。我要買一套寬敞的大房子，讓父

母和我的妻兒一起愉快地生活。

回到現實，雖然，我不知道未來的自己會從事甚麼工作，但是

不管日後如何，我目前都會努力學習，為將來作好預備，才可以實

現自己的理想。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第 期，刊登日期

年 月 日。

假如我有超能力 馮樂瑤

這天，我坐在桌前思考着一個問題。假如我有超能力，我會想

有怎樣的超能力呢 我想了很久，終於想到答案了。

我想變成一位超能力者，擁有可以飛天和隠身的能力。如果我擁

有超能力，我會和我的朋友拉琪一起去迪士尼樂園遊玩，因為那個

樂園的位置實在太遙遠了，所以我會運用飛天的能力，瞬間便能和

我的好友一起到主題樂園玩過痛快了。

如果在樂園遊玩時，讓我發現小偷搶遊客的手袋。我就會立即利

用隠身的能力，悄悄地從小偷身上搶回失物，把失物物歸原主，也

會協助警察捉拿犯人。

編者按：

本作品曾刊登於《喜樂少年》，刊登日期為 2019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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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作文比賽冠軍

An accident at playtime    Lin Siu Hong 6C 

15 October 20XX (Friday)                                 Sunny 

   I invited Sandy to play at my home yesterday after school. We finished 

our homework together. I asked, ‘Do you want to play on the balcony?’

 

 ‘Good idea! Let’s play! But what should we play?’ Sandy replied. ‘Let’s 

skip together!’ I said. 

  We went to the balcony and skipped together. We were enjoying 

ourselves. Suddenly, the skipping rope knocked over a potted plant 

accidentally. As quick as a flash, the potted plant fell down onto the street 

and hit a man who was walking below. 

  ‘Oh! The potted plant fell down onto the street and hit a man!’ I yelled 

and looked down. We went down to the street and said sorry to the man. 

‘You’re the naughtiest kids in the world!’ the man shouted and went to the 

hospital by ambulance. We followed the ambulance and reached the 

hospital. We found the man lying on the bed. He was angry and in pain. 

We said, ‘Sorry! It was an accident! Please forgive us!’ ‘Don't play on the 

balcony again and be careful when you are playing,’ the man replied. He 

forgave us and let us go home. Everyone was glad because we knew we 

were in the wrong and said sorry. 

We went home and told mum everything. She had come home when we 

were in hospital.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is that you two know you were 

in the wrong.’ She said, ‘Go to the park when you want to play.’ 

‘OK……,’we replied. ‘We will not play on the balcony next time. Sorry 

Mum!’ I said. ‘You're the greatest kid in the world!’ Mum said.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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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作文比賽亞軍 

An accident at playtime   Yeung Hau Ching  6E 

15 October 20XX (Friday)                                 Sunny 
  I invited Sandy to play at my home yesterday after school. ‘Let’s skip!’ I 
suggested. ‘Great idea!’ replied Sandy. Then we took a skipping rope and 
went to the balcony. 
  We skipped happily on the balcony. When we were skipping, the skipping 
rope knocked a potted plant nearby. The potted plant shook like it wanted 
to fall off the balcony but we didn't stop skipping. 
  Suddenly, Sandy shouted, ‘Look! The potted plant is falling down!’ We 
ran to the potted plant and tried to hold it but it was too late. The potted 
plant fell down onto another balcony. We were scared. The balcony 
belonged to an old man. 
   The old man was anrgy. He looked at us and shouted, ‘You guys come 
down!’ We rushed to him and sais sorry. He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It’s 
fine. Just help me to clean up and don't do it again.’ ‘OK!’ we said and we 
helped the old man to clean up the balcony quickly. The old man forgave 
us. 
  I will not skip on the balcony again and I feel happy that the old man 
forgave us. 
 

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An accident at playtime    Fung Lai Yan 6D 

15 October 20XX (Friday)                                 Sunny 
  I invited Sandy to play at my home yesterday after school. My home is 
in Kowloon City so Sandy and I went to my home by bus. When we arrived 
at my home, Sandy suggested we skip and I agreed. However, I forgot where 
I put the skipping rope and I looked for it for a long time. Finally, I found it 
under the sofa! 
  Then, we started to skip happily and we didn’t notice the plant on the 
balcony. We skipped, and skipped, and skipped. Suddenly, an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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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ened. We knocked the potted plant and it fell over! Soon, we heard a 
woman scream. The woman was hurt by the falling plant and she was 
bleeding! We were shocked. I told Sandy to calm down. Shortly 

afterwards, safa! 

  I called 999. Then we went downstairs quickly to see the woman. The 
ambulance reached her at the same time, so we sent the woman to the 
hospital. 
   We waited for a long time outside the hospital. We hoped that she would 
be alright. Luckily, the woman has not matter and we said sorry to her. 
   Finally, we went back home but I still felt sorry about the woman. 
Therefore I will be more careful next time. I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 be 
aware of everything around us so that an accident will not happen again! 
 
 

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An accident at playtime     Lo Wai Kiu 6D 

15 October 20XX(Friday)                                 Sunny 
 I invited Sandy to play at my home yesterday after school. When I had 

just finished my homework, I heard ‘ding dong’ from my door. I knew it 
was Sandy so I went to open the door happily. 
  After a while, I suggested we skip on the balcony. However, I didn't 
notice that there was a danger around us. While we were skipping excitedly, 
a potted plant was knocked off the balcony and caused a terrible accident. 
The plant fell down from building and we felt very scared. We shouted, ‘Oh 
no!’ 
  Suddenly, a man was walking under our building and the plant slammed 
into the man’s head. He shouted, ‘Who did that?’ We went down into the  
street and called the police immediately. Although the man was not badly  
hurt and he didn't want to send us to prison, we felt very guilty. 
  From this accident, we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n't play in some 
dangerous places, such as on the roof, balcony, roads, etc. so that we cannot 
cause accidents. 

P.21 

柏德文集.indd   21 24/6/2019   13:54:48



bg13-24.pdf   10   19/6/2019   16:16:16 bg13-24.pdf   11   19/6/2019   16:16:16

P.22

給表姐的信 陸羽晴

親愛的表姐﹕

你近來好嗎？最近，我在圖書館裏借了一本名為《天使不回

家》的書，這本書非常好看，所以我想介紹給你。這本書是講述一

位名叫舒雅的女孩不幸罹患骨癌，從此便成了醫院的常客。在醫院

裏，她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一起抗癌的好朋友，其中小文更是舒

雅心中是一位「快樂天使」。她經常提醒舒雅要樂觀面對癌症。突然

有一天，小文離開人世，回到天堂了，舒雅不但沒有心灰意冷，她

反而想起了小文生前經常提醒她要樂觀面對人生。最後，舒雅勇敢

面對逆境，戰勝了病魔。

當我讀到舒雅患了重病沒有自暴自棄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自

己平時只為了一些小事就怨天尤人，實在是太不應該了。所以我看

完這本書後，決定改掉壞習慣，不能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發

脾氣，而且還要像小文一樣，樂觀面對人生，以微笑面對困難，即

使再困難也要堅持下去，絕不放棄。

最後我也希望你讀完這本書後，能夠像舒雅一樣，衝破困難，

取得成功

祝

學業進步

 

給朋友的信 馬鈺珊

親愛的佩琪﹕

你好嗎 聽說你搬家了，你最近的生活如何？

我最近在圖書館裏借閱了一本有關海洋生物的故事書，書名是

《老鯊魚的書籤》。這本書介紹了一些我們日常不會接觸到的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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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偏口魚，甲香魚、白血魚……這些海洋生物的外型都有趣極

了

這本書內容十分有趣，因為它以童話故事的形式介紹各種海洋

生物，令我們更容易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慣。

這本書充滿教育性，我最喜歡的故事是「會使用工具的海

獺」，它介紹海獺們如何使用工具來進食貽貝，真想不到海獺是這麼

聰明！

我知道你也喜歡海洋動物，所以我認為這本書十分適合你閱

讀。希望你閱讀這本書後，會認識到更多不同海洋生物的知識！要

是你對這本書也感興趣，我可以把這本書借給你。

我很期待你的回信

祝

生活愉快

好朋友

鈺珊上

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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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擬問題一 馮亦兒

問︰為甚麼我們感到熱時，身體就會流汗

答案︰要調節人體體溫。

自擬問題二 李樂軒

問︰為甚麼我們要小便

答案︰排出身體多餘的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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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伍珈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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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問題三 曾鈺榆

問︰為甚麼有些人擅於用左手

答案︰這種現象和遺傳因素有關。

自擬問題四 黃安喬

問︰為甚麼我們會打噴嚏

答案︰空氣中的灰塵刺激到鼻腔。

自擬問題五 葉學霖

問︰為甚麼身體要有足夠的脂肪

答案︰脂肪可以幫助身體保暖。

自擬問題六 林芷儀

問︰為甚麼心臟不用休息

答案︰心臟一旦停頓，人就會離開人世。

自擬問題七 叶欣怡

問︰當我們吃了退燒藥後，藥力要等多少時間才發揮功效

答案︰大約半小時左右。

 

自擬問題八 梁敏兒

問︰為甚麼我們吃得太飽時會打嗝呢

答案︰橫隔膜痙攣及收縮所引致。

自擬問題九 陸羽晴

問︰我們肚餓時，為甚麼肚子會咕咕叫

答案︰胃收縮使胃液和空氣互相碰撞，而發出咕咕的聲響。

 

自擬問題十 蔡樂怡

問︰人體最大的器官是甚麼

答案︰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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