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一本好書，猶如同高尚的人談話。」

封面設計：凌豫靖6D

歌德(法蘭克福戲劇家)



訪問香港大學校長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我有幸地跟瑪利諾神父中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小學及瑪利諾中學的同學一起訪問香港大學的
校長--徐立之。
   
　　那麼，為甚麼我們要訪問徐立之校長呢？相信，大家都知
道去年是瑪利諾神父修會一百週年，而徐立之校長兒時曾就讀
的小學--庇護十二分校，正是瑪利諾神父教會創辦的小學。
   
　　徐立之校長小時候的家境並不富裕，但他的成績十分優
異。可能因為沒有記性，徐立之校長並不喜歡背書，但他不知
道自己有這個缺點。徐立之校長在訪問中除了憶述以前在庇護
十二分校讀書時的往事，還提醒我們：「每個人的能力都不一
樣，但只要努力，就會成功。」
   
　　這次訪問令我的得益還真不少，既獲得徐立之校長多年來
累積的寶貴經驗外，還學會了一些人生的哲理。我認為同學們
應該時刻反省，學懂「珍惜」幸褔。

陳小蝶 6B

P.1

「各種蠢事，在每天閱讀好書的影響下，仿佛烤在火上一
樣漸漸熔化。」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維克多•雨果(法國小說家)



中文作文比賽一年級組

1)今天，我、姐姐和哥哥在家裏快樂地跳舞。
2)爸爸、媽媽、姐姐和哥哥都對我說﹕「妹妹十分天真啊！」
3)今天早上，我們一家到公園去，我看見了一朵朵美麗的花兒
  和蝴蝶。
4)今天，我、弟弟和妹妹一起到公園拍皮球，真高興啊！
5)今天是弟弟的生日，媽媽為他開了一個快快樂樂的生日會。

利琬澄 1A冠軍

1)我學會跳舞了，真快樂啊！
2)弟弟和妹妹都是一個又天真又活潑的好孩子。
3)媽媽送了一件美麗的衣裳給我。
4)我和哥哥一起去拍皮球。
5)我背着書包快快樂樂地上學去。

潘曉楠 1E亞軍

1)我和姐姐一起跳舞，十分快樂。
2)小孩子的說話很天真。
3)公園裏，花兒、小草和大樹都很美麗啊！
4)我和弟弟一起在公園裏拍皮球。
5)我們在公園快快樂樂地玩耍，十分開心。

陳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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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  3)美麗  4)拍皮球  5)快快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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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二年級組

　　我最喜愛的動物是小狗，牠的名字叫「啡啡」。牠長了一
身啡色的毛，有一雙黑色的大眼睛和一對長長的耳朵。牠的嗅
覺很強，而且很強壯。牠喜歡喝清水，還經常吃骨頭，牠最愛
到公園散步。每天晚飯後，牠喜歡向我汪汪地叫，要求我抱牠。
　　小狗十分可愛和活潑。我愛我的小狗，我一定會做一個負
責任的主人！

蘆梓菁 2A我最喜歡的動物
冠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就是可愛的倉鼠。牠有一張小小的嘴巴，
一雙細細的手和兩隻短短的耳朵。牠最愛吃美味的玉米和紅蘿
蔔。牠最愛做的活動就是在輪子上練習跑步。有時，牠更會在
籠子裏爬來爬去。牠還喜歡在主人的手上跳舞呢！倉鼠真的十
分可愛啊！

林曉欣 2A我最喜歡的動物
亞軍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牠有啡色的毛，一雙眼睛和圓圓
的、長長的耳朵。小狗最愛吃骨頭和狗糧。吃飽後，牠就去睡
覺，十分可愛，令人很喜愛牠。牠最愛睡覺和扮作可愛。當我
不開心的時候，牠會叫我和牠一起玩。我一開門，牠就跑出來
歡迎我。當我看電視的時候，牠便定着眼睛看我。我每天也替
牠洗澡和帶牠散步。牠真可愛，我很愛牠。

楊珽琋 2E我最喜歡的動物
季軍



中文作文比賽三年級組

P.4

　　我的媽媽很漂亮，她有一把長頭髮、雙眼皮、個子高、十
分漂亮。

　　媽媽是一個刻苦耐勞的人，她天天六點半起牀，送我和弟
弟上學，就算下大雨，也堅持將我們送到學校。

　　媽媽還會為孩子着想。有一次，我想買一本有關神話傳說
的圖書，媽媽二話不說，就買給我了，更對我說：「看書對你
有益，你要多看書。」

　　媽媽還是個愛護子女的好母親。有一次，家裏停電，她半
夜起牀，拿了一把扇子，替我們三姐弟搧風，我們三人都覺得
十分舒服，但媽媽自己卻滿頭大汗。

　　媽媽是一個刻苦、處處為孩子着想、愛護子女的好母親。
媽媽永遠最愛我們，我也永遠最愛媽媽。

梁吻琪 3E我最愛的媽媽
冠軍

「不讀書的人，思想就會停止。」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德尼•狄德羅(法國啟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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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愛的同學—蔡鑫鑫。她烏黑的頭髮，彎彎的眉毛像
一個彎彎的月亮。她臉上總是掛着笑容，再加上她的兩條辮
子，可愛極了。

　　由一至三年級，我都是她的同班同學。雖然她的成績不太
好，但是她有一顆善良的心。當別人有困難時，她總會第一個
伸出援手。有一次，我生病了。她連忙告訴老師，並帶我到校
務處休息。其實我們雖然是好朋友，但是有時也會為了一些小
事而爭吵，例如︰為了一把尺子、一本書、一枝原子筆……幸
好，這些爭吵卻不會破壞我們之間的友誼。
    
　　每天放學後，我們會一起回家，一起玩耍。「歡樂的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所以我們在相處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
但願我們的友誼能永固。

蘇沅均 3D我最喜愛的同學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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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湯馬斯 (美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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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弟眼睛圓圓，鼻子高高，而他的身高卻只有一米，
他現在是一位一歲的小寶寶。

    他在五個月大的時候已經會吃麪條了，他在八個月大的時
候，還會走路，不過他常常會邊走邊跌倒呢！

    他人見人愛，他的笑容比天使還可愛。不過，有些時候，
他一生氣，就會躺在地板上「哇哇哇」地哭起來。不過，他的
笑容會令人覺得十分愉快。

    去年，曾祖母去世了。由於從小曾祖母就十分疼愛爸爸，
爸爸沒辦法接受曾祖母去世的事實，所以他哭得臉紅了，眼睛
也紅了，但當弟弟走過去拍拍他的背時，弟弟好像對爸爸說︰
「爸爸不要哭了，人總會面對死亡，不要太難過。」這時，爸
爸看着弟弟，忽然又開心起來了。從他這個舉動，大家都覺得
弟弟十分聰明。

    我的弟弟既聰明又可愛，他就是我最愛的人。

黃詩雅 3B我最喜愛的弟弟
季軍

「書籍是屹立在時間的汪洋大海中的燈塔。」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喬治•惠普爾(美國醫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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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四年級組

　　在一個寧靜的晚上，我在一個小公園裏遊蕩。忽然，我發
現前方出現了一扇高兩米，寬一米的彩色窗户。理智叫我不要
自找麻煩，馬上離開，但好奇心卻驅使我踏進了窗戶……

　　那窗戶原來是時光隧道﹗我回到過去的三國時代了﹗摸摸
下巴，我竟長了短短的鬍子﹗再看一看，我的身高竟有一米八
呢﹗而我身處的環境就是沙場！在我眼前，有人正要跨下赤兔
馬，他手持着青龍刀。他就是關羽﹗他大喝︰「關雲長在此﹗
誰敢前來領死﹖」另一大漢喊叫︰「徐晃徐公明來也﹗」兵器
交接，刀光劍影，不分高下，難分難解。雙方大戰過後，結果
我方大勝，我也斬殺了數名大將而升任為將軍，成為了關羽的
心腹。我利用自己對三國歷史的知識，改變了歷史，並協助關
羽取下荊州，卻免其死於敵軍手下。

　　後來，我跟隨劉備打天下，先滅魏、後伐吳，孔明也要讓
我三分呢。征戰三十多年，劉備終於完成統一大業，我也成為
了開國功臣，但我卻很想念我的家人……皇天不負有心人﹗我
打開了另一個時光隧道，讓我回到未來，真是太好了﹗

李家樑 4E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
冠軍

「你應該小心一切的假知識，它比無知更危險。」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簫伯納(愛爾蘭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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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
我會回去有長毛象的時候，
看看長毛象是怎樣的，
然後回家畫下來，
讓我記下長毛象的樣子。

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
我會回到年少的時間，
吃個又香又甜的大芒果，
然後把芒果的種子放進泥土，
待種子一天一天長大，
我便可以吃自己種的芒果了。

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
我會走到未來，
看我長大後會幹什麼工作，
希望它是一份好工作吧﹗

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
我會回到每次放煙花的日子，
欣賞漂亮的煙花，
欣賞五光十色的花火﹗

可是……
如果我進入了時光隧道，而不能回家。
那我該怎麼辦呢﹖

梁雅玟 4B假如我進入時光隧道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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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我一定會去三百年前的明朝闖蕩
一下，因為我喜歡欣賞植物，而且我肯定那兒的樹和花朵會比
現在的美麗。

    當我一覺睡醒後，我發現家裏的擺設跟原來的不一樣。我
先看看自己，才發現自己穿着了明代的衣服。我立刻跑出房
間，問媽媽今年是甚麼年，媽媽竟然回答說是「永樂二年」。
我感到非常驚訝，難道我真的進入了時光隧道﹖

    我立刻走到我的好朋友美華的家，證實一下現在是不是明
朝，她說：「是。」這次，我相信了，我相信自己的確進入了
時光隧道。

    我拿着幾枚銅幣到市集買大包回家吃。我本來不知道市集
在哪裏，但我的身體竟自然地走到市集去。真奇怪啊﹗為什麼
我會這樣呢﹖我立刻走到賣包的店舖買了一個包來吃。

    現在，我真的想到明代皇宮參觀一下。我突然想起爸爸是
朝中的大臣，那樣我便可以到皇宮參觀了。我立刻跑回家，請
求爸爸下一次上朝時，順道帶我到皇宮參觀。爸爸卻說︰「傻
丫頭，我怎能帶你一起上朝呢﹗」我感到有點失望。於是，我
決定要返回二十一世紀了。

    我大叫一聲，當我放眼四周，發現家裏回復到原來的樣
子。當然，我已返回二十一世紀了。時光隧道，真是一件奇妙
的東西啊﹗

李綺琳 4A假如我進入了時光隧道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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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五年級組

親愛的媽媽︰

　　媽媽，我知道你最近每晚都要加班，回家後，你更要做
飯、洗衣服等等，十分忙碌。不知你的身體狀況如何﹖

    就在前天，天氣突然變壞，烏雲密佈。過了一會兒，更是
雷電交加，下起大雨來，我知道那時候正是你放工的時間。你
回家後，我看見你被可惡的雨水淋得像一隻「落湯雞」，我便
說︰「媽媽，你沒有帶雨傘嗎﹖為何你全身都濕透了﹖」你卻
說︰「沒事，我只是故意弄濕自己的衣服，那麼我便可以感到
涼快一點了。」我知道，你是在騙我呢﹗

　　媽媽，我知道你為了我做了許多事，每天也想我過得開開
心心。可是，你不要為了我而弄壞自己的身體，要好好保護自
己。等我長大成人後，我必定會好好照顧你，孝順你，就像你
現在照顧我一樣無微不至。最後，我想對你說一句︰我愛你！

　祝
身體健康！

廖釨妡 5A給媽媽的一封信
冠軍

女兒
釨妡上

四月十八日



親愛的表妹：

　　你好嗎？或許，你不能再看到我寫給你的這封信了，但我
仍然控制不了對你的思念之情。

　　記得去年夏天，當街上的路人穿上吊帶衣服仍感到天氣炎
熱的時候，我倆竟穿着厚厚的衣服到公園拾木棉花，路過的途
人還笑我們傻呢。但是，我們並沒有理會他們，繼續興高采烈
地拾木棉花。

　　可惜，不久，你便病倒了，還進了醫院。記得當時你還笑
着對我說：「我就像曇花一樣脆弱和短暫。下輩子，我一定要
像木棉花一樣強壯......」之後，你就離開了我們。

　　這年，公園裏的木棉花比往年更茂盛。當我看到它，就不
禁想起我們一起玩耍的時光。每一次當我想起你的時候，我便
會走到木棉樹下，向它傾訴心事。我相信你在天國都會看到。

　祝
你在天國生活愉快!

鄭美鳳 5D給表妹的一封信
亞軍

P.11

表姐
美鳳
二月六日



P.12

親愛的媽媽：

　　媽媽，謝謝你！謝謝你對我一直以來的關懷和養育之恩。
我想藉着這封信來向你說一聲：「謝謝你！」

　　當我開心時，你會與我分享歡樂；當我失意時，你會安慰
我、鼓勵我不要放棄，要繼續努力。無論我遇到甚麼困難，你
也會支持我，還經常給我「正能量」呢！

　　一直以來，當我頑皮時，你不但不會打我，還會循循善誘
地教導我。有一次，當我發高燒。你立即帶我去看病，你徹夜
不眠在牀邊照顧着我，使我很快便痊癒過來。不過，媽媽你卻
多了一雙「黑眼圈」。
  
　　媽媽你真的很偉大。「世上只有媽媽好。」這句話真的沒
錯。媽媽，我愛你！

　祝
身體健康！

陳懿君 5D給媽媽的一封信
季軍

女兒
㦤君敬上
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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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六年級組

　　想起媽媽，我心裏的負面情緒不禁就湧出來了。媽媽，她
從我出生至今，口裏的「咆哮聲」便沒有停過。她經常責罵
我，管束我，對我的要求很高。有時，我會希望她從世上消
失，好讓我可以輕鬆一下。

　　今天，老師派發了成績表。我的成績很不錯，老師也稱讚
我呢！放學回家後，我滿懷興奮地拿着成績表給媽媽看。我心
想她必定對我讚不絕口，誰知道媽媽竟然這樣說：「埕欣，怎
麼這次考試的成績退步了，只得全級第八名？你究竟有沒有努
力過。你經常和同學外出逛街，浪費了溫習的時間啊！」媽媽
的責罵聲不絕於耳，簡直是震耳欲聾。之後，我傷心欲絕地伏
在桌子上哭泣，心想：唉！如果媽媽就此消失，那就多好啊！

　　突然，媽媽暈倒了。我嚇得不知所措。爸爸馬上送媽媽到
醫院去。後來，爸爸對我說：「媽媽要住院幾天，這幾天就由
我燒飯。」當我聽到這大好消息，心裏想：媽媽不在家，我可
恢復自由了！

　　想不到這幾天媽媽不在家，家裏就變得亂七八糟。爸爸不
太懂燒飯，燒出來的飯也很難吃，我感到很不習慣，尤其是沒
有媽媽的責罵聲。

　　過了幾天，媽媽回來了。我不禁對媽媽說：「這幾天你不
在家，我真是很不習慣。我終於明白了，雖然你平日經常罵
我，但我明白到你的用心良苦。其實你對我的要求高，是因為
你對我有期望，你希望我將來能出人頭地，貢獻社會。你就像
我心裏的明燈，在黑暗中指導我走往正確的方向。」媽媽聽了
後，十分感動抱着我說：「乖女兒，你終於明白了！媽媽經常
責罵你，只希望你不要經常犯錯。」

邱程欣 6C沒有媽媽的日子
冠軍



　　經過這次後，我才明白到媽媽是最好的。媽媽的話，我以
後定必牢牢記住，我立志做個好學生，將來升上中學後，要多
加努力，用功讀書，日後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不辜負媽媽
的期望！」

「書籍是改造人類靈魂的工具。人類所需要的，是富有啟
發性的養料。而閱讀，則正是這種養料。」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維克多•雨果(法國作家)

P.14

    Today, Candy and her family go to Yummy restaurant to eat
dinner. Candy chooses a chicken leg and a can of cola. Dad chooses
a pizza and a bowl of soup. Mum chooses some vegetables and a
cup of lemon tea. When Candy picks up the chicken leg, the chicken
leg flies up and lands in a man’s soup. Candy is sad because she
wants to eat the chicken leg. In the end , her mum orders a new
chicken leg for her.

Yeung Sze Man 3EFlying Chicken leg



　　自從那次車禍，我再也看不見媽媽了，再也聽不到她的聲
音，只剩下爸爸和我孤獨地活在世上。

　　車禍發生後，我再也看不見爸爸的笑容。我只看到他的皺
紋愈來愈多、眉頭愈來愈緊在一起。看見他這個樣子，我不禁
為他擔心。

　　每次上學、放學，我都看到別人的父母接同學放學，可是
我卻要獨自回家。爸爸每天奔波勞碌地工作，所以他不能接我
上學和放學，也沒有人替我背着重如石頭的書包。

　　過往我們因為媽媽的事常常跟爸爸爭執，弄得家裏吵吵鬧
鬧、家不成家。現在我想到家裏沒有了媽媽，爸爸就要更辛勞
工作了，除了賺錢養家，也要照顧我。爸爸把他的希望都寄託
在我的身上，我不能辜負他對我的期望。我下定決心要好好讀
書，將來報答爸爸。

　　我很羨慕那些擁有幸褔家庭的孩子。為甚麼天對我那麼不
公平？我只不過想要媽媽陪伴我，和我一起成長。現在我心裏
有說不出的痛苦。如果時光倒流，我一定會阻止那場車禍發
生，珍惜和媽媽一起相處的時光。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夠珍惜與家人一起相處的時光，好好
孝順父母，做個好孩子。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沒有父母的孩子，
他們得不到父母的憐愛。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與家人
一起的時光，與家人融洽地相處。這是我們做人兒女應有的
本份。

徐思敏 6B沒有媽媽的日子
亞軍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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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爸爸媽媽到外國公幹，所以我便要獨自照顧自己
了。

　　早上，我乘公共汽車上學。上過許多無聊的課堂後，終於
響起放學的鐘聲了。不幸地，天下起雨來，而我又忘記帶雨
傘，結果我全身被雨水弄濕了。回家後，我便立即更換衣服。
當我把衣服弄乾的時候，天還下着大雨，像要下個不停似的，
天色還變得愈來愈暗。

　　到了晚上，地上的雨水如黃河般泛濫，還有雷聲隆隆，把
我嚇得驚惶失措，一個人在屋裏走來走去。回想起小時候，父
母總會在我身旁陪着我，安慰我，但現在屋內一片死寂，令人
感到十分孤獨。孤獨令我變得害怕，更令我變得徬徨。這時
候，一陣電話鈴聲傳到我身邊。我趕緊提起電話筒，忽然從我
耳邊傳來一把很熟悉又温暖的聲音。

　　那熟悉的聲音原來是媽媽的聲音。我趕緊告訴媽媽現在正
在打雷，我很害怕，又徬徨無助。媽媽用温柔的語調告訴我不
要害怕。她的聲音走進我的心窩，令我感到父母就像在我的身
邊，使我感到無比的安全感，使我變得堅強。

　　即使親人不在身旁，透過一聲慰問，他們就像無處不在般
守護我。親人給予我們無限的支持和鼓勵，他們的聲音就如陽
光般溫暖，讓我們勇敢地渡過難關。

余綺晴 6B沒有父母在身旁的日子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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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本好書，猶如同高尚的人談話。」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本作品曾刊登於11月份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周
刊-《發現號》。

編者按：

歌德(法蘭克福戲劇家)

　　我有一個模型機械人，它是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這個模型機械人花了我很長的時間去組合，大約花了一
個星期左右。它的外型十分精美，使我每天回家後都要玩玩
它。

　　讓我詳盡地介紹這個模型機械人吧！它是由一條飛龍和
機械人合體而成，所以它可以變身成「龍神」和「龍駿」兩
個形態，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龍神」形態，因為它的外型有
點像穿了鎧甲的巨龍。

　　我最喜愛這個模型機械人，因為它是獨一無二的。

連耀榮 4A我的模型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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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新書像一艘船，帶領着我們從狹隘的地方，駛向生
活的無限廣闊的海洋。」

名人閱讀金句分享

海倫•凱勒(美國教育家)

　　某一天，我被人製造出來。不久，我被人放進漆黑的紙
箱內。當我看到陽光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已身處文具店內。

　　有一天，有一位小朋友和他的媽媽來到文具店。小朋友
一邊看着我，一邊說：「這個書包真漂亮，還有我最喜歡的
超人圖案。媽媽，請買這個書包給我。」經過他不斷哀求，
他的媽媽終於把我買給他。當他成為了我的主人後，他立刻
背着我，蹦蹦跳跳地跑回家。

　　到了他的家，我發現他原來買了不少同款式的書包，就
像一個書包陳列室一樣。其他書包告訴我，主人有一個壞習
慣，就是不懂得珍惜金錢，喜歡買多餘的東西，我想為何他
會如此浪費金錢？難道他不知道父母賺錢是很辛苦嗎？

　　突然涼風吹來，我看看鏡子，看到睡眼惺忪的自己，才
發現自己睡了一覺，發了一個白日夢。

何鈺衡 6C假如我是一個書包

本作品曾刊登於11月份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周
刊-《發現號》。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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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日，也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中
秋節。

　　晚上，我們一家人和朋友一起到維多利亞公園遊玩和賞
月。在晴朗的夜空中，千萬繁星圍繞着一輪皎潔的月亮，構
成了星月輝映的美麗世界。我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邊欣
賞這美麗的夜色，一邊快樂地吃楊桃、柿子和綠茶冰皮月
餅。而我的家人和朋友就坐在草地上聊天，大談兒時趣事的
確是賞心樂事！

　　最後，我依依不捨地回家了。這天，我和家人朋友一起
共享中秋，感受到與家人朋友團聚的溫暖，真期待明年的中
秋節！

方翠瑩 3A共渡中秋節

　　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日，也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中
秋節。

　　我最愛跟家人做的事就是和家人一起踏單車。為甚麽我
那麼愛踏單車......

　　凌晨時分，我和弟弟跟着父母去踏單車，我和弟弟都非
常興奮，可是踏單車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容易。我和弟弟都
踏得像在鋼線上走路一樣-左搖右擺。媽媽看得哈哈大笑，
連平時嚴肅的爸爸都捧腹大笑起來。我們都不服氣，於是叫
爸媽來一起踏單車。誰不知爸爸媽媽踏單車的技術簡直像世
界冠軍一樣，還不時表演不同的花式。原來爸爸媽媽小時候
為了節省金錢，就踏單車回校上課。有時候，他們還會踏單
車作為消閒活動呢！

　　經過那天的活動，我更加了解父母的過去。從此以後，
踏單車就成了我們家人最愛的娛樂。

何博聞 6c我愛跟家人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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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前，我和家人到澳門旅行。還記得上船後，我一
邊吃東西，一邊聽音樂。不久，我便在船艙睡着了。

　　下船後，我們到酒店放下行李，便四處觀光了。爸爸帶
我們去吃澳門最著名的美食-豬扒包，它真是美味啊！接
着，我們參觀了不少當地名勝，如：大三巴牌坊和澳門旅遊
塔等等。之後，我們帶着疲乏的心情回酒店休息。

　　回程時，我一邊想着這幾天吃過的美食，一邊回想旅遊
過的景點，便忍不住問媽媽：「我們何時會再來澳門遊行？」
媽媽說：「待你考試取得好的成績，我們才再來旅行吧！」

葉詩潁 4E澳門之旅

　　二年級時，我不太喜歡上學，因為當時的我連一位朋友
也沒有，甚至願意和我玩的人也沒有。

　　當年的我很霸道，所以沒有同學願意和我交朋友。小息
時，我只能坐在操場上的椅子發呆。某一天，有一位男同學
對我說：「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跟你做朋友？因為你
經常發脾氣，如果你不改過，誰會喜歡你呢！」那一刻，我
終於知道了自己的毛病，我按照他的建議，決心改過。

　　從此，有不少同學願意和我一起玩耍了。小息時，我不
再獨自呆坐了。我的心裏很感激那位男同學，於時，我鼓起
勇氣向他說了一聲「謝謝」。

林樂怡 6E從前的我

本作品曾刊登於1月份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周
刊-《發現號》。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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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生會有第二次機會，我希望回到過去，回到五年
級那一節體育課。

　　還記得五年級那一節體育課，我犯了一次錯誤，那件事
令我十分內疚。如果我可以改寫命運，我一定會重新選擇，
不讓我的人生留下污點。

　　那一天，老師教導我們打羽毛球。那時，我和同學一起
打羽毛球。可是，我一不小心把手上的羽毛球拍摔掉了，那
枝羽毛球拍正是我的好朋友-小美最心愛的球拍。還記得當
時她知道球拍被摔破的時候，十分難過，差點還哭起來。我
竟然讓我的好朋友傷心難過，我真是後悔莫及，如果當時我
能夠小心一點，就不會把我的好朋友弄哭了。

　　如果世上有時間的仙子，我希望回到那一天，不再讓我
的好朋友難過。

杜依蓓 6D回到過去

本作品曾刊登於6月份香港經濟日報的小學趣味中文周
刊-《發現號》。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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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放學回家後，我看見媽媽辛勞地做家務，她真辛
苦呢！

　　到暑假了，我就主動對媽媽說：「媽媽，不如我每天和
你一起做家務，好嗎？」幾天後，我開始感到後悔，原來家
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媽媽每天真是為了我們付出了不
少心血呢！

　　於是，作為家庭的一份子，我決定盡心盡力替媽媽打掃
房間和洗碗碟，以減輕媽媽的工作量。雖然，我有時也會感
到疲倦，但一想到要分擔家務的重擔，我仍然會努力堅持下
去。

　　當暑假快要結束時，媽媽帶我去騎單車，作為對我的獎
勵。我心裏想：「這個暑假，我活得很有意義呢！」

李澤宇 6B暑期活動

　　對於我這個「書蟲」，書當然是我的最好朋友！在眾多
種類的書本之中，我最喜愛的圖書就是小說。

　　每一天放學後，我都會看一本小說。它是我的心靈良
藥，因為經過一天繁忙的學習，天馬行空的小說內容，生動
有趣的文字和栩栩如生的插圖，讓我從壓力中釋放過來。每
一次我看小說時，都會把自己投入到故事的角色之中，我的
情感會隨着角色的遭遇而一同起伏。那種感受就像吃了全世
界最好吃的零食一樣。

　　作為「書蟲」，看小說的感覺真美妙。它讓我從日常生
活中得到解脫，因此，我每天也要看一本小說呢！

我愛看小說 方嘉豪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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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足球班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呢！還記得我第一次參
加足球班的時候，我完全跟不上教練的指示，做不到教練要
求的動作。為什麼我會這樣失敗呢？因為當時的我太緊張
了，我根本沒有留心聽教練的教導，當然也無法完成基本動
作。

　　教練不但沒有責備我，還耐心地再一次解釋他的指示，
還重新示範那些基本動作給我看。漸漸地，我開始掌握到踢
足球的技巧，明白基本動作的重要。

　　經過一連串的練習，終於到我最期待的時間來臨。教練
安排我們分組練習，進行模擬比賽。在這場比場中，我雖然
沒法取得入球，但我為隊友帶來不少入球機會。這比自己取
得入球更重要呢！

陸進謙 4A踢足球記 

本作品曾刊登於1月份天主教香港教區刊物-《喜樂少年》。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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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開心，因為我已經閱讀《柏德園地》六年了。在閱
讀《柏德園地》期間，我學到很多東西，例如：同學們對不
同事件的看法和他們的閱讀心得。

周志華 6E

　　我認為閱讀《柏德園地》是一件開心的事，因為令我學
到很多知識。為我將來的學習提供了不少養分。

陸冠文 6E

　　《柏德園地》裏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它們不但生動有
趣，而且極富教育意義，令我從中學到不少人生道理。

馬艾浩 6E

　　我從《柏德園地》裏看到不同的故事，而我了解到寫故
事和小說的難度，所以每一次看《柏德園地》時都會提醒自
己要努力學習。

魏菀怡 5C

　　《柏德園地》已陪怑我六年了，我從《柏德園地》內獲
取了不少知識，也令我的寫作技巧提升了不少。希望各位同
學能繼續支持《柏德園地》。

胡淑盈 6E

我對柏德園地第38期的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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