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三信 吳采瑜 
 

記一次做運動的經過和感受 
 

有一個假日，我、弟弟和爸媽到大埔海濱公園踏單車。 

到了大埔海濱公園的時候，我看見公園裏有些人在踏單車，

有些人在放風箏，有些人在拍照。我、弟弟和爸媽先到香港回

歸紀念塔拍照留念，因為那兒的風景十分優美。 

然後，我們到出租單車店租單車。起初，我踏兩輪單車時，

因為還未能掌握平衡力的技巧，導致我不能控制單車沿直線行

駛，所以我突然連人帶車跌倒在地上，令我的膝蓋擦傷了。因

此我感到非常緊張，心想﹕我不可以放棄的，我要努力掌握平

衡的技巧。接着，我再坐在車上，由爸爸扶着車身，我用力地

蹬，然後踩着踏板前進。爸爸慢慢地放手，我努力地自己踏。

後來，我發現連爸爸放了手我也不知道，單車亦能前進！  

最後，我成功學會了踏兩輪單車。

因此，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有爸爸的

幫助，我漸漸學會了平衡的技巧。我想：

下次也要繼續努力，運用已經學習的技

巧踏兩輪單車。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到遇到困難時，

不可以有輕易放棄的心，要努力嘗試，

堅持到底。我希望我以後都可以緊記着

這個技巧和挑戰更多不同的單車徑路線。 



20-21                              三信 周安瑩 

擊退獵人 

 
小紅帽、大野狼和祖母一起想辦法對付獵人。  

大野狼很快便想到了一個辦法把獵人吃掉。祖母

反對說：「不行！我們不可以傷害人。」這時，小紅帽

想到另一個辦法，她說：「不如我們把大野狼變成幽靈，

以嚇跑獵人。」大家都贊成小紅帽的建議，於是他們

便按着計劃行事。 

他們在白天的時候準備好他們需要的東西，又去

找白色的布料，並剪成幽靈的形狀，再在上面畫了雙

眼睛。接着，給大野狼穿好，然後一起等到晚上。 

晚上到了，獵人來了祖母家的門口，推開門，房

內黑漆漆一片。他先聽到一些陰森詭異的聽音，突然，

他看見一個白色物體飄到他面前，他就大叫：「幽靈

啊！」大野狼說：「小紅帽和祖母已經給我吃掉了，如

果你不想給我吃掉的話，就不要再欺負別人。」獵人

說：「好，我以後不再欺負別人了，求你放過我吧!」

說完，獵人便立刻逃跑。 

回家後，獵人跟他的同伴説：「我在小紅帽的祖母

家看到幽靈……」他的同伴不相信，以為他在說笑話，

就離開了。 自此以後，獵人不再欺負別人了；而小紅

帽、大野狼和祖母三人就變成了好朋友。 



20-21                                  三信 林海晴 
擊退獵人 

 

小紅帽、大野狼和祖母一起想辦法對付獵人。  

大野狼很快便想到一個辦法，說：「我們快點逃走吧！」外婆

反對說「不行！逃跑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小紅帽想到另一個

辦法，她說﹕「我們可以把迷藥放進蛋糕給獵人吃，趁他睡着時綁

着他！」大家都贊成她的建議，於是他們便按着計劃行動。 

 

過了一會兒，獵人就來到祖母家門囗敲門，並大聲地說：「小紅

帽，快點出來開門，我肚子很餓，你們有沒有準備好東西給我吃

呢？」小紅帽聽到後，急忙跟祖母說：「奶奶，快點去把我們剛才下

了迷藥的蛋糕拿出來，我去開門。」門一打開，獵人氣沖沖地說：

「怎麼這麼慢才開門？不會是在想用甚麼辦法對付我吧?」小紅帽他

們聽了大吃一驚，心想﹕不會是被獵人識穿了他們的計劃吧？大野

狼慌慌張張地說：「不會的，我們怎麼敢啊！你有獵槍的。」獵人聽

了，嘿嘿地笑了兩聲說：「我量你們也不敢。」這時，小紅帽給祖母

使了一個眼色，祖母馬上把蛋糕遞到獵人面前。獵人接過蛋糕，想

也沒想，就大口大口地吃起來，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蛋糕吃了一大半。

吃着吃着，獵人的眼睛慢慢睜不開了，就這樣睡着了。小紅帽馬上

叫祖母找來繩子，再把獵人的手和腳捆綁起來，然後他們合力將獵

人抬到河邊。 

獵人醒來後，看到自己被綁起來，又在河邊，害怕地說：「對不

起！我以後再也不敢欺負你們了，你們千萬不要把我丟到河裏去。

求求你們放過我吧！」最後，他們見獵人有悔過之心，就原諒了他，

放獵人回家去了。 

從此以後，獵人再也不敢來欺負小紅帽一家人了。 
 



 
20-21                               三真  丘悠 

一次慶祝生日的經過和感受 

在我七歲時，爸媽為我在家裏慶祝生日，令我十分難

忘。 

八月十四日是我的七歲生日，爸媽為了幫我慶祝生日，

在我睡覺時佈置家居，令家裏鋪滿了氣球，他們又在牆上

掛上了「生日快樂」的牌子，令家裏很有生日氣氛。 

那天下午一時，我坐在椅子上畫畫，媽媽走進廚房做

飯菜給我們吃，我心想：不知道媽媽會做甚麼午餐給我們

吃呢？於是我繼續專心畫水彩畫了。 

我畫了很久，開始感到很無聊，於是，便找爸爸玩。

我們玩了鬥獸棋、捉迷藏、打籃球、踢足球和摺紙，我開

始感到肚子餓了，便問媽媽：「何時能吃飯？」媽媽說：

「現在能吃飯了，快幫我拿筷子吧。」吃飯後，我便問媽

媽：「晚飯吃甚麼？」媽媽說：「秘密。」 

晚上，媽媽做好晚飯了，我便看到我最喜愛吃的土豆

牛肉粒、乳鴿和蟹。晚飯後，我們準備吃媽媽買的菠蘿蛋

糕，我們還和姨媽進行視像電話，姨媽一家和爸媽一起唱

生日歌給我聽，爸媽還送了兩份禮物給我，一份是超人模

型，一份是黃色的布偶。我和爸媽吃了這個蛋糕後，就準

備睡覺了。我心想：我很想天天都是我的生日！然後，我

依依不捨地去刷牙和睡覺。 

經過這件事後，讓我明白到要珍惜我爸爸媽媽的愛，

我希望下次也能有這麼幸福的生日慶祝會。 



20-21                     三真 蔡雪盈 

一次慶祝生日的經過和感受 

幾年前的一個星期天，爸爸媽媽在兒童樂園為我慶祝生

日，令我十分難忘。 

那天上午十一時，媽媽和我在兒童樂園的場地佈置，我

們掛上了不同形狀、漂亮的掛飾，還掛了一個寫着「生日快

樂」的牌子。爸爸負責買一個大蛋糕和各種零食，媽媽又幫

我邀請了很多同學和朋友。我心想：這個生日會一定會過得

很開心。爸爸說：「所有東西都已準備好了！」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生日會開始了，我的朋友和同學來

到時，都對我說：「生日快樂！」我高興地說：「謝謝你們

啊！」然後，我們一起玩尋寶遊戲，我們全部人都玩得興高

采烈。我的朋友興奮地說：「這個尋寶遊戲很刺激啊！」我

們又吃了一些美味的零食。 

終於到了切蛋糕的時候了，我先吹熄大蛋糕上的蠟燭，

然後許了一個願望，再把大蛋糕切開了。大家吃蛋糕吃得很

開心，我心想：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 

最後，我們還到兒童樂園裏的兒童玩樂公園裏玩不同的

設施呢！沒多久，媽媽說：「各位小朋友，你們是時候回家

了……」生日會在一片歡笑的聲音中結束了，大家都向我道

別，然後依依不捨地離開兒童樂園。  

在這次生日會中，我明白到友情的可貴，我更希望每一

年的生日都可以舉行生日會呢！ 
 

 
 



20-21                         三真 蔡雪盈 
 
           給叔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 

您好嗎？上次叔母生病了，她現在康復了嗎？

我很想念您。 

    告訴您一個好消息，上星期我參加了班際話

劇比賽，演出的話劇是《弟弟和我》，我扮演的角

色是弟弟。因為我拿到「最佳演員獎」，所以我很

高興。 

    我期望長大後可以做一個演員，我學到原來

可以用演說的技巧，令我說話時更流暢。您是一

個演員，下次您可以教我一些演出技巧嗎？ 

    您最近的生活如何？盼望能收到您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 

                                   姪女 

子珊上 

五月五日 

 

 



   

  20-21                          三望 湯柏勤 

給叔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 

您好嗎？您近況如何？我很想念您。 

告訴您一個好消息：上星期日，我在「班際話劇比 

賽」中榮獲「最佳演員奬」。我們班演出的劇目是《三 

隻小豬》，而我在劇中是扮演一隻狡猾的大灰狼，我 

和我班的同學都很用心地演出。 

當主持人宣佈我獲得「最佳演員奬」時，我感 

到十分驚訝和喜悅，因為我沒想到我竟然能夠得到 

這奬項。 

在這次比賽中，我明白成功並非僥倖，一定要 

努力付出才有收穫。我希望日後能夠扮演不同的角 

色，使我的演出更加精彩，並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請您代我向叔母問好，盼望早日能收到您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 

                       姪女 

                               子珊敬上                                                

                      二月五日 
 



20-21                                            三望 黃柏喬 
 

遊美好康樂中心 
 

星期五早上，老師帶我和同學到美好康樂中心旅行。當天萬里無

雲，陽光普照，是一個適合郊遊的好日子。 

到達目的地後，一陣清新的空氣撲鼻而來。一踏進美好康樂中心

門口，我看到不同的遊樂設施，如燒烤場、羽毛球場、遊樂場等。我

還聽到一陣陣歡笑聲，有很多人比我們先到，他們有的在玩耍，有的

在談天，有的在吃東西……非常熱鬧。  

首先，我們到了遊樂場。那裏有秋千、滑梯等供我們玩樂的設施。

很多小朋友在這兒玩耍，他們有的在盪秋千、滑滑梯，有的在互相追

逐，有的在聊天……我和同學們急不及待地跑過去玩。我先去滑滑梯。

滑梯十分長，我爬上最高處，然後滑下去，過程十分刺激好玩。接着，

我去盪秋千。那裏有普通的秋千和罕見的車輪秋千，但輪候玩車輪秋

千人太多人了，我只好盪普通的秋千了。我盪呀盪，越盪越高，好像

一隻小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飛翔，十分舒暢。 

離開遊樂場，經過繩網陣，我們就到了羽毛球場。我看到有的人

在打羽毛球，有的人在一旁為同伴打氣，有的人在聊天。我和同學練

習了一會後，便分為男女兩組進行比賽。我們女子組先發球，球飛得

又快又高，男子組還沒看清楚，球已經掉在地上了，女子組先得一分。

由於雙方實力相當，接下來的比賽十分激烈，分數咬得很緊，你得一

分，我也得一分。我們不知不覺打了半小時，大家都打得汗流浹背。

最後，男子組以一分之差敗北。他們很有風度，向我們女子組歡呼祝

賀，我們開心極了！ 

後來，我們還去了燒烤場、單車徑和工藝坊。我很享受與同學遊

玩的機會，真想和他們再來遊玩一次。 

 



     20-21                              三望 劉芷芊 
 

記一次做運動的經過和感受 

 

星期六早上，我和爸爸到觀塘游泳池練習游泳。我十
分緊張，因為校際游泳比賽快到了。 

 

到了游泳池後，我看見有些人在池邊休息，有些人像
魚兒般地在池水中游泳，還有小朋友在學習怎樣換氣。我
和爸爸先做熱身運動，然後慢慢地下水去游泳。 

 

起初，我希望在兩分鐘內完成一百米的距離。但是不
管我用多少力氣使勁地向前游，依然跟終點相距很遠。我
氣餒地對爸爸說：「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游得不好，不如放棄
比賽吧。」但爸爸認真地對我說:「你不能半途而廢，只要
堅持下去，一定會有進步的。來，我們一起想辦法改善你
的游泳速度吧！」在爸爸的鼓勵下，我振作起來，繼續練
習。「你最大的問題是游泳姿勢不正確，心情又太緊張。」
爸爸說完，慢慢地示範正確的姿勢及如何換氣，並糾正我
的錯誤。他還教導我說:「要享受游泳的過程，才能放鬆心
情，比賽時才不會因為緊張而影響表現。」經過多番嘗試
練習後，我的泳速有了明顯的進步。最後，我終於能在限
時內完成目標，我開心得大叫起來。我想:如果可以保持這
狀態，比賽當日必定能取得好成績的。 

 

經過這件事後，我深深體會到克服困難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但是努力過後卻感到十分滿足。 



20-21                                     三望 劉芷芊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星期五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那天天朗氣

清，陽光普照，是一個適合參觀的好日子。 

一踏進公園門口，我便看到一棵棵青翠的大樹和七彩繽紛的花朵，

有藍色的，有紅色的，有黃色的，也有白色的。我還聽到雀鳥在樹上

吱吱地叫。當微風吹來的時候，一陣陣花香撲鼻而來，使我感到心曠

神怡。 

首先，我們到了溫室。那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花朵，例如：蘭花、

玫瑰花、杜鵑花等等。最吸引我的是美麗的蝴蝶蘭，它們的外形好像

一隻隻翩翩起舞的蝴蝶，而且還散發陣陣清幽的花香。我覺得神的創

造真奇妙啊！  

離開溫室後，我們沿着小徑往前走，便到了獸籠。那裏有很多有

趣的動物，如：樹懶、白面僧面猴、狐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婆羅

州猩猩，牠的毛是紅棕色的，比一般的猩猩的毛還要長，就像穿上一

件厚厚的毛衣一樣。牠的雙臂不但強而有力，還擁有驚人的攀爬能力，

所以牠能夠很輕易地從地面爬到籠子的頂端。牠雖然看起來很笨拙，

但身手卻很靈活，怪不得會成為香港動植物公園最受人喜愛的動物之

一。 

後來，我們還參觀了爬蟲館、花圃和雀籠。這次參觀讓我大開眼

界，十分希望可以再來參觀一次。 

 



 

 

20-21                 三愛  陳麗柔 

給瑪音的道歉信 

親愛的瑪音表妹︰ 

  你好嗎？你還在生氣嗎？我很想念你。 

  在暑假時，你曾來我家玩，我說︰「餡餅裏的是藍蒼蠅，你還

覺得很好吃嗎？」我這樣欺騙你，我還說了傷害你的說話，說你是

個「愛哭鬼」。我還取笑你的釣魚能力，我想起我的過錯，感到十分

內疚。我現在誠心地對你說一句︰「對不起！對不起！」 

  我保證你下次暑假來我家時，我不會再欺負你，也會做飯給你

吃，並和你一起玩海盜遊戲，給你做船長，還會教你做暑期功課。 

  請代我向姨母問好，希望能儘快收到你的回信。 

  祝你 

身體健康 

                     表哥 

安拓上 

六月二十五日 

  

   

 



20-21                              三愛 黃樂熹 

 

邀請卡  
 

親愛的子晴︰ 

  「家樂會」將於光明大球場舉行「兒童嘉年華」，

我誠意邀請你一起參加。那天的活動有彈彈床、玩拋

球等有趣的活動，而小食則有棉花糖、雞翼等，詳情

如下︰ 

  日期︰三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八時 

  地點︰光明大球場 

  期待你的回覆！ 

                   朋友 

                    美美上 

                     三月 二日 



 20-21                                 三誠 王梓霖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星期六早上，萬里無雲，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去香港動

植物公園參觀。                                     

    一踏進公園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鳥籠和青翠的樹

木，我們聞到一陣陣花香味，還聽到了小鳥的叫聲。 

    我們先到花圃參觀。花圃內是一大片五顏六色、各式各

樣的鮮花，有的花像一個紫色的小喇叭，有的花像亭亭玉立

的少女，有的花綻開了笑臉，好像在歡迎我們的到來，有的

花隨風擺動，好像正在跳一支歡快的舞蹈，有的花像一團紅

紅的火焰，上面經常會有色彩斑斕的蝴蝶翩翩起舞，令很多

人駐足歡賞，大家都為之驚嘆。 

    離開花圃，我們到了噴水池。那裏的噴水池像一把插在

水上的光劍，還聽到池水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真壯觀。 

    後來，我還參觀了溫室、爬蟲館和雀籠。經過這天，我

十分開心啊！我希望下次還能再來。 

 

 

 
 



20-21                             三誠 陳子昊 

看圖寫作―飛蛾來了 

昨天晚上，我和家人開開心心地在飯廳吃飯。突

然，有一隻飛蛾從窗外飛進來，這件事真令人難忘。 

那天晚上，我們正在吃晚飯時，看見一隻很大的

飛蛾從窗外飛進來，牠在飯餸上盤旋。我想牠像一隻

鷹在監視獵物似的。姐姐感到十分害怕，嚇得躲在椅

子背後，她對爸爸說：「爸爸……快把這隻飛蛾趕走

啊！」我感到非常驚慌，嚇得捉住媽媽的手臂，並說：

「媽媽，我很害怕！」我和姐姐像兩隻受驚的小老鼠，

爸爸媽媽卻表現得很鎮定。 

這時，媽媽安慰我說：「不要怕，牠是不會攻擊我

們的。」我對爸爸說：「快打死牠，如果牠吃我們的飯

菜就不得了。」爸爸對我說：「不可以傷害牠，因為飛

蛾都有生命，而且牠也不會吃我們的飯菜。」於是，

爸爸站起來，用手揮來揮去。最後爸爸把飛蛾趕到窗

外，還關好窗戶，令飛蛾不能再次飛進來。我和姐姐

感到鬆了一口氣，我和姐姐一起說：「爸爸，真厲害！」

我們更一起為爸爸鼓掌。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會了昆蟲也有生命，不要傷

害牠們，並且要勇敢地面對突發的情境。 



20-21                             三誠 韓心柔 

邀請卡 

親愛的子晴： 

  「家樂會」即將舉辦「兒童嘉年華」，當天會有很多

攤位遊戲和表演，節目豐富，我想要請你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十月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下午六時 

  地點：光明大球場 

  等候你的回覆！ 

 朋友      

美美上    

十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