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五誠 伍曉琳 

茶樓 

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在中西方頻繁交流的影響下，香港的

飲食文化發展出一套融合中餐和西餐的飲食習慣。雖然香港的美食

應有盡有，但茶樓仍然在香港人心目中佔據着重要且無可取代的位

置。 

 

走進茶樓，不難看見很多長者手裏拿着一份報紙，桌上放着一

壼茶，面前放着幾籠點心。其實，相比茶樓美味的點心，他們更喜

歡的是茶樓裏熱鬧的氣氛。 

 

說到茶樓，就會讓人想起燒賣、腸粉、豉汁蒸鳳爪、馬拉糕、

流沙奶皇包、雞扎等美味的點心。在眾多美食當中，以叉燒包最受

大眾歡迎。叉燒包採用肥瘦適中的叉燒作餡料。雪白的包皮蒸熟後

又鬆又軟，軟滑程度剛好，還有一絲甜味。中間的裂縫約隱約現地

微微露出紅色的叉燒餡料。叉燒肉質軟嫩多汁，味道濃郁，鹹中帶

甜，色澤鮮明。香甜的醬汁搭配叉燒，口味偏甜，但絕不會覺得厭

膩。 

 

茶樓的美味點心多不勝數，除了叉燒包外，蝦餃也深受大眾歡

迎。蝦餃咬下去有少量汁液，蝦肉爽口彈牙。餃皮包裹着的蝦肉呈

半透明的，整個蝦餃晶瑩剔透就像寶石一樣好看。 

 

茶樓顧名思義當然不只品嚐點心，正如茶樓的名字一樣，茶在

茶樓裏也是必不可少的。茶樓的茶也是種類繁多，除了有常見的普

洱和鐵觀音外，還有香片、菊花、烏龍茶等。 

 

普洱茶的色澤是褐紅色的，香氣獨特沉香,滋味醇厚回甘，經久

耐泡。普洱茶有暖胃、減肥、降脂、明目、解酒、降血壓、抗衰老、

抗癌、降血糖等多種功效。普洱茶既味道好，益處又多，難怪成為

茶樓裏最受歡迎的茶。 

 

 

 

 



 

 

 

 

    說到茶樓的演變，不得不提及其運作模式的改變。最早期的茶

樓，侍應會把裝著點心的托盤掛在胸前叫賣，隨着時代的發展，這

種方法逐漸被點心車替代。近年，茶樓的菜式變得更見多樣化，點

心紙更取代了點心車。遺憾的是，地道傳統「港式飲茶文化」中的

推點心車叫賣方式漸漸變成了歷史。 

 

在香港這個「美食天堂」裏，茶樓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它不僅讓香港人在飲食方面提供更多的選擇，更是不少家庭週末共

聚天倫、相聚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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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條—書籤 

 

李老師： 

昨天，我在興趣小組製作了一張書籤，我想把這張書籤

送給您。因為我很感謝您平日在學習上耐心的指導我，也謝

謝您經常教我做英文功課和解答我的疑問，令我的成績有進

步。希望您笑納！ 

                          學生 

                                                伍曉琳 

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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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谷公園遊記 

 

每當我看見美麗而濃豔欲滴的野牡丹時，腦海中總是泛起上

一次在佐敦谷公園遊玩的經歷！ 

 

那天，進入公園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中央草坪。翠綠的

草地綠油油的，就像一塊柔軟的地毯，又如一片綠色的海洋，真

令人沉醉呢！草坪上有很多遊人，有的在野餐，有的在追逐，有

的在曬太陽浴，人們在非常喜歡在中央草坪上玩耍和休息！我站

在中央草坪上感受着微風拂臉，那裏真是讓人感到心曠神怡，讓

我好像走進了仙境般呢！ 

 

  接著，我來到園藝教育中心。園藝教育中心內介紹了許多令

人賞心悦目的花朵。例如：大紅花、勒杜鵑和金絲桃，但最吸引

我注目的花朵就是野牡丹！野牡丹的花色偏粉紫，看起來跟洋紫

荊有點相像呀！野牡丹隨風起舞，遠遠望去就像一位美麗的姑

娘！ 

 

 最後，我離開園藝教育中心，沿著一條小小的捷徑向前走，很

快便來到植物種類繁多的温室。我一走進温室，便感受到温暖和

潮濕的空氣撲在我的身上！我先看見的就是滿身長滿刺的多肉植

物——仙人掌！温室裏栽種着各種各類的仙人掌，有的像手掌的，

有的像皮球，有的像小刀，每款都是小型的人造岩石瀑布，就像

一個對著美食垂涎欲滴的小孩一樣呀！ 

 

 黃昏的時候，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那裏真的讓我感到

流連忘返，不願回家呀！那一天的遊玩歷程真有趣呀！我真想再

一次到佐敦谷公園遊玩呢！ 



 

20-21                 五真 李煦悠 

 

記一次幫助別人的經歷和感受 

 

  每當我經過清清冰棒店時，總會想起一次幫助一個和媽媽

失散了的小妹妹的經歷，心裏總是甜滋滋的。 

  當天是星期一，我放學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着作文的

事。當我經過清清冰棒店時，我看見了一個淚流滿面的小妹妹

站在冰棒店的門口，大聲哭着說：「嗚……，媽媽，你……你

去了哪裏？」看來那位小妹妹和媽媽失散了。 

  看到這個畫面，我心中盤算着：「我要不要幫助她呢？可

是今天的功課是作文啊！需要花較多時間呢！看來，還是不要

幫她好了……」這時，我心裏響起了另一把聲音：她十分可憐

和無助啊！你就幫幫她吧！ 

  經過一番掙扎後，我決定幫助她。我快步走上前，溫柔地

說：「發生了甚麼事？你跟姐姐說說吧！」她抽抽噎噎地說：

「媽……媽不見了！」我問她：「那你記不記得媽媽的電話號

碼？」她告訴我了，我撥了那個號碼，和她的媽媽約好了地點，

然後便帶着小妹妹到了公園。最後，她們二人團聚了。看到她

們快樂的笑容，我開心得就像泡在蜜糖中一樣甜。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我以

後會多些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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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話的影響 

     在現代生活中，智能電話是人們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但是

「有得必有失」，它既能帶給人們有很多好處，但同時又帶來了

壞處。究竟智能電話會為我們帶來甚麼影響呢？接下來，我會跟

大家分析智能電話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智能電話對人們有很多好處，例如以下兩方面： 

    首先，使用智能電話可以令我們的生活更加方便，它能方便

我們世界各地的親友通訊。以前要跟居住在外國的朋友交談，我

們可以透過寫信、打長途電話或到外國探訪等式。現在我們只要

在智能電話上，運用微信、臉書等應用程式，就可以快捷、方便

地聯絡身處在的親友了。比起以前真是十分方便呢！此外，我們

還可以使用智能電話在網上購物。我們只要利用智能電話內的一

些應用程式，例如：淘寶、天貓……就可以足不出戶，購買一些

生活用品，真是十分便利呢！ 

   此外，使用智能電話也可以令我們放鬆心情。當感到有壓力的

時候，只要打開智能電話，就可以玩遊戲、聽音樂……放學回家

後，我們以利用智能電話，聽自己最喜愛的音樂，與朋友一起玩

線上遊戲等，這不是人生一大樂事嗎？由此可見，智能電話真的

可以令人放鬆心情。 

   智能電話也有很多壞處，如以下兩方面： 

   第一，智能電話會影響我們的身心發展。由於智能電話方便攜

帶，增加了人們使用智能電話的時間，因而傷害我們的身體健康。

衛生署一項研究報告指出，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會引致眼

部不適、眼痛、眼澀、頭痛和視力模糊，甚至會出現嚴重的眼睛

問題。 

 



 

 

 

   其次，智能電話也會令我們的人際關係變差。現時不難發現，

當一家人在飯館裏開開心心共同吃飯時，很多人都只顧垂下頭玩

智能電話，忽略了彼此交流的機會。事實上，智能電話的普及化，

會使人們花長時間上網，容易令人沉迷而忽略身邊人的感受。此

外，也有孩子指出父母平日下班後只顧玩智能電話，不和自己聊

天玩耍，令父母和子女之間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離。 

    從以上各方面所見，適當地使用智能電話，能令我們放鬆身

心，也令我們的生活更方便。然而，沉迷使用智能電話，會令我

們的人際關係變差，並有損身體健康。如果我們能善用智能電話，

就可以發揮智能電話的好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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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爸爸的自白 

    大家好！我是雞爸爸，我在此感謝大家給我一個機會，可以讓我訴

說自己的冤屈，向大家澄清對我的誤會。 

    在大家的眼中，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只會把兒子送到幼兒園，

不理會他的感受，其實我是有苦衷的。事實上，充滿好奇心的大頭，經

常在我下班感到疲累不堪的時候，不停地向我發問，我無可奈何之下，

便將他送進幼兒園，讓老師解答他的問題，令他得到最正確的答案。 

    小時候，因為我家境貧窮，爸媽沒有多餘的金錢給我讀書。由於我

學歷不高，現在只能做苦工養活一家。為了不讓大頭像我一樣，我便把

他送進幼兒園學習，讓他從小得到教育，希望他能用功讀書，長大後做

一隻對社會有貢獻的雞。 

    我知道大家會認為我是一隻很麻煩的雞。其實小時候，我的性格與

現在的性格是相反的。為何我現在會變成這樣？這是因為我曾經發生了

一件事，令我的性格有了轉變。 

    記得那時候，老師宣佈同學們要自己組隊做專題研習。那時候，我

在學校可稱得上是「雞氣王」，很多同學都爭先恐後要跟我成為一隊。

最後我已抽籤的形式，決定了和誰一起做專題研習。由於我過分認真處

事，常常帶着緊張的心情，每天都致電聯絡其他組員，令他們感到十分

厭煩。自此之後，我由「雞氣王」變成了「麻煩雞」。從此以後，再沒

有同學願意與我同組做專題研習，也沒有雞願意和我做朋友了。 

    由於同學和家人給我不好受的感覺，故此我由一隻負責任的雞，變

成了一隻不負責任、怕麻煩的雞。我現在只希望我的孩子——大頭雞不

要像我一樣，要做隻有勇氣、有耐心、有責任感的雞，並能幸福快樂地

生活下去，那我便心滿意足了。 

 



11114444 

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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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雨新篇 

 

 今天降旗禮時，突然下起大雨來。我頓時想起之前吃的雨是甜的，

於是快手快腳地做出「吃雨」的動作，準備吃雨。我一邊吃雨，一邊

對全班同學說:「四年三班的同學，快跟我這樣一起吃雨！」所有人都

仰起頭，伸出舌頭吃雨。 

 

 接着，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在我眼前了，平日凜若冰霜的訓導主

任和處事慌慌張張的校長也在吃雨，其他人都像一陣風溜走了，只剩

下我們四年三班的學生在吃雨……大家都興奮地大叫:「雨是甜的！甜

得像在吃全世界最甜的蜜糖。」就在這時候，訓導主任和校長不敢置

信地瞪大眼睛，仿似在猜疑自己是否在發夢。 

 

 然後，我和同學們喜滋滋地回到教室。回到教室後，我們就看見

黃老師坐在教師椅上。她怒氣沖天地問:「你們待在操場幹甚麼?我在

四樓大喊大叫，竟然沒有同學理會我，喬誠快出來給我報告，究竟發

生了甚麼事？」我語帶驚惶地說:「老……老師，雨是甜的！」「甚麼？

我只聽過酸雨，從來沒有聽過甜雨。」老師說。「真……真的是甜雨！

如果你不信我，可問林文雄。」我戰戰兢兢地反駁老師。林文雄應聲

說：「對呀！老師，雨真是甜的！」我心想:平日經常說謊給老師責罵

的他，現在竟然這麼誠實？接着，班上的同學們都紛紛表示認同。黃

老師看到這個情況，只好親自下去「吃雨」。 

 

不久，黃老師回來對我們說：「雨……雨真是甜的！」我聽到黃老

師這樣說，也恢復自信了。我自豪地跟老師說:「對吧！雨是甜的。」

黃老師問:「為甚麼雨是甜的？」我頓時語塞。「我明天一定要請教科

學家。」黃老師堅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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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科學家們在學校的會議室裏討論「甜雨」的成因。為了

聽得清楚，我躡手躡腳在門外偷聽。「我們證實了昨天下的雨真的有糖

分。」其中一位科學家說。黃老師問:「為甚麼會有甜雨?」另一位科

學家說：「這就要問問發現甜雨的人。」聽到這樣，我立刻返回教室，

科學家一進教室，就問我：「小朋友，當你吃雨時，四周環境有否發生

一些特別的事?」我立時回答:「天空出現了一片特別黑的雲，好像是

從南面吹來。」 

  

聽完我解說後，科學家沿着南方走，竟然發現了一座糖果工廠，甜

雨的由來終於水落石出了。原來新建的糖果工廠把沒有用的糖果燒掉

了，那些熔掉的糖果，就通過排氣管排出，帶有糖分的水蒸汽升上天

空後，凝結成雲。當準備下雨時，它們就產生化學反應，變成甜雨。 

 

 科學家十分感謝我，我為發現甜雨一事，感到十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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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雨新篇 

  我跑着，突然想到甜雨，便一邊跑，一邊對所有的

同學說：「大家快點把舌頭伸出來吃雨！」之後，充滿好

奇心的我們便不理會老師的勸告和警告，張開嘴巴吃雨。

果然這次下的雨也是甜的，大家爭先恐後地吃雨，甚至

因為爭取有利的吃雨位置而打架呢！在場的老師也無計

可施。 

突然，同學們紛紛肚子痛，接二連三躺在地上叫苦連

天，有的同學甚至暈倒在地上。老師立刻致電急呼救護

車。救護人員來到學校後，看到這種情形，馬上把學生

送到醫院救治。在場只有我吃了雨，但沒有肚子疼，這

使所有人都感到奇怪。 

之後，醫生在同學身上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見的病毒，

同時，醫生抽取了我的血液化驗，發現我的血液裏有一

種對這種病毒的免疫成份。這消息立刻轟動了全世界，

令全世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天上還下着甜雨，永不停止。城裏的家長變得人心

惶惶，不讓小孩出門。街上沒有小孩的歡笑聲，整個城

市沒有了以往的光彩。政府訂立各種法例，不讓小孩出

門，又把這種病毒命名為「甜雨毒」。科學家正努力地研

發疫苗和研究「甜雨毒」。醫院病床位置不勝負荷，醫生

和護士心力交瘁。 

我每天也留意電視的新聞報道，希望出現奇蹟，希

望「甜雨毒」的研究會有新進展。可是奇蹟沒有發生，

我的心情像外面的大雨一樣，傷心至極。我只好每天送

各式各樣的湯水給住在醫院裏的同學，安撫一下我傷心 



 

 

的心靈。 

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奇蹟終於出現，我無意間發

明了「疫苗」。那天，我送了自製的蕃茄薯仔湯給病人喝，

他們竟然變得生龍活虎，完全康復！這使全世界也感到

驚訝。 

最後，我將這個疫苗配方公開，令全世界的病人得以

康復。政府也頒發了一個勳章給我，而這個世界也回復

昔日的光彩，使我十分高興。 

經過這件事，我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希望我以後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20-21                           五愛 江伊晴 

 我最欣賞的人 

 
「有成就的人，就必須經過努力，不會有其他的捷徑。所謂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句話從我

最敬佩的婆婆口中常常説到的。 

 

我的外婆是一個高大、身材略胖的人，她有一雙炯炯有神的

小眼睛，是一位滿頭白髮的長者。她性格樂天，常常滿臉笑容，

甚麼都不介意，也不怕辛苦。她最愛做家鄉糕點給我們品嘗，即

使她住在老遠的新界邨屋，但每星期她總會不辭勞苦，提着重重

的糕點步行到火車站，乘搭火車再轉乘港鐵到我家，全程要花上

差不多兩個小時，為的是讓我們品嘗她親手的美食。我們都擔心

她太辛勞了，但她總會説：「不辛苦！不辛苦！」然後又咧嘴而

笑。 

 

外婆又是一個勤奮的人。雖然她已經退休了，但仍然不斷進

修，持續學習。她又説：「活到老，學到老，才不枉此生！」 

 

由於她時常到老人中心當義工，又教其他長者寫毛筆字和做

手工藝，所以人人都説她是一個充滿愛心，有智慧和關懷別人的

長者。每當別人稱讚她時，她又會咧嘴而笑地回答：「我最開心

就是在我這把年紀，仍然能服務社會呢！」 

 

我最欣賞的人就是我的外婆，作為她的孫女兒，我感到十分

光榮！ 



 

20-21                      五愛 朱卓兒 

海洋公園遊記 

每次看到這個會發光的小海豚鑰匙扣，我就想起上次跟

爸爸媽媽去海洋公園遊玩的情景。 

 

首先，我們來到海洋公園的海洋奇觀。我站在場館中央

向前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圓柱形狀的大魚缸，那裏有

成千上萬的魚兒游來游去，十分迷人。右面的牆壁上有一個

個魚缸，裏有許多稀少罕見的水母和珊瑚。再抬頭向上望，

便是害羞的魔鬼魚，牠以翻跟斗的方式向遊人來打招呼呢！

戲水的魚羣在水面上閃爍着點點銀光，宛若夏天點綴的繁

星。 

 

參觀完水族館出來，一直往前走，便到了登山纜車站。

我們登上了一輛藍色的纜車，準備到山頂觀海豚的表演。坐

在纜車上，我們看到一片大海，它是那麼大，那麼美。大海

的遠處飄來一絲絲的白浪，浪花越來越近，越來越寬闊，時

而變成了一條白色的浪帶，匯聚在一起，發出有力的「嘩嘩」

聲；時而又形成了一朵朵銀白色的浪花綻出海面，恰似一朵

朵正在盛開的白蓮花。海面上不斷綻放出一朵又一朵的白蓮

花，這許多的白蓮花匯聚一起，像一條翻捲着的白綢帶衝上

沙灘。啊！真是一幅神奇、美麗的畫卷呀！ 

 

下了纜車後，沿着山路就走，便來到了海洋劇場。那時

剛好是海豚、海獅明星表演，那裏人山人海，遊人都翹首跂

踵等待着海豚和海獅明星的出現。終於，訓練員帶着三條活

潑的海豚和兩隻可愛的海獅出場。海豚很聰明，動動手腳向

遊人打招呼，逗得觀眾哈哈大笑。 

 

我們在海洋公園遊覽了一整天，那枚橙紅的落日像成熟

的柿子，高掛在旁邊的枝葉上，風一吹，隨着夕陽最後一抹

餘暉消失，天色也暗了下來，我們只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

離開。 



     20-21                              五誠 梁翔皓 

佐敦谷公園遊記 

 

每當我翻閲相冊時，就會想起我和家人一起到佐敦谷公園遊

玩的經歷，那次的遊覽真令我終生難忘！ 

來到佐敦谷公園的門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空氣清新的

環境，當我一踏進這個「仙境」時，就感到心曠神怡。我們沿著

小徑向前走。不久就到了第一個景點——簕杜鵑園。佐敦谷公園

裏的杜鵑花花色繽紛，奪目耀眼，有的像火焰般鮮紅，有的像雪

白，有的像大海般蔚藍，都美得令我陶醉。有的花已經完全開放，

就像一張張燦爛的笑臉。有的還是含苞待的，飽脹得好像馬上要

展開似的。我心裏不禁感嘆:這些簕杜鵑花真漂亮呀！ 

離開了簕杜鵑園，再走一段路，就抵達了第二個景點——中

央草坪。中央草坪綠油油的，踩上去軟綿綿的。綠茸茸的小草叢

中盛開着五顏六色的野花和青翠欲滴的小草，嫩嫩的小草為這片

草坪帶來了生機；色彩繽紛的野花散發出陣陣撲鼻的香氣，令人

感到十分舒適。有人在草坪上野餐，有人在和朋友聊天，有人則

躺在那裏閉目養神，而我則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天空上的雲有

時變成一匹馬，有時變成一隻可愛的兔子，有時變成一隻兇惡的

獅子……我心裏不禁讚嘆：這個世界真是多麼的美好啊！ 

離開了中央草坪，又走了一段路，便到了第三個景點——遙

控車模型賽車場。遙控車模型賽車場空間廣闊，中間有兩條寬闊

的跑道，跑道上有比賽中的遙控車，十分刺激。賽道上的遙控車

像一道閃電一樣風馳電掣地飛馳。我參加了一場賽車比賽，結果

奪得了第一名，觀眾們的掌聲排山倒海，我心裏感到無比的快樂。 

快樂的時光時總是過得飛快，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傍晚五點半，

夕陽對望餘暉灑在臉上，天色暗了下來，我們懷著不捨的心情離

去，我希望日後可以再和家人一起到佐敦谷公園遊玩。 



 

20-21                          五愛 文凱玲 

 我最欣賞的人 

 

你知道我最欣賞的人是誰嗎？他就是我的同學廖銘軒。

我想大家也可能認識他，因為他每次考試到獲得全級第一

名。 

 

銘軒有一張普通的臉，但十分神氣。他有一雙普通的

眼睛，但看起來很精靈。他的腦子不小也不大，但記性十

分好，思想也十分細密。 

 

銘軒是一個勤琴學苦練的人，他每天都不斷地做練習

和預習課程，他每年都會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每次都

奪得優異的成績。他除了學習小學的課程，還會做一些中

學的練習題目，平日他總是手不釋卷。銘軒經常説：「天

才出於勤奮，沒有人一出生就甚麼都會的，只有努力才可

以改變一切。」 

 

銘軒不但是一個勤學苦練的人，也是一個樂於助人的

人。每當他看見老師拿着沉重的教材和功課時，便會主動

上前幫忙。每當有同學遇到功課上的問題時，他都會耐心

地指教。他説：「助人為快樂之本，要多幫助有需要人。」 

 

除了我欣賞銘軒外，其他同學也不例外，我經常聽到

他們説：「學霸廖銘軒來了！」連老師也常常稱讚他。 

 

他就是我的好同學廖銘軒，令我敬佩萬分，也是我的

學習好榜樣。 

 



 

20-21                      五愛 鄧樂詩 

茶樓 

  香港人為了應付繁忙的都市生活，大多數會去快餐店或

茶餐廳進食，他們認為這樣做既省時又方便。但依然有很多

人鍾情於茶樓的人情味，一家人圍着圓桌的幸福感覺。 

    平日，很多人要應付繁忙的工作，並沒有時間坐下來慢

慢品茶。而長者喜歡慢慢享受、咀嚼，獨自看報章或談天說

地。每逢到假日，就有很多人扶老攜幼上茶樓相聚，每張桌

都坐滿人，十分熱鬧呢！ 

  茶樓的點心種類繁多，煎炸、蒸、炒的點心任君選擇，

令人垂涎三尺。點心大致分為鹹點及甜點。鹹點有：粉粿、

叉燒包、蘿蔔糕、腸粉、春卷……甜點則有：馬拉糕、蓮蓉

包、奶皇包……都是茶樓的經典美食。在眾多美食中，乾蒸

燒賣和蝦餃最受大眾歡迎，它的肉汁鮮甜，爽滑彈牙，愈嚼

愈香，芳香撲鼻真讓人回味無窮。 

  其次，蛋撻也深受大眾歡迎。鬆脆可口，內層則為香甜

的黃色凝固蛋漿，又滑又香。 

  除了點心外，茶樓都供應不同種類的茶，有壽眉、水仙、

鐵觀音、龍井等。普洱具有「長壽茶」的美稱。普洱茶一般

茶色偏深褐色，味道平和。普洱茶有順氣化痰、消積解膩、

降脂等功效，所以深受大眾歡迎。 

  隨着時代的改變，茶樓的顧客類別、運作模式和環境氣

氛也轉變了。顧客類別方面：以前到茶樓飲茶的人大部分是

成年人和老年人；而現今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士都會上茶樓飲

茶。運作模式方面：以前的點心員會用布帶纏着點心盤掛在

胸前叫賣，後來才有點心車出現，而現今的茶樓則會以點心

紙下單。環境氣氛方面：以前的茶樓佈置較樸實簡陋，裝修

較傳統；但現今的茶樓佈置裝潢則較華麗，時尚優雅。 

  在香港，飲茶已經成為一種特有文化，還有同聚一堂的

意義，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品茶更是味覺和嗅覺的醇香

體驗。 



 

20-21                     五望   蘇卓翹 

 

小狗莫卡，再見了！ 

 

在一個晴空萬里的早上，我和家人到郊外遠足，沿途我看見

一列列參天大樹屹立在綠油油的山坡上，突然我發現了一棵結滿

果實的檸檬樹，它讓我想起了爸爸的小狗——莫卡。 

我和莫卡有很多快樂的時光，可是，莫卡在六月的一個下午

靜靜地離開了，並長眠在枝葉茂盛的檸檬樹下。 

每個星期天，爸爸媽媽都會帶着我和弟弟到新界去探望外公

和外婆。每次我輕輕推開外公家的閘門，總會看見笑臉迎人的莫

卡搖着頭，擺着尾巴迎接我們。然後，我和弟弟便會爭先恐後地

霸佔功能最佳的滑板車，在村裏踩啊踩，衝呀衝，而活潑可愛的

莫卡便會連蹦帶跑地追趕着我們，和我奔向那秘密基地。我和牠

跑得最快，便躲藏在「基地」一角，靜候着弟弟的出現，送一個

令他魂不附體的「驚喜」，引得我和莫卡又跳又笑。 

時光匆匆，轉眼飛逝，我們漸漸長大了，莫卡也已經十三歲

了。每逢星期天，我和弟弟都如常輕輕輕推開外公家的閘門，但

老態龍鍾的莫卡只會緩緩向我們走來，搖着尾巴迎接我們。當我

和弟弟踩着滑板車玩捉迷藏的時候，莫卡只是躲在屋簷下乘涼和

休息。 

有一天，我們又來到外公外婆的家，我仍舊推開閘門，但卻

看不見莫卡來迎接我們。外婆說莫卡早上悄悄地溜走了，並暈倒

在巴士站，村裏的人認得牠，便把牠送回來。外公說這是因為莫

卡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不想讓我們看見，來後，牠一直躺在舊屋

裏休息。 

我們立刻走到舊屋，看到奄奄一息的莫卡，我和爸爸幫牠洗

澡，我們一直陪伴他。過了不久，牠就離開了。每個人都難過得

流下眼淚。 

再見了，莫卡。希望將來在天堂可以跟你再見，和你再在一

起追逐嬉戲。 

 



 

20-21                      五望 余海澄   

論本校應否設立小賣部 

 

有人認為在學校設立小賣部能提高學生的自制能力，更

會令他們變得健康，因此贊成本校設立小賣部。但我認為設

立小賣部對環境和學生的健康都有害，甚至會造成安全問

題，所以我反對在本校設立小賣部。 

首先，設立小賣部對學生的健康有害。根據衛生防護中

心的調查顯示，大部份小賣部都有售賣「垃圾食物」（即對健

康有害的食物），而進食太多「垃圾食物」會增加學生患上心

血管疾病的風險。所以設立小賣部對學生的健康無益。 

其次，設立小賣部也會構成環境問題。小賣部用來盛載

食物的容器大部份都是即棄的，學生使用後會直接把它們放

進垃圾箱內，當垃圾送進堆填區後無法即時分解，放久了還

會釋出有毒的氣體，污染環境。 

第三，設立小賣部會構成安全問題。小賣部出售熱食，

小學生在吃的過程容易打翻，燙傷自己，也有機會在學生一

邊玩耍一邊吃時，會因而受傷。曾有新聞報道提到，一名十

二歲的男孩在校園內邊玩耍邊吃東西，結果一不小心被食物

噎住，因而失去了寶貴的性命。由此可見，設立小賣部會對

學生的安全構成威脅。 

總括而言，設立小賣部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建議，希望校

方在設立小賣部前要三思。 

 

 



 

 

20-21                        五望  伍淑儀 

論本校應否設立小賣部 

小賣部可以讓沒時間吃早餐的師生購買熱騰騰的食物， 

十分方便。可是，設立小賣部真的可以為我們帶來便利嗎？實

際上，設立小賣部只可以為我們帶來短暫的方便，所以，我反

對我校設立小賣部。 

首先，設立小賣部會帶來安全問題。在 2018 年 1 月 18

日，一名小三女學生在小息時在學校的小賣部購買墨魚丸吃，

當小息完結的鐘聲響起時，女學生急忙把墨魚丸塞進嘴裏，但

不幸地被丸子噎住了，結果留院二十六天後不治。所以如果學

校沒有小賣部，我們便會自行帶一些適合而安全的食物，那麼

便可以避免意外發生。 

其次，小賣部的設立也會潛在其他安全的問題。小賣部會

售賣一些熱食，假如同學一不小心打翻了食物，便有機會燙

傷，釀成意外。再者，假如學校設立小賣部，就會佔用了一些

空間，換句話說，同學們的活動空間便因而減少了。校園地方

變得擠迫，同學們就會增加碰撞和受傷的機會了。 

此外，設立小賣部也會影響我們的健康。小賣部出售的食

物大多是不健康的，例如糖果、魚丸、薯片等屬於高鹽和高糖

的食物，進食這些食物會危害身體健康，亦會大大增加學生患

上疾病的機會，譬如心臟病、腸胃炎等等，影響學生的成長。 

總括而言，設立小賣部會帶來不少壞處，例如安全及健康

問題，所以我不贊成在本校設立小賣部。 



     20-21                              五誠 伍曉琳 

大頭雞寶寶 

 

    我是那個教導大頭，有公德心和有正義感的雞——老師。可能你會覺

得，我可以教導出大頭這樣的學生，應該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好孩子。不！

恰恰相反，其實，我曾經也是一個壞孩子，我之所以改變性格，也是有原

因的…… 

 

我本來是家裏唯一的孩子，爸爸媽媽經常帶我到其他農場玩耍，那時，

我是一個乖巧的孩子。不過，在我一歲那年，媽媽又生了三個孩子。我的

爸爸每天都努力地工作，養活一家六口。媽媽則每天照顧我的三個弟弟和

妹妹，所以，他們都不能陪伴我一起玩耍，使我感到很寂寞。 

 

有一天，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就是經常搗亂，讓他們多點注意我。

我在爸爸上班前，故意把他上班穿的鞋子藏起來，讓他找不到；在他下班

後，我又攔着他，不讓他進家門；當媽媽照顧弟妹的時候，我故意打擾她，

讓她生氣和無法專心。後來，他們實在無法忍受，便決定把我送到學校。

我本來對上學是非常抗拒的，但是爸媽很堅持。因此，我只好不情不願地

上學去。 

 

上學的第一天，我被媽媽早早叫醒，她把我送到學校後便離開了。我

看着她離去的背影，心中的不捨一閃而過。接着，我獨自走進課室。到達

課室後，我一眼便看到老師。老師把我叫到她的身邊，溫柔地說：「你的媽

媽已經訴我，關於你的情況。雖然我不知道你為麼會這樣做，但我希望你

不要再這樣淘氣了，你的爸媽每天都要工作和照顧家人，真是十分辛苦的！」

聽到後，我慚愧得低下頭，沒有說半點話。 

 

一個星期後，發生了另一件事件。一個同學在排隊的時候爭先恐後，

而且還隨地吐痰。我記起老師曾教導我們不要爭先恐後和隨地吐痰。於是，

我大聲喊了一句：「你這樣做是不對的！」那位同學卻說：「你真是多管閑

事！」我很迷惑，於是便向老師請教。我問老師：「究竟我這樣做對嗎？」

老師告訴我：「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公平而有好處的便是對的，你做得很正確。」

我恍然大悟，這句話也讓我終身受用。 

 

幾年後，我終於畢業了。經過老師的教導，我的成績提高了很多，也

沒有再搗亂，漸漸成為了一位乖孩子。後來，我選擇了成為一名老師，教



導學生。直到我遇到大頭，他居然問我：「真理是甚麼？」不得不讓我回想

起過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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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樓 

  香港人為了應付繁忙的都市生活，大多數會去快餐店或

茶餐廳進食，他們認為這樣做既省時又方便。但依然有很多

人鍾情於茶樓的人情味，一家人圍着圓桌的幸福感覺。 

    平日，很多人要應付繁忙的工作，並沒有時間坐下來慢

慢品茶。而長者喜歡慢慢享受、咀嚼，獨自看報章或談天說

地。每逢到假日，就有很多人扶老攜幼上茶樓相聚，每張桌

都坐滿人，十分熱鬧呢！ 

  茶樓的點心種類繁多，煎炸、蒸、炒的點心任君選擇，

令人垂涎三尺。點心大致分為鹹點及甜點。鹹點有：粉粿、

叉燒包、蘿蔔糕、腸粉、春卷……甜點則有：馬拉糕、蓮蓉

包、奶皇包……都是茶樓的經典美食。在眾多美食中，乾蒸

燒賣和蝦餃最受大眾歡迎，它的肉汁鮮甜，爽滑彈牙，愈嚼

愈香，芳香撲鼻真讓人回味無窮。 

  其次，蛋撻也深受大眾歡迎。鬆脆可口，內層則為香甜

的黃色凝固蛋漿，又滑又香。 

  除了點心外，茶樓都供應不同種類的茶，有壽眉、水仙、

鐵觀音、龍井等。普洱具有「長壽茶」的美稱。普洱茶一般

茶色偏深褐色，味道平和。普洱茶有順氣化痰、消積解膩、

降脂等功效，所以深受大眾歡迎。 

  隨着時代的改變，茶樓的顧客類別、運作模式和環境氣

氛也轉變了。顧客類別方面：以前到茶樓飲茶的人大部分是

成年人和老年人；而現今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士都會上茶樓飲

茶。運作模式方面：以前的點心員會用布帶纏着點心盤掛在

胸前叫賣，後來才有點心車出現，而現今的茶樓則會以點心

紙下單。環境氣氛方面：以前的茶樓佈置較樸實簡陋，裝修

較傳統；但現今的茶樓佈置裝潢則較華麗，時尚優雅。 

  在香港，飲茶已經成為一種特有文化，還有同聚一堂的

意義，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品茶更是味覺和嗅覺的醇香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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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條(一) ——書籤 

 

李老師： 

十分感激您每天都耐心地解答我不懂的英文功課，讓我在這科

取得優異的成績，昨天我在興趣小組製作了一張書籤，想送給您，

希望您笑納。 

                                           學生 

                                                      鄧樂詩 

                                                         即日 

便條(二) ——桌遊大使 

 

陳姑娘： 

真抱歉！我明天要代表學校參加田徑比賽，因此不能在午息期

間到社工室進行活動。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學生 

                                                      鄧樂詩 

                                                          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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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幫助別人的經歷和感受 

  每當我經過這條放學回家的路，腦海就不禁浮現出那次

我幫助一個與媽媽走散的小孩的經歷，不禁令我快樂得像

吃了蜜糖一樣甜。 

  有一天，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遇見一個女孩，她在路上

大哭，我很同情她。心想：她哭得這樣淒涼，我怎可見死不

救，做一個無情的人呢？還是，上前問問她有甚麼需要幫忙？

突然我心裏又響起另一把聲音：但是這可能只是我一廂情願

要幫她，如果她不接受我的幫忙，她不理睬我，其他同學看

見我被拒絕，那是多應丟臉的事？所以，我感到十分為難。 

  經過一輪掙扎，我還是選擇了要幫她，我小聲地問她：

「請問妳叫甚麼名字？」她回答：「小慧。」接着我又問她：

「請問妳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嗎？」「我與媽媽走失了。」

小慧淒涼地說。「來，我幫妳找媽媽吧！」我熱情地說。說

完，我就拉着小慧的手，在路上大喊：「小慧的媽媽在嗎……」

一位老伯伯聽到我的喊聲後，便說：「那裏有個女士在找小

孩，你可以去問她！」我們就根據伯伯提示的方向走，不久

便看到一位女士。小慧突然大喊：「媽媽！媽媽！我好想你

喔！」之後，小慧跟我說：「謝謝你幫我找回媽媽！」 

小慧的媽媽為了報答我，便送了一盒巧克力給我，不過

我說：「不用了，這是我應該做的。」我心裏感到十分滿足，

看到小慧和她的媽媽快樂的樣子，令我加倍快樂。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了「助人為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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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話的影響 

    智能電話為人們生活提供了許多便利，與此同時，過量使用智能電話

亦會對身心造成極大的影響。究竟使用智能電話對我們有什麼影響？以下

我會從四方面來說明。 

善用智能電話對我們有很大的益處，如以下兩方面： 

首先，適當地使用智能電話能為生活帶來很多便利。現在網上有許

多軟件，例如「WhatsApp」、「zoom」等軟件能夠即時，與不論遠近的人

通訊或視訊，比起之前使用郵遞方式更方便、更快捷。此外，

「Facebook」、「Instagram」等交友程式能夠令我們認識更多朋友，擴

大我們的朋友圈。還有谷歌、維基百科等應用程式，能夠讓人足不出戶也

可以搜尋資料，相比起在圖書館慢慢地搜尋資料更快捷方便。因此，善用

智能電話能使我們在生活上辦任何事情都更方便快捷。 

此外，適當地使用智能電話能夠放鬆心情。以聽音樂為例，據研究

發現，人在緊張的情況下，聽音樂可以使神經系統更容易恢復。此外，我

們也能下載一些益智遊戲來遊玩，使腦筋更靈活，例如：數獨、填字遊戲

等。由此可見，適當地使用智能手機能舒緩緊張的心情及壓力。 

雖然使用智能電話對我們有很多好處，但沉迷使用智能電話也會帶來

不少壞處。 

沉迷使用智能電話會影響身體健康。長時間沉迷使用智能電話會影響

自身的健康，短期可能會令手指疼痛、手腳麻痹等病痛。長遠可能會有近

視、青光眼、白內障等視力問題。這些都是嚴重及難以根治的病症，所以

過量使用智能電話會帶來一些身體上的問題。 

 

 

 

 



 

 

不適當地使用智能電話也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發展。據美國一位心

理學家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2011 至 2015 年間 13 至 19 歲青少年沉

迷使用智能電話使其抑鬱症患病率大幅增加百分之五十。此外，2015 年美

國約有 300 萬名 12 至 17 歲青少年至少經歷過一次重度抑鬱症發作。因此，

過分沉迷使用智能電話會使我們患心理病的機率上升。 

由此可見，使用智能電話為我們帶來正面及負面的影響。它既能為

人們生活帶來便利，也能紓緩壓力。然而，倘若我們沉迷使用智能電話，

便會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總括而言，智能電話就是一把雙刃劍，若我們

使用得其所，便不會有任何壞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