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該這樣做》      楊健邦  5A 

 

 

在假期裏的一天，媽媽給了我五百元儲值八達通， 

叮囑我在有需要的時候才可使用。我隨口應了一句: 

「是!」媽媽就出門工作，把我和工人姐姐留在家中。 

 

媽媽離開的十五分鐘左右，我馬上到便利店充值八達通。

我以為媽媽不會知道，於是我開始亂花錢，平均每天消費七

十多元。一個星期後，我的八達通餘款因為我的揮霍，只餘

下三十多元。 

 

有一天，我和媽媽一起去乘坐巴士，媽媽看見我的八達

通餘款只餘下三十多元，便生氣地問我為甚麼，是不是把八

達通的錢都花光了?我連忙說:「我…… 我甚麼都不知道，

可能是它自動扣款的。」於是，媽媽用手機八達通應用程式

翻查記錄，發現了之前的一堆消費。我見謊話被揭穿了，連

忙向媽媽「叩頭認錯」並請求原諒，結果，我被媽媽痛斥了

一頓，並沒收我五百元零用錢，我真的很後悔，如果我不這

樣做，我也不會那麼狼狽。 

 

這件事讓我明白到無論你有多少錢，都要妥善管理，不

應胡亂揮霍。 
 

 

 

 

 



 

 

 

 

《課外活動好處多》       林卓諺 5A 

    現在很多家長都給自己的子女報讀很多課外活動，因為

課外活動有很多好處。以下，我會從音樂、運動、藝術及學

術四項說明課外活動的好處。 

    首先，我們可以參加音樂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弦樂、

管樂和敲擊樂。參加弦樂的課外班可以讓我們身心舒暢。而

參加敲擊樂隊可以培養我們的節奏感。所以，參加有關音樂

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身心舒暢和培養節奏感。 

    此外，我們可以參加運動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球類

運動、游泳和武術。學習武術可以強身健體，而學習游泳則

可以鍛煉我們的心肺功能。因此，參加有關運動的課外活動，

能令我們身體強健。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參加有關藝術方面的課外活動，例

如：畫畫和手工藝。學習畫畫可以讓我們發揮創意。而學習

手工藝則可以讓我們的手指更靈活。由此可見，參加有關藝

術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發揮創意和令手指更靈活。 

    最後，我們還可以參加學術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中

文、英文和數學。學習中文可以讓我們跟別人溝通順暢，而

學習數學可以令我們不容易被人騙。所以，參加有關學術的

課外活動，能令我們的成績進步，防止被騙和溝通順暢。 

    總括而言，參加課外活動能夠強身健體，身心舒暢和成

績進步。所以，我希望同學可以多參加自己有興趣的課外活

動，充實自己。 

 



 

《課外活動好處多》        鄭翊希  5A 

許多家長都不贊成讓子女參加課外活動，認為參加課外

活動只會浪費時間和金錢。其實，參加課外活動能夠令我們

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和擴闊思維等好處，現在就讓我在音樂、

體育、藝術和學術四方面來講解課外活動的好處吧！ 

首先，我們可以參加音樂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小提

琴班、鋼琴班和歌詠班。參加歌詠班可以讓我們心情愉快。

而參加小提琴班和鋼琴班就可以讓我們的手部肌肉發達。所

以，參加有關音樂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心情愉快和讓我們

的手部肌肉發達。 

此外，我們可以參加體育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籃球

班、乒乓球班和足球班。參加乒乓球班能夠使我們身體健康。

而參加籃球班和足球班就可以令我們學習團隊精神。因此，

參加有關體育方面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身體健康和學習團

隊精神。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參加藝術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

畫畫和立體列印藝術班等。參加畫畫班能夠擴闊思維，跳出

思想中的框框。而參加立體列印藝術班能讓我們提升創造力。

由此可見，參加有關藝術方面的課外活動令我們擴闊思維，

跳出思想中的框框。 

最後，我們還可以參加學術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奧

數培訓班、劍橋英語班和中文寫作班等。參加奧數培訓班能

使我們的腦袋更發達，提升運算能力。參加劍橋英語班和中

文寫作班能提高語文和寫作能力。所以，參加有關學術方面

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的腦袋更發達，提升運算、語文和寫作

能力。 

總括而言，參加課外活動能夠令我們心情愉快、身體健

康和擴闊思維，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踴躍參加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好處多

近年，家長都想兒女參加一些課外活動

覺得參加課外活動很浪費時間

我將會從音樂、體育

的好處。 

首先，從音樂方面

如：鋼琴、小提琴和鼓

度，還有鼓可以提升我們對聲音的敏感度

面的課外活動能提升手指的靈活度和對聲音的敏感度

其次，在體育方面

如：籃球、跳高和棒球

還有參加棒球可以增強我們的手部肌肉

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提升團隊合作精神和增強手部肌肉

還有，在學術方面

如：奧數、朗讀和英語會話

算速度，還有參加朗讀可以提升我們的說話能力

學術方面的活動能提升我們的計算速度和說話能力

最後，在藝術方面

如：畫畫、手工和跳舞

還有參加手工班可以提升我們的觀察力

的課外活動能提升我們的創意和觀察力

總括來說，課外活動能提升手指靈活度

度、團隊合作精神

增強手部肌肉。由此可見

課外活動好處多》        梁偉恒

 

家長都想兒女參加一些課外活動，但有些兒女卻

覺得參加課外活動很浪費時間。其實課外活動的好處很多

體育、學術和藝術這四個方面簡述課外活動

從音樂方面。音樂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

小提琴和鼓。參加鋼琴可以提升我們手指的靈活

還有鼓可以提升我們對聲音的敏感度。所以參加音樂方

面的課外活動能提升手指的靈活度和對聲音的敏感度

在體育方面。體育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

跳高和棒球。參加籃球可以提升我們的團隊合作

還有參加棒球可以增強我們的手部肌肉。所以參加體育方面

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提升團隊合作精神和增強手部肌肉

在學術方面。學術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

朗讀和英語會話。參加奧數班可以提升我們的計

還有參加朗讀可以提升我們的說話能力。

能提升我們的計算速度和說話能力

在藝術方面。藝術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

手工和跳舞。參加畫畫可以提升我們的創意力

可以提升我們的觀察力。所以參加藝術方面

的課外活動能提升我們的創意和觀察力。 

課外活動能提升手指靈活度、對聲音的敏感

團隊合作精神、計算速度、說話能力、創意、

由此可見，課外活動有很多好處。

梁偉恒  5A 

但有些兒女卻

其實課外活動的好處很多。

學術和藝術這四個方面簡述課外活動

音樂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例

參加鋼琴可以提升我們手指的靈活

所以參加音樂方

面的課外活動能提升手指的靈活度和對聲音的敏感度。 

體育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例

我們的團隊合作，

所以參加體育方面

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提升團隊合作精神和增強手部肌肉。 

學術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例

參加奧數班可以提升我們的計

。所以參加

能提升我們的計算速度和說話能力。 

藝術方面有不同的課外活動班，例

參加畫畫可以提升我們的創意力，

所以參加藝術方面

對聲音的敏感

、觀察力和

。 



 

 

          《

現今，很多家長都讓他們的孩子參加課外活動

外活動有很多好處

面的課外活動來說明它的好處

首先，我們可以參加音樂方面的課外活動

團、合唱團和樂器班

作精神，而參加樂器班就可以讓我們培養節奏感

加有關音樂的課外活動

合作精神。 

其次，我們可以參加藝術方面的課外活動

舞、爵士舞和中國舞

而參加爵士舞就可以讓我們鍛煉身手靈敏

跳舞的課外活動，

除此之外，我們亦可以參加服務方面的課外活動

童軍和紅十字會等等

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

如何在危急時救助傷者

最後，還可以參加運動方面的課外活動

籃球、田徑……參加羽毛球可以讓我們鍛煉反應靈敏度

參加籃球就可以讓我們強身健體

所以，參加運動方面的活動

恆心。 

總括而言，參加課外活動能夠

服務社會和鍛鍊恆心

當中的好處。 

《課外活動好處多》          甘凱喬

  

很多家長都讓他們的孩子參加課外活動

外活動有很多好處，我將會從音樂、藝術、服務和運動四方

面的課外活動來說明它的好處。 

我們可以參加音樂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

合唱團和樂器班。參加管樂團可以讓我們學習團結和合

而參加樂器班就可以讓我們培養節奏感。

加有關音樂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對音樂有更深瞭解和學習

我們可以參加藝術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

爵士舞和中國舞。參加芭蕾舞可以讓我們學習要有耐性

而參加爵士舞就可以讓我們鍛煉身手靈敏。因此，

，能令我們鍛煉體魄和增強靈敏度

我們亦可以參加服務方面的課外活動

童軍和紅十字會等等。參加童軍可以讓我們有機會

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參加紅十字會就可以讓我們學習

如何在危急時救助傷者。 

還可以參加運動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

參加羽毛球可以讓我們鍛煉反應靈敏度

參加籃球就可以讓我們強身健體，亦學習要有恆心去練習

參加運動方面的活動，可以令我們的身心健康及更有

參加課外活動能夠培養合作精神、強身健體

恆心。所以，我希望可以從課外活動中領略

甘凱喬  5A 

很多家長都讓他們的孩子參加課外活動。其實課

服務和運動四方

例如：管樂

參加管樂團可以讓我們學習團結和合

。所以，參

能令我們對音樂有更深瞭解和學習

例如：芭蕾

參加芭蕾舞可以讓我們學習要有耐性。

，參加有關

能令我們鍛煉體魄和增強靈敏度。 

我們亦可以參加服務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

參加童軍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參加慈善

而參加紅十字會就可以讓我們學習

：羽毛球、

參加羽毛球可以讓我們鍛煉反應靈敏度。而

亦學習要有恆心去練習。

可以令我們的身心健康及更有

強身健體、

我希望可以從課外活動中領略



       《課外活動好處多》     廖顥舜   5A 

 

現在，很多家長在放學後都會安排子女參加不同的課外

活動。我也希望同學多參加課外活動，因為它的好處多。我

今天會從音樂、體育、服務及學術四方面說明它的好處。 

首先，我們可以參加音樂方面的課外活動，例如：敲擊

樂班、圓號班和鋼琴班。參加圓號班可以令我們增強肺功能。

而參加敲擊樂班和鋼琴班可以令我們的手部肌肉發展。所以，

參加有關音樂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增強肺功能和手部肌肉

發展。 

此外，我們也可以參加不同的體育課外活動，例如：乒

乓球班、跑步班及羽毛球班等。參加跑步班可以訓練體能。

而參加羽毛球和乒乓球可以增強我們的敏捷度。因此，參加

不同的體育課外活動，能訓練我們的體能和增強我們的敏捷

度。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參加服務類的課外活動。例如：

小女童軍和紅十字會。參加小女童軍可以令生活充實和多交

朋友。而參加紅十字會可以幫助有需要人士。由此可見，參

加關於服務的課外活動可以充實自己、多交朋友和幫助有需

要的人士。 

最後，我們也能參加有關學術類的課外活動。例如：奧

數、立體打印和寫機械人程式。參加奧數可以增加知識和思

考。而參加立體打印班和寫機械人程式可以使我們多動腦筋。

所以多參加關於學術的課外活動能令我們增加知識和提高

思考能力。 

總括而言，參加課外活動能夠使我們多交朋友、充實自

己、訓練體能、提高思考能力及增強肺功能。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能多參加課外活動。 



       《我不該這樣做》      楊清慧 5A 

 

「請五甲班楊清慧到校長室。請五甲班楊清慧到校長室。

謝謝!」  

 

這一段廣播聽起來平平無奇，卻把我從夢境中拉回現

實。 

 

「是做夢吧?對，一定是做夢……」我一邊想， 一邊用

力地捏了自己一下。「哎喲!」 我差點大叫起來。痛，就等

於沒做夢。再看看周圍—三十八個人正好奇地看著我，三十

七位同學和一位老師，人數沒錯了。我只好硬著頭皮戰戰兢

兢地走到校長室。 

 

我邊走邊想:「一定是昨天那件事……!」 

 

前天的晚上，我準備睡覺時，才驚覺自己沒溫習普通話

考試的內容。為了不讓父母生氣，我想了一條「妙計」…… 

 

 昨天，我慌忙溫習一下考試內容，並把書裏的內容抄

在一條小紙條上。 

 

我剛把一切做好，張老師便踏入課室。「他做監考?慘

了，他的視力是全校師生中看東西最清楚呢!我怎樣作弊呀?」

我輕聲地自言自語。 

 

剛開考，第一條問題已經難倒我了。我想了想，偷偷拿

出寫上答案的紙條。做第八條時，老師碰巧走到我這邊來。 

 

「老天爺爺呀，神仙姐姐啊，請勿讓老師看到我的紙條，

求求袮……」 

 

「楊清惠!站起來!」 



 

 

糟糕，被發現了! 

 

「把手伸出來!」 

 

我慢慢地伸出手。 

 

「紙條?你學誰呀，把這種玩意帶來甲班，是丁班的甘

受嗎？ 還是張小明?......」 

 

我一邊哭著，一邊當著全班面前被老師責罵…… 

 

 想著想著，到校長室了。我推開門，走進去。 

 

 校長站起來，保持微笑對我說:「清慧，你知道叫你到

這兒的目的吧?」 

 

我當然知道。 

 

「對於你昨天所做的事，我們決定記你一次小過，稍後，

我們會通知家長過來，進行家長會面…… 

 

甚麼?如果爸媽知道後，肯定會「殺」了我的!  

 

我臉色青白青白。 

 

校長見後，笑說:「放心!人生總會面對不少誘惑，而你

則需學習怎麼拒絕誘惑!」 

 

真的?如果真的話，我一定會重新改過，努力拒絕誘惑，

不再那樣做了! 

 



 

 

 

《

每一次當我看到足球時
 
有一天，由於天氣異常

家裏踢足球。 
 
我在家裏踢了一會兒

我十分開心，興奮之下一不小心把球

「劈啪!」姐姐心愛的花瓶被我弄碎了

辦好呢？於是我立刻跑回睡房

不知道。 
 
突然，門外傳來了一些沉重的腳步聲

姐回來了!她看到自己心愛的花瓶碎了

了我的花瓶!」我實在對不起自己良心責備

小的聲音回答:「是

一把尖銳的剪刀。

愛的足球來為她心愛的花瓶陪葬

姐插破了。 
 
從此，我也不敢在家裏踢足球

 

「劈啪!」我又不小心弄破了姐姐的花瓶了

真的不該這樣做了

 

 

 

 

 

 

《我不該這樣做》 羅逸曦 5A 

 

 

當我看到足球時，都會令我聯想起那一個畫面

由於天氣異常，但我想踢足球，所以我就留在

我在家裏踢了一會兒，天氣漸變回令人心情開朗的晴天

興奮之下一不小心把球踢向姐姐心愛的花瓶

姐姐心愛的花瓶被我弄碎了!我心想:怎

於是我立刻跑回睡房，裝作睡覺，打算裝作

門外傳來了一些沉重的腳步聲，「呯—

看到自己心愛的花瓶碎了，大喊一聲

我實在對不起自己良心責備，於是

是……是我。」姐姐聽後立刻從書包

。我猜她是想……「嘭!」果然，

為她心愛的花瓶陪葬。我心愛的足球就這樣被姐

我也不敢在家裏踢足球，免得毀了另一個足球

我又不小心弄破了姐姐的花瓶了!我想我以後

了! 

都會令我聯想起那一個畫面。 

所以我就留在

天氣漸變回令人心情開朗的晴天。

向姐姐心愛的花瓶，

怎……怎麼

打算裝作甚麼也

—呯—」姐

大喊一聲:「誰弄破

是我使用微

姐姐聽後立刻從書包拿出

，她用我心

我心愛的足球就這樣被姐

免得毀了另一個足球。 

我想我以後



 

 

《我最不擅長的科目

 

每個人在學習方面

的科目就是體育科

 

首先，第一個難點是上體育

足球，但當我們嘗試時

我感覺很煩悶。針對這個原因

跟家人到球場踢足球

又可以提高對足球的興趣

 

其次，第二個難點是有時候我會約朋友一起打排球

是打排球時，我很難掌握接球的技巧

以參加一些關於排球方面的訓練班

 

總括而言，週末時跟家人一起做運動和參加一些訓練班

都是很好的改善方法

一點。 

 

 

 

 

 

 

我最不擅長的科目》   甘凱喬 5A 

每個人在學習方面，都有不擅長的科目。而我最不擅長

的科目就是體育科。我將從以下兩個難點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難點是上體育課時，老師教導我們如何踢

但當我們嘗試時，我總是控制不到足球，它滾來滾去

針對這個原因，課餘時間或週末時

跟家人到球場踢足球。這個方法既可以增加家人的相處時間

又可以提高對足球的興趣。 

第二個難點是有時候我會約朋友一起打排球

我很難掌握接球的技巧。針對這個原因

以參加一些關於排球方面的訓練班，向導師請教技巧

週末時跟家人一起做運動和參加一些訓練班

都是很好的改善方法。希望將來我可以在體育方面發揮得好

 

而我最不擅長

我將從以下兩個難點來說明一下。 

老師教導我們如何踢

它滾來滾去，

課餘時間或週末時，我可以

這個方法既可以增加家人的相處時間，

第二個難點是有時候我會約朋友一起打排球，可

針對這個原因，我可

向導師請教技巧。 

週末時跟家人一起做運動和參加一些訓練班，

希望將來我可以在體育方面發揮得好



 

《我最不擅長的科目》        韓梓柔 5A 

 

每一個人都會有長處和短處，在學校眾多的科目裏，我

最不擅長的科目就是視覺藝術。以下，我將會詳細說明原因、

改善方法和對自己將來的期望。 

 

首先，我不擅長這一科是因為我覺得我畫完的成品總是

不好。因此，我對視覺藝術便失去了自信心。我從而想出了

解決辦法，而這個辦法就是在有空的時候隨便地亂畫，漸漸

地產生對畫畫獨有的興趣。 

 

其次，我畫出來的東西總是不倫不類。每次畫出來的東

西與想像中的畫像有很大分別。但現在我想出解決辦法了。

就是在家中有時間的話，多請教爸爸媽媽，但最重要的是得

到了父母的教導後，再多練習。 

 

最後，我希望自己將來可以當妹妹的「家庭教師」，去

教妹妹畫畫。 

 

 

 

 

        



               

 

《我最不擅長的科目》       朱卓滌 5A 

 

學校裏有很多科目，而我最不擅長的科目是體育。我最

不擅長體育科有兩個原因，以下我將會說明那兩個原因及改

善方法。 

 

第一，就是我打排球時，當我一打它，它就飛走，令我

不服氣，再打一次。可是再打的時候，球又再次飛走，令我

很生氣，不想再打，想放棄。我的改善方法是:買個排球，在

公園和爸爸媽媽一起打排球，多做練習。 

 

第二，我在打籃球的時候，籃球總是投不進籃圈內，試

了幾次，還是不能投進籃圈內。我的改善方法是，每天練習

打籃球兩小時，當我這樣練習後，我的籃球技術就會變好

了。 

 

最後，我希望將來我在體育科的表現有所改善，只會成

功，不會失敗。 

 

 

 

 

 

 



 

《我最不擅長的科目》      梁偉恆 5A 

 

現在學校有很多不同的科目，而我最不擅長的科目是視

藝。我將會簡述兩個原因和改善方法。 

 

首先，我經常畫不出自己想畫的東西，往往畫出來的和

想像的差別很大。因此我會在網上找一些自己喜歡的卡通人

物，反覆練習，直到畫得漂亮。 

 

其次，我很難掌握畫畫的技巧，例如:線條粗幼和物件大

小。因此我每天會用十到十五分鐘練習手部基本動作。 

 

總括來說，我最不擅長視藝的原因是畫不出想畫的東西

和難以掌握畫畫的手法。我會找一些卡通人物來練習和每天

用十到十五分鐘練習手部動作來改善。我希望能畫一幅令人

滿意的畫作。 

 

 

 

 

 

 

 

 

 

 



這是一間多用途活動房

幾十個人，還可以開派對

啊！ 

 

首先，多用途房間主要的功用就是

運動、溫習功課、

要，又可以令我們從中享受樂趣

玩意。 

 

其次，這房間的

都沒見過—一個獨一無二的遙控器

下按動，就會換成不同的佈置

把書房換成音樂室

 

再者，新增這房間的原因是

分方便。還有，如果有天不適合或不想外出

間玩意多姿多采的房間裏玩耍了

 

最後，我希望這房間真的能夠新增在我的家裏

實在太美好了。我真希望我的這個美夢

 

 

 

 

 

《多用途活動房》      張瑞晞

   

這是一間多用途活動房，這房間很大、很大，

還可以開派對、開運動會……這些活動真豐富

多用途房間主要的功用就是：玩遊戲、

、玩音樂等。這些活動既可以滿足我們的需

又可以令我們從中享受樂趣，都是這房間帶來的活動和

這房間的設計除了在卡通片裏見過，在其他地方

一個獨一無二的遙控器，當我們把遙控向上或向

就會換成不同的佈置。例如：把壁球場換成籃球場

把書房換成音樂室。那是不是很好用呢？ 

新增這房間的原因是：可以做不同的活動

如果有天不適合或不想外出，就可以留在這

間玩意多姿多采的房間裏玩耍了。 

我希望這房間真的能夠新增在我的家裏

我真希望我的這個美夢能成真！ 

張瑞晞 5A 

，可以容納

這些活動真豐富

、做不同的

這些活動既可以滿足我們的需

都是這房間帶來的活動和

在其他地方

當我們把遙控向上或向

把壁球場換成籃球場，

可以做不同的活動，又十

就可以留在這

我希望這房間真的能夠新增在我的家裏，因為這

 



 

《

如果我家中新增一間房間

為什麼我會選擇動物房

以快樂地生活。 

 

房間裏有很多玩具給牠們玩

要你把飼料放進去

並給牠們餵食。 

 

設立這房間的原因是我很喜歡小動物

我一定會帶他們到動物房

 

其次，我覺得摸著毛茸茸的動物會令人放鬆心情

可以在那裡睡覺。

呢？ 

最後，這個房間的動物全都是收養回來的

被遺棄的動物很可憐

收留所減少負擔，

 

如果我有一個動物房

們。 

 

 

 

 

《動物房》      黃啟恆 5A 

 

如果我家中新增一間房間，我會把它變成一間動物房

為什麼我會選擇動物房？因為我希望那些可愛的小動物可

房間裏有很多玩具給牠們玩耍，並有高科技餵食機

要你把飼料放進去，它就會偵察到有哪一隻小動物肚子餓

這房間的原因是我很喜歡小動物，如有客人來我家

我一定會帶他們到動物房，令他們大開眼界。 

我覺得摸著毛茸茸的動物會令人放鬆心情

。在這麼舒適的環境裏，有誰不會放鬆心情

這個房間的動物全都是收養回來的，因為我覺得

被遺棄的動物很可憐。這樣不但可以幫助小動物，

，一舉兩得。 

如果我有一個動物房，我一定每天抽一點時間陪伴牠

我會把它變成一間動物房，

因為我希望那些可愛的小動物可

並有高科技餵食機，只

它就會偵察到有哪一隻小動物肚子餓了，

如有客人來我家，

我覺得摸著毛茸茸的動物會令人放鬆心情，你也

有誰不會放鬆心情

因為我覺得

，還可以令

我一定每天抽一點時間陪伴牠



 

 

假如我家中增設一個房間

改造成一間科學實驗房

 

我會把它佈置得美輪美奐的

具，例如：洗手盆

體倒進去；本生燈

抽走……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呢

趣，如果家裡有這個房間的話

驗了。其次，做科學實驗都會帶有一定的危險性

房間，既可以不影響到他人

真是一舉兩得啊！

塵機，家務機器人等

間借給爸爸，給他做小型家居維修

 

家裡真的有這個科學實驗房

 

 

 

 

 

 

 

《科學實驗房》   鄭翊希 5A 

假如我家中增設一個房間，我會把它

改造成一間科學實驗房。 

我會把它佈置得美輪美奐的，還會放置很多科學用

洗手盆，方便清洗雙手；試管，能把一些化學液

本生燈，用來把物體加熱；小型抽風機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呢？因為做科學實驗是我的興

如果家裡有這個房間的話，那我就可以隨時在家裡做實

做科學實驗都會帶有一定的危險性，

既可以不影響到他人，又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工作

！此外，我還能製造一些機器，例如自製吸

家務機器人等，減輕媽媽的工作。最後我還可以把房

給他做小型家居維修，使家中的設備

家裡真的有這個科學實驗房便好了！ 

 

我會把它 

還會放置很多科學用

能把一些化學液

小型抽風機，把氣體

因為做科學實驗是我的興

那我就可以隨時在家裡做實

，有了這個

又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工作，

例如自製吸

最後我還可以把房

使家中的設備更完善。 



 

 

 

 

《新增房間——才藝室》    朱卓滌 5A 

 

如果我家中新增一個房間，我會把它設計成一個「才藝

室」。 

 

房間的主要功用是讓我能在這房間盡情表演。這房間的

牆身使用黃色，再加一個大舞臺，大門旁有一個道具櫃。大

舞臺是深藍色的，兩旁有粉紅色的布幕，大舞臺上有五盞白

色的射燈和三串彩燈。那道具櫃是綠色的，內放不同的衣飾，

還有很多裝飾品，魔術道具和話劇佈景等等。 

 

由於在舞臺上表演能為我帶來很多的滿足感，所以我希

望在家中新增一個才藝房，讓我和朋友在房中盡情地表演，

不被人騷擾，也不會騷擾別人。 

 

新增這個房間，可以把表演所需要的道具和樂器都放進

去，方便我們表演時用。新增了這個房間後，我就可以添置

更多不同的樂器和道具了。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夢想成真，我一定邀請陳老師和五甲

班的同學一起來看我的表演呢！ 

 

 



 

 

 

《我不該這樣做》     李承哲   5B 

 

有一次，我默書的成績比平常的好許多，我嚷着要媽 

媽帶我到公園去，她看了我的成績，就答應了，說星期天會

帶我去。 

 

到了星期天，我到達公園後，就立即興高采烈的跑到公

園內我最喜歡的設施——滑梯。 

 

我在滑梯上滑下來，一次又一次的，漸漸感到煩悶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個新玩法——從滑梯上跳下來。 

 

我在滑梯上屏着呼吸，心想：不會受傷吧！然後跳下去

了。我成功着地，感到非常舒服。所以我在不斷從滑梯上跳

下去，媽媽看到了，就立刻阻止我說：「這樣很危險的！不

要這樣做！」我卻沒有理會她，繼續跳下去。突然我失足了，

結果頭先着地，頭破血流，我痛得淚流滿面。媽媽撥電話叫

救護車。不一刻，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去……幸好我的身體

沒有嚴重受傷。 

 

我不該這樣做，經過了這次教訓，我明白了我們要遵守

設施的說明來玩才對。 

 



 

 

 

《我不該這樣做》    馬穎淇 5B 

     

    某一天，正當我在家裏目不轉睛地看電視的時候，忽然

門口傳來「叮噹……」的聲音，原來是我的鄰居在按門鈴。

我的鄰居早前去了旅行，所以送給我們手信。他還叮囑我千

萬不要把食物吃光，要留一些給家人嚐一下味道呢! 

 

正當我把手信接過來的時候，仔細一看，原來是我最愛

的巧克力。我的雙眼忍不住注視着巧克力，我迫不及待地吃

了一塊又一塊，把它吃光了。不一會兒，媽媽回來了，她還

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我很害怕，我怕會被人揭穿，我的心

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鄰居問媽媽那些手信好不好吃，媽媽才

知道鄰居送給我們手信。當媽媽回家後，便問我手信一事，

我低着頭，臉上掛着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結結巴巴地說出

事實。媽媽知道後，便大發雷霆，還狠狠地罵了我一頓。最

後，我被罰一星期不能吃零食了! 

 

媽媽責罵我道: 「你不應該這麼自私!」我也覺得自己太

自私了，我不該這樣做!我知錯了。 

 

 

 



 

 

《《《《我不該這樣做我不該這樣做我不該這樣做我不該這樣做》》》》         周樂謙周樂謙周樂謙周樂謙   5B 

     

  唉! 我真的不該這樣做，弄得自己孤伶伶一個。本來我

和小明自一年級起就是一對摯友，因為去年的一件事，令我

們斷絕了三年多的友誼。 

 

  其實我常常嘲笑傻頭傻腦的自己竟去跟一個智勇雙全

的人做朋友，這件事以後，情況就越趨明顯了。去年四年級

的開學日以後，學校裏不同的校隊及精英培訓班都開始招收

隊員，例如足球隊、奧數隊、辯論隊等，當校隊陸續公佈隊

員名單時，只見小明的名字在各個名單都是「榜上有名」，

而我的名字相信已全部「名落孫山」。 這時候， 我心想： 

我和小明都是同班的，那為什麼我們之間的差異那麼大？ 

是不是老師歧視我呢？ 

 

  我開始生出妒忌之心。每每看見小明排在參加課外活動

的隊伍裏，又或是老師召集他參與比賽時，我的心就會多了

一份妒忌，也多了一份不服氣。就這樣過了幾個月，我很久

沒有跟他說話了。 有一次，小明走過來關心地問我：「樂

謙，你近來變得沉默了，是否藏着心事？」 這時，我抵不

住心中的怒火，大聲地喊：「你滾開，你去你的辯論隊、足

球隊吧！我不需要你的關心！」 

 

 

 

 



 

   

 

 

 

 

 

 

 

話一說完，只見小明走到洗手盆附近，獨自低聲哭泣。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以後，我們的關係變得比以前更疏遠。

每次小明迎面走來，也只看我兩眼，然後就不顧而去。起初

我還覺得是他的錯，但是日子久了，我開始覺得自己做錯了。

我終於醒覺了，我不禁自責道：「為甚麼要因為一句說話，

而失去了永久的友誼呢？」  

 

  太陽緩緩升起，今天是五年級的開學日。儘管所有學生

都高高興興地背着書包上學去，我卻滿懷着心事！我踏進校

園，看到同學們嘻嘻哈哈的，令我不禁想起去年的得失。我

暗自立定目標：我一定要真誠向小明道歉，令生命中失落的

一角得以尋回！ 

 

 

 

 

 

 



 

 

 

 

 

 

 

《《《《我的新房間我的新房間我的新房間我的新房間》》》》       楊宜鍩楊宜鍩楊宜鍩楊宜鍩  5C 

 

如果家裏增加一間房，那我會將這個房間用作透明玻璃

電子遊戲房，並在房間內放置一部叫「PS4」的遊戲機和一

些跟著遊戲變化的透明玻璃。 

 

我想要透明玻璃電子遊戲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為

什麼喜歡玩遊戲機？因為可以享受真實感，我打遊戲機的時

候就是可以進入遊戲裏，不但可以享受預設的事物，還可以

享受一個新身份。進行遊戲時，不用溫習、考試、默書、聽

老師說話……真是非常快活！ 

 

其次，爸爸做完地獄般的工作，回到家就可以休息一會

兒，隨後和我一起玩遊戲機，增加父子感情。 

 

最後，我可以和朋友一起玩遊戲機，這不但可以認識新

朋友，還可以增加我的自信心，並且擁有開心、愉快的童年

回憶！ 

 

如果有這間房，我一定會好好珍惜。 



 

《第一次打乒乓球

有一天，我聽朋友說乒乓球很好玩

媽，可不可以參加乒乓球班

了一眼便說：「參加吧

一。 

星期一放學後

我十分緊張，因為他的樣子很嚴肅

學生領著我們做熱身運動

說了一些規則，接著

一開始教練就讓我和一個有

對打。那個同學開了一個下旋球

往時一樣去打這球

下了那位同學的「

我接下球那刻

學突然大力地「殺

能接下！接球失敗後我便請

「殺球的時候要向下

不能太用力，因為會打出界

經過教練的指點後

那位同學驕傲地說

我沒有氣餒，反而更加

拋起，到了手肘的位置

另一方面想到了教練

球了，幸好我眼明手快

裏便大叫：「文傑

擊，「殺」他的球

了。我覺得乒乓球十分好玩

了「殺」球的招式

次能學會更多打乒乓球的招式

第一次打乒乓球》     楊文傑  5C

我聽朋友說乒乓球很好玩，我回家便問

可不可以參加乒乓球班。」媽媽拿起興趣班的通告

參加吧！」我心裏十分興奮，想快點到星期

星期一放學後，我便衝到一樓多元智能空間等

因為他的樣子很嚴肅。教練找了一個六年級的

我們做熱身運動，做完熱身運動後，教練便和我們

接著讓我們打球。   

一開始教練就讓我和一個有著豐富乒乓球經驗的同學

那個同學開了一個下旋球，可是我不會接，

球，我以為自己一定接不了，誰知我竟然接

「得意技」。 

球那刻後心花怒放，正當我洋洋得意之際

殺」球。因為那球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接球失敗後我便請教教練「殺」球的技巧。

殺球的時候要向下，但不能過度向下，因為會下網

因為會打出界。」 

經過教練的指點後，我便叫那個同學再和我對戰一回

那位同學驕傲地說：「你一定會輸！」聽到同學驕傲的話

反而更加希望打敗他。我拿起球，把球輕輕地

到了手肘的位置，就用乒乓球拍打球。我一方面

教練的「殺」球技巧。忽然，我的對手

幸好我眼明手快，接到他的球，教練看到球回到我這

文傑，快點殺球。」聽到教練的話後

他的球。我的對手接不到我的球。我贏了

我覺得乒乓球十分好玩。透過這次打球的經歷

球的招式。我明白到學乒乓球的困難，我希望下一

次能學會更多打乒乓球的招式。 

5C 

我回家便問：「媽

媽媽拿起興趣班的通告，看

想快點到星期

我便衝到一樓多元智能空間等候教練，

一個六年級的

教練便和我們

豐富乒乓球經驗的同學

，便只好跟

誰知我竟然接

正當我洋洋得意之際，那同

因為那球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我沒

。教練說：

因為會下網，還有

我便叫那個同學再和我對戰一回，

聽到同學驕傲的話，

把球輕輕地

方面打球，

我的對手「殺」

教練看到球回到我這

聽到教練的話後，我便反

我贏了，我贏

透過這次打球的經歷，我學會

我希望下一



 

 

《

暑假的第一天

烤蛋糕。我和媽媽也想烤蛋糕

 

首先，我把牛奶和糖攪拌起來

的材料弄跌了。媽媽說

再做了一次。 

 

其次，我把材料煮

把準備好的材料烤

爐。 

最後，過了五十分鐘

但我們把蛋糕烤得太久了

也有點苦！ 

 

這時，我把一塊蛋糕給了姐姐

這個蛋糕真好吃。」

怎料到蛋糕其實很苦

麼愛我們。 

 

雖然這個蛋糕的味道是很苦

甜。 

 

《第一次烤蛋糕》      梁樂媛 5C

暑假的第一天，我和媽媽一起看電視，然後看到有人在

我和媽媽也想烤蛋糕，所以便一起挑戰這項任務

我把牛奶和糖攪拌起來。啊！我不小心把攪拌好

媽媽說：「你有沒有受傷？」然後我和媽媽

我把材料煮了半分鐘，接著倒進杯子裏

把準備好的材料烤了五十分鐘，我非常急切期望能

過了五十分鐘，再加了些甜點在我們的蛋糕上

把蛋糕烤得太久了，因此蛋糕的質感有一些

我把一塊蛋糕給了姐姐，她一邊笑著說

。」聽到姐姐的讚賞，我和媽媽也一起吃

怎料到蛋糕其實很苦，接著我們一起大叫起來。原來姐姐那

雖然這個蛋糕的味道是很苦的，但我反而覺得心裡很

5C 

然後看到有人在

所以便一起挑戰這項任務。 

我不小心把攪拌好

然後我和媽媽

杯子裏，最後我

切期望能快一點出

甜點在我們的蛋糕上。

些乾，味道

她一邊笑著說：「啊！

我和媽媽也一起吃。

原來姐姐那

但我反而覺得心裡很



《第一次做芝士蛋糕

 

星期四的下午

婆的生日。我們先到

蛋糕，所以心情特別緊張

首先，我們要把牛油煮

已經讓牆壁都沾上

另一方面說：「下次你不要把牆壁弄

到慚愧。 

其次，我把檸檬的核拔出來

困惑，因為會使我的手指甲變色

最後決定了戴上手套

蛋糕模裏。最後，

怎料我又弄污

要找一條毛巾抹桌子

會責罵我。唉！毛巾在哪裏

忙腳亂，便問：「

怕地說：「我……

笑著說：「繼續加油

罵，但是，算了吧

媽媽和我一起把芝士蛋糕倒進蛋糕模

藏七小時。 

芝士蛋糕冰好了

我心裏很緊張，害怕弄出來的味道

放進嘴裏，慢慢地咀嚼

了自己。 

我領悟到要勇敢嘗試

直覺是不好的結果

 

第一次做芝士蛋糕》     雷憫婷

星期四的下午，我要在婆婆家裏做芝士蛋糕，

先到超級市場買材料，這是我第一次做芝士

所以心情特別緊張。 

我們要把牛油煮融，可是當我做妥第一個

已經讓牆壁都沾上了牛油，媽媽看到後，一方面幫我抹牆壁

下次你不要把牆壁弄污呀！」當時我心中感

我把檸檬的核拔出來，那個檸檬的核讓我感到

我的手指甲變色！所以我絞盡腦汁

手套。接著，我用手把餅乾打成碎片

，把忌廉芝士加上糖。 

污了廚房。我心想：媽媽應該看不到吧

要找一條毛巾抹桌子。要不然媽媽看到了這個污穢

毛巾在哪裏?為什麼不見了？媽媽看到我手

：「你在找什麼，為什麼桌子弄污了

……我不小心弄……污了。」媽媽輕輕撫摸我

繼續加油，如果你沒有弄污廚房，就不用被我責

算了吧，原諒你一次。」我點點頭。 

媽媽和我一起把芝士蛋糕倒進蛋糕模，並且放進冰箱雪

芝士蛋糕冰好了，我非常期待品嚐這一次辛苦的成果

害怕弄出來的味道不好吃。我把一小塊蛋糕

慢慢地咀嚼。原來這蛋糕是很美味的，

我領悟到要勇敢嘗試，不半途而廢才有成果，

的結果，但也許會有不錯的結果！  

雷憫婷  5C 

，來慶祝婆

這是我第一次做芝士

個步驟後，

幫我抹牆壁，

當時我心中感

那個檸檬的核讓我感到很

所以我絞盡腦汁去想辦法，

打成碎片，放進

媽媽應該看不到吧！我

污穢的境況便

媽媽看到我手

了？」我害

媽媽輕輕撫摸我

就不用被我責

 

並且放進冰箱雪

期待品嚐這一次辛苦的成果。

我把一小塊蛋糕

，我太低估

，有些事情



 

《第一次製作朱古力脆曲奇餅

暑假的最後一個星期六

貢戶外康樂中心，

古力脆曲奇製作班

 

到達戶外康樂中心後

已經準備了材料和用具

專心地聆聽著要訣

作。 

 

首先，我把牛油和啡糖拌勻

器拌勻，導師說：「

我心裏十分緊張，

低筋麵粉，我小心翼翼地

麵團，搓成不同形狀和特別的圖

焗十五分鐘後，我興奮莫名地大叫

了！」 

 

回家後，我立刻請媽媽吃曲奇餅

曲奇十分可愛，而且很好吃呢

滿足。 

 

第一次製作朱古力脆曲奇餅》   朱靜琳 5D

 

暑假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我和其他團友乘坐旅遊巴到

，我的心情既緊張又期待，因為將要

古力脆曲奇製作班。 

到達戶外康樂中心後，我急不及待走去曲奇廚房

已經準備了材料和用具。首先，她講解和示範怎樣製作

要訣，默默地記在腦海中，然後開始動手製

我把牛油和啡糖拌勻，再加入半隻蛋白

：「你們要小心攪拌的動作，不要太快

，手不自覺地抖震。接著，我加入朱古力和

我小心翼翼地用膠刮拌勻，然後用手將麵粉捏成

搓成不同形狀和特別的圖案。最後，把它放入焗爐裏

我興奮莫名地大叫：「香噴噴的曲奇餅出爐

我立刻請媽媽吃曲奇餅，媽媽笑著說

而且很好吃呢！」我會心微笑，感到莫大

5D 

我和其他團友乘坐旅遊巴到西

將要參加朱

我急不及待走去曲奇廚房，導師

她講解和示範怎樣製作，我

然後開始動手製

再加入半隻蛋白，用打蛋

不要太快。」

我加入朱古力和

然後用手將麵粉捏成

把它放入焗爐裏，

香噴噴的曲奇餅出爐

媽媽笑著說：「小貓

感到莫大的



 

  《第一次踏單車》        屠麗盈 5D 

  

星期六，我和爸爸在家附近的單車徑上學習踏單車。 

 

首先，爸爸讓我試騎腳踏車，我當然掉了下來，因為我

還不知道該怎樣踏單車。爸爸說：「身體要保持平衡，不可

緊張。」我聽完之後，就坐在單車上，不斷地練習。 

 

接著，爸爸說：「身體可微微向前傾。」我只應了爸爸

一聲：「哦！」單車就開始前進。開始時單車很合作，可是

過了不久單車又開始頑皮了，我大叫「呀！呀！呀！我要掉

下來了！」話剛完，我就被狠狠地掉在地上。原來我太緊張

了！爸爸扶起我，坐在長椅上，休息一會兒。 

 

最後，我再坐在單車上，放鬆心情，讓單車慢慢前進，

這一次單車非常合作，我終於學會了踏單車。 

 

現在，我踏單車都比其他人快，我非常開心，這就是我

用努力換來的成果。 

 

 



星期日下午，

 

首先，姑姑帶我和媽媽一起去買材料

括：蛋、麵粉、牛奶

姑姑：「為什麼要買兩盒奶油呀

奶油是不同的。」

 

我和姑姑先把鮮奶油用打蛋機打到如泡泡一樣滑

加入可可粉，可是我和姑姑都忘記了可

們心想：我們今次肯定苦死

們再把蛋、牛奶、

漿和鮮奶油泡攪拌

紙的盒子裏去烤焗

 

我和姑姑吃起來

的蛋糕，對我來說一點也不

 

 

 

 

 

 

 

 

 

 

《第一次造蛋糕》      鍾曉琳

 

，我、媽媽和姑姑一起到姑姑家造蛋糕

姑姑帶我和媽媽一起去買材料。我們買的材料包

牛奶、可可粉、牛油、奶油和鮮奶油

為什麼要買兩盒奶油呀？」姑姑回答：「

。」 

我和姑姑先把鮮奶油用打蛋機打到如泡泡一樣滑

可是我和姑姑都忘記了可可粉要一點點放

我們今次肯定苦死了。但我們還是繼續做下去

、牛油、麵粉和奶油攪拌成蛋漿，

漿和鮮奶油泡攪拌。最後，我們把蛋漿加鮮奶油泡放

焗。 

我和姑姑吃起來都覺得蛋糕很苦，但這辛辛苦苦做出來

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難吃。 

鍾曉琳  5D 

媽媽和姑姑一起到姑姑家造蛋糕。 

我們買的材料包

奶油和鮮奶油。我問

：「鮮奶油和

我和姑姑先把鮮奶油用打蛋機打到如泡泡一樣滑。隨後

粉要一點點放。我

但我們還是繼續做下去。我

，然後把蛋

我們把蛋漿加鮮奶油泡放進牛油

但這辛辛苦苦做出來



 

 

 

 

 

《我的寵物遊玩房》      朱靜琳 5D 

 

從小我便喜歡小狗，因為小狗的樣子十分可愛，而且乖

巧。由於家裏沒有地方，所以媽媽一直不讓我飼養小狗。如

果我可以在家中新增一間房間，我會新增一個寵物房，用作

飼養小狗。 

 

房間內會有一張特別設計的小狗帳篷牀，附有藍色的布

帳幕，可以隨時打開，鋪上軟綿綿的牀墊，可以讓小狗舒適

地睡覺，牀邊有一張遊戲墊，放有寵物玩具，可給小狗玩耍，

遊戲墊更能保護小狗不會跌傷。 

 

房間設有小狗的專用食盆，用來盛載小狗的食物和水，

方便小狗食用。另外房內還有小狗的專用廁所，用來訓練小

狗怎樣去廁所，不會四處便溺。 

 

我希望在這間房和小狗一起玩遊戲，例如：拋接球、拋

飛碟和棉繩玩具等。其次可以訓練小狗做一些動作，例如：

坐下、站立、伸手和等待等。我希望和小狗成為好朋友，從

此不會感到孤單。 

 

 

 



 

《第一次踏單車》      凌瑋翹  5E 

  

暑假的時候，媽媽打算跟我一起去石垣島進行單車環島

遊，我十分擔心，因為我從未嘗試踏單車。為此，媽媽便親

自教我踏單車。 

 

學單車那天，我穿上體育服裝後，就匆匆忙忙地去練習

場地，那時天氣十分晴朗。 

 

首先，媽媽教我戴頭盔、護膝和護肘，然後檢查單車和

剎車器。完成後，我坐在單車的座位上，雙手緊握著車頭。 

 

這是我第一次踏單車。我緩慢地踏著單車向前進，過了

不久，天氣驟變，大風呼呼地吹，媽媽則在我旁邊大喊：「緊

握！快！」可是我不明白她說的話，分了心思索了一下。就

在這一刻，我的單車不但左右搖晃，我還摔了下來。媽媽看

見我摔了下來，跑過來，並心疼地說：「親愛的孩子，你已

經受傷了，明天再練習吧！」但是我堅定地說：「不！」 

 

於是，媽媽再次鼓勵我，並教我先學習控制車頭，眼望

前方，保持平衡。經過多次的練習後，我終於掌握了踏單車

走直路和彎路的技巧，而且我也學會了走橢圓形路線，我感

到十分興奮。 

 

最後，她安排我進行測試，好像考車牌一樣。我十分緊

張，所以我第一次測試失敗了！雖然失敗，但我沒有放棄，

因為我知道人生會有很多的挫折。我第二次考牌終於成功了，

我感到十分高興。我終於可以跟媽媽一起去石垣島進行單車

環島遊了。 



《第一次炒蛋》         鄒路  5E 

 

在我六歲的時候，媽媽就像「魔法師」一樣用「魔法」

把食物變美味。我常常向「魔法師」請教「魔法」，但她卻

常常摸摸我的頭，微笑著對我說：「你還小，等你八歲的時

候再教你。」 

到了我八歲的時候，我再一次向她請教「魔法」，她終

於答應了！她說要教我第一道菜——牛奶炒蛋。 

媽媽早上七時就叫我起床，我迷迷糊糊地說道：「媽媽，

今天不用上學，那麼早叫我起床做什麼？」媽媽說：「你難

道不要學『魔法』了嗎？」我當時才如夢初醒，立刻說：「當

然要學！」 

「要準備雞蛋，如果你吃得下兩個或以上的雞蛋就要多

準備幾個，再準備碗、鍋、油、牛奶、糖和鹽。首先，打雞

蛋在碗裡，再加入牛奶，然後再攪拌，用大火，在鍋裡放油，

等鍋熱了再把剛剛攪拌好的牛奶雞蛋放入去，最後加入鹽和

糖，炒一炒就可以吃了。」媽媽對我說。我聽清楚後開始動

手做。 

    我把牛奶雞蛋放進鍋裡時因為想要讓牛奶雞蛋甜一些，

所以就放了很多糖，我心想：一定超美味。 

    誰知，我把牛奶雞蛋炒好了後，自己嚐了一嚐。「啊！

好鹹啊！」我情不自禁地說。媽媽拍拍我的肩膀說：「你鹽

放太多了，沒有關係，下次努力吧！」原來我把鹽當糖放！

唉！我雖然有點失望，但是炒牛奶雞蛋的過程還是很開心

的。 

    這一次的牛奶炒蛋雖然失敗了，但只要我多多練習，一

定會有進步的，希望可以學到更多的「魔法」。 

      



還記得我第一次學鋼琴的經過

媽媽說喜歡彈琴，

 

媽媽打電話聯絡琴行

任教。我心想：她的樣子是怎樣的呢

 

記得第一堂上課時

沒有學過琴和買了書沒有

老師說放鬆十分重要

心，另外亦要用耳朵聆聽

可稍微把力向前推一推

的要求做好。果然

 

最後胡老師便吩咐我回家要好好練習放鬆手指

慢速練習，彈琴時要提起精神

 

我現在每星期都會跟

一些短的樂曲。雖然放學後去學習鋼琴有點累

續，在幾個月後我

成。 

 

 

 

 

 

《第一次學鋼琴》      周汶瑧

 

還記得我第一次學鋼琴的經過，在今年的三月

，她便給我報了名。 

媽媽打電話聯絡琴行，琴行說是由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

她的樣子是怎樣的呢？ 

記得第一堂上課時，胡老師問了我很多問題，

沒有學過琴和買了書沒有。老師很溫柔和耐心地教我彈琴

放鬆十分重要，但手指要固定，身體要坐定

另外亦要用耳朵聆聽，心中想著要求的音質。若有需要

可稍微把力向前推一推，手腕和肩膀要放鬆，我認真把老師

果然，彈得比之前好。 

老師便吩咐我回家要好好練習放鬆手指

彈琴時要提起精神，並加點感情。 

我現在每星期都會跟胡老師學鋼琴，現在我已懂得彈奏

雖然放學後去學習鋼琴有點累，但我仍會繼

我便能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希望我能學有所

周汶瑧  5E 

在今年的三月，因我向

琴行說是由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

，包括：有

老師很溫柔和耐心地教我彈琴。

身體要坐定，留意重

若有需要，

我認真把老師

老師便吩咐我回家要好好練習放鬆手指，數拍子，

現在我已懂得彈奏

但我仍會繼

希望我能學有所



 

    

《第一次游泳》      丁子悠  5B 

 

    今天，站在頒獎台上的我，聽到同學們的歡呼聲，看見

媽媽感動流淚的樣子，令我回想起小時候在裘錦秋中學第一

次學習游泳的境況。 

    當天，媽媽說：「子悠，你想不想學游泳？因為游泳可

以強身健體，你又喜愛在水中嬉戲，我幫你報名參加，好嗎？」

我說：「好啊！」 

    第一次上課時，看見一位常常微笑的教練，心想：希望

他是我的教練。原來他叫許教練，許教練和我們一起做熱身，

但我卻不專心，於是許教練便把我教訓一頓，喝道：「再不

專心做熱身，便馬上離開！」我心想:許教練實在太嚴厲吧！

希望我不會再被他責罵。 

    接着，許教練教我們穿上背部浮板後，大家便下水了。

許教練教我們如何吸氣吐氣和蹬腿的動作，忽然，我的腳感

到很痛，許教練便叫我上水休息一下，還跟我說：「子悠，

你的腿抽筋了，不要再游了，回家休息吧！」 
 

    每次見到許教練，他都是板着臉對我訓話一番，一時說

我游得太慢，一時說我泳姿欠佳。 

    過了幾年，許教練說：「子悠，這幾年你進步了許多，

但是我要退休了，你一定要練習，不斷挑戰自己和突破自己，

才會繼續進步。」     

    許教練教過我的技巧，我都銘記於心，今天我能站在頒

獎台上，真的非常感謝您 — 許教練。 

 



    在今個暑假，

的短片，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後

我也不知道可否完成這個困難的功課啊

烹飪了。 

 

    媽媽帶我去人山人海的街市買菜

菜。我和媽媽買了蝦

們再到超級市場去

的照片，我拍攝了芥蘭菜

頭魚。我們也買了醬油和酸溜溜的番茄醬

  

回到家裏，我開始第一次做飯

蒸魚和大豆芽炒蝦仁

飯的方法看似簡單，

竟然把蛋煎焦，焦黑了的蛋很難吃

覺得真是太失敗了

油不要下太多，火不用猛烈

掉進鍋子裏。」我依照媽媽的指示再去嘗試

功了。 

  

我在媽媽的指導下完成了做白米飯

芽洗清乾淨，然後媽媽幫我將新鮮的蝦去殼

腸子，我這才知道平日媽媽做飯給我們吃

的！ 

  

 

《第一次烹飪》        周葆櫻

，四年級的班主任李老師吩咐我們製作烹飪

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後，都議論紛紛。不懂做飯的

我也不知道可否完成這個困難的功課啊！因此我需要學習

媽媽帶我去人山人海的街市買菜，有很多家庭主婦在買

我和媽媽買了蝦、蟹柳、蛋……等各式各樣的食材

們再到超級市場去，因為李老師要我們交三種蔬菜和三尾魚

我拍攝了芥蘭菜、節瓜、冬瓜、左口魚、

我們也買了醬油和酸溜溜的番茄醬。 

我開始第一次做飯，我的食譜是：

蒸魚和大豆芽炒蝦仁。首先煮的是美味的蛋包飯。

簡單，但做起來非常困難；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焦黑了的蛋很難吃，我忍不住吐了出來

覺得真是太失敗了！媽媽溫柔地指導我說：「不要太緊張

火不用猛烈，處理蛋殼要小心，不要把蛋殼

我依照媽媽的指示再去嘗試，第二次終於成

我在媽媽的指導下完成了做白米飯。接着，我又把大豆

然後媽媽幫我將新鮮的蝦去殼，我用牙籤挑去

我這才知道平日媽媽做飯給我們吃，原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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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吩咐我們製作烹飪

不懂做飯的

因此我需要學習

有很多家庭主婦在買

等各式各樣的食材。我

老師要我們交三種蔬菜和三尾魚

、鯇魚和馬

：蛋包飯、

。烹調蛋包

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忍不住吐了出來，我

不要太緊張，

不要把蛋殼

第二次終於成

我又把大豆

我用牙籤挑去

原來是這麼複雜



 

 

最後一道菜是煎魚

後我再小心地切薑絲

把魚兒放到鍋中煎

魚醬油和適量的蔥

這兩道菜是在媽媽的指導下完成的

  

最後，家人都試

津有味。我把錄製的影片交

會了做飯的方法，

和支持，我十分愉快

 

最後一道菜是煎魚，首先，我小心翼翼地沖洗魚兒

後我再小心地切薑絲，並放到魚上面；接著，待水滾了後

把魚兒放到鍋中煎，我等待的過程很緊張；最後，

魚醬油和適量的蔥，非常美味。結果煎出一條香噴噴的魚

媽媽的指導下完成的。 

家人都試着吃我和媽媽做的飯菜，大家都吃得津

我把錄製的影片交 給姊姊，請她幫忙剪輯

，我很享受做飯的過程，得到了家人的認同

我十分愉快。 

  

我小心翼翼地沖洗魚兒，然

待水滾了後，

，再淋上煎

結果煎出一條香噴噴的魚。

大家都吃得津

請她幫忙剪輯。我學

得到了家人的認同



 

 

《第一次踏單車》      周樂謙  5B 

昨天，我們一家趁着國慶節假期，到了新界東踏單車

去。我駕著「破風戰車」高速駛過吐露港公路，來回穿梭

沙田、大埔兩地，看似威風凜凜。其實，在此風光背後，

我學習踏單車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去年聖誕節，我和爸媽為了試用我的生日禮物 ― 新

買的二輪單車，便到了荃灣公園練習踏單車。那次是我正

式學習踏單車的一天，因為這是我告別輔助輪單車，第一

次挑戰踏二輪單車。沒有輔助輪的單車實在太難控制了！ 

我經常失平衡，多次跌倒，嚇得我只好一邊拖着單車走，

一邊哭哭啼啼，嚷著要回家，總是不肯把腳放在踏板上。 
 

媽媽連忙上前安撫我，並鼓勵我說：「沒有人學踏單車

是能馬上成功的。 你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只要願意不斷嘗

試，再多多練習，我相信你必定可以把單車控制得好的。」  
 

經過媽媽溫柔的鼓勵，我終於鼓起勇氣，嘗試把腳放在踏板

上。 我踏呀踏，啊！原來只要眼望前方，雙手握穩手把，

再加上保持腳踏的速度，就不會那麼容易失平衡了。霎時間，

我慢慢變得享受這個活動，喜歡在公園溜來溜去。 經過整

天的練習，傍晚時，我已把單車控制得很純熟了。 當我離

開的時候，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頭揮手，冀盼有朝一日

能再次享受踏單車的樂趣。 
  

這個「第一次」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它讓我體會

到要永不放棄才能成功。直到現在，踏單車在我心中的地位

仍然絲毫不減，它是我唯一喜愛的運動，亦是我假日經常做

的事。祈望將來，我能有機會穿上「彩虹戰衣」，在賽道上

奔馳，為香港發光發亮。 



星期六，我和媽媽第一次參加賣旗活動

袋便高高興興地出發了

 

我們到了一個早上人流比較多的地方

先，媽媽給我做了一個示範

就走上前有禮貌地說

拿出錢包，並把錢投進賣旗袋裏

 

接着，媽媽給我賣旗袋

個上班的叔叔，媽媽說

鼓起勇氣，向那位叔叔走去

旗，那人竟然也把錢投入旗袋

乖。媽媽也稱讚我說

滿信心，繼續獨自去賣旗

 

後來，我看見另一位叔叔走近

他把十元紙幣投進硬幣的入口

紙幣的入口，可是他還是放錯了

我十分沮喪，只好請其他人不可

想放棄的時候，這時

解情況後，他用工具幫我拿出紙幣來

口。我十分感謝這位熱心伯伯的幫忙

 

最後，大約早上十一時

學校。這次賣旗雖然有小波折

想辦法解決，不能因小小阻礙就放棄

《第一次賣旗》       林盛熙

  

我和媽媽第一次參加賣旗活動，我們拿了賣旗

袋便高高興興地出發了。 

我們到了一個早上人流比較多的地方—地鐵站門口

媽媽給我做了一個示範，當她遇見有人在地鐵站走出來

就走上前有禮貌地說：「請買一支旗。」 那個人就停下來

並把錢投進賣旗袋裏，媽媽又說：「多謝支持

媽媽給我賣旗袋，鼓勵我嘗試去賣旗。

媽媽說：「你上前吧，別怕，要勇敢

向那位叔叔走去，學習媽媽的示範，請他支持買

那人竟然也把錢投入旗袋，我非常興奮，他還稱讚我很

我說:「你賣旗時很有禮貌。」這時

繼續獨自去賣旗。 

我看見另一位叔叔走近，便請他支持這次的善事

他把十元紙幣投進硬幣的入口，我馬上提醒他要把紙幣放進

可是他還是放錯了，紙幣把硬幣的入口

只好請其他人不可把硬幣投進賣旗袋

這時，有一位伯伯走過來支持賣旗

他用工具幫我拿出紙幣來。再把紙幣放進紙幣入

我十分感謝這位熱心伯伯的幫忙。我連忙說：「

大約早上十一時，我便拿著沉甸甸的賣旗袋返回

這次賣旗雖然有小波折，但也令我明白遇到困難時要

不能因小小阻礙就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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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拿了賣旗

地鐵站門口。首

當她遇見有人在地鐵站走出來，

那個人就停下來，

多謝支持！」 

。我看見一

要勇敢！」我

請他支持買

他還稱讚我很

這時，我充

便請他支持這次的善事。

我馬上提醒他要把紙幣放進

硬幣的入口封住了。

袋。正當我

有一位伯伯走過來支持賣旗，當他了

再把紙幣放進紙幣入

：「謝謝！」 

我便拿著沉甸甸的賣旗袋返回

但也令我明白遇到困難時要



                  

            《《《《第一次游泳第一次游泳第一次游泳第一次游泳》》》》                                胡駿匡胡駿匡胡駿匡胡駿匡    5B 5B 5B 5B     

 

上星期天，天氣晴朗。這是難忘的一天，因為我第一次

游泳。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大清早便起牀了。起牀後，我走進

爸爸媽媽的房間，對他們說：「爸爸媽媽，我想學游泳啊！」

爸爸便點點頭。我高興得跳起來呢！ 

 

下午，我和爸爸吃過午飯後，便到游泳池去。爸爸首先

教我游泳的基本動作，我只消十五分鐘便學會基本動作。然

後，我便開始練習自由式。雖然我學會了基本動作，但初時

因為太緊張，所以令我總是往水裏沉下去。爸爸對我說：「你

要放鬆，才可以浮起來。」我按着爸爸的說話做，不久，我

便學會了自由式！當我正沾沾自喜的時候，意外便發生了。

因為我沒看清楚前面，結果「澎！」的一聲。我的頭撞到了

游池旁邊的石磚。幸好我沒有受傷呢！ 

 

我覺得游泳是一項有趣的運動。我不但度過了最開心的

生日，還在那天學會了游泳。下一次我會學其他的泳式呢！ 



             《第一次踏單車》         郭義竣  5B 

    

暑假的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所以爸爸給我買了一架

單車，我還要求他教我踏單車。 

     

我們來到公園裏，首先，爸爸説:「你要緊記踏單車時

要保持平衡；第二，眼鏡要望向前方；第三……」然後，我

就試著踏，試著試著，「哎呀!」我大叫了一聲，爸爸和媽

媽急急忙忙地跑過來，説:「你有沒有受傷呀？啊！你擦傷

了，但是不要灰心，下次再來！」最後，因為我擦傷了，不

能再踏單車，所以我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自從這次摔倒後，

我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了。 

     

過了幾天，我的傷口已痊癒了，媽媽和爸爸又再帶我到

公園踏單車。其實我心裏害怕再踏單車，但為了不讓爸爸媽

媽失望，我只好再嘗試去踏單車了。我心裏害怕，就愈是學

不會，我終於忍不住了，説:「太難了！」媽媽平心靜氣説:

「學習是不可以半途而廢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繼續再試吧！」雖然我有些氣餒，但我還是鼓起勇氣向前踏，

就在這個時候，我成功了！我高地向爸爸媽媽大聲叫，爸爸

媽媽也為我感到自豪。直至黃昏，我才帶著愉快的心情去。 

 

那次的經歷不但讓我學會了踏單車，還讓我明白到學習

是不可以半途而廢的。 

  



《第一次學游泳

 

    我從小就很怕水

水的恐懼，爸爸為我報名參加了兒童暑期游泳班

 

    游泳班開始的第一天

武裝準備。由於那

教練看到我懼怕的樣子

泳動作。他先讓我學在水裏呼吸的方法

再把身體沉進水裏

三四口水。教練安慰我要鎮靜

我成功了， 教練誇了我幾句

 

    接着，我就跟教練到成人游泳池

游泳，身體失去了平衡

教練一面鼓勵我，

板上，雙腿用力踢水

法練習，一次、 兩次

到無比的喜悅。 

 

我十分感謝教練

來去，還喜歡這項運動

第一次學游泳》     郭穎潼   5B

我從小就很怕水，因為我怕會遇溺， 為了讓我克服對

爸爸為我報名參加了兒童暑期游泳班。

游泳班開始的第一天，我穿着泳衣， 戴着泳帽

那次是我第一次游泳，所以心裏十分緊張

教練看到我懼怕的樣子，於是先帶我到兒童游泳池去練習游

他先讓我學在水裏呼吸的方法，我慢慢地吸一口氣

再把身體沉進水裏；我總是害怕， 「咕咚、咕咚

教練安慰我要鎮靜，不要害怕，試了幾次之後

教練誇了我幾句， 我心裏美滋滋的。

我就跟教練到成人游泳池。一開始，我拿着浮板

身體失去了平衡，四腳朝天，翻到水裏，我恐懼極了

，一面指導我，他說:「身體放鬆

雙腿用力踢水，雙手並攏向外劃。」我按照教練的方

兩次、三次…… 終於向前游了起來

教練。我現在不但可以在水裏自由自在地游

這項運動呢! 

5B 

為了讓我克服對

。 

戴着泳帽,，全副

所以心裏十分緊張。 

於是先帶我到兒童游泳池去練習游

我慢慢地吸一口氣， 

咕咚」就嗆了

試了幾次之後， 

。 

我拿着浮板

我恐懼極了， 

身體放鬆，趴在浮

我按照教練的方

終於向前游了起來，我感

我現在不但可以在水裏自由自在地游



《第一次打羽毛球》        黃濼天  5B 

 

去年七月，我參加了一個羽毛球班，那是我第一次打羽

毛球呢！ 

當我進入羽毛球場的時候，我心裏有點兒緊張，心想：

教練是不是十分嚴格的呢？當我看到教練的時候，我才發現

他是十分和藹可親呢！ 

首先，教練教我打羽毛球的基本動作，他說：「你要握

着羽毛球拍明末端，然後把手拉到脖部，最後把球打到對面。」 

我嘗試把手拉到頭部，當他發現我的動作不正確，就馬上給

我矯正錯處。 

然後，他教導我打羽毛球的基本技巧，他說：「手不可

以左搖右擺，揮拍的時候要大力，接球時雙眼要看準球的位

置，並作出估計，再走到球會掉下來的位置接球……」 在

教練細心的教導下，我十分認真地聆聽，他稱讚我非常專心，

我高興得差一點兒就跳起來，心想：教練真好呀！ 

聽過他的教導後，他終於給我和隊友試對打，我來不及

興奮。雖然我打得一般，但我感受到打羽毛球是一件十分有

趣的事。 

接着，教練做了一次快速球動作，我立刻請教他：「怎

樣能做到的？怎樣能做到的？」他說：「你的程度還沒到這

階段，先學好打羽毛球的基本動作和技巧後，我才教你。」

我滿臉笑容對他說：「一言為定。」 

最後，我掌握到打羽毛球的基本技巧，但是動作還是不

熟練呢！但我會繼續努力的。我當天十分高興，我感受到打

羽毛球是十分有趣的。我第一次學打羽毛球的點滴，我是不

會忘記的！ 

 



 

    星期天，爸爸

因為弟弟成績優異

禮物送給他。在出門時

五分鐘，因為我們之後要去探訪婆婆呀

 

  到了購物商場

看見一部對着我發光的遊戲機

遊戲機。當我正想請求爸爸媽媽買給我時

見了，我四處找他們

失聲痛哭。 

 

  快到四十五分鐘了

播的聲音說：「請

媽正在找你。」這把聲音連續說了幾次

後，馬上奔跑到大堂去

 

  當我看到他們時

姐姐道謝，最後就高興地去探訪婆婆

 

  在坐車的時候

開了。 

 

 

 

《我不該這樣做》       曹菀庭

爸爸、媽媽、我和弟弟到了購物商場買禮物

因為弟弟成績優異，爸爸和媽媽為了獎勵他，就決定買一份

在出門時，媽媽說：「只可以在商場逗留四十

因為我們之後要去探訪婆婆呀！」 

到了購物商場，我們四處去看有甚麼東西買。

看見一部對着我發光的遊戲機，於是我就獨自走入店舖去看

當我正想請求爸爸媽媽買給我時，我才發現他們不

我四處找他們，怎知連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

快到四十五分鐘了，我心急如焚。突然，我聽到一把廣

請曹菀庭小朋友到大堂詢問處，你的爸爸媽

這把聲音連續說了幾次。淚流滿臉的我聽到

馬上奔跑到大堂去。 

當我看到他們時，馬上跑去抱着他們，然後我們跟廣播

最後就高興地去探訪婆婆。 

在坐車的時候，我答應了爸爸和媽媽以後也不會擅自離

曹菀庭  5B 

我和弟弟到了購物商場買禮物。

就決定買一份

只可以在商場逗留四十

。突然，我

自走入店舖去看

我才發現他們不

怎知連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我馬上

我聽到一把廣

你的爸爸媽

淚流滿臉的我聽到

然後我們跟廣播

我答應了爸爸和媽媽以後也不會擅自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