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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灘去》(看圖續寫) 鄭梓瑜(1A)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

那天天氣炎熱，我和表姐到了沙灘後，首先一起

拾貝殼，然後再一起堆沙，表姐堆了一座城堡出

來呢！沙灘上很多人，十分熱鬧！

那天我們玩得很開心，我希望下年暑假媽媽

再帶我們到海灘游泳。

《到海灘去》(看圖續寫)    黎珈言(1A)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

那天天氣炎熱，我們一行三人中午到達海灘。首

先我跳下水，然後表姐才下水。我們一面拾貝殼，

一面堆沙，玩得很開心。太陽下山了，我們也回

家了。



《到海灘去》(看圖續寫)     馮宗碩(1B)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

那天天氣十分炎熱。我們首先堆沙，然後拾貝殼。

媽媽在那裏看見三艘帆船和大大的花蟹。表姐聽

到海浪聲和海鷗的啾啾聲。因為我們玩得十分快

樂，所以我們希望下次再來海灘玩耍。

《到海灘去》(看圖續寫)    馮靖淘(1B)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那

天天氣炎熱。我們首先打球，然後堆沙城堡。我在

那裏看見三艘帆船和又圓又大的球。表姐聽見小鳥

吱吱叫和沙沙的海浪聲。

我們那天真開心，希望下次也能來這裏玩耍呢！



《到海灘去》(看圖續寫)    陳希賢(1B)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

那天天氣炎熱。我們在海灘一會兒堆沙，一會兒

玩球。休息時，我看見沙堆中有很多貝殼和海星，

很多人高呼漂亮極了！

我們玩得樂而忘返，不想回家呢！

《到海灘去》 陳俊宇(1D)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

那天的天氣很炎熱。我們來到海邊，海風很涼快。

我聽到陣陣的海浪聲，還看到遠處漂着幾艘帆船。

我們首先堆沙，然後拾貝殼。接着，我們一面嬉

水，一面拾貝殼。我們就這樣度過愉快的一天。



《到海灘去》 馮顯揚(1C)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那

天天氣非常炎熱。

我們首先一起嬉水，然後堆沙城堡。大家在堆

沙城堡的時候，看到很多不同顏色和不同形狀的貝

殼。突然，一陣海風吹過來，感覺很涼快。海浪拍

打帆船，帆船搖來搖去。

快樂的一天即將結束，我們一面收拾東西，一

面興奮地聊天。那天，我玩得很開心，希望下次還

要來。

《到海灘去》 龔思哲(1C)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那

天十分炎熱。

我和姐姐首先堆沙城堡，然後玩皮球。我看到

海灘上有兩隻海星。我聽到小鳥啾啾地叫，也聽到

沙沙的海浪聲。

因為媽媽帶我到海灘游泳，所以我很開心。



《到海灘去》 陳安心 (1D)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那

天的天氣很炎熱，我們在海灘首先嬉水，然後堆沙。

表姐一面拾貝殼，一面堆沙城堡。

突然，海風輕輕吹過，海浪一陣陣打過，遠處

飄來三隻帆船，好像一幅美麗的風景畫啊！

《到海灘去》 王灝然 (1D)

今年暑假，媽媽帶了我和表姐到海灘游泳。

那天的天氣十分炎熱，海風很涼快。我們在海灘

上首先嬉水，然後堆沙。我們堆了一座沙城堡。

我們一會兒拾貝殼，一會兒玩沙子。海浪沖到腳

面上，我就踏浪花。哇！我看到海面上有很多帆

船呢！那天玩得真快樂啊！



《給小花貓的話》 張曦堯（2A）

喵！

你別睡着，

不然，我就不能和你一起玩耍。

喵！

你別睡着，

你的兒子和女兒很口渴，

快給牠們喝奶吧！

喵！

你別睡着，

否則我們就不能和你參加小明的生日會了。

喵！

你再不起來，

我就不能和你一起玩耍，

也不能和你找芝士和看電視，

請你快點起來吧！。



《生日》 余鈺涵（2A）

今天是星期六，是我的朋友伊涵的生日，我

們在家裏為她舉行生日會。媽媽、爸爸、朋友們

和我馬上佈置家居。媽媽做蛋糕，爸爸吹氣球，

然後準備禮物。我和朋友們送上生日禮物。我們

一起玩捉迷藏，伊涵許願和吹蠟燭。最後，我們

一邊吃蛋糕，一邊談天，大家感到十分開心，度

過一個難忘的生日會。

《生日》 劉晨瑩(2D)

上星期是我的生日，爸爸給我買了一個大

蛋糕，慶祝我的生日。我的朋友們都來了，我

們在家裏舉行一個生日會。那時很熱鬧，我們

首先點蠟燭，然後唱生日歌，接着吹蠟燭，最

後吃蛋糕，還和朋友玩了很多遊戲，我那天很

開心呢！



《假如我是護士》 葉芷妤(3A)

假如我是護士，我會穿上一身潔白的護士服，

我會為我一整日的工作而感到開心。我願意照顧一

些有需要我的人。我會細心照料每一位受苦中的男

女老少。他們在我的護理下，會健康地走向明亮的

幸福大道。我覺得自己每一天的付出都是有意義的。

如果有人問我是甚麼職業，我會自豪地、響亮地告

訴我身邊所有人——我是一名護士。

《我的快樂故事》 劉雨菡(3C)

暑假時，我和媽媽乘坐計程車順利到達香港

迪士尼樂園。我第一眼就看到了美麗的公主們在

門口招待客人。她們都是我最喜愛的角色啊!

我們首先看了十分精彩的「迪士尼人物大電

影」。然後到了中午，我們到「迪士尼音樂餐廳」

吃午餐。我和媽媽吃了一碗意粉。吃完美味的午

餐後，我和媽媽玩了水上遊戲、摩天輪和旋轉木

馬。之後，我們也吃了甜甜的冰糖葫蘆。

這次旅程中，我能夠與喜愛的卡通人物拍照

留念，真是令人難忘啊!



《給小花貓的話》 何俊熙(2B)

喵——
你別睡着，
你快起床，家裏的老鼠愈來愈多了。

喵——
你別睡着，
你快起床，老鼠們快要把食物吃光。

喵——
你別睡着，
快起床，我們到公園玩耍吧！

喵——
你再不起來，
我就去不了小明的生日會了。
我就吃不到小明買的蛋糕了。



《跑步比賽》 陳旭峰(3B)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運動會，老師帶我和同學去

運動場參加比賽。

我們到了運動場後，看見那裏有很多人，有人

在做熱身運動，有人在叫口號，有人在比賽，十分

熱鬧！

我參加了二百米跑步比賽。我先到司令台報到，

再到看台熱身，之後再到跑道上準備。比賽開始了，

我的對手也追過了我，可是他們的耐力不是很好，

我很快就領先了，他們用盡力氣也追不上我。突然，

我聽到一個人的叫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小明跌

倒了。我立刻跑回去把他扶起來，我扶着他慢慢地

走去終點。老師們看見了，立刻把他帶到醫療室，

有一位老師還稱讚我是一個好孩子。

最後，我沒有得到第一名，可是我們班得了

「團體合作」的第一名。我十分喜歡這次的運動會。



《跑步比賽》 黃文詩(3A)

星期六，陽光明媚，家興和志明相約在公園

見面。到達後，志明說：「家興，不如我們來一

場跑步比賽吧！」家興說：「好哇，我最喜歡比

賽了！」他們二話不說，比賽就開始了。

比賽開始後不久，志明遙遙領先。突然，家

興大叫一聲「哎喲！」志明回頭一看，原來是家

興不小心被一塊小石頭絆倒了。於是志明立刻帶

家興到醫療室去，家興對志明說：「謝謝你啊，

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冠軍。」志明說：「沒關係，

朋友第一，比賽第二。」說完，他們便慢慢地回

家去。



《房屋的演變》 羅理仁(4C)

現代社會，人們都有自己的房屋，但你又是否知

道不同的時期各有甚麼不同的房屋呢？

上古時期，最早的房屋是洞穴。洞穴的入口是圓

形的，內裏很簡陋和黑暗，周圍有很多泥土或岩石。

它的特點是有固定的地點，很堅固，還能遮風擋雨。

洞穴裏比較多昆蟲，只有一個出口，卻能防止猛獸傷

害。

半坡氏族時期，人們居住的地方是石屋。石屋的

外形是圓錐狀，屋體一半在地下，屋頂是用草鋪蓋的，

表面凹凸不平。它的特點是形狀不規則，而且堅固和

不會容易引起火災。此外，人類可以選擇合適的地點

來建造石屋。

到了近代，我們建造了不同的房屋，有︰木屋、

窯洞、竹樓……木屋的外形呈長方形，特點是易拆除、

冬暖夏涼、十分堅固，但也容易引起火災。窯洞在空

外觀上是圓拱形的，特點是窗戶堅固和有直立不塌的

性質。竹樓是全用竹子搭建的小樓，樣式有很多、大

多都是兩層，上層住人，下層拴馬，客易着火，但也

十分堅固。

隨着科技發展和人口越來越多，未來人類可能會

發展到「空中樓房」和「星球別墅」。



《論網上閱讀》 禤百淳(5A)

「開卷有益」，閱讀有許多好處，但如今科技

發達，閱讀方法分為網上閱讀和傳統的紙本閱讀，

網上閱讀有許多好處是傳統的紙本閱讀沒有的。

首先，電子閱讀比紙本閱讀環保。一叠Ａ４紙是由

一百公噸的大樹製成，可想而知一本書用了多少棵

樹。我國在二零一六年的紙槳進口量已達到一百零

七萬噸。

其次，電子書也比紙本書方便。一本紙本書可

能不太重，但如果要帶許多書本的話，就會很重，

從而影響身體健康，而電子閱讀只需一部平板電腦。

另外，網上閱讀能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現

在，許多網上閱讀平台都有遊戲，能有效地提高學

生對閱讀的興趣。許多網上閱讀也有讀音、中英翻

譯等功能，能令學生了解生字的讀音和意思。

而且，網上閱讀更省錢，網上閱讀只要用很少

錢就可以閱讀幾百甚至幾千本圖書，網上閱讀只需

一部電腦就好了。

閱讀電子書的好處大家有目共睹，省下了一大

片森林，保住了許多小動物的家，省下了不少錢；

它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方便。



《到郊外去》 李珏瑩(5B)

你們有沒有去過郊外遊玩呢？上星期六，我

就和爸爸、媽媽、弟弟一起到雞公山遊玩了。

當我們到了雞公山的門口，就看到了一個指

示牌，上面寫了許多地點，指示着不同的方向。

我們向着東南方走了不久，看見了一個中式的小

涼亭。小涼亭建在湖上，用一道木製的小橋連接

着，古色古香的。我們走進去休息了一會兒，吃

了些麵包就繼續往前走了。沿途，看見了熙熙攘

攘的人群，七嘴八舌地說着樹木的品種，都感到

十分驚喜！

我們一直走，走了很遠，終於到了一個比較

安靜的地方，看到四周環境清幽，長了一些奇異

的花兒和樹木，又有蝴蝶作伴，彷彿進入了一個

人間仙境，我還聞到了花香呢！不知不覺到了傍

晚，微風吹過，看着眼前那金燦燦的夕陽，讓我

再次以為自己身處人間仙境呢！

這次遊玩，讓我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看到

了美麗的風景，這次遊玩真是讓人感到十分放鬆。



《論上網的壞處》 洪嘉敏(6A)

你知道上網的壞處嗎？長時間上網不但會影響學業，還

會影響健康等。所以，我認為上網的壞處很多。

首先，沉迷上網會對年輕人的學業造成影響。年輕人會

不知不覺沉迷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疏忽學業。例如上課精

神不繼，影響學習能力和令學業成績下滑。這些就是年輕人

沉迷上網對學業造成的不良後果了。

再者，沉迷上網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影響，例如︰我們

的近視加深、肩膀酸痛和手腕關節發炎等。更嚴重的是，長

時間上網會令眼睛一直盯着電腦或手機的螢幕，導致身體姿

勢長期處於同一動作，這樣對眼睛和身體都有很大的壓力。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二零一八年

「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計劃」的調查顯示，不少學生上網後

感到身體不適，四成學童每月都出現頭痛的狀況，逾三成的

學童更有胃痛、感到頭昏眼花。可見，上網對我們的健康造

成了很大的影響。

還有，上網會與家人的關係疏離。我們如果把太多時間

用在上網這個虛幻世界裏，就會減少時間與家人一起交談，

一起相處，甚至沒有一起對視交流的機會。所以上網就像一

堵巨大的石牆，牢牢地令我們與家人分離。因此，自己值得

為了上網而與家人的關係疏離嗎？

總括來說。我覺得上網的壞處很多。它會令我們的學業

受到不良影響，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傷害，會令我們與家人

的關係疏離，沉迷上網就像一個「惡魔」似的。



《論上網的壞處》 袁愉棋(6A)

現今社會，人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上網了，人們更

是把「你上網了嗎？」當成了與朋友見面第一句脫口而

出的口頭蟬。但凡事都有利與弊，上網也對人們造成很

大的壞影響。

首先，沉迷上網會影響年輕人的學業成績。網絡中

有很多吸引人們眼球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可以引起年

輕人的好奇心，使一些自控能力差的年輕人沉醉在其中，

不能自拔，從而每天都花大量時間上網，因此荒廢了學

業。

接着，網絡上的遊戲五花八門，數之不盡。但一個

個看似有趣的遊戲，可能就是使年輕人走向犯罪道路的

兇手。也許你會說：「網絡遊戲可以讓我們放鬆，怎會

使我們做出犯罪的事呢？」的確，網絡遊戲可以讓我們

放鬆自己，但遊戲中它主要的吸引在於它設置的級別，

現代年輕人對贏和升級的欲望很強。他們可能需要不斷

充值以提升自己，才能夠在遊戲中存活下去，甚至升級。

報章不時報導一些自制能力弱的人沒錢充值時，會採取

違法方式取得金錢，造成犯罪。

再者，「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長期上網會影響身

體的運作。例如長時間在網絡上容易造成大腦缺氧，造

成精神萎靡；而眼睛一直盯着屏幕，會長期處於緊張狀

態，容易造成近視。

總括來說，沉迷上網的壞處很多，它就像一個惡魔，

無聲無息，悄悄地在侵蝕着年輕人的心靈。回頭吧！後

面是你美好的前程，沉迷上網只會使你踏進萬丈深淵！



《沁與怪物之爭》 鄧詩意(6B)

在很久以前，百姓生活得很輕鬆，很自由，每個

人的臉上都掛着笑臉。

在這時候，一隻怪物從天而降，興風作浪，百姓

生活得苦不堪言。怪物又醜又惡，全身都長着黑毛，

牠連小孩子都不放過，一個女孩的妹妹因此而被殺害。

那位女孩名叫沁。自從妹妹被殺，她決定磨練劍術，

為妹妹報仇。

可是，討伐怪物的道路並不順暢。在沁第一次討

伐怪物時，怪物起初因沁美麗的外表而放鬆警覺。但

後來沁發動攻擊時，她就被怪物的氣勢所震攝，令怪

物有機可乘，她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危難才逃了出來。

但她並沒有放棄，之後共討伐了怪物九次，全都負傷

回來。

最終，天帝被沁堅毅的性格所感動，天帝賜予沁

一把能砍斷一切的劍。沁得到了天帝的恩賜後，便立

即出發去討伐怪物。沁來到怪物面前說︰「怪物！你

殺害我妹妹時，可有想到今日？」語音剛落，她便跳

到怪物前一揮，隨着怪物的慘叫聲，牠的身體便分成

兩半倒在地上。

最後，沁靠着她永不放棄的精神和天帝的幫肋，

成功打敗怪物，為妹妹報仇！



《抗疫》 蘇嘉茵(5C)

二零二零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令到四處都變得很混亂，有很多人在搶

購紙巾，口罩、米……

在這段疫情期間，社會及生活秩序非常混亂。很

多商店都不能正常營業，有的縮短營業時間，有的要

關閉，令到店舖員工生計受影響，大部份家庭經濟受

影響，導致人們感到徬徨無助。還有小孩子不能上學，

很多小孩都日夜顛倒，他們沉迷玩樂，最普遍是沉迷

手機中的電子遊戲，導致不吃，不渴，不按時睡覺。

影響小孩的身心發展。

再者，醫院也成為高危的地方，醫護人員擔任了

最勇敢的角色，他們成為白衣天使，守護及拯救有危

難的人。他們無私的貢獻及犧牲的精神，實在令人敬

佩。

我認為對應這個疫情的方法就是應該勤洗手，注

意衛生，出外戴口罩，與其他人保持接觸距離，有均

衡的飲食和充足的睡眠，保持強健的體魄，才能與疾

病抵抗，才可戰勝病毒。還有，我們應該為醫護人員

及在這個疫情與受到病毒侵襲的人們打氣，讓他們振

作，不要氣餒。



《新冠肺炎》 蘇筠喬(3D)

新冠肺炎是一種冠狀病毒，最近在不同國家爆

發，很多人感染及死亡，香港是其中一個有巿民

受到感染的城巿。

由於疫情太嚴重，傳播得很快，所以大家都很

驚慌。大家開始搶購物品，例如：日常用品、防

疫用品及消毒用品等，因此這些物品出現缺貨的

情況，價錢都貴了很多。而政府不斷提醒我們要

保持個人及家居清潔，避免受到感染。

另外，疫情亦令全港學校停課，我亦因此受到

影響。新年開始到現在，我放了很長的假期，只

能留在家中由媽媽幫我溫習功課。我也不能到公

園玩耍和逛街，所以悶得我快要發瘋了。我真希

望可以趕快復課，見到老師和同學。

疫情很可怕，它不但影響人們的健康及日常生

活，還帶來很多困擾。我希望疫情快些完結，以

後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抗疫情》 蘇嘉城(3A)

二零二零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

新冠肺炎出現。這是一個傳染性高及會嚴重得

引致死亡的疾病。它不但發生在香港，而且蔓

延至世界各地，導致人人恐慌。

在這時候，每個人四處張羅口罩。由於口

罩供不應求，導致短缺，有些無良的奸商高價

售賣口罩，再加上物資短缺，令人十分徬徨無

助，四出搶購物資及糧食。

新冠肺炎的出現加重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

令他們百上加斤。他們擔任着守護的工作，好

像白衣天使，真是偉大。我們應以他們為傲，

因為他們很值得我們學習及敬佩。



《可惡的病毒》張梓威(5B)

今年的新年，我們一家人原本打算去拜年及

旅行的，我十分期待，但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病毒，

令整個社會陷於疫情當中，讓所有已安排好的活

動都取消了，我只能在家呆着，就連我最想看的

電影也只能推遲到電影院看了。

如此可怕的病毒究竟是什麼？原來是新型冠

狀病毒。這個病毒真可惡！讓我沒法去旅行，還

不能外出玩耍，就算出門也要戴上口罩！學校停

課了，我已經三個月沒有到學校了，我很想上學

跟同學玩耍，也很想念老師，希望能早日復課吧！

我知道這次疫情令很多人犧牲了，當中包括

醫護人員和義務工作者，他們真的很偉大！為了

救人，他們犧牲了性命，真的非常感謝和佩服他

們！今年的四月四日上午十時，全國默哀悼念在

疫情中逝世的人，我和家人也在家中默哀，他們

永遠留在那個冬天！

經過這次疫情，我學會了不要吃野生動物。

如果生病了，就要戴上口罩和盡快看醫生。除此

之外，我們也要多做些運動，注意個人衛生，勤

洗手，要有均衡飲食，增強免疫力。希望這個

「可惡的病毒」很快能被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