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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陳淑華　F.1C

　

天下間最偉大的人，莫過於母親了，除了母親，試問誰人會在我們生病時，不分晝夜地照顧

我們，為我們擔憂？又有誰在我們還不懂分辨是非的時候，引我們走向正確、光明的道路？

她不辭勞苦地悉心照顧我們，使我們不斷成長，她從不計較將來的報答，也不會計較將來的

收穫。她為我們付出一切，由此可知母親是多麼的偉大了。

　　我的母親面圓清秀，中等身材，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一頭烏黑的頭髮，而且還有一張

慈祥的臉子。

　　媽媽為人慈祥，做事態度認真和冷靜，每晚在吃晚飯時，她都會弄一些令人看見都垂涎

三尺的食物。雖然她早上便出外工作，至黃昏五六時才回來，回來時樣子顯得十分憔悴，但

是她仍是不畏辛苦的為我們工作，盡力去做好每一件事。可是我因為要上學去，沒有太多的

時間幫媽媽做家務，而且每一天看見媽媽工作時的樣子，就教我慚愧。可是媽媽卻說：「我

知道你有這顆心，已經很足夠，只要你努力讀書，做好本份，我已經心滿意足。」聽完這番

說話，我會更加努力讀書，爭取好成績，不辜負媽媽對我的期望。

記得有一次，我因發高熱，整夜都是迷迷糊糊，半句話也說不出，但我在昏迷之中，也知道

媽媽整夜沒有睡，一直守候在我的身邊，一會兒幫我蓋被，一會兒幫我探熱。大清早，我的

高熱已經退了，勉強還可以上學。當我起床時，媽媽已經替我準備好一切，我才發現她眼裏

滿佈血絲，我不禁摟住媽媽說：「媽媽，你真偉大！」

母親她一天比一天衰老，但是她並不因此而不照顧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處處為我們設想，

為我們擔憂。有時我們可能因為在學校給老師責罵，或是工作時不順利而大聲呼喝母親來出

氣，她祇是默默地忍受，從無怨言。

媽媽，即使我的性格變化無常，但有一件事，從未變改，就是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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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狂想曲》 關紀泉 F.4B

一個冷冷的早上，在暖暖的被窩中，我醒來了。我很疲累的坐起身來，看看鬧鐘，是六時正，

心想太早了，還可以睡一睡，於是便躺了下來，合上眼又再睡著了。當我再一次醒來時，天

已經全亮了，再看看鐘，依然是六時正，實在太好了，又想再睡時忽然一醒，不對勁啊！之

前看到鬧鐘是六時，現在看到鬧鐘又是六時，莫不是鬧鐘停了，又或是我一睡即醒。於是便

下床看看手錶，哇！不得了，已是七時半，再不趕上輕鐵列車便要遲到了。

但當我正欲出門時，母親竟問我：「你幹甚麼，今天是星期六呀，要回校嗎？」不是吧！今

天是星期六，我立即查究，好像是與不是之間。時間不斷流走，原來今天是星期五，已經趕

不來了。我決定拼一拼，乘的士吧！走去附近有的士的地方，在士多的門前經過，看到了電



視在報導新聞，說「八號風球正在懸掛，各校學生不用回校上課」。這時才鎮定下來，但見

依然有不少人上班上學，輕鐵站仍然擠滿了人。看看電視上出現的日期是一年前的日子，才

知這是錄影節目，再不趕快便來不及了。於是我便衝上的士，飛馳而去。一路上，我的心蹼

通蹼通的緊張地跳著，擔心得很。問題又再來了，車子突然一擺一擺的，車子「死火」了，

我也「死火」了。

　在公路上停下來的我，司機和車子，像在沙漠迷失了般，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雖然回到

學校亦會遲了，但在中途上不能不繼續前進，惟有再截另一輛的士。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終

於也回到學校，而且還來得及，我便鬆了一口氣，慢慢步進學校。正當我步進校門之際，校

鐘響起了，門前的領袖生把我截住，我十分驚訝，但他們告訴我，凡在鐘響前未進入校門者，

一律列作遲到論。我跟負責老師理論，可是結果也是一樣。我無奈的看著門前的鐘，不幸的

我終於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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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梁樂然 F.1C

世上只有媽媽好，不是嗎？由我呱呱墜地開始，她就細心地照顧我們，給我洗澡，替我們穿

衣服等等，令她累得透不過氣來，但她卻一點怨言也沒有，一心撫育我們。世界有這無微不

至的人照顧我們呢！

　　媽媽的臉上常掛著微笑，平易近人，做事十分負責，如把窗子抹得一塵不染，地方總是

收拾得整整齊齊。因為她常奔波勞碌，面上已有很有皺紋；因為常常做家務，手也因此而變

得非常粗糙。

　　媽媽常常無微不至地呵護我，有一次，我著了涼，十分難受。但在媽媽的照顧下，我的

病情不但好轉了，心裏也舒服多了，有了她的照顧，我很快痊癒了。

有了媽媽的照顧，我才能健康的成長；有了媽媽的鼓勵，我才能努力讀書；有了媽媽的教導，

我才能明白道理。所以我長大成人後，我一定會孝順她，令她安享晚年。「誰言寸草生，報

得三春暉」，父母的養育之恩，我怎能報答得完呢！

 

返回目錄索引



 

《下雨前後》 陳淑華 F.1C

　

天氣十分悶熱，天上黑壓壓的雲層，一動也不動，暴風雨好像快要來臨了。

　　我坐在樓房的露台上，望著前面的路。藍色的海水，正在激烈地動盪著。巨大的波浪打

在巖石上，激起了四濺的浪花。不久風來了，吹亂了我的頭髮，這時，海好像籠罩著一層憤

怒的怒氣，大風夾著大雨，使勁地打到我的臉上和身上，我連忙站立起來，飛快地跑進房裏。

　　狂風暴雨來得快，也停得快。風雨過後，我推窗一望；遠處的海潮，仍舊是洶湧澎湃，

四周可以見到的樹，好像含著淚水。這時，我在遠處，看見一道彩虹，它好像一座七色彩橋，

在高空中懸掛著，發出美艷的顏色，我想用筆將它畫下來，但是它來去匆匆，彷彿在跟我玩

捉迷藏似的。

　　雨後，庭院中的花朵好像洗過了澡，顯得生意盎然，幼苗受到了雨水的滋潤後，也更加

茁壯。泥濘的道路好像抹上了一層潤滑油，許多動物都出來溜冰了呢！

雨後，是我最喜愛的一刻，特別是那雨後的太陽，它是多麼的美麗，多麼令人陶醉。它好像

烈士們的一腔熱血，鼓舞著人們永遠向前，給人們奮進的力量。它是那樣漂亮，它使雨後的

世界更加美麗。

不管別人對雨後的看法如何，我仍然喜歡雨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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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故事一則 ── 伊凡的夢》 張劍雄老師

　

做夢不獨是人類專有的權利，也是任何一種生物的權利，就連住在馬戲班的老鼠伊凡先生也

會做夢；別看少他那瘦小的身軀，他做的夢可挺偉大呢！他竟然夢見自己變成一個國王，站

在堡壘的窗台上向子民發表演說，呼叫人民參加甚麼征服世界的偉大計劃，台下萬民空巷，

呼聲震天，好不威風！

　　可是不幸的伊凡先生竟被夢中的呼聲吵醒，聰明的他立刻明白這是上天給他的啟示，於

是他便離開他的住所，動手組織軍隊了！

　　首先他找到大象史特先生，他鑽進他的籠裏，站在他的頭上，大聲地說：「史特，我命

令你加入我的軍隊，否則小心我鑽進你的耳裏，吃掉你那大而無用的蠢腦子！」史特這時才

後悔自己擁有龐大的身軀，雖然平日連那英勇的馴獸師也讓他三分，可是如今竟然被一隻小

小的老鼠侮辱，無奈老鼠是他的死敵，史特只好勉強地點頭，差點兒把我們的伊凡先生，不，

應該是伊凡國王摔了下來。



接著伊凡國王鑽進老虎安德烈兄弟的籠子，這兩個兄弟正以為又可享用一頓下午茶時，伊凡

國王大聲地說：「安德烈兄弟，我命令你們加入我的軍隊，否則小心我的部下 ─ 大象史特」

他倆一聽到「史特」這名字，便不由自主地震抖起來，要知道和大象結上仇，屍骨也無全呢！

於是他倆只好跪下來俯首稱臣，伊凡國王滿意地繼續努力。

要知道說故事容易，可是做起來因難，好不容易地，伊凡國王才能走遍馬戲班裏的大小籠子，

命令各動物加入他的軍隊，要是誰不願意或猶豫不決，他便以史特和安德烈等人的報復為要

脅，於是全馬戲班的大小動物都成為了他的部下，就連伊凡國王的死敵 ── 黑貓美黛小姐，

也向他下跪，好不威風！

伊凡國王很滿意地回家，可是他發覺他家裏的大門竟然被打開了，他的的確確已經把大門鎖

上了。說時遲，那時快，伊凡國王背後被人打了一下，便暈死過去了......

太陽的光線又從東方射過來了。馬戲班裏發生一件很大的新聞 ── 「伊凡被殺，屋裏被劫一

空」，本來死了一隻老鼠不是奇怪的事；但是伊凡組織軍隊的事也傳了開去，可是誰也不承

認曾答應加入，如史特便一口否定曾經答應伊凡加入他的軍隊，還說他怎樣用鼻子一掃，掃

了伊凡出籠子......

數日後，黑貓美黛終於逮捕兇手，原來是兩隻外來的老鼠── 積奇和肯雅，他們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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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後記》 陳淑華 F.1C

在一個天氣寒冷，陽光初露的早晨。這天是學校舉行一年一度的戶外活動日。我一早起床，

心情特別愉快，我收拾好了旅行的東西和食物後就上學去了。回到課室，同學們都在興高采

烈地談談笑笑，比較上課的氣氛熱鬧得多了。大概九時半，我們就乘旅遊巴士離開學校，向

著洞梓童軍中心進發。

　　在旅途中，窗邊的景物飛快消逝，我們一會兒穿過繁華的鬧市，一會兒又來到寂靜的大

自然。那青蔥翠綠的山峰，清澈得像一面鏡子的湖水。剎那間，一幅大自然美景立刻展現在

眼前，路旁的樹枝和青綠的小草迎風擺動，像在招招手的歡迎我們呢！

　　目的地到了，那裡空氣清新，周圍種滿了青翠的大樹，而這個營地的設施包括：泳池、

繩網陣、飯堂、籃球場、活動樓、火牛房等等。經過負責人和老師的講解後，我們對周圍的

環境也有所認識。接著便是自由活動時間，大家都玩得很高興，有的同學打排球、有的打羽

毛球、有的踢足球，更有的在散步和周圍逛逛。而我就和朋友們一邊笑說談天，一邊吃零食。

午膳的時間到了，在歡笑聲中，午膳的時間漸漸過去。

跟著又是自由時間，有些同學們便提議找老師帶他們去行山。我也和朋友一起參與，誰不知

原來要經過一段濕滑的山路，才能上到山頂上。幸好有老師的帶領，我們終於上到山上，這

時我感到精神為之一振。雖然能在下山時是令人戰戰兢兢，但是能欣賞到那令人陶醉的美景，

也是值得的。這次驚險的旅程，時間很快的流走了，不知覺已經到了回程的時間了。老師給



我們拍了好幾張集體照後，我們便乘旅遊車回校。

歸途中，我還在回味剛才玩耍的愉快情景。這次旅行，真是令人難忘，它將深深地印在我的

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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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後記》 劉永存 F.1C

　

「嘩！很大啊，真的很大。」 我高聲地呼叫著。

　　一場猛烈的驟雨過後，太陽又露出了它的笑臉。我獨自走到山上，慢慢欣賞雨後的風景。

遠處的山、近處的小河、樹木、花草剛被雨洗滌過，顯得欣欣向榮，活潑可愛。大地上的熱

氣被雨沖散了，爽涼的微風一陣一陣的吹過來；小鳥在樹枝上婉轉歌唱，歌頌這雨後的美景。

　　我一面走著，走到山下，已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我們揭開蓋著飯菜的蓋 ─ 有午餐肉加蛋、

炒牛肉、炒菜心等幾道菜。我們一面吃著一面談著剛才看了什麼，一會兒到那兒玩，十分高

興。

　　吃過午飯後，我和穎雁找楊老師借了羽毛球，玩了半小時左右，洛雯建議到山上的公園，

我們跑到山上，跑著跑著。忽然聽見羅老師的聲音，我們十分害怕。本來需要老師的陪同才

可上山而我們卻沒有，故她責問我們誰是提議上山的，我們都不敢作聲。

到了回程的時候，真有點捨不得這個那麼大的山，希望明年可以再來這裡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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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乒乓球訓練之旅》 黃偉山 3A

　　本校乒乓球隊於二月二十四日，前往深圳蓮花北區，藍海洋乒乓球館進行訓練。此次離

境練習是乒乓球隊首次舉辦的，因此比較特別和新鮮。

　　那天天氣很好。上午八時三十分，六位球員都穿著整齊的冬季運動服裝，到屯門碼頭巴

士總站集合．然後隨著領隊潘冠球老師，乘小巴到上水。我們和另一位領隊郭先生在上水會



合，再一起前往深圳。

　　到了深圳，還要經過三十分鐘的車程，才到藍海洋乒乓球館。球館位於一所小學的旁邊，

附近有餐館、街市和公共汽車站。

　　到達球館不久，兩位分屬湖北省和山東省的球員也準時來到。這兩位女球員便是我們請

來的教練。我們跟她們在球館的門口合照後，訓練隨即展開。我們分作兩組，每組三人。教

我那組的是湖北省的代表，身子單薄，個子卻不矮。她先跟我們打一兩球，看看我們的姿勢

和步法。她的球打得很好，球球都落點準確。我們三人跟她練習，比起自己練習的時候打得

好多啦！她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也找出錯處，並給我們示範正確的姿勢和技術。我們先從基本

功練起，一直練到下午一時。

教練很有耐性，即使我們做得不好，她也從未發脾氣。我們很快便和她熟絡了，有說有笑，

練球也高興和用心多了！但有時候，我們聽不懂她的普通話，要找人翻譯翻譯，很有趣！後

來我們從她口中得知，她只有十八歲！這麼年輕便當上省隊球員，可知殊不簡單的！

午飯後，我們再從二時練到四時，便打道回府了。

這次我真的很開心，既能提高球技，又能見識見識省隊球員的厲害，真是獲益不少！學校如

果多舉辦這類活動，球員的水平定有明顯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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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星空》 李本喬 F.1D

　　每一個人，也有他們眼裡的星空，有人覺得星空是平平無奇，有人覺得它多姿多彩，但

不論你是怎樣的想，它也是引人入勝的。

　　星空真的奇妙，在秋天時，當你跑到郊外，繁星在漆黑的夜空閃爍，涼快的清風輕輕吹

來，秋蟲柔和的叫聲，使你再想不起都市的煩惱。自然的把自己所想的放下。

　　星空中，主角當然是月亮，月光中的故事，真多得很，但是較有名的就是嫦娥奔月。

　　不知何時，秋蟲再沒有叫了，月亮也不知何時走了，但大地被太陽照出了一片紅光，夜

空不知何時離開了你，但鳥聲卻帶走你的疑問，萬物重生，雖然這是美好的開始，但繁忙的

城市再來到每一位的身邊，雖是如此，但你的心中仍是想著那令人懷念的夜空。

　　彷彿在你心中飄蕩。

在你的夢中，更是另有一個令你陶醉的星空，每個人也不能感受到別人的星空，但我夢裡的

星空卻是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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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自述》 曾凱茵 F.1D

　

我是從天上落下來的，在地面可以得到很多的自由，也可以為人們貢獻，例如農夫會需要雨

水來耕種，如果沒有水，收成就會不好。

我的貢獻無論這樣大也好，人們也不會喜歡我們，因為他們嫌我們很麻煩，例如下雨天小朋

友就不高興，不能外出；成年人也會不高興，因為不能逛街，但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好處，是

人們不知道的。雨可以使花兒開得很燦爛；雨可以消滅燃點著的物品；雨可以令人們擺脫悶

熱的感覺，還有很多很多是人們不知道的。

　　雨落到地上後，便會被太陽蒸癹到天上，造成一片雲，然後又變成雨，這規律是由上天

安排的，但聽人們說天文台有精密的儀器觀察天上的情況，例如明天會否有太陽或有雨，這

樣人們就可知道。其實雨後也可被小孩嬉水，如果有太陽出來，就會看見彩虹小姐的美艷嬌

態，雨水真的有很大益處。

不和你談了，又要工作，這次是連續落一星期雨，人們又有麻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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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呂兆熙　F.1D

　　

　　「他」有一個筆直的身軀，「他」的高度比我高十幾倍。無論是睛或是雨，就算打大風

也聳立著。「他」看到的太陽初升與日落西山，比我多幾百倍。「他」是誰？「他」是在學

校旁的一株老松樹！在我小學六年裡，「他」也伴著我一起成長。

　　六年來，他就像我的保母一樣。因為，鄰近屋村，大風起來的時候，「他」便替人們拾

起吹走的衣物，「他」照料著小草，用自己龐大的身軀把太陽遮蓋著，免「他們」被曬傷，

但也會透光給「他們」吸取營養，「他」身體強壯得用三個人也不能把「他」圍住，「他」

的手有力得能承托五個人的重量。我時常跑到「他」的懷裡眺望遠處的風景。在冬天的時候，

寄居在「他」身上的燕子也飛到北方去，牠走時也會連聲道謝的。在夏天，蟬出來的時候，

在「他」身上也會見到一兩隻，為了聽到清脆的歌聲，也要付出代價的，就是給牠一點食物。

在我心目中，「他」有一個不可取替的地位，一株老樹，帶給了我無限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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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李麗如　F.1D

相信每一個人心目中總有一個值得他們學習的偶像。但是現今的青年人誤解了偶像這兩字，

他們往往會以為在電視上出現的人，只要他能唱得一首好歌，懂得追上潮流，就是他們的偶

像。但是在我心目中偶像這個詞語，並不是那麼平凡，那麼簡單。

　　我心目中的偶像是校內的工友。為什麼？因為他們熱心工作，態度親切。雖然他們的知

識有限，教育程度不高。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們每一個都是寶藏，有著寶貴的經驗，做人的

道理。

　　還記得有一次，學校內發生了一件可悲的事件，有幾位高年級的男同學，因為小小的誤

會，因而大打出手。領袖生已警告過他們，可惜他們總是屢勸不改，後來還攻入洗手間發動

「戰爭」，在混亂中錯手打破了一個馬桶。後來還要校工清理。我想校工清理學校的地方是

他們的責任，但是這種可悲的事件發生後，竟然要校工在這種骯髒的環境下清理，而且還逗

留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但校工們連一句埋怨的聲音也沒有，只是盡責地工作。所以說校工是

我心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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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顧佳露　F.1A

我的偶像是患有玻璃骨病的王均祥先生。有一次週會，我校有幸能邀請他做週會嘉賓。

　　初次見他的時候，我真的不知可怕還是好笑，一個三頭身大小的人坐在嬰兒車上，而且

已有四十多歲！他那成熟的臉孔配上嬰兒般的身形顯得極其不相稱，看見他．有時我會忍不

住笑出來，有時則深深同情他。

　　我甚至想像不到他的聲音，我認為那應該是一把陰沉而悲傷的聲音，可是，那是我想像

不到的，那把聲音是充滿希望，歡悅的，甚至有點卡通化，那把聲音現在尚在我的身邊盤旋。

　　他說了很多經歷給我們聽，有悲傷的，有開心的，他說了第一次在遊樂場，心驚膽跳又

刺激的經驗，又說小時候被同學撞倒，導致重傷的事，我不自主聽得入迷了。



　　他的興趣是唱歌，他還唱了幾首歌給我們聽，雖不算動聽，但他唱出對人生沒有絕望，

自卑，而是喜歡。說話很風趣好笑！

王先生，我祝你能夠結婚，幸福地度過下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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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前後》　　　任芝盈　F.1D

在一次下大雨前，我看見天上突然烏雲密佈，四周好像晚上似的，而那時街上行人，見到這

種情景，立刻回家去了，街上十分寧靜，風也靜止了。突然，天空閃出了一道金光，隨後響

了一聲雷響，就下起大雨來了。下來的雨像珍珠般大，打在大廈上，然後隨著通道由牆上滑

下地上，間中一陣，又有一道金光和一聲雷響。這場大雨下了一個上午，便開始下起毛毛細

雨了，過了一會兒，天空漸漸天睛了。

太陽慢慢從雲間露出了笑容，這時天空也漸漸沒有烏雲，由白雲代替了烏雲的地位，慢慢地

天空終於放晴了，後來，天空遠處，有一道彩虹，十分美麗，五顏六色，人們看到也歡呼了

一會，真是令人目不暇給，可惜彩虹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不久便不見了。

　　有時，也會有天晴下雨的，而天空上也沒有烏雲，不過那時的雨也是很細小的，一會兒

便沒有了。而下雨過後，也沒有彩虹的出現，而是好像下雨前的情景。人們也沒有注意到下

雨了，所以當雨來臨也沒有跑回家，人們也不大理會這些毛毛細雨了。

下細雨時，拿著傘和一大班朋友在沙灘上漫步，更覺浪漫，對一些情侶來說，更覺得浪漫了，

所以下雨也有它的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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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中》　　　陳惠賢 F.1A

　

　這個夢我已經不太記得了，只隱隱約約記得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夢。

在夢中，我看見一隻龐然大物，坐在我的床上，我嚇了一跳，走近一看，那原來是一隻毛公

仔，再望向四週，發覺所有東西都變大了。我想一想，我知道不是東西變大了，而是我縮少



了。這發現讓我興奮不已，我從床上爬上書桌，再從書桌落到地上。那時四周黑漆漆的，看

不見東西。我落到地板後，開始在家裡「探險」，去一去一些我們不知道的角落，找一找一

些我們不見了的東西。找了很久，在衣櫃找出我不見了的錢包、在書櫃底找出一支鉛筆......我
從門縫中看見客廳裡開著一盞微燈，廳裡沒有人，我想一定是姐姐看完電視後，忘記關上的，

不過這正合我意，因我可在客廳中玩耍。在這張椅上跳去那張椅，在椅上看見一個蘋果，它

大約大我六倍，如果現實世界有這種蘋果就太好了。我把蘋果從椅上搬到地上，再把它推進

我的房間裡，正當我玩得不亦樂乎的時候，耳邊突然傳來姐姐的叫聲，我發現被一種力量叫

回來，睜眼一看，原來是姐姐在叫我起床，那天是星期日，我想再睡一會，返回那個夢，但

是已經不能回去了。我把這個夢告訴她們，她們都覺得很有趣。

我走出房間的時候，腳上好像踩到一些東西，拾起一看，原來是一個蘋果，我想那個夢是不

是真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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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鄧文浩　　F.1B

父親是我最親的人，他有時候很有趣，有時候很兇惡，但他都很疼愛我和弟弟。他有一對細

細的眼睛、短短的頭髮和肥胖的身材，我看到他以前的相片是很瘦的，很可能是他「中年發

褔」吧！

　　他很注重我的學業，因為他以前只能讀到中三級就要出來做工，當時他很想繼續讀書，

但因爺爺負擔不起，就是因為這樣，凡是我不及格，他也用「雞毛掃」鞭策我一頓，才向我

解釋他為什麼會打我，這就是他兇惡的一面了。但是我心想他只是為了我前途著想，所以我

也要努力讀書。

他有時也會和我們一起玩，放假時，我們一家人會去釣魚。我小時候，他常常帶我到碼頭釣

魚，耳濡目染之下，令到我也懂得用魚絲釣魚。有時候，我和弟弟打遊戲機時，他也會走過

來對我說：「要敬老啊！」接著我就要讓給他玩了，這就是他有趣的一面了。所以他在我心

目中，永遠是個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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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鄧郁刑 F.1D

　

人們心裡總有他們的偶像，我也不例外，但我的偶像並非歌星或影后，而是一個不出名的人，

我的同學 ─ 李麗如。

　　她有短短的頭髮，雪白的皮膚，但這些並不是她吸引我的地方，吸引的是她的人格。她

十分開朗，待人親切，性格樂觀，真的像一個學校小明星。她不只有這些優點，成績和運動

都榜上有名。

　　我的成績一向很差，每當有不明白的地方，我都會向她討教，她會十分用心地教我，直

到我明白為止。當我受到挫折，她總會幫我，指導我，那時候，我會覺得她像一位光明女神

一樣，指引著我的方向。

　　她這些優點，就是令我敬佩的原因，我決心要像這位小偶像一樣，擁有親切和友善的態

度，還要勤奮好學，總有一天會像她一樣。

　　這位得人寵愛的小偶像，我會一直追隨著她，崇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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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擊測驗》 曾伊齡 F.1B

　

今天，上數學課時，鄧老師突然說要進行一個突擊測驗。老師說是幫同學溫習近幾個星期所

教的課文內容。

　　正當老師說要進行突擊測驗時，所有同學都議論紛紛，有的在交頭接耳，有的在翻書溫

習，有的就因為平時沒有留心上課，認為就算現在努力溫習都覺得沒用，所以便決定不溫習，

索性伏在桌上睡覺。更有些同學將所有重點抄寫在桌上作弊。過了十分鐘後，老師叫我們收

好書本，測驗便開始了。測驗的時候，大家都絞盡腦汁，有些同學埋頭苦幹，有的便將抄寫

在桌上的重點，一字不漏的抄在卷上，有的更與鄰近的同學互相傳達卷上的答案，有些就伏

在桌上，一個字也不寫，等候老師喊停筆。而我就努力地完成了卷上所有的試題。測驗終於

完結了。我也鬆了一口氣，但是老師卻不大滿意我們的表現呢！

其實，我覺得突擊測驗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突擊測驗可以幫我們溫習，也可以讓老師看看

平時你上課時是否留心，回家後有否認真做功課和溫書，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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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夜》　　陳淑華 F.1C

　

當你第一次來到香港，你對香港之夜一定會讚不絕口。

　　我們乘搭渡海小輪去 B市，晚上離開了香港。我站在船艙外，身子靠著欄杆，望著那漸

漸退去的香港。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子，但大半都明亮。祇有對面的香港，

萬家燈火，猶如纍纍的明珠，倒影在海上，更顯示出這顆「東方之珠」的美態。

　　街上有燈、山上有燈、建築物上有燈。每一盞燈就像一顆星，在我的靈魂之窗裡．它們

就像人們的眼睛在閃耀著，還不時交頭接耳呢！它們比星子更明亮、更燦爛。它們密密麻麻

地排列著，排成了一條珠鏈，晶瑩通透，閃閃發光，為寂靜的黑夜平添了不少光彩。

　　天漸漸地黑了，夜色吞沒了茫茫的大海，兩岸燈光爭輝鬥艷，彩色的霓虹燈閃著五顏六

色的眼睛，整個香港又變成了色彩斑斕閃爍的海洋。

　　香港 ─ 這顆「東方之珠」真是永遠沒有黑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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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鄧文浩 F.1B

　

我的偶像是親愛的媽媽，她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長長的頭髮和高高的鼻子，她笑的時候樣

子慈祥，但是她發惡的時候樣子像一隻可怕的老虎張開血盆大口似的。

　　她成為我偶像的原因是她很能幹，她可以很快將家務完成，她煮的飯也很好吃，我常常

請教她一些煮飯的秘訣，現在我也懂得煎蛋、煲粥、洗米和弄飯等技巧，補衣服的技巧也略

知一二，這些技巧全是媽媽教我的。有時候我還對她傾訴心事，我想不通的事，她也一一幫

我解決，成為一個我的問題顧問。

　　我會以她為我最好的榜樣，我要學她的廚藝，成為一個廚師，學會她讀書時候的努力，

因她小學的時侯曾考過全級第一，所以我常常溫習也想起她那威風的事件，她是我生命之中

最好的媽媽和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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