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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樂於助人的同學 2D 李可貞 

在我眾多同學中，雖然並沒有太多樂於助人的，但較為樂於助人，又不貪圖回報的，便是方

光磊。

方光磊是坐在我後面的同學。他雖然胖呼呼，而且像個長不大的孩子，但他的數學成績卻很

好。一次，我的數學考試成績不合格，十分沮喪。他便走到我的座位前，逗我開心，並且安

慰我。看 他的嘴臉，彷彿像看到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似的。我的沮喪被他的開朗驅走了，
終於恢復了鬥志。

又一次，我答應了鄰班的同學，替她買一本書。但後來卻忘記了。方光磊家裏剛好有那本書，

他便把那本書給了我，讓我帶給那位同學，才使我不致於成為一個不守信的人。(當然，後

來我要把書的價錢一文不少地還給他，但他也解決了我的當務之急。)
我能和方光磊成為好友，也是由此開始。希望我們的友誼能發展下去。

https://www.blcwc.edu.hk/chinese/product/pa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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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學的第一天 1D 陳家儀

九月一日那天，當我踏進佛教梁植偉中學時，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因為我想 ，誰坐在
我的旁邊，又想 我的班主任是嚴肅的還是仁慈的……之後我到課室去，坐下來時，誰料，
坐在我的旁邊，是個身材肥胖，個子矮小，樣子略為醜陋的男孩子。那時，我差點想嘔吐。

在八時十分，集隊的鐘聲響起，我立刻到操場集隊去，我知道要聽老師說的人生大道理。我

差點兒要睡 了，老師一拍我的肩膊，嚇得我魂飛魄散。還有一件趣事，就是其他男同學替
我旁的男同學改了一個綽號叫「薯仔」，使我捧腹大笑。

我在這間學校感到很舒服，我很開心和愉快。我希望未來幾年有良好成績和美好的友誼。

返回索引目錄

上中學的第一天 1C 卓宏志

今天是新學年的第一日，我很早便起 ，媽媽特意替我做了一份豐富的早餐，我吃過早餐後

便上學去。我的心情十分緊張，因為由今天開始我便是中學生了。

到了學校，操場人山人海，我很辛苦才找到我的班隊。不一會，有兩個老師帶我們到禮堂去。

到了禮堂，大家一起唱佛歌，我不懂怎麼唱，只有聽高年級的同學唱。唱完後，校長和副校

長致詞。因為禮堂沒有冷氣系統，天氣又熱，令我差點兒睡 了。跟 我們便上班房。到了 
班房，原來剛帶我們到禮堂的那兩位老師就是我們的班主任，兩位班主任派發了許多回條和

通告給我們，跟 鈴聲響起，終於放學了，我帶 興奮的心情回家去。 
初初以為學校的校規是很寬鬆的，原來學校的校規是很嚴格的，看來我要加把勁呢！

返回索引目錄

上中學的第一天 1C 梁彩燕

九月一日是學校的開課日，亦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我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當天早上，天色昏暗，而且下著大雨。我著上校服，背著書包往學校走去。一路上，都在想

這想那，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會，已經來到了學校門口。

當我一踏進這所學校，全都是一些我從未見過的新面孔，心裡當然更加煩惱，而且更有一種

徬徨無助的感覺。過了一會，老師便帶我們到禮堂參加開學典禮。在典禮中，校長、老師都

會說新學年的要求和希望，而且還鼓勵大家努力學習。接著便是校園遊了，在老師的帶領下，

同學們都很安靜地參觀將會在這裡學習的校園。不久，大家已疲累了，所以班主任就帶領我

們來到班房裏休息，而且做了一小測，使我們對學校更加了解。

其實第一天上學，帶給我們的不只是新老師、新同學，而且還是我在中學的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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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的第一天 1C 陳偉霖

暑假已經過了幾個星期了，可是我仍然記得那一天。那天，就是九月一日，也就是中小學的

開學日。

那天，我一早穿好校服上學去了。在上學的路上，我的心砰砰、砰砰的跳，可能是我太緊張

了。一走進中學的大門，我便走去壁佈板看看我的課室在哪裏。可是，由於這天是我第一次

正式到這間學校，所以，我仍不清楚我的課室在哪裏。結果，我走來走去，到處瞧瞧，最後，

我問校工才知道。我一走進課室，嘩！好靜，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向 我，真是難為情。開學
日的那天，我們中一的新生只是到禮堂聽校長訓話。唉，真悶！‧‧‧‧‧‧

小學的時候，我的成績不大好，希望在中學裏我的成績會有進步吧。

返回索引目錄

中秋節記趣 2C 陳文偉

每年的中秋節我們都會在外婆家與一大群親友吃飯，但在去年的中秋節我們就在內地非常著

名的屋苑───碧桂園裹度過。

記得上年的中秋節是星期五，所以有連續兩天的假期。趣事就在中秋節的晚上發生。在會所

玩完後，大家都覺得很疲倦，於是便睡覺。我們六個表哥妹一起睡一間大房，我的姐姐和表

姐睡在一起。翌日早上，表姐說姐姐在睡覺時發出「哇」的叫聲，十足青蛙的叫聲。姐姐反

辯說：「沒有，是不是你聽錯。」表哥馬上說：「你不用說了，解釋等於掩飾，事實就在眼

前。」我們亦為她改了一個花名，叫做「青蛙」。下午去散步時，表哥突然說有青蛙。姐姐

以為是玩弄她；其實當時真是有一隻青蛙在荷葉上。當時姐姐頓時感到很尷尬，我們都笑她

說：「不過你也是一隻大青蛙。」說完我們就大笑起來。

這件事之後，我們見面都笑會說起這件事。而在今年的中秋節，只有我、姐姐和表姐去外婆

家，也沒有提起此事，因為每次都是表哥提起的，沒有他說笑，我們都覺得有點兒沉悶。

返回索引目錄

中秋節記趣 2C 劉活龍

前天，正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家家戶戶都正在準備怎樣去度過這一個那麼快樂的晚上。

我也不例外，爸爸媽媽經已為我安排好了。首先，我們去看中秋晚會，接著來，我們便到沙

灘欣賞月亮、玩蠟燭和煙花，最後，我才回家慢慢品嚐美味月餅了。

晚上十時多，中秋晚會開始了，這個晚會已為我們安排了非常豐富的節目，有魔術表演、舞

蹈表演、功夫表演等等。那晚的節目真是包羅萬有啊!每個表演節目我都非常喜歡。那裹還

擺設了一些攤位遊戲給我們市民去遊玩，而且還展覽了一些古代的人如何去慶祝中秋佳節的



圖畫給我的市民去觀看的呢！

看過了那個中秋晚會之後，我們便去沙灘欣賞美麗的月色。我們一邊玩蠟燭和花燈，一邊欣

賞美麗的月色，我們還拍照來作個留念的呢！接著，我們便回家嘗媽媽親手泡製的月餅。完

成了我們的一天旅程了。

回想起這次的旅程，最有趣的就是在晚會中的魔術表演，那個魔術師怎可從他的帽子裹拿出

東西來呢？我和爸媽就此問題而煩惱，如果不是作此題目，我也不記得此事了。

返回索引目錄

中秋節記趣 2B 李倩君

九月十二日，是大家滿心歡喜期待的中秋節。當天，我們學校提早放學，好讓我們能夠早點

回家和家人慶祝。

回到家裏，因家人還未回來，我便換上便服，趁有空的時候，把功課完成，好讓自己痛快玩

一頓。很快便到七點了，家人都回來了，我們一起吃過一頓豐富的晚飯後，我和哥哥去和朋

友們一起玩，而爸爸和媽媽則去了祖母的家。

當我去到約定的地方時，我那兩個朋友早已到達了。我們一面嘻嘻哈哈的談笑，一面向蝴蝶

灣進發。由於沿途都很黑暗，我們便靠著一起行。突然，我發覺地上面多了兩個黑影，我很

害怕那兩個是壞人，便拉著我的朋友拔腿逃走。我們一直跑，終於跑到了沙灘。當我停下來

休息時，心想那兩個人不會再追來。誰不知，當我回頭看時，那兩個人已追來了，但燈光太

昏暗了，我始終看不清那兩人的樣貌。我們正想再逃走時，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左看右

看，也不知誰在叫我。於是我問我的朋友誰在叫我，他們便背向那兩個人。我在想他們為何

認識我時，他們已捉著我，一前一後的把我抬起，這時我才發現他們原來是我的契哥。他們

很生氣，哈哈笑的說著要把我這個不認得契哥的妹妹扔下海，我當然極力掙扎，但始終不敵

他們。

最後，我這個把契哥當作壞人的妹妹，便帶著一身海水與朋友們嬉戲，更得了一場感冒。

返回索引目錄

中秋節記趣 2C 張潔如

九月十三日是一個特別的節日，不是重陽節，是大部分小孩都喜歡的中秋節。這個中秋節給

我的印象是新鮮和有趣的。

吃過晚飯後，我們一家人帶備一些水果和月餅到公園賞月。那時到處人山人海，我們幾經辛

苦終於從人 中找了個合適的位子坐下。弟弟和哥哥拿 一個小貓的燈籠，正是這樣，附近 
的一隻狼狗突然追 弟弟。弟弟一邊走一邊嚎啕大哭。在旁的人的眼光突然轉視 弟弟，大 
家都知道狼狗追 弟弟的原因是因為弟弟手上的小貓，所以都叫他拋開燈籠。弟弟一面跑一
面拋掉燈籠，狼狗便停止追逐了，弟弟才停下來哭。

經過這件事後，弟弟從此十分憎恨那些狼狗，以後亦不敢再買小貓的燈籠。今年中秋節給弟

弟的印象真是又愛又恨。而今次弟弟這個大笑話，成為我們一家人的笑柄，而弟弟自己亦捧

腹大笑呢！

返回索引目錄



我的自述 1C 劉浩言

我是一個過度活潑的人，因為這個關係，我在暑假期間，弄傷了我的左腳。我不知道媽媽為

甚麼要生得我這麼矮小，雖然我已是中學生了，但還是個矮小子，所以經常被同學取笑。我

的樣貌平凡，只是五官端正，但這己經足夠了。我覺得自己也是一個開朗的人，因為我溜冰

時，弄斷了自己的腳，但也沒有哭， 甚至在後期，我弄歪了腳骨的位置，要做手術，但我

一點兒也不害怕，還向那枝麻醉針挑戰。雖然現在上學仍有點困難，但我也會接受的。

在家中，我也是這樣好動的，我會在沙潑上亂跳，又會攀爬戶外的圓柱，所以經常被媽媽責

罵，但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要改變的，因為這是我的個性，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

移。」但在學校，我會變得文靜一點，因為畢竟老師是比家人陌生嘛

返回索引目錄

我的自述 1C 吳小美

我名叫小美，有一雙小眼睛，瘦而高的身材和一把長髮。

我有率直的性格，喜歡有話就直說，但也有沈靜和活潑的一面。我說得讀小學五年級時，我

曾是一個活潑的女孩，每天在家或學校都像一隻無憂無慮的小鳥。由於我每一天都滿面笑容，

所以我是爸、媽和朋友的「開心果」，因為我會用「計謀」或做一些「古精靈怪」的動作使

他們大笑。

自從升上了六年級，我就從活潑的女孩慢慢地轉變成比較沉靜的女孩，當成回想起以前活潑

模樣，真有一點吃驚。現在我比較喜歡看書，不太喜歡玩耍。我想我性格上的較變可能是因

為我有了目標，這目標要努力才可以做到的，我不可以再像以前一樣不喜歡讀書和看書。我

只希望自己此刻朝 目標前進，達成願望。

返回索引目錄

我的自述 1B 楊碧祺

我出生於一個不算太富有的家庭內，一家四口，生活都算愉快。我的媽媽是一個家教嚴厲的

人，所以我自小就被我媽媽影響。處事或做什麼事情都非常獨立和不太愛倚賴別人。並因這

種原因我小時候是一個男仔頭，不怕陌生人，而且也是一個粗魯女孩，不大怕媽媽。 

記得有一年，我和媽媽一起去旺角，那時非常多人，而且我又不願意拖住媽媽的手，終於我

和媽媽失散了。起初我還以為很有趣意，不過過了一會兒我開始覺得害怕，在街上大哭。那

時我只得六，七歲。幸好過多一會兒媽媽終於找到我，我看見媽媽那焦急的樣子心真像熱鍋

里的螞蟻，那時我的笑容由心裡表現了出來。而之後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

經過那次之後，我終於像回一個斯文的女孩子，而且也明白那時媽媽為什麼那麼緊張，所以

我從那時起決定要孝順父母，而且做什麼事情也不會令父母失望，改去那些粗暴的習慣。

返回索引目錄



我做了一件錯事 3D 劉安琪

我憂愁地在回家的路上走著，遇上了以前的舊同學，我做了一件錯事，心感不吐不快，於是

便和舊同學坐在公園的一角談天。

午膳的課室，大家玩得熱熱鬧鬧的，不管男的女的都瘋狂地玩著。我和一位女同學正在亂拋

東西，誰襲擊對方，被襲的便會隨便拿旁的東西襲擊對方，真是難分難解。那位女同學向我

襲擊，我便隨手拿起一個書包擲向她。不料這個書包破了，我們吃了一驚，大家相約要守這

個「秘密」。上課鐘響起了，大家都紛紛「就位」，被破壞書包的女同學發現自己的書包破

了，正在哭泣，她決定告訴班主任，我們假裝若無其事。班主任步入課室，班裡靜靜的，只

聽到那位女同學在哭泣。班主任嚴肅地問我們：「誰把那位同學的書包弄破？」但班內依然

靜靜的，沒有同學肯承認，班主任只好明天再作打算。舊同學用憤怒的目光注視我，命令我

明天必定要向那位女同學道歉，我也覺得自己應道歉，便說「知道了」。

到了第二天，我已通知了和我一起玩的女同學我將會「自首」。小息的時候，我往教員室找

班主任，承認昨天是我自己把那位女同學的書包弄破的。班主任把我狠狠地罵了一頓，再看

那位女同學追不追究，並要我向她道歉。回到課室，我蒙羞地向她道歉，她不但沒有責怪我，

反而叫我不要放在心上，並會向老師表示不追究。

我當時如釋重負，並覺得自己很幸福，有這麼好的同學，感到喜悅和快樂，並領悟到做錯事

要即時認錯的道理。

返回索引目錄

我做了一件錯事 3D 梁韻琴

朋友之道，貴乎坦誠相對，互相信任。但是，有一次，我卻不能做到這一點，令我感到內疚

和慚愧。

記得還在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她雖然不大漂亮，但卻心地善良，樂於

助人，平時對人和藹可親，在同學有困難時，亦都勇於幫助同學，所以甚受同學們的欣賞和

歡迎，我和她亦成為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們相約出外打羽毛球。選擇的地點是一個小型戶外羽毛球場，所以那兒並沒有提

供任何儲物櫃和寄存服務，我們便把所有的隨身物品都放到我的袋子裏去，然後把袋子放到

椅子上。經過兩小時的對賽，我們都累了，便從袋子裏拿出毛巾和水，坐在椅子上休息休息。

休息完後，發覺時間都已經不早了，便各自回家。

回到家裡後，我想把袋子清理好，便把袋裡的物品拿出來，但是，我把袋子翻了十數次，都

沒有發現我那隻心愛的手錶，便懷疑是否有人偷了。跟著，我便立刻致電給我那位朋友，問

她有沒有把我的手錶拿了，她說了沒有。可能我那時急於找回手錶，我不相信她說的話，結

果她一時怒火，把電話都掛線了。我心想，我那隻手錶肯定被她偷了！在這以後，我從沒和

她說過半句話了。

事隔兩個星期後，我再到到那球場。在陽光底下，那椅子的椅腳有一點閃光，我便過去看一

看，發現原來是我的手錶呢！我剎時間心透了，但片刻後我才想起我冤枉了我的好朋友啊！

最後，我鄭重地向她道歉，她也原諒了我不智的行為。

自此以後，我在每一件事發生後，都會查清楚才下結論了。

返回索引目錄



政府應立例禁止漫畫附送不雅及不恰當的物品 4A 堵耀溰

漫畫其實是以圖畫來繪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但如果用刀劍之類的附送品來吸引讀者，而這

些附送品是帶有攻擊性的話，政府應該立例禁止漫畫書附送不雅及不恰當的物品。

現在很多書商都會以附送禮品的形式來吸引讀者，以賺取金錢，其實這是一個藉口。若然你

是一個有實力的畫家，你所畫的漫畫內容精彩的話，絕對不用送禮品也可以吸引讀者。例如

從前的《叮噹》、《足球小將》等，根本無需附送禮品也能瘋魔萬千讀者。

或者有人認為，現在的讀者就喜歡這些附送品。其實這樣說是對畫家的一種侮辱，就等於說

你的書銷量很高，但讀者只是喜歡附送品，買本書回來，收藏的竟然是附送品。

　　這些漫畫書大多數有年齡的限制，但書商要賺錢，小販們也要賺錢，一般十八歲以下的

少年也可以買到，更嚴重的是連不夠十歲的小朋友也能買得到，他們一不小心拿來玩，便可

能有危險發生。

月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漫畫展，那些書商推出數把一比一比例的真劍，這危險性

更大。有一把劍就在拍買會中，以七十多萬賣出，這根本就是一種合法的欺騙。那一把劍是

用木做的，只是普通的一塊木頭，稍為用一些雕刻作襯托，就要七十多萬，真是一種昂貴的

玩具。

在這些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情況下，政府應正視一下漫畫的真正意義，立例禁止漫畫書附送不

雅及不恰當的附送品，令到書商與書商之間要以實力作比賽，不再用附送品來取勝。

返回索引目錄

敬愛的老師 1C 謝玉琳

我最敬愛的老師是小時候教數學科的林慕潔老師。

她長得五官端正，中等身材，有烏黑的頭髮，及一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笑起來時，總令人

覺得和藹可親，十分幸褔。她喜歡穿裙子，顯得她大方得體，她知識豐富，看來像個女強人。

雖然她平時對我有點兒嚴格，但我卻覺得十分親切。

記得在五年級的時候，她教導數學時，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她必會抽時間來回答我。有一次

，我班的男孩子在課室裏打架。她對我們班說：「打架是一種攻擊性的行為，受過教育的人

是不會和別人打架的。其實，人生之中，雖然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發生，但我們也不能用打

架和粗穢語言來解決，應該使用正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她對我們說了很多道理，令大家

也對她肅然起敬。

現在，我能升到這間好的中學，都是因林老師的栽培和教導。老師，我會勤奮向上，努力讀

書，報答妳的恩情，因妳是我永遠最值得敬愛的老師！

返回索引目錄

敬愛的老師 1C 梁家俊

我最敬愛的老師是黃小瑤老師，她是在我留級的第一年教我中文科的老師。我起初覺得黃小



瑤老師是一個很嚴肅和兇惡的老師，但上了她的中文堂一段時間後，我對她的印象漸漸改觀。

原來黃小瑤老師是一個很關心同學和很可愛的老師。我每次上完她的中文課之後，我都棒腹

大笑的走出課室，她常常和我們開玩笑，但上課時候卻很認真。

黃小瑤老師又叫「小瑤」，她有一頭短短的頭髮，大大的眼睛，十分可愛。她好像卡通片

「IQ博士」裡的「小雲」活潑好動。小瑤老師很疼我，常常和我談天說地，有時候本來全

班要罰抄書數次，但在我苦苦哀求下，她還是把次數減少，待我真的很好。

記得那次學校陸運會，其實學校每年都設有師生接力賽，所以當天我問小瑤老師參不參加，

但她第一天說要考慮一番。到了第二天的陸運會，她答應我參加師生接力賽。到了師生接力

賽開始了。我們是第四線，雖然拿不到獎牌，但我也十分開心，因為可以和小瑤老師跑步。

最後我只想說一句話：「黃小瑤老師，多謝你！」

返回索引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