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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 和 SHOW

第四十三期《創作集》序 

陳永康老師 

 

　　我在中文課堂上講英語，講得最多的恐怕要算 TELL 和 SHOW。為甚麼偏要講英語

呢？那是因為易記，也因為這兩個英語詞語比中文詞語表達得更貼切。 

 

____TELL 和 SHOW 是作家寫文章慣用的技倆，並不是我發明的，老生常談。不過，這

兩個字，卻有許多個不同的中譯名稱，大抵 TELL 是『直述』，是作家寫文章時將個人

的主觀感受直接說給讀者知的表達手法。SHOW 則是『呈現』，即作家刻意將挑選過

的人事展示給讀者看，不加評論。我舉個例子就一目了然： 

 

1) 看著剛發回來的成績單，她放下了心頭大石。 

2) 看著剛發回來的成績單，她緊皺的眉頭慢慢放鬆了。 

 

第 1)句是用 TELL 的方法寫的句子，作者直接給你說『她放下了心頭大石』。第 2)句是

用 SHOW 的手法寫的句子，作者只說『她緊皺的眉頭慢慢放鬆了』，是直接將『她』

的表情描述出來，不加評論。兩者比較，你喜歡哪個寫法？哪個最易讓讀者有共鳴？ 

 

____於是你發覺 TELL 文直接、易明，那是我們可以直接把作者的感受『搬過來』，但

感受卻是抽象的，難以令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比方有人跟你說（Tell）：『外星人長

得真漂亮！』。你知道到底有多漂亮麼？漂亮是主觀感受，因人而異。說不定你真看了

外星人，就給嚇個半死。反觀 SHOW 文，我們則不能直接看到作者的感受，讀者要從

文章呈現出來的事物去感受。於是，對於不善感悟的人來說，SHOW 文間接、難明。

不過，聰明的（SHOW）作家，就知道把握讀者的心思，說林黛玉多愁善感，我們就想

起『黛玉葬花』。那感受是深刻的、具體的。且看大家熟悉的〈背影〉，朱自清如何做

SHOW： 

 

『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



出努力的樣子。』〈背影〉 

 

換了個只知 TELL 的作者，可能寫成： 

 

『他手腳並用，那肥胖的身體，很吃力地爬了上去。』 

 

我們做一個小練習，看你能否辨別 TELL 和 SHOW 的手法： 

 

在適當(Show或 Tell 下)的空格內加 Show Tell

他緊握的拳頭慢慢放開了… …   

他再沒有打人的衝動了… …   

打開銀行存摺，他喜上眉梢。   

打開銀行存摺，他咧嘴笑了。   

知道真相後，他漸漸低下了頭。   

知道真相後，他感到十分慚愧。   

… …   

 

如果有興趣繼續玩這個遊戲，你可以拿紙筆出來，試著分別運用 TELL 和 SHOW 手法，

寫十到廿個句子。再將這種造句技巧運用到你的作文裡，我保證你的作文成績將會大躍

進！ 

 

____一般作家寫文章都寧 SHOW勿 TELL。那是 SHOW 的表現力遠比 TELL強。

SHOW 文絕非『述而不作』，那是引起讀者反省、啟發思考之文。現代人生活節奏快，

商業社會求效率，大家愛 TELL，於是感官漸漸麻木。我們的祖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古詩在這方面的表現更見出色。從事表演藝術的，最明白 SHOW 的道理。好戲不

TELL，劣觀眾不知 SHOW。　　 



 

　　不過，SHOW 法也絕非無往不利。碰上要寫一個滿口粗言穢語的魯漢。你總不能

將那堆千篇一律的髒話都『呈現』出來吧？且看錢鍾書怎樣化解： 

 

『……它（汽車）生氣不肯走了，汽車夫只好下車，向車頭疏通了

好一會，在路旁拾了一團爛泥，請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搖

擺地緩行著。每逢它不肯走，汽車夫就破口臭駡，此刻罵得更利害

了。罵來罵去，只有一個意思：汽車夫願意跟汽車的母親和祖母發

生肉體戀愛。……』(摘自《圍城》)

 

《圍城》所以吸引，往往就有這類出人意料的幽默。錢鍾書不能 SHOW，也不用

TELL，就用了『擬人化』、『理性化』的手法來 SHOW。 

 

____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也常見 SHOW 和 TELL。下面的情況，你遇到過、也聽

講過吧： 

 

甲：『我那老闆真尖酸刻薄，天下間沒有比這老闆更無良、更沒人

性的了！』 

乙：『……』 

 

 

上面是 TELL，換了 SHOW 的說法就是： 

 

____甲：『我的老闆為人也沒甚麼。只是我替她打工少說也有四年了，就是沒真正放過

一天假。遇上公眾假日，她總要求我調假，但調到哪天，卻不肯說明。待到某天某夜，

我拖著疲憊的身體爬上床要睡的時候，她就笑盈盈來給我說：「明天你放假一天。」人

家放假都可以事先約好朋友，外出輕鬆一下，我可沒這福份。惟有又呆在老闆家。老闆

說放假就要好好在家休息，養好精神再工作，這是為我好。再說，她若有不時之需，要

我幫忙一下，也可增進勞資雙方的友誼呢。』 

____乙：『我說你這老闆真尖酸刻薄，天下間沒有比這老闆更無良、更沒人性的了！』

____甲：『噢！我可沒說「尖酸刻薄」、「無良」、「沒人性」這些字詞呀！你……』



 

再舉一個例子：外國人率直，示愛也直接給對方 TELL：『I LOVE YOU！』。對方聽

了，回你相同的一句，或者『SORRY!』大家清清楚楚。你跑去問一個中國女子你愛我

嗎，她說『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後你天天跑去看月亮。月亮好圓滿，你就想到和她的圓

滿，於是你樂了半個月；再跑看，月亮卻又缺了。你就愁眉苦臉了半個月。如此反反覆

覆，真要恨世間情為何物。你喜歡哪個方式？洋人後來學會了送花，那是知道了

SHOW 的可愛吧。不過，你天生異秉，不喜歡複製那些俗不可耐的示愛方法。你喜歡

的對象當然也個性非凡。於是你也送花，不是一束，是一碗！——豆腐花。 

 

　　回頭說今期的文章。卷首梁灼炎同學的〈我的家〉和林穎翹同學的〈窗外〉都有一

個特別的寫作方法——首段交代通篇要點，次段起逐一回應、詳述各要點的內容。這種

寫文章的方法，說來也老生常談，並不陌生。卻沒有幾個學生懂得運用。過去我就用此

法教預科同學寫讀書報告，好不吃力。今年我將此法搬到中一同學身上，結果讓我驚訝。

我看香港中學生的散文水平一直停滯不前，那是因為大家都將心思放到『文采』上，所

謂紅妝素裹，何必將所有花樣都往身上掛才漂亮？要寫好文章，除了知道 SHOW 和

TELL，也要多在作法方面下苦功。

 

2009/5/2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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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　　梁灼炎 1A

 

　　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那是一個溫馨洋溢的地方。小小的電腦，活像一本百

科全書；大大的電視，天都在播放着精彩的資訊；還有我的睡床，軟綿綿的，躺在上面

令我的疲累都拋在腦後。 

　　 

　　一進門，一個熟悉的地方便映進我的眼簾，那是我的家。小小的電腦，包涵着無限

的知識，活像一本百科全書。那部電腦內有我的喜與憂，像是伴我成長的好友。她會播

放悅耳的音槳，又會帶給我一些精彩的網上遊戲，使我沉溺着網上世界。每當我一看到

那隻滑鼠，便覺得很惹笑，因為它的外形很像老鼠常帶我漫遊；當我一看到那部鍵盤，

便不想起「嘀嘀嗒嗒」的打字聲訴心聲；還有那部灰的電腦椅，給人一種灰沉沉的感覺。

 

 



　　再走上前看，便看到那部大大的電視，那部電視不喜歡躺在軟綿綿的沙發上看電視，

那部電視不分晝夜地播放着各種電視節目，有綜藝的﹑有連續劇的﹑有新聞等……,令
人感到眼花瞭亂！這部電視陪伴我家己有多年，說不定還比我年長呢！電視帶給我們一

家很多歡樂例如……，是一部十分盡責的電視。 

 

　　一推門而進，便看到那個亂髒髒的房間，一看便知道是我的睡房。雖然我的睡房十

分凌亂，但是充滿溫暖的感覺。我愛躺在床上數綿，羊一隻兩隻……當我看到一大堆毛

娃娃，便知道今晚又要讓出一半的空間給她們。就是因為有那麼多毛娃娃，我才會倍感

安心。每當我一躺到睡床，上我的所有煩惱都會拋諸腦後。 

 

　　我愛我的家，不單是因為她陪伴我成長，而且她還給我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或許

是溫暖﹑或許是溫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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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外  林穎翹  1A

 

　　我喜歡我家客廳窗外的景色，這景色是我由三歲看到現在十三歲的景色。景色迷人，

可以把我的所有煩惱通通讓偉大的風吹走了。喃喃自語，令寂寞也有了生氣，是可以讓

我刻骨銘記的地方。

 

　　晚上，很多人都會在街上，有嘈吵的鬧架聲，一家人歡樂的笑聲，馬不停啼的馬步

聲。全街分為三段：街頭是海面，海面的對面是東涌的高樓，讓燈火點綴海波。街中段

是人來人往的美食廣場。每逢到晚上，一定大小就會圍著一張大圓桌子有談有笑，使每

家人的晚飯融合著笑聲。但是一到深夜，一大班的『飛仔』就會不停地吵架，真是令那

種溫暖的感覺完全退去。街尾是一個非常平靜的馬場，但每逢到早上，就有不同回家的

人來來往往，更常聽到馬場裡人們練習的聲音。晚上，空中的星星不斷閃耀著天空的黑

雲，景色迷人！

 

　　當我不開心的時候，我都習慣性的走到窗外看著外面的風景。一看到這些景色，我

都可以振作起來，令自己更有生氣。因我的房裡掛著一個能唱歌哄人開心的風鈴，它一

直陪伴我沒有離開過。當有風吹過，它都像天使一樣撒下美妙的歌聲安慰我，令我更加

振作，提醒自己不要看到挫折就逃避，應該更加厲害地面對困難。

　　　

　　我家客廳窗外的風景陪伴我長大，開心與悲，全部刻骨銘記，就連小時候爸媽都會



在窗邊哄我睡覺。就算街外的風景每一天會變，但我的記憶有如新的一樣。記憶總是故

人刻骨銘記，但世界都在轉變，有一天風景都會消失走了。如果要我形容我家客廳的風

景，就是──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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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特別的雨天  葉俏君 2A

 

　　今天又是下雨天的一天，但我卻被逼到補習社接受「酷刑」。看距離四時三十分還

有半小時，我便帶看雨傘及沉重的袋子先上街逛逛散心解悶。

 

　　走著走著，已經來到了大馬路了。又是要等交通轉換顏色的時候了。「嘟……嘟…

…嘟……」紅燈一直在響著，而我的眼睛就在一直轉，有一位婦人帶著兒子站在我的身

旁。婦人突然大罵：「都是你的錯，若果你不是上課不專心，用得著考試考第三十名嗎？

知不知道，你令我在親戚朋友面前很沒面子啊！人家的兒子女兒多棒，不是第一就是第

二！你呢？真是「生塊叉燒好過生你！」兒子一臉無奈，只好拿著成績表低著頭地忍罵。

綠燈轉了，我便快速走到便利店那兒買了一杯熱飲，休息一下。此時，那對母子也來了

那裡避雨。那母親衣服全濕，而兒子卻乾乾淨得很。此時此刻，我突然覺得那母親原來

用心良苦。雖然表面說出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話，但事實上，卻是想激發兒子的鬥心。過

了一會兒，一位小女生與她母親也來到便利店避雨。那女生主動走過去與那位男生打招

呼。那男生含著雪糕，小聲地與她打招呼。男生問：「你考第幾呀？」女生答：「五十

七」。男生驚訝地說：「不會吧！你考五十七名，也有雪糕吃？你媽媽待你真好！」女

生臉部突現兩朵紅雲，說：「我媽媽說，失敗乃成功之母，這次打敗仗，頂多下次再努

力過；失敗不重要，只要有決心，下次也可以反敗為勝！所以我下定決心爭取前二十

名！」男生立刻扯扯媽媽的衣角，說道：「媽媽，你有人家媽媽的一成慈祥我就死而無

憾了！」那媽媽立刻賞了他兩巴掌，拉著臉上有十根手指印的兒子走了。那女兒頭冒問

號，也扯扯母親的衣角，說道：「為甚麼他媽媽會那樣對他？」她母親答：「正所謂家

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家庭教育兒女都有各自的方法。不打不罵也可能教育出一個出色

的孩子。但要注意的是，不能讓其子弟走上歪路就夠了！分數不是必然的，盡自己能力，

還能後悔甚麼？怨甚麼？」女兒恍然大誤。

    

　　沒錯！盡自己所能，還有甚麼可怨可恨？不要因為失敗而哭泣，為你有機會再嘗試

而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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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蝴蝶灣!   陳家慧 1A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湖蝶邨沙灘——蝴蝶灣。那兒是個寧靜的地方，是個讓我心曠神

怡的地方，是個讓人覺得簡單而特別的地方。那裡有纖細的沙、清澈的海水、青綠的花

草樹木啊……

 

　　蝴蝶灣是個帶給人歡樂的地方。有時候，我會獨自去逛逛，因為我覺得可以發洩我

的一切一切…… 清晨的時候，我會趕緊時間獨自個去看日出；中午的時候，我又會找

緊時間去看金黃色的太陽；快要到夜晚的時候，我會捉緊時間去看那太陽，要把守護著

地球的任務交給月亮叔叔似的。假日，我沿著海灘的海水邊散步，我聽著海聲，聽著別

人的歡樂聲，我可以在頓時間忘記所有不愉快的事。有時候，我會和一大班好友去玩樂，

那兒的附近有燒烤場，我們嗅著那燒烤的味道，躺在幼細的沙上，談着心事，望着天空，

那真是我們的歡樂天地，總是滿載回憶的。 

 

　　蝴蝶灣是個最能享受的地方。拍浪的聲音很有節奏的。「呯!呯!」大風在呼喚我。

我躺一躺，手裏抓着那乾沙，大樹更搖擺著，小花小草在向我打招呼，向我問好，那是

它們的表達方式吧！瘋狂的大叫大番，把憂怒都叫走了。然後，遠方傳來老人家們的樂

器聲，那海水味既清新又帶來咸味……

 

　　你如果問我來這裡有什麼感受？我可以答你：這是個令我覺得比家更溫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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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家書   黃育江 F.3B

 

祖父：

   　　 我今天要寫一封信給你，告訴你自你離開以後，家裡的變化。祖父啊！我有很

多事情想跟你說，開心的，傷心的都有。

    

　　雖然祖父你己離開了兩年多，但我們依舊沒有忘記你。你的提醒、叮囑我永遠也會

記著。我們每天的清明節也有探望你啊！你知道嗎？今年爸爸加薪，決定買烤豬來探望

你呢！

 



    　　你在天堂的生活可好？你可以透過夢境來告訴我啊！記得你剛離開的那幾天，

我在夢境中總會看到你，和你聊天，真希望那不是夢境。那幾天，我真的傷人極了，以

為我以後也不會再快樂了。現在，這念頭己經淡了，我現在有很多朋友、知己，你不用

擔心我了。

 

　　    記得幼年時，我在小學裡很孤獨，甚少朋友，甚至被人欺負，祖父你記得嗎？

你陪同我回校，勸喻那同學，並幫助我結識新朋友，我一生也忘不了。我那時想，我不

要朋友了，祖父便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天堂裡有茶樓嗎？你最愛喝茶，你從前常常和我到茶樓去，說我是兒孫中最

乖巧的一個，我真的很快樂，我有想要的，你都買給我，如果你還在的話多好，我可以

教導你使用電腦，有很多資訊可以看呢！當然少不了你愛的粵劇呢！

 

    　　最近爸爸也學了你，常說起自己的故事，當然不及你說的動聽，你常說你和祖

母的愛情故事，雖然我聽過上百遍，但我還是愛聽，你那誇張的演技就像小朋友一樣可

愛。

 

    　　「祖父早安！」我多懷念這句說話啊！你的聲音我不會忘記的。有一次，我說

某明星的聲線像祖父，祖父你竟說你從前是明星，還裝起明星唱歌的姿勢來，令我和姐

姐笑了半天。

 

    　　祖父啊！你的一切我真的忘不了。我現在很幸福，你要保佑我考試成功啊！現

在唸中三的我，定會努力溫書，選心怡的科目。最後祝你在天堂快樂！
                                                        

　　　　　　　　　　　　　　　　　　　　　　　　　　 　　　　孫兒

                                                               育江上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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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大佛 　楊瑋婷 1A

  



　　我喜歡大嶼山的天壇大佛，那是個把心靈潔淨得一塵不染的好地方。佛的法喜替誠

心祈求平安的人們拂走煩悶，使心境添上清靜。 

 

　　幾座寺廟，鼎盛香火，撼人心靈的銅鐘聲，拿著香油錢的善信。照著大佛銅像的柔

和陽光，還有，襯托著大佛的蓮花座。 

 

　　佛陀法喜，像陽光般温暖地映照心中。大師口中悠然飄出的一字一句佛經，令善信

心生大歡喜，始終堅信佛法乃是真理，心靈沐浴於法喜中，貪嗔癡遠離我心！ 

 

　　寺廟供奉著好幾座神像，像前放著一個裝滿沙的大鼎，插滿了香火,裊裊香煙，把

誠心善信的祈求帶到遠在天邊的神靈。握著籤筒的人倒閉著眼緊張地搖著筒，盼望可以

求支上上籤。連接著寺廟與政壇大佛的石梯，幾乎讓我驚訝得窒息，天啊！我如何能爬

上去呀！終於，我氣喘吁吁地出現在天壇大佛的眼前。仰視著莊嚴的大佛，清靜心情像

泉水般流入心田，一切煩惱也就消除了，朝我臉上吹來的微風，令我神清氣爽，要用一

個詞語來形容天壇大佛的話，那就是『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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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日遊　　冷、然 2A

　　　

　　五點多起床，拉開酒店的窗簾，外面一片漆黑，大家都在美夢中。往下看，我錯了，

街上已有騎自行車的人了，在寒冷的街頭與風爭路。在昏暗的街燈下，背影是如此的淒

涼。平時在電視上看到這些情景，我覺得很正常，但這一刻，我卻有了另一層體會。身

處北京的街頭，真正的寒冷在身旁掠過，看著騎自行車的小販的背影越來越小，我感受

到的是為了生活，必須在寒風中繼續向前走。街角的另一邊，祖父騎著自行車，後面的

孫女背著書包，北風中，這一景象令我溫暖。

 

　　坐在汽車上，開著暖氣令我昏昏欲睡，窗上佈滿水氣，抹走一層水氣，看見車窗外

的人都在趕路。此時也不過是六時多點兒。趕著上學，趕著上班，趕著販賣．．．．．．

厚厚的羽絨衣服讓我知道真正的冬天是如此的美麗，北京冬天的街頭更是令我寂寞。

　　　

　　來到天安門廣場，本以為沒什麼人，因溫度實在太低了，我天真的認為一定沒人肯

早起看升旗禮，但一走上廣場，我愣住了，我知道我再一次錯了，是什麼動力驅使那欄

杆外的人群在如此寒冷的冬天依然來看呢？



 

　　當那五星紅旗伴隨著國歌隨風飄揚的時候，我知道了，是那一顆顆熾熱的愛國之心

促使他們守在天安門，期待著國旗的升起。

 

　　站在長城下，往上看時只覺得雙腳發軟，但我嘗試著一步一步往上爬，好幾次在前

路很陡的時候都想放棄，但又按捺不住自己好勝的心，於是繼續往頂峰登上。加油！最

終我上到了居庸關的頂峰。站在最高，看著曲折陡峭的長城，我由心說一聲：中國人，

真不簡單。多少年過去了，歷經風雨，長城依然能屹立在大地上。

 

　　走進鳥巢，心泛起了一陣激動，那宏偉的奧運開幕，真的是在這舉行麼？這把中國

人的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地方，我來到了。帶著感動坐在觀眾席，回想著開幕禮的每

個情節，那一刻我知道那感動從何而來。

 

　　圓明園，曾經最美的皇家花園，如今剩下的是殘簷敗瓦，那荒涼的花園，讓我覺得

如此的淒涼，如此的心痛。站在一堆廢墟中，我能表達什麼呢？只有心碎。

 

　　當汽車再次在土地上飛馳時，車窗外美麗的夕陽正掛在樹枝上，光禿禿的樹，在殘

陽下卻是有著不同的光景，是迷人的，太陽回家了，留下光禿禿的樹枝與橘黃色的雲霞

邂逅著。

 

北京的日落很美很美，但美好的事物總是短暫且珍貴的，日落後的北京是灰色的，是沒

有生機的。等待著另一次的日出，相信北京會再一次展現她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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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海下灣   鄧文光 1A

 

　　西貢海下灣被喻為香港的『後花園』，也是我假日喜歡的遊歷的熱點。我喜歡它的

紅樹林。不但為昆蟲植物提供棲身的地方，更是我的小天地，讓我一嘗遠離市區廢氣，

與人聲隔著的寂靜。我喜歡它的海灣，不但為魚類飛鳥騰空嬉戲的地方，更是我的避風

港，給我一試拋開功課煩惱，跟考試說再見的快樂。

 



　　一大片的紅樹林，一個面對著太平洋的海灣，兩個大自然的景象，在無聲無色之間

結成了現在的西貢海下灣，四周無名響起馬叫，嚷起蟲鳴，包圍著『後花園』，我們的

仙境。

 

　　這一片的紅樹林人分美麗！高高的，矮矮的，不同種類的樹木勇敢地聳立在風浪之

中，密密麻麻的。我最喜愛就是在秋天的時候，站在一堆堆的枯葉上，欣賞葉子從樹上

落下。

　　我最愛的西貢海下灣，它不單是香港的『後花園』，也是我心中的『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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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旁邊的花園　葉婉儀 1A 

 

　　我喜歡我家附近的花園，那是一個讓人怠到開心舒暢的地方。陣陣的香氣，令我緊

張的情緒消除，高高的大樹，把我懦弱的性格放下。那兒，是我感到堅強而開心的地方。

 

　　

　　一朵朵七彩繽紛的花兒，一束束幼嫰的小草，小小的水滴，滋潤着每朵美麗的花，

滋潤着我的心。 

 

　　陣陣的香氣撲鼻而來，是甚麼？是媽媽做飯的香味？不是！是花兒傳來的，陣陣的

香氣，令人放鬆心情。 

 

　　高高的大樹為老人家提供遮蔭的地方，大大的木為人們提供木材，肥美的果樹為小

孩們提供美味的果實。 

 

　　我家旁邊的花園永遠也是我值得和掛念的一個地方，還是一個永恆無比的地方。希

望這個充滿着我的童年的花園能永遠陪伴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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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對面的山  譚凱怡 1A

 

        　　我喜歡我家對面的群山，那兒有優美的風景，讓人心曠神怡，遠看就像一幅

栩栩如生的油畫，近看就像一座很大的屏風。

 

        　　那兒的樹密密層層的，高高矮矮的，但每棵樹都整齊地屹立著，像一個小孩

子在堆砌積木一樣，整齊得很。雖然遠看一朵花兒也沒有，只有樹木，但那裏的空氣也

十分清新，令人身心舒暢。但當近看一朵朵花兒便全部都顯露出來，開心地搖擺著，散

發著芳香，像要讓全世界的人，也要聞到它們的香味。當我感到疲倦的時候，我會走到

窗外，感受下一大自然，簡直能讓我沉醉在這個山之中，捨不得離開。

        

　　有一次，我近看著這座山時，就像一幅栩栩如生的油畫，彷彿有一人把這幅畫塗上

碧綠色，天藍地，白色……雖然我是從屋內看這座山，但我猶如置身山中，聽小鳥的叫

聲，風伯伯吹動樹林的聲和花兒的笑聲等，令我不得想念這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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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地方—蝴蝶灣泳灘  林明傑 1A

 

        　　我最喜愛的地方—位於屯門的蝴蝶灣泳灘，這裏有很多的椰子樹，這些椰子

雖然很髒，但是它散發出一種香氣。這是一個泳灘有一個清澈的大海，配上藍天白雲，

真是非常壯觀啊！這美景真是令人喜愛。

        

　　蝴蝶灣泳灘裏有很多的椰子樹，雖然這些椰子雖然很髒，但是散發出一種香氣，吸

引了很多遊人來嗅它的味道。這些椰子樹不但散發出一種香氣，而且長得很美，所以會

有很多遊人替它拍照，它就像一位「明星」。之後，有些不法分子知道這些椰子樹這麼

有名，於是就爬上樹拿這些椰子變賣，遊人知道後，又學習他們爬上樹拿椰子變賣，之

後椰子變賣愈來愈嚴重，從此以後，再不可爬上樹上拿椰子了！這些椰子樹又變回原狀。

        

　　蝴蝶灣泳灘有一個既清澈又廣闊的大海，配上藍天白雲，真是非常壯觀啊！在這一

個泳灘，附近有一個觀景台，在這觀景台觀賞這美景是最佳選擇，望下去，會看到很多



泳客在游泳，望遠點，會看到東涌，機場，在這地方觀賞遠處的機場，就會知道飛機班

次很頻密。在炎炎的夏日，這個泳灘在下午的時間會很多人，週末時會更多。很多人也

喜愛這個地方，這海灘有很多好處，例如有清澈的大海，美麗的風景，每天也很熱鬧…

…等等。總而言之，這個泳灘令人舒暢，真是一個好地方啊！        蝴蝶灣泳灘得到人

們喜愛，是因為它很壯觀，總而言之，這個泳灘只有一個字來形容它，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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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海岸 李小璐 1B 

 

　　一次的偶遇,,令我發現這個猶如天堂的地方……

 

　　我說的地方，正是我喜歡的天堂—黃金海岸。

 

　　那是個令人釋懷的地方，茫茫的大海，被陽光照耀的平靜海面，閃閃生光。同時，

表面看似藍寶石的海底卻深不見底，令人感到奥妙!那兒，更是我傾訴的好對象，能把

我的喜怒哀樂逐一細訴。這片海，彷彿是給我包容、無私奉獻和寛恕。但它，同時隱藏

著可怕的一面。波濤洶湧的巨浪以及澎湃的浪聲,每一一銘記。

 

　　除了主角外，還有一些不可多得的襯托，才能突顯它的魅力。柔軟的沙粒圍繞著整

個海洋，還有幾棵零零散散的大樹挺立著，給人們埯蔭乘涼。乘著風傾聽誰的故事？猶

給看到，眼裏景色的插圖，享受著，而不是煎熬。在這裡，我聽不到人的嘈雜聲，也聽

不見鳥鳴，只聽見琴弦的樂聲。置身於這嫵媚風光之中，十分舒服。

 

　　平靜的海面，不時被風吹得泛起一圏圏的漣漪，伴隨著節奏。一年四季，差不多每

天看見它黃昏下。夜晚，早晨以及春秋四季得變化。我很高興，這裏讓我發現它能給我

倚靠，也知道它在心中的地位是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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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頭　　梁家豪 1A 

 

　　我喜歡屯門碼頭鄰近的海景，因為那兒有一大片藍色的海景，幸運的還可以看見香

港會議展覧中心，這仿似幻影，看見一隻巨大的海龜在海上游泳。牠是在碼頭對面的一

方這隻海龜和那些小小的漁船比起，真是有趣。 

 

　　在藍色的大海，這仿似一塊藍色的布，一塊布可以是看透的，可以直接看見大海深

度，可以看見有一些小魚和一些渡海小輪。渡海小輪仿似是布上的污染物。到了下午，

布子衰會變成黃色，到了晚上，布子便會變成黑色。 

 

　　這隻龐大的在這片藍色的大海中，仿似在大海尋找自己失敗的兒子。在這大海中細

小的渡海小輪，仿似是大龜的食物。可是這大色從來動也不動，而且在海旁的風，仿似

牠的呼吸聲。這是一隻全身也是白色的龜。在這個環境中，這隻龜真是舒適。我還記得

在小時候，我家有一隻小小的龜，牠陪伴了我 7年多後便死了。 

　　在這片一望無際的大海裏，只可用四個字形容——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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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灣   項光華 F.1A

 

    　　我喜歡屯門的蝴蝶灣泳灘。它是一個寧靜、令人心曠神怡的地方，在那兒可以

拋開一切的煩悶。

 

    　　蝴蝶灣泳灘是位於美樂花園的附近，那兒有一棵棵大樹，還有幾朵鮮艷的花在

旁依偎，蝴蝶隨風起舞，在走過幾步路之下，看見了一片綠油油的草地，草地還生長出

幾棵細小的幼苗。星期六晚上，我和家人吃過晚飯後便來到了蝴蝶灣散步。當我們走進

蝴蝶灣後，一切煩厭隨風飛走。那兒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汽車奔馳在馬路上，只有一

間小商店，一望無際的海和沙。

 

    　　我們走著走著，來到了這個沙灘。「踏在細沙上，感覺十分灼熱。」而且有種

酥麻的感覺。我仰上頭，發現今天的月亮頗大的，低下頭一看到！明亮的月光竟然倒映



在海面，美麗極了。我豢前王岸邊，海浪拍打著一粒粒沙可，海浪湧上前又退回去，感

覺不錯的。靜耳細聽，發現海浪聲猶如音樂家在彈奏樂曲，音調時高時低，棒極了！我

拿起我的照相機，把大自然的優美景色都拍下來了。逗留了一會，我們又返回那三合土

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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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兩對的海洋 王翠芳 1A

 

　　我喜歡我家面向一片海洋的露台,那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色。大霧中,隱隱瞞約
約的霧,像薄薄的面紗蓋著我的眼簾,那是一個令人感到神秘我地方。

  　　一片大大霧,幾點粼光,矇矓的視野,我的眼簾內環視著海面,可是只能看見漁船中微

弱燈火的倒影。大霧中,還可以聽見船兒的嗚叫;細心聆聽,更可以翨見海鷗的呼叫聲呢!

  　　天空日,以及我們的身邊都充滿了霧的存在。一手伸去,還可以感覺到霧中有水點的

存在,攤手一看,還真有小水點的生命在你的掌握中。通過鼻子嗅一嗅,可感覺到霧中,有一

種清涼的味道,還真想品嚐一番霧的滋味。

  　　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感到神秘的地方啊!在露台上,可以看見它滋潤大地萬物的景象。

更令人感受到加入聖水後的味道,清清甜甜的,彷彿自己置身於山間中,品嚐著泉水的味道。

另外又彷似置身在某個地方泉眼中,享受甘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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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老師 

何樂怡（6A）

劉碧玉（6A）

陳永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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