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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我校一直致力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透過舉辦不同的學科活動，使

學生樂於學習、主動學習。為了強化尖子的中文能力，本計劃讓參

加者朗讀不同類型的範文，使他們學會欣賞文章的美，同時積累詞

彙，豐富文章內容，提升寫作能力。 

 

本計劃的對象為普通話能力良好的小三學生。參加者在老師的教導

下朗讀篇章、學習新詞及佳句，完成後向校長展示學習成果，以示

鼓勵。此外，學生可於課餘時間在家聆聽標準發音示範，進行自學。 

 

教材內容簡介 

本計劃所設的文章共十篇，圍繞不同文體和內容編排。 

篇章 題目 文體 

一 我長大了 記敍文(記事) 

二 乘車小記 記敍文(記事) 

三 我的母親 記敍文(記人) 

四 我的外婆 記敍文(記人) 

五 遊萬里長城 記敍文(記遊) 

六 香港公園 記敍文(記遊) 

七 我的鄰座同學 描寫文(人物) 

八 黃金海岸 描寫文(景物) 

九 綠豆 描寫文(事物) 

十 給災區小朋友的一封信 書信 

 

學習成果展示 

為了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本計劃在中期及後期均邀請參加者發揮

創意，從已習得的文章中挑選不少於五個新詞進行寫作，創作一個

完整的故事，並把其中一篇佳作集結成作品集，與同學互相分享學

習成果。 



 
      

    《遊覽北京》3A 張芷喬 
 

一個月前，我和家人來到北京旅遊。北京是中國首都，
那裏雖然人口密集，但地大物博。我們這次旅程遊覽了北京
著名的歷史建築：萬里長城和紫禁城。 

萬里長城建於秦朝，用作阻擋和幫助士兵對抗敵人，但
當時犧牲了百姓的金錢、勞力和生命才能成功興建，真可
惜! 

至於紫禁城，即故宮。那是給古代皇帝和家人居住及工
作的地方，同時象徵着皇帝那高貴的身份和地位。爸爸當時
還告訴我：「古代那些秀氣的文士大部分都是跟在皇帝身旁
做大臣的。」紫禁城裏氣勢磅礴，入口旁佇立着一排陶瓷做
的士兵，列着隊「歡迎」賓客的到來。「士兵」們栩栩如
生，當真鬼斧神工啊!妹妹還幽默地説：「我們千里迢迢來到
這裏便是要探望這些『士兵』呀!」她的話逗得我們捧腹大
笑。在這麼大的故宮中，我覺得自己突然變得非常渺小。 

這一次探索北京之旅，令我深深地體會到：只要萬眾一
心，便一定能排除萬難。我們這次知道了故宮是多麼的金碧
輝煌，也知道以前皇帝生活的細節，十分有趣!所以我們都
玩得樂而忘返，滿載而歸。 

  

  

 

 

 

  

文章內容充實，能清晰記述所
見所聞，用不同的形容詞描述
事物，詳細抒發己見。 

這個計劃讓我的普通話讀音讀得更
為準確，詞彙量也豐富了許多，連
自信心也進步了不少。 

1 

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遊迪拜》3A 莫子睿 
 

星期日，我和爸爸去迪拜，心情無比激動，因為這是
我第一次去迪拜。 

到了迪拜後，我們乘坐巴士到卓美亞古堡酒店入住。
那裏有四十多家餐廳和酒吧，每逢假日就人山人海。我們
還可以乘坐傳統的阿布拉船欣賞沿途湖光水色和建築，所
有美景都盡收眼底。 

第二天，我們到哈利法塔第一百二十二層的餐廳用
餐。哈利法塔高達八百二十八米，十分壯觀。然後我們又
到了迪拜購物中心購物，這裏有一千二百多家店舖和一百
五十家餐廳，使我震撼不已。 

往後數天，我們還去了沙漠、迪拜樂園…… 
這次旅行，讓我大飽眼福，欣賞美景之餘，也認識了

這個城市的文化，真令我樂而忘返。 
 

 
 

 

  

 

 

 

 

 

 

 

 

 

 

  

文章內容充實，能清晰記述遊覽
經過。首尾皆有配合內容抒發感
受，令景色呈現讀者眼前。 

參加這個計劃，讓我提升了朗讀
文章的技巧，並學會了不少新字
新詞，增加了對寫作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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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逛花市》3A 黃嘉怡 

年三十晚上，我懷着期待的心情準備和媽媽去逛花市。 
當我們來到熱鬧的花市，便看見人山人海，想走一步都

很艱難，於是我和媽媽慢慢地向前走。精明能幹的老闆們各
出奇謀，售賣各式各樣的貨品，吸引顧客的眼光，例如有很
多美味可口的食物、新奇有趣的玩具、可愛美麗的洋娃娃和
色彩繽紛的氣球等，令我眼花繚亂。隨後，我們來到一間花
店，裏面有一盆盆的水仙花，它的葉子像極小蒜苗了，還傳
來一陣陣芬芳的香味，令人心曠神怡。店裏還有一盆盆紫
色、白色、黃色、粉紅色的蘭花，像很多小女孩穿上彩色的
衣裳，漂亮極了! 

我們再往前走，就來到小吃店，裏面有很多傳統美食，
有芝麻糖、花生糖和龍鬚糖等。當我還在傷腦筋想買甚麼吃
的時候，媽媽就已經買了一串我最愛的草莓味冰糖葫蘆給
我，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裏，笑逐顏開地吃着甜甜的冰糖葫
蘆。 

那天，我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我不但感受到花市中熱鬧
的氣氛，還吃了我最愛吃的冰糖葫蘆。我真希望下一年還能
和媽媽再來逛花市。 

 

 

 

 

 

 
 

文章內容充實，能清晰記述所
見所聞，也能多用不同的形容
詞細緻描述事物的特點。 

參加這個計劃後，我的寫作
能力提升了，還學會了不少
新詞彙。 

3 

學生心聲 

老師評語 



  

 

       《去北京旅行》3A 楊銘軒 
 

今天風和日麗，我們一家到北京遊覽。 
我們首先到了機場，那裏人山人海。我們先去七號房領

票，然後，我們找位置坐下來，一起談天説地。接着，終於
輪到我們登上飛機了。最後，我們到達北京，那時已經是傍
晚了。我下飛機，仰視天空上的星星。 

第二天，我感到精力充沛。我們去酒店附近的景點遊
覽。首先，我們去了壯觀的天安門，裏面非常美麗。然後，
我們又到了故宮，那裏人山人海，我進去後，看到裏面擺放
的全是歷史悠久的物品。接着，我們到了頤和園，欣賞那裏
美麗的景致。最後，我們一起開開心心地回家了。 

今天，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我去了很多旅遊景點。 
 

 

 

  

 

 

 

 

 

 

 

 

 

 

 

 

 

 

  

能利用連接詞豐富文章
內容，順序寫出各項遊
覽的活動。 

我的寫作和閱讀能力都
有進步，我十分高興能參
與這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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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到廸士尼樂園遊玩》3A 黃晞桐 
 

    今天，陽光普照，爸媽決定帶我和妹妹到廸士尼樂園遊

玩，我們都很開心。 

  樂園裏人山人海，有的人在吃東西，有的人在玩機動遊

戲，還有的人在拍照。我和妹妹一起商量先玩甚麼，首先，

我們玩「旋轉木馬」，玩完後，我覺得頭昏眼花。然後，我

們去看音樂劇，我們一坐下，燈光便漸漸暗起來，音樂隨之

響起，一位一位公主唱着歌，跳着舞出來表演，她們的歌聲

既清脆又温柔。接着，我們就進去「迷離莊園」，我們被職

員安排分兩輛車坐，爸爸和妹妹一輛，我和媽媽坐另一輛。

車子開動了，四周都很昏暗，突然傳來一陣哭聲，原來是妹

妹被嚇壞了。最後，我們到樂園旁邊的餐廳吃自助晚餐，在

餐廳內，我看見米奇老鼠和客人打招呼，我情不自禁地跑過

去抱着他。在路上，爸媽説我和妹妹真是精力充沛，玩了一

天也不累。我們都有説有笑地坐車回家去。 

  今天，我們都依依不捨地回家，因為我玩了很多有趣的

機動遊戲和觀看了很多豐富的節目，令我樂而忘返，真期待

下一次再到廸士尼樂園遊玩。 
 

 

   

 

   
 

 

 

 

  

作者細緻地描述了遊玩的
經過和感受，讓讀者如親
歷其境，一起玩樂。 

參加這個計劃後，我感到我

的寫作成績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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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遊北京》3A 黃嘉禧 
 

    今日，風和日麗、陽光普照，我、哥哥和媽媽一起去北

京遊玩。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機程，我們來到了北京國際機場，國

際機場裏的人可真多，有的在吃早飯，有的坐在椅子上睡

覺，還有的急忙地查閲地圖準備前往旅遊景點。首先，我們

坐旅遊巴士到酒店。放下行李後，便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在

博物館裏，我沒有忽略任何可以學會知識的機會，也沒有忽

略任何介紹文字。然後，我們走着走着，便來到了萬里長

城，媽媽對我和哥哥説了一句俗語，就是「不到長城非好

漢。」於是，我們一起登上萬里長城，走了一半，哥哥對我

説：「弟弟，藍天多美麗啊！」我説：「是啊，如果每天也能

仰視這美麗的景致，一定會很幸福的。」接着，我們回到酒

店慢慢地享用美味的晚飯。最後，我們便上牀睡覺。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啊！第二天，我們就坐飛機回去

了，飛機搖搖晃晃的，我情不自禁地大叫起來，哥哥就咒罵

我，我後悔莫及，馬上安靜地看書。 
  

    

     
  

 

 

 

 

 

 

 

  

文章恰當地運用了不少從
範文中學會的詞語，使文
章生色不少。 

我在這個計劃中學會
了很多詞語，於作文
時可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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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老師評語 



 

 

《遊北京》3A 葉迅權 
 
  暑假時，我和家人一起去北京旅行，我和哥哥在出發前
都很期待這次的行程。 
  我們坐上飛機出發去北京。到達北京後，我們先去酒店
放下行李。然後，我們去了北京的著名景點——萬里長城。
剛到達長城時，我和哥哥都説要走到萬里長城的最高点，但
我們很快就打消這個念頭了。因為萬里長城十分宏偉，我們
走了很久，才氣喘吁吁地到達第一座烽火台。我們在石階上
稍作休息，欣賞長城下的雄偉景觀，真令人嘆為觀止。 
  這趟北京之旅，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景點，就是故
宮。故宮十分宏大，看來氣勢磅礡，裏面放滿各種展品，令
人目不暇給。看完展品後，我們的北京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在四天的北京旅程中，我感到很開心，因為我可以遊覽
北京各個不同的景點，令我大開眼界，樂而忘返。有機會的
話，我真想明年再去其他地方旅行，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文章結構嚴謹，文筆流暢，集中
敘寫整趟北京之旅的最深刻景
點，無贅筆，令人印象深刻。 

參與這個計劃，令我學懂了不
少詞語，更學會了如何流暢、
有感情地朗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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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探訪老人院》3A 陳宏熙 

上星期天，媽媽為我安排了探訪老人院的活動。由於當
天我遲了起床，我急忙地梳洗後，便和媽媽匆匆忙忙地跑到
車站，我們都氣喘吁吁了。過了大約半小時，我們便抵達老
人院了。 

進入老人院後，我看見很多伯伯和婆婆，他們有的頭髮
花白，老態龍鍾地坐着，有的行動緩慢，蹣跚地走着，還有
的精力充沛，大聲地和其他老人家聊天。 

然後，我和其他探訪者走到舞台上表演魔術，由於我疏
於練習，所以在表演過程中錯漏百出，但台下的伯伯和婆婆
仍然以熱烈的掌聲鼓勵我，令我非常感動。 

表演完畢後，伯伯和婆婆主動跟我聊天，其中一位伯伯
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做事情前要三思而行，否則便會後悔莫
及。另一位婆婆則教我保持健康的秘訣，就是要多做運動和
注意飲食均衡。 

離開老人院前，伯伯和婆婆把我摟在懷裏，他們説很期
待下次再見到我。這次探訪的經歷令我獲益良多，老人家真
是社會的瑰寶，我們必定要尊敬和愛護他們。 

 

 

 

 

 

 

   

詳寫事情經過，善於刻畫人物
的神態和動作。內容充實且有
條理，末段能反思別具意義。 

我學會了很多新詞語和修辭技巧，
寫作內容比以前更豐富。我也學會
很多朗讀技巧，提升了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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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老師評語 



 
  

      《我的爸爸》3A  陳韋彤             
 
我的爸爸有一頭柔亮烏黑的短髮。在他圓圓的臉龐上，

有一雙像芝麻一樣小的眼睛。他説話的聲音既洪亮又清晰，
給人一種精明能幹的感覺。 

每天早上，當我還在牀上睡覺時，爸爸躡手躡腳地走進
房間，温柔地叫我起牀。當我睡眼惺忪地坐在餐桌前，便看
見爸爸為我精心烹調的豐富早餐。當我們拜託爸爸幫忙買東
西時，爸爸也從不抱怨。而且，他還是我家的「超級清潔員」，
常常把家裏打掃得一塵不染，給我們一個乾淨舒適的家。 

但是，當爸爸看見別人被欺負時，爸爸絕不會退縮，一
定要幫別人伸張正義，也會毫不留情地罵作惡多端的人。所
以，爸爸一直是我的榜樣，我也要像他一樣成為一個正義的
人。 

我的爸爸就像一個厲害的「超級英雄」，細心地照顧我的
日常生活。 

 

    

  

能仔細寫出爸爸的外貌及你與
爸爸相處的點點滴滴，是真情
流露之作。 

我的中文成績進步了，因為
我在賞文識詞計劃中學到很
多佳詞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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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學踏單車的一天》3A 黃浚民 

   

上星期日，我和爸爸到單車公園，爸爸教我踏單車。 
那天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我們到達單車公園後，那裏

人山人海，我們排了很久才租到兩輛單車。出租單車的店員
是一位老態龍鍾的伯伯，他友善地問我：「小朋友，你會不
會踏單車？」「不會。」我回答説。於是，伯伯便告訴我踏
單車的秘訣。 

然後，我和爸爸推着單車走到單車徑上，爸爸循循善誘
地教導我如何踏單車，他亦會摟着我的腰，以防我跌倒。我
遵從他的指導，放膽去踏單車，起初我搖搖晃晃，還不時摔
倒在地上，幸好，我有穿上保護裝備，所以沒受傷。 
 今天真是十分高興，因為我終於學會踏單車了。 
 

 

 

     

  
文章寫出事情的經過和感受，
描寫爸爸保護兒子的動作也細
緻，可見作者觀察入微。 

參加這個計劃後，我朗讀普通
話的能力有明顯進步，而且也
學到不少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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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我的弟弟》 3A 曾天佑 

我的弟弟是一個任性又笨拙的人，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平常在家裏，無論我們怎樣叫他吃飯，他都只顧着看電
視而不出來。每次我都為此感到很生氣，心想：為甚麼我會
有這麼一個麻煩的弟弟？ 

然而，有一次我跟弟弟到人山人海的市場買菜，一不留
神竟把他弄丟了。我頓時感到十分焦急，不知所措。我跑來
跑去找他，跑到市場門口時，終於看到他了。他咧開嘴大笑
着向我揮手，真是讓我感到無可奈何。我跑到他跟前，把他
緊緊地抱住，輕輕地說：「你這個小淘氣鬼，真是麻煩，幸
好你還懂得站在這裏等我。」 

雖然有時候這個弟弟的確麻煩了一點，但我非常感恩能
有這樣的機會去照顧他。 

 

 

 

 

。 

  

文句通順，內容完整充實，
能表達作者對弟弟的愛和包
容，感情真摯。 

參加賞文識詞計劃使我學
會更多詞語，也漸漸改善
朗讀文章的節奏和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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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妹妹》3A 王筱伶 

世界上有一個和我長得特別像的人，你們知道這個人是
誰嗎？那就是和我同年同月同時出生的雙胞胎妹妹。 
    妹妹有一雙閃亮的眼睛，而且眼角上揚，是標準的丹鳳
眼。她説起話來總是笑逐顏開，面部表情十分豐富，是個天
生的樂天派。另外，她説話的聲音有時就像小寶寶一樣嬌滴
滴的，真是可愛極了！  
    妹妹的運動能力也很強。媽媽告訴我們，在我們小時候
蹣跚學步時，爸爸要我們來一場走路比賽，誰先走到媽媽那
裏，誰就有巧克力吃。於是，我們都向媽媽那邊走去。正當
我奮力地走時，就看見妹妹像小火箭一般衝到媽媽懷裏。結
果，妹妹獲得了巧克力。 
    記得我們五歲時，幼兒園舉辦運動會。那天，妹妹可真
是大顯身手。她一聽見起步的槍聲，就一個健步衝出去，飛
速跑向終點，將其他氣喘吁吁的跑手遠遠拋在後面，最終獲
得了冠軍。當妹妹站在領獎台上領獎時，同學們都讚歎道：
「你妹妹的運動能力好強啊！」我真為她驕傲。 
    這就是我的妹妹——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孩。我真的很
喜歡她。 

 

 

 

 

 

 

  

能夠運用設問句製造懸念，
帶出主題。能以外貌描寫和
動作描寫突出人物特徵。 

參加這個計劃，我學到了
很多新詞、好句，提高了
寫作和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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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老師評語 



 

         《遊大雁山森林公園》3A 王筱俐   

     四月六日那天，正是風和日麗的日子，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景

色秀麗的大雁山遊玩。當我們快到山腳時，遠遠看到那裏已經人山

人海。他們有的在公園門口拍照留念，有的在買五顏六色的氣球，

人人都笑逐顏開。 

當我們走進公園，首先吸引我們的是蓮花池裏的蓮花。一朵朵

嬌美的蓮花，亭亭玉立，有的呈粉紅色，有的呈紫色，更有的剛剛

長出含苞待放的粉色花蕾，在綠油油的葉子襯托下，美極了！ 

接着，我們決定登上山頂。遠遠望去，那山頂高聳入雲。我

們沿着山路拾級而上，沿途看見茂盛的森林，還有鬱鬱蔥蔥的花

草，既有杜鵑花，也有山茶花。最讓我驚嘆的是一串串宛如飛翔雀

鳥的禾雀花，十分壯觀。 

我們邊走邊呼吸着清新的空氣。一個小時後，我們爬到半

山，小息十分鐘後，才繼續前行。又過了一個小時，我已經氣喘吁

吁的，但還沒有到達山頂，可精力充沛的姐姐已經快速跑到山

頂，站在那裏向我招手。等我也到達山頂後，看見爸爸媽媽還在大

老遠的地方呢！最後，我在山頂眺望那一覽無餘的美麗景色，一切

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大自然的景色真美，我們要好好愛護

它，因為那是大自然送給我們最深厚的禮物。 

 

 

 

  

能夠運用步移法描寫遊覽過
程。文章內容充實，詞彙豐富。
開篇簡潔明了，結尾獨特感受。 

參加這個計劃後，我的朗
讀能力進步了，能夠自信
地大聲讀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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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遊海洋公園》3A 凌梓桐 

  上星期六風和日麗、萬里無雲，早上起牀後，我感到精力
充沛，因為爸爸媽媽説今天要帶我去海洋公園遊玩。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千里迢迢地來到海洋公園。
我興奮得手舞足蹈，馬上拉着爸媽跑進樂園去。 
  入園以後，我看見那裏人山人海，有的人在玩機動遊戲，
有的人在香港老大街拍照，還有的人在參觀水族館。首先，
我們去海洋劇場看海豚表演，看見牠們精彩的演出，我感到
十分震撼。然後，我們去熊貓館看熊貓，牠們圓滾滾的體型
十分可愛。牠們是樂園裏的明星，也是中國的瑰寶。接着，我
們到冰極餐廳吃午飯，我和企鵝之間只有一塊玻璃的距離，
那種感覺十分奇妙。最後，我們去精品店買紀念品，那裏的
紀念品十分精緻，我真的有點衝動想把它們全買回家。 
  那天，我感到樂而忘返，因為這裏是一個一家人遊玩的
好地方！ 
 
 

   

  

能有條理地寫出遊樂
園的經過，並能運用所
學詞語寫作。 

參加此計劃後，我在朗讀文
章和閲讀理解的能力都進
步了，自信心也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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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買倉鼠》3B 柳暢 

  上星期日，風和日麗，陽光普照，我在吃早餐時，突然，
我的智能手錶響起了，於是，我便拿起它接聽。 
  聽完電話後，我告訴爸媽是丘梓源姐姐打來的，又説她
叫我陪她去買倉鼠。之後，我便下樓跟她一起走路去花卉市
場買倉鼠。 
  到了目的地後，我們看見那裏人山人海，那裏一半的店
舖是賣鮮花的，四分之一是賣吃的，剩下的四分之一是賣寵
物的。我們先到那裏吃盆栽冰激凌，盆栽冰激凌上面是甜膩
的巧克力，下面是冰涼的冰激凌，想着就覺得好吃。然後我
們就去買倉鼠，我們先到第一家寵物店，我們一進去就聞到
那些寵物發出的臭味，牠們一定都沒有洗澡。我們再到下一
家寵物店去……經過一家又一家，有幾家太臭，有幾家太貴，
到了最後一家，我們一進去並沒有聞到臭味，我又問了老板
一隻倉鼠多少錢，他説：「大的倉鼠二十元，小的倉鼠十五元。」
我們覺得那裏的倉鼠不貴也不臭，於是便買了兩隻，然後小
心翼翼地帶回家去。 
  過了兩天，丘姐姐説兩隻倉鼠已經適應新的環境了。這
次的約會很愉快，我們都説下次再相約一起出去遊玩。 

 

 

 

    

能運用不同的感官描寫事物，亦

能恰當運用所學詞語寫作。 

我在老師的指導下用心朗讀文章，

學習每個新詞的意思，並懂得運用

各種修辭技巧，提升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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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我的媽媽》3B何泳言 

 

我的媽媽有一頭烏黑的短髮，有一張圓圓的、胖胖的
臉，和一雙像鑽石一樣閃亮的大眼睛，鼻樑上還掛着一副鮮
紅色的眼鏡，看來十分斯文。不過，其實她是很粗魯的。 
  為甚麼我會説她很粗魯呢？她在家裏時，總是穿得很隨
便。有一次，我問她為甚麼在家裏不會打扮，她馬上氣喘吁
吁地咒罵：「這樣才方便打掃啊！」 
  媽媽連説話的語氣都很粗魯。有一天，我晚了起床，便
趕忙衝去洗手間刷牙。忙亂間，我不小心把牙膏擠在地上去
了，但我沒有理會，繼續梳洗，然後跑回學校。待我放學回
到家，媽媽就責怪我把牙膏擠在地上，又不幫忙擦乾淨，我
怕得不敢抬頭，只盯着地板。這時候，我才發現家裏的地板
一塵不染。難怪媽媽那麼生氣。 
  媽媽還是個懶惰的人。有時候，我放學回家，會發現她
沒有關上電視，就躺在沙發上睡着了，旁邊還放着一大籃濕
漉漉的衣服。而且，她每天只烹調四道菜，多一道菜都不
行，她説怕我吃不完會浪費。你説，她是不是很懶惰呢？ 
  雖然我的媽媽又粗魯，又懶惰，但我還是很愛我的媽
媽，因為她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媽媽，你是最好的！ 
 

 

 

 

  

文章表面上寫媽媽的缺点，實際上寫
出媽媽對家庭的付出和辛勞，抒發自
己對媽媽的感謝和愛意，感情真摯。 

我在參加這個計劃後，學
會了不少詞語，亦愛上了
朗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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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老師評語 



 

 

     《一次乘車的經歷》3C 陳嘉岐 
 

一天，媽媽如常與我乘坐公共汽車上學。因為前一天晚
上，我温習到很晚，所以累極了。一上車，我馬上四處張
望，發現車廂內只剩下關愛座空着，我情不自禁坐了上去。 

下一站到了，一位老態龍鍾的老爺爺慢悠悠地撐着拐杖
上車。這時，我累極了，實在不想站着，所以便低頭躲開老
爺爺的目光。車子開動了，老爺爺沒有位置坐，只能單手拉
着扶手，身體隨着顛簸的車廂搖搖晃晃。我偷偷抬頭，看見
老爺爺腿一軟，幾乎摔到地上。這時，我耳邊傳來一聲：
「嘉岐，快讓座吧！」我聽後出來是媽媽在説話，便對她抱
怨道：「你別叫我！」媽媽聽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我環視
四周，發現車廂裏的乘客都在注視我，好像都在批評我的行
為。我開始知錯了，便大大方方地把座位讓給了老爺爺，老
爺爺連忙向我道謝。這時，我再看看四周，大家都紛紛向我
投以稱讚的目光。 

這件事情啟發了我，要關愛別人，以愛心對待每一個
人，才能獲得別人的認同。 
 

 

  

   

 

 

 

 

 

 

 

 

  

文章能順序記述事情的始末，並
描寫人物的特點和感受，讓文章
內容變得真摯且有意義。 
 

參加了這個計劃，讓我喜歡
上朗讀文章，並且能把新學
的詞語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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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一次乘車的經歷》3C 梁禹睿 

今天早上天朗氣清，小明不小心睡過頭，所以七點半才
起床去上學。他匆匆忙忙地洗刷過後就馬上去上學，心裏暗
暗念着：遲到就糟糕了，老師這麼兇，一定懲罰我……一出
家門，小明拔足狂奔，以光速直奔車站，總算趕上了巴士。 

上車後，小明如常先找位子。他緩緩走到後方的一個座
位坐下，一個小男孩前坐在面正。過了一會兒，小男孩從書
包拿出幾塊巧克力放到嘴裏吃。車上的乘客看了，有的紛紛
搖頭，有的在輕聲咒罵他，有的指着車上「不可飲食」的告
示牌議論紛紛。這時候，小明終於忍耐不住拍拍小男孩的肩
膀，輕聲説：「小弟弟，你怎麼可以在車上吃東西？難道你
看不到車上的告示牌嗎？你看你的巧克力溶化了把車都弄髒
了。你這樣是很沒有公德心的。」小男孩聽了後，皺了皺眉
頭，然後羞愧地把巧克力收好。 

下車前，小明禁不住又看了看那個小男孩，發現那個小
男孩也一直看着自己。他仍然面帶羞愧，嘴巴微微吐出「謝
謝你」三個字。小明輕輕地點了點頭，然後笑逐顏開地趕緊
向學校跑去。他心想：今天天氣真好，雖然今天不小心睡過
頭了，但最後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 

  

 

  

文句通順，內容完整充
實，能仔細記述車廂內
發生的事情經過。 

雖然參加賞文識詞計劃使我學
會了不少詞語，也掌握朗讀文
章時的節奏和抑揚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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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小明的美食比賽》3D 陳梓琳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美食節，活動在屯門市中心舉行。活動
場地內有各種各樣的美食攤位，大家都笑逐顏開地品嚐美食
的滋味。 
    小明在一個人山人海的攤位前排隊。他要參加一個「競
食比賽」，用最快速度把五十個水餃吃光，赢得比賽的人可以
得到三百五十元的美食券。比賽一開始，小明便忙忙碌碌地
吃起了水餃，不到兩分鐘就把一碟水餃吃得乾乾淨淨。接着
他急忙地吃掉了第二碟、第三碟、第四碟、第五碟……很快
地，他便感覺肚子十分腫脹，好像快要裂開了。即便這樣，他
仍然努力地吃着。 
    最後，小明獲得了比賽的第一名，得到獎券的一刻，他
的心中充滿了由衷的喜悦。 

 
 

 

  

 

 

 

 

 

 

 

 

 

 

  

  

故事內容有創意，建議可多刻劃
小明努力把水餃吃光的經過，以
及當時他的內心想法。 

我學會了一些有用的詞
語，寫作能力也提升了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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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評語 

學生心聲 



 

     《倒霉的一天》3D 王思睿 

上星期天是我們谷朵童軍會大露營的日子，那天陽光普
照，太陽把我們曬得溶化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露營，我十
分緊張，團長歐弟是一個很温柔的人，他有一頭花白的銀
髮。 

我們到達營地後，想請團長幫忙搭帳篷，但他拒絕了，
使我們面面相覷。我們紛紛搭好帳篷，又把篷裏打掃得一塵
不染，團長吩咐我們搬竹子，因為我們要用竹子做營地的臨
時大門。搬完竹子後，團長開始搭建竹門。大約過了一個小
時，工作終於完成了！他還告訴了我們用竹子建門的秘訣
呢！ 

之後，我們去吃午飯。前往飯堂途中，我無意中遇見一
隻狗，我把一隻雞翅膀扔了出去，小狗興奮得汪汪叫，追了
過去，趴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吃着。過了一會兒，小狗又回來
了，我生氣極了！我匆匆地吃完最後一口飯後，便離開了。 

晚上，我們自己做晚飯，因為我性子太急了，所以切菜
的時候不小心割傷了手指頭，團長立刻過來幫我切菜，還教
教導我做事要三思而行。我看見團長切菜時表現得小心翼翼
的，令我後悔莫及。 

我們最後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飯，我很開心。這真是美好
的一天啊！ 

 

 

 

 

  

能寫出印象深刻的活動，善於
描寫人物動作。末段以道理作
結，情理兼備。 

參加這個計劃讓我學會更多詞
語，運用在平日的寫作中。另
外，我也愛上了朗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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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 

老師評語 



 

      《遊北京萬里長城》3E 樊子芊             

八歲那年的暑假，爸爸對我説：「不如我們去北京旅遊
吧！」我笑逐顏開地説好。 

到了北京，在旅遊車上，我看見導遊有一頭柔亮烏黑的
長髮，尖尖的臉龐上，有雙像龍眼一樣大的眼睛，看來十分
友善。她一看人到齊了，便宣佈説：「等會我們會去萬里長城。」
我的眼睛發亮，像發現寶物一樣開心。  

到達目的地後，那裏人山人海，我往下一看，原來我正
在萬里長城的腳下，真壯觀啊！爸爸提醒我説：「等會我們爬
的石階十分陡，你要小心翼翼地爬。」 

爬到第五個烽火台時，我轉頭一看，發現長城像一條長
龍臥在山中，蜿蜒盤旋，十分威武。突然，爸爸氣喘吁吁地對
我説：「我太累了，我們下去休息吧！」 

最後，我感到樂而忘返，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還
能親身感受到萬里長城磅礴的氣勢，真令我大開眼界。 

 

 

 

  

 

 

   

 

 

我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我一直很想參
加這個活動。參加後，我的普通話也
比以前流暢，而且更有自信。 

能細緻地描寫導遊的外
貌，也能夠表達自己遊覽
時興奮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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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海洋公園》3E 唐譽銘 

 今天，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我們一家人決定去海洋公
園遊玩。 
    來到海洋公園門口前，我開心地跑進裏面，裏面人山人
海，四周都很熱鬧。媽媽看見我奔跑，就循循善誘地教導
我：「不要跑，天氣炎熱，你看，你已經跑得氣喘吁吁
了。」為了不讓媽媽傷腦筋，我決定遵從媽媽的教導。 

接着，我們一家人看海豚表演跳圈，彷彿就像獅子跳火
圈那麼精彩！我們一家人還欣賞了很多表演。表演結束後，
一個老態龍鍾的伯伯走過來問：「熊貓館在哪裏？」我説：
「向前轉右就到。」黃昏時，我説：「媽媽，我們好像忽略
了一個表演啊！」媽媽説：「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不看
了。」 

今天，我覺得很滿足，因為看了很多表演。 

 

 

 

 

 

     

 

  

文章寫出到海洋公園的遊玩經
過，加入了不少人物對話，使
人物更生動活潑。 

參加了這個計劃後，我學會了很
多以前不會的詞彙。而在朗讀文
章時，我也變得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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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求新知 

互敬互賞重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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