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個孝順的孩子》   4B 劉家晞 

    每個人都希望成為人人稱讚的好孩子。中國著名

教育家孔子曾經說︰「百行孝為先。」意思就是說孝

順是各種德行的第一位。我們孝順父母，就可以成為

一位名副其實的好孩子了。現在就讓我告訴你孝順父

母的方法吧！ 

    第一，我們要關心父母，不可對他們不聞不問。

教育家孔子曾提及孝順父母方法--「色難，弟子服其

勞。」意思即是要觀察父母的需要和難處，甘心地侍

奉父母，要多問候他們。例如︰在父母需要協助時幫

助他們解決問題，或在他們生日時送上祝福和心意。

這樣不但可以令父母感到安慰，更可以讓父母知道我

們的心意。 

    第二，我們要順從父母，因為天下間沒有父母不

疼愛子女，所以他們對我們的勸戒都是對我們有益處

的，所以我們應該順從。例如︰父母叫我們做功課和

溫習，我們應該立即做，不可以煩厭的態度回應他們。

這樣做，我們不但在學業方面有好的發展和表現，更

可以增加與父母之間的感情。 

    如何你能按以上的方法去做，你必定是一個人見

人的好孩子。 



 
聖誕節和農曆新年是香港人非常重視的節日。究竟香港人怎樣慶祝聖誕節和農曆新

年？請以《聖誕節》或《農曆新年》為題，説明該節日的習俗特色。 

 

     《聖誕節》       4C 梁家豪 
 

  聖誕節又叫「耶誕」，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是記念耶穌降生的特

別日子，尤其是西方國家或城市等以基督教文化為主流地方的公眾假日。

究竟聖誕節有甚麼習俗？ 

 

  聖誕節的其中一種活動是寫聖誕卡，在香港和歐美也很流行。人們會

在聖誕節前寫卡片，這視為維持對遠方親友的關係的方法之一。人們隨卡

寫上祝福語句，附上去年的家庭合照或讚美家庭成員的句子，當作一個回

憶。 

 

  到聖誕節聚會或聖誕聯歡會也是流行的慶祝活動，通常在平安夜或聖

誕夜舉行，這代表對基督耶穌誕生的歡欣及歌頌。聖誕聚會內容豐富，有

遊戲、唱詩歌如《噢！聖誕樹》、《天使初報佳音》等，還有聖誕遊行及聖

經故事表演等活動，節目豐富。 

 

  聖誕節的布置十分多樣，如聖誕樹、聖誕花環、燈光、聖誕花及鈴鐺

或帶有白、紅、綠色的布置等，以增加節日的歡樂氣氛，而且布置多採用

閃亮的顏色代表基督的榮光。聖誕樹用松柏做成，有一點粗糙，象徵長壽，

生命長存；金色的絲帶代表榮耀，銀色或白色彩帶表示聖潔，紅色代表基

督為人流的血。聖誕花便會用一品紅、聖誕紅等，各款裝飾都別具意義。 

 

  聖誕節的食品很多，在歐洲等地都會吃肉丸子、烤火腿、布甸、沙拉

等，而在香港主要有薑餅人、拐杖糖、烤雞等，真是數之不盡。其中最流
行的就是烤雞配迷迭香，象徵感恩大餐。烤雞皮的泥黃色，配上迷迭香的

青綠色，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烤雞聞起來香噴噴，使人垂涎三尺。雞肉

質感既香又甜美，與迷迭香十分搭配，難怪吸引了不少香港人品嚐這款菜

式。 

 

  聖誕節是一個美食多、活動多、布置多的節日，到處都洋溢着聖誕氣

氛，更是一個共敍天倫的好日子呢！大家都和家人一起歡度，同聚這個普

天同慶的好節日呢！ 

 

 
 

 

 

總述 

1.簡單介紹事物 

（定義説明） 

2.以問題引出下文 

分述 

介紹節日習俗(一)： 

慶祝活動 

(寫聖誕卡) 

分述 

介紹節日習俗(二)： 

慶祝活動 

(參加聖誕聚會) 

分述 

介紹節日習俗(三)： 

場地布置 

分述 

介紹節日習俗(四)： 

應節食品 

總述 

1.總結上文 

2.鼓勵讀者實行 



 

自我們出生以後，父母就盡心盡力、含辛茹苦的養育我們，我們應該懂得

孝順父母。試以《如何做個孝順的孩子》為題，運用引用說明和舉例說明

的寫作手法，寫作一篇説理説明文。 

 

        《如何做個孝順的孩子》        4D 李晉熙 
 

  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孝順，中國家傳戶曉的《諺語》記

載：「百善孝為先」意思是指一切的善事中，最重要就是孝

順。這説明了孝順是理所當然的事。 

 

   要孝順父母，應該怎樣做？我們首先要關心父母，不要

對父母不聞不問。中國教育家孔子説：「色難，有事，弟子

服其勞」意思是要洞察父母的需要，和顏悅色地侍奉父母，

關心他們。例如：父母下班回家後，我們可以幫父母捶背、

按摩或沖茶，問候他們辛不辛苦；在父母生日時，我們可以

送禮物給他們，表達心意。這樣，我們不但可以令父母開心，

還可以增進彼此的感情。 

 

  除了關心父母，我們都要注意健康，不要讓父母擔心。

中國著名教育家孔子説：「父母唯其疾之憂。」意思是父母

最憂慮的是子女生病。因此，做子女的，應該保重自己的身

體，才不致使父母擔憂。我們應保重身體，譬如：如果天氣

變得很冷，就要馬上多穿衣服，不讓自己生病，我們還不應

偏食。這樣，就不會讓父母擔心自己，又不會令自己那麼辛

苦。 

 

  總括而言，我們應該孝順父母，中國著名教育家孔子

説：「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意思是當你在

小時候不孝，長大後想孝順父母，但雙親已不在了。各位朋

友，請實踐以上的方法，做個孝順的孩子吧！ 

 

 

 
 

總述 

1.交代社會情況及背景 

2.利用名言指出孝順(道理)

的重要性 

3.以問題引出下文，告訴讀

者孝順的方法 

分述 

孝順的方法(一) 

運用分類説明及舉例説

明，説明道理： 

中心句＋引用說明+ 

例子＋小結(好處/為甚麼) 

分述 

孝順的方法(二) 

運用分類説明及舉例説

明，説明道理： 

中心句＋引用說明+ 

例子＋小結(好處/為甚麼) 

總述 

1.總結上文 

2.鼓勵讀者實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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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15-16 年度 下學期 五年級 中文科 

佳作共賞 

題目：不倒翁（改編自 5A 謝文晉） 

不倒翁是我小時候其中一件愛玩的玩具。自從第

一次玩不倒翁，我就喜愛玩了。 

小時候，爸爸媽媽買了一個不倒翁給我。這個不

倒翁是猴子形狀的，推它時還會發出叮叮噹噹的聲

音，令我很着迷。還記得小時候午睡時，放在牀邊的

不倒翁會陪伴我，我推它，它搖搖擺擺，晃着晃着，

我便會進入夢鄉。 

時光飛逝，我已長大了。今天再玩不倒翁時，我

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不管被我推倒多少次，不倒

翁也能毫不猶疑地再次站起來。 

正因為不倒翁這個特點，我對它有新的看法：不

倒翁除了給我玩外，還可以做「老師」，教我人生道理。

不倒翁被推倒了，就像我們在人生中遇到困難。不倒

翁被推倒後會重新站起來，我們遇到困難時也可以這

樣堅強呢！只要我們不氣餒、不放棄，繼續嘗試，終

有一天會成功的。大家來做「不倒翁」，一起勇敢迎難

而上吧！（33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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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鼠夾----貓》                    5D 蘇珈文 

  

貓是貓科動物，身型細小，多在夜晚活動。雖然身型細小，但牠是跳躍和捕

鼠的高手。由於貓擁有尖利的爪、獨特的眼睛和長長的貓尾，使牠能飛快地捕捉

老鼠。 

 

貓可以捉緊獵物，是因為貓的前掌有可以像彈簧刀一樣同時「彈出」的爪子。

爪子是灰白色的，又尖又利。在正常、放鬆時，貓會將爪放在爪鞘中；當貓伸掌

準備攻擊時，有曲度的爪子此時就會伸出。當貓看見獵物時，便會伸出爪子，抓

緊獵物。 

 

貓為了方便捕獵，演化成擁有前視的眼睛，牠們有良好的三度空間與測距能

力。牠們的眼睛位於頭兩側，兩側視野都很廣。在晚上，眼睛更能發光，使牠可

以更容易發現獵物。 

 

貓有良好的平衡力，靠的是尾巴。尾巴能幫助貓保持平衡，令牠能夠順利爬

上樹。此外，貓追逐獵物時經常突然改變方向，尾巴就像個陀螺儀，讓牠不會衝

過頭，或偏了方向，非常重要。 

 

貓有尖利的爪、獨特的眼睛和長長的貓尾，難怪被人們稱為「老鼠殺手」。 



 

《樹林醫生──啄木鳥》  5E 李詩潼 

  春夏之間到森林裏，常常能夠聽到各種鳴禽優美婉轉

的歌聲。但當你更加仔細地聆聽時，便會有一種輕脆的「的、

的……」聲從遠處傳來，那就是「樹林醫生」──啄木鳥

了。 

  啄木鳥的鳥嘴又長又直，十分堅硬，就像一個鑿子，

可以輕鬆地鑿穿樹皮。牠還有一根長長的舌頭，而且舌頭

前端感覺敏銳，長有倒鈎，舌面上則會分泌黏液。因此，

當牠把樹皮鑿穿後，舌頭便可以伸入小洞中，把小蟲連鈎

帶黏地拖出來，送進嘴裏。 

  啄木鳥的頸部細長，卻強韌有力。因此，牠便能夠快

速地前後伸縮自己的頭部，打鼓似的來回敲擊着粗壯的樹

幹。 

  啄木鳥的雙足粗短，而且十分有力。牠的腳趾是兩趾

向前，兩趾或一趾向後。牠的趾爪彎曲，就像一個鈎子。

因此，牠的雙足能夠令牠垂直鈎掛上樹幹上啄木。 

  啄木鳥利用自己靈活的頭部、堅硬的鳥嘴、長長的舌

頭，以及有力的雙足，令牠能夠啄食樹皮和樹幹裏的昆蟲，

大大減輕昆蟲對樹木的危害，難怪有「樹林醫生」的美譽

呢！ 

＿ 

總 

＿ 

＿ 

＿ 

分： 

特徵一 

＿ 

＿ 

＿ 

特徵二 

＿ 

＿ 

特徵三 

＿ 

＿ 

總 

 

 

(383 字) 



 

《竹林隱士──大熊貓》  5F梁韻芝 

  大熊貓是一種體型肥胖似熊、臉型似貓的動物。牠有

着黑白色的皮毛，還有四條粗粗的腿。為甚麼在四川竹林

很難看見大熊貓呢？正因為牠們的嗅覺、聽覺、視力和愛

獨居的性格，才令牠成為「竹林隱士」。 

  大熊貓的嗅覺和聽覺都十分靈敏，雖然大熊貓的樣子

看起來笨笨的，但是牠能聽到一公里以外的聲音。由於牠

的耳朵構造與眾不同，才有這種能力。大熊貓的鼻子不但

可以嗅到竹子的品質，也可以嗅到有沒有其他生物進入了

牠的「領地」。只要有任何天敵走近大熊貓，牠就會立即逃

走，所以在竹林裏是很難尋找到牠的蹤跡的。 

  大熊貓的視力不可小看，因為牠的瞳孔像貓一樣，因

此，牠在黑暗的傍晚，也能活動自如。大熊貓長期生活在

密密的竹林裏，光線很暗，所以牠的瞳孔才能不斷進化，

能在夜幕降臨的傍晚覓食，也能發現天敵，大熊貓真厲害

啊！ 

  大熊貓喜愛獨居，每隻大熊貓都有單獨的活動區域。

大熊貓會把自己的尿射在大樹底，因為每隻熊貓的尿的氣

味都不同，只要牠留下尿的氣味，那就不會有別的大熊貓

侵略自己的「領土」了。 

  大熊貓擁有靈敏的嗅覺和聽覺，加上良好的視力和獨

居的天性，不愧為「竹林隱士」。 

＿ 

總 

＿ 

＿ 

＿ 

分： 

特徵一 

＿ 

＿ 

＿ 

＿ 

特徵二 

＿ 

＿ 

＿ 

特徵三 

＿ 

＿ 

＿ 

總 

＿ 

(457 字) 



《富有的人最快樂》       6A 陳晞睿 

  有人說﹕「富有的人最快樂。」他們認為金錢是萬能的，假如

擁有花不盡的錢財，就可以買到想要的東西，是多麼的令人快樂!然

而，我卻不認同這個說法，因為金錢不能買到一切! 

 第一，財富只能為人帶來短暫的、物質上的快樂。没錯，購買自

己想要的東西可以提升生活質素，的確會令人感到快樂；但時間久

了，你可能會對那些東西失去興趣，就不會因此而感到滿足快樂。可

見這種快樂是短暫的，不能長久存在心中。 

 第二，真正的滿足和快樂是金錢買不到的。有了財富，可以讓你

得到許多物質享受，然而金錢卻買不到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難道我

們可以利用金錢來購買友誼、健康、親情和自由嗎﹖絕對不可能!這

些東西遠比物質享受更寶貴和重要。可見金錢能令我們得到物質上的

需要，卻不能為我們帶來心靈上的滿足。 

 第三，越富有的人越會擔憂自己的安全。在一九九六年，香港首

富李嘉誠先生的大兒子被綁架，雖然最後他被救了，但自此以後，他

們需要聘請保安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難道這種每天都要提心吊擔

的生活會令人感到快樂嗎? 

財富雖然讓你得到物質上的需要，然而卻不能讓你得到心靈上的

滿足。因此，我絕對不贊成富有的人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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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七  寫作                《富有的人最快樂》                    6C張晴怡 

 

在香港，有很多人甚至是小朋友，都有一個夢想——成為億萬富豪，從此過着美滿愉快

的生活。然而，富有的人一定是最快樂的嗎﹖對於這個問題，我是絕對反對的。 

 

或許有人說，當一個大富翁多好，可以擁有很多財富，不用愁煩衣食住行，喜歡買甚麼

就買，喜歡吃甚麼就吃，做任何事都可以隨心所欲、唾手可得，真快樂！可是，這樣真的是

人們所說的「快樂」嗎﹖當然不是！其實金錢只能提供物質上的需要和短暫的滿足感，根本

不可以「購買」快樂。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物質的欲望也越來越大。根據哈佛大學心理學

教授本‧沙哈指出，美國近九成四的大學生都是不快樂的，因為他們都來自於想要更多的物

質享受，對金錢的欲望太大，那樣又怎可能快樂呢﹖就好像富有的人對金錢的渴求愈來愈大，

總是擔心有一天失去一切，天天都這樣的憂慮，會開心嗎﹖ 

 

曾有一個南丹麥大學教授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為甚麼一個人口總數僅有五百五十萬的

丹麥，竟連續三十年打敗地球上所有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呢﹖這裏論富有、

健康都遠遠比不上其他北歐的國家，然而教授指出那裏的人民是因為知足，懂得珍惜所擁有

的，不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渴求更多資源，貪念大。奧地利富豪拉伯德說過金錢只會阻止快

樂來臨，更說他的身外物越多，卻越察覺自己沒有因此而變得快樂，反而成為消費主義的奴

隸。由此可見，富有與快樂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也有人說，富有的人身邊有很多朋友，那麼的受人注目和歡迎，多好！而且，身邊還有

很多人保護自己，遇到困難時，都不怕。然而，事實上所謂的「朋友」是真的能信任、可靠

嗎﹖而富有的人都沒有事情煩惱的嗎﹖是人們口中的「無憂無慮」嗎﹖其實並非如此。 

 

富有的人較難建立真誠的朋友關係。當一個人擁有很多財產，與他交朋友的人可能只是

想從中獲利，對他的錢財虎視眈眈，未必找到一個知心好友。中國首富馬雲接受美國電視台

訪問時，稱他並不想當富豪，並說他快樂的時光竟是在月領人民幣九十元的日子。他也說當

成了最有錢的人，而圍繞他的每個人都為了錢，這很痛苦。此外，奧地利富豪拉伯德曾說他

花了很多錢，享受所謂五星級酒店服務，其實都是虛情假意，服務員扮友善，遊客扮上賓，

沒有人是真心。就連富有的人都說了這番話，試問大家還想當個富有的人嗎﹖此外，富有的

人其實都有很多煩惱，甚至比普通人還要多呢！試想想，他們可能苦惱該把財產放在哪，又

會擔心被人偷走或是被匪徒綁架。難道苦惱這些事情會快樂嗎﹖ 

 

總的來說，富有的人不一定快樂，我們與其羨慕別人，不如學習知足感恩。其實生活上

微不足道的樂趣，都可以令我們快樂，快樂是不會因財富的多寡而有分別的，你也來享受快

樂吧！ 



《差不多先生廚藝總決賽》              6D 呂思澄 

 

（在一天廣場內） 

（差不多先生、徐和先生、袁美小姐和周好太太並排站在兩張擺放了食材和廚具

的桌子前，評判坐在他們對面，前面是一張擺放了兩張卡、一支水和餐具的桌子。） 

評判：差先生和袁小姐，請走上前。 

（差不多先生和袁美小姐走到評判面前。） 

評判：（指了指桌上的卡片）你們在這裏拿取一張卡片，然後根據卡上的圖畫， 

煮出相應的菜式。你們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完成它。現在開始計時。 

（差不多先生和袁美小姐各自拿取一張卡片，然後跑到各自的桌前。） 

差不多：（翻開卡紙一看）這是……醬油雞翅膀！ 

（徐和是差不多的夥伴） 

徐和：我先去把平底鍋燒熱，再來幫你。（立刻拿起了一支橄欖油）你快去醃製

雞翅膀吧！ 

差不多：好的。（把盒子裏的雞翅膀倒進大碗裏） 

周好：（她是袁美的夥伴，指着卡片）這些粉紅色一片片的是甚麼呀？ 

袁美：我猜是三文魚吧。還有火腿、大蝦和魷魚圈，但這個灰灰白白的醬汁是甚

麼呢？ 

周好：（托着頭）這難道是蘑菇湯？ 

袁美：管它是不是蘑菇湯，快去預備三文魚、火腿、大蝦和魷魚吧！ 

周好：好。 

差不多：小徐，我把東西都預備好了。 

徐和：那我們開始吧！（拿起筷子）把老抽拿給我。 

（差不多先生拿起生抽） 

差不多：（碎碎念）小徐要的是老抽，這是生抽啊！但是不要緊吧！大家都是醬

油，差不多吧！（把生抽倒進量杯）小徐，你要的醬油來了。 



徐和：謝謝！（把生抽倒進大碗內，用筷子攪拌） 

（周好太太手法純熟地用刀割開一隻大蝦的殼，把蝦肉拿出來，放在盆子裏） 

周好：那個差不多，居然把生抽當作老抽，也說差不多！生抽偏鹹，老抽的顏色

偏深，怎能差不多呢？看來打敗他們真是輕而易舉了！（說罷，便把最後

一隻蝦肉扔在盆子裏） 

袁美：（攪拌着蘑菇汁）別輕敵！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煮食手法是否純熟，一刻未

分勝負，我們也不可以輕敵！（把三文魚倒入蘑菇湯裏） 

徐和：可以了！差不多，把砂糖遞給我吧！ 

差不多：是。（拿出一瓶鹽）（喃喃自語）這是鹽，不是糖！但是差不多吧，它們

都是白皚皚的、體積細小的調味料，就用鹽吧！（把鹽倒進湯匙裏，遞給

徐和先生） 

徐和：謝謝！（把鹽倒進大碗裏，用筷子攪拌）好了，差不多，你把雞翅膀煎熟

吧。（把大碗遞給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先生接過大碗，把雞翅膀倒到平底鍋裏，用鍋鏟炒了炒。袁美小姐把忌

廉倒入蘑菇湯，用大湯匙攪拌着） 

袁美：周太太，把羅勒葉和鼠尾草切碎，然後交給我。我要確保這碟菜肴的賣相

勝過差不多先生那隊。 

周好：好！（拿來羅勒，把莖的部分切走，然後開始把葉的部分切成碎片）我就

是搞不懂，為甚麼差不多先生的思維這麼奇怪。鹽的味道較鹹，糖的味道

較甜，為甚麼他也可以認為差不多？ 

袁美：（把大蝦倒入湯裏）我也不知道，可能它們的樣子較相似吧。（從周好太太

接過羅勒葉，把它灑進湯裡） 

（周好太太把鼠尾草切成碎片交給袁美小姐） 

差不多：雞翅膀煮好了！ 

（差不多先生把雞翅膀倒進碟子上，香氣四溢。袁美小姐也把蘑菇湯倒進一個碗

裏，灑上鼠尾草。） 



評判：請放上菜式。 

（差不多先生和袁美小姐把菜式放到評判的桌上） 

評判：（吃了幾口海鮮和火腿，還喝了幾口湯）海鮮煮得剛剛好，火腿有口感，

湯則鮮而滑！ 

（周好太太展露出自信的笑容） 

評判：（吃了一隻雞翅膀）雞翅膀煮得不夠熟，仍有血水滲出，而且……（喝了

一支水）太鹹了！ 

周好：（輕聲地）我們勝利了！ 

評判：我現在宣佈，袁美隊勝出！ 

（袁美小姐露出勝利的笑容） 

差不多：唉。這次失敗是我造成的，「差不多」這三個字使我們輸了。（低下頭來） 

（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