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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北區公園北區公園
一年級



　　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
，張老師帶領我們從學校
開心地到北區公園進行戶
外寫作。

　　北區公園裏有古色古
香的涼亭，有橢圓形的池
塘，還有長長的滑梯。我
聽到小鳥吱吱地叫，愉快
得哼起小曲來。

　　一個晴朗的早上，美麗
的鄭老師帶領活潑的一義班
同學，從粉嶺公立學校快快
樂樂地到北區公園遊覽。

　　在北區公園裏，有大大
的人工湖，有長長的人工瀑
布，還有古色古香的露天劇
場。我聽到蟬叫，開心得笑
了起來。

　　風和日麗的
早上，郭老師帶領
我們從學校高高興興
地到北區公園遊覽。

　　公園裏有十分美麗
的花朵，有可愛的小鳥，
還有很高大的樹木，我
來到美麗的花園裏看
七彩繽紛的花，我看
得很開心。

一
仁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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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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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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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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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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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五，老師帶我
和同學高高興興地到郵局
去。

　　首先，我們在郵局門
外有秩序地排隊輪候買郵
票。我把兩元硬幣投進郵
票機，郵票就出來了。然
後，我把郵票貼在信封上
，並把信件封口。接着，
我把信封投進郵箱裏，郵
差收集信封後就會替我們
派送信件呢！

　　最後，我帶着依依不
捨的心情離開。我希望收
卡人可以快點回信吧！

　　今天，陳老師帶我們到郵局去寄信。

　　首先，陳老師叫我們準備信件和二元

硬幣。然後，我們就去買郵票貼在信封上

。接着，我們把信件投進信箱裏。

　　最後，我們高高興興地回學校上課。

　　今天，陳老師帶我們去郵局寄信。　　首先，陳老師叫我們準備信件和一
個二元硬幣。然後，我們就去買郵票，
把郵票貼在信封上。接着，我們把信件
放到郵箱裏去。

　　最後，陳老師叫我們排好隊伍，我
們帶著高高興興的心情回學校上課。

二義班  莊
釨澄

二仁班  陳俊傑

二義班  張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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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三仁班  蔡展朗

　　星期一早上，我們在學校裏準備
出發到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參加中文
科戶外寫作活動，我們懷着急不及待
的心情出發。
　　一到達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的入
口，我們就看見一間大屋，大屋旁有
一個以舊式建築設計的入口處。小路
兩側種滿了茂密的草叢，草叢外也長
了許多不同種類的植物，真令人身心
舒暢！
　　首先，我們看見一個巨大的貝殼
模型，原來這是貝殼館。貝殼館內展
示着不同形狀的貝殼，有長長扁扁的
、圓滾滾的、形狀奇特的……突然，
我看見一個和半張紙一樣大的貝殼，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貝殼，真令
人大開眼界！
　　然後，我們走到農作物區。這
裏種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有機蔬菜，
例如：菠菜、椰菜花、甘荀……湊
近去聞一聞，就聞到陣陣田園的氣
息。我決定和家人下次來的時候，
就到附近的蔬菜統營處，買些有機
蔬菜回家品嘗。
　　最後，我看一看手錶，已經是
十一時三十分了，老師帶我們回到
停車場，乘坐旅遊車回校。我們只
好帶着樂而忘返的心情離開。那一
天真是過得既充實又有意義呢！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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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坐旅
遊巴到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參加中文
科戶外寫作。
　　一到達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那
裏地方廣闊，空氣清新，還有各種各
樣的設施，真令人心曠神怡！
　　那裏有的人到礦石角摸礦石，有
的人到漁館看海洋生物，有的人到貝
殼館看貝殼。
　　首先，我們到農作物區參觀，那

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蔬菜，綠油油
的農作物令這裏充滿田園氣息。
　　然後，我們到了礦石角，這些
礦石摸起來凹凸不平，例如：水晶
、石英、火山岩……
　　最後，我們來到了貝殼館，那
裏有很多顏色不同的貝殼，更有一
些會閃閃發亮呢！
　　天色漸漸變暗，我們只好帶着
依依不捨的心情回校了！

三仁班  張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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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陳老師帶我們三義班
同學去到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參觀。
雖然今天天氣不太穩定，但是我們一
早做好準備，帶了雨傘。我們懷着急
不及待的心情出發。
　　一到達自然教育中心，那裏地方
廣闊，空氣清新。四周種滿碧綠的樹
木，真令人心曠神怡。
　　我們到了不同的地方參觀，我們
去了農作物區、網屋、魚池、貝殼館
……我對網屋最感興趣，因為那裏不
但有平日常見的昆蟲，還有很多稀有
的品種，真令我大開眼界。
　　首先，我們去到魚池，那裏雖然
有少許臭味，但顏色鮮豔的小魚眾多

，讓我目不轉睛。
　　然後，我們去到「聰鳴菜館」
，但是因天雨的關係，所以沒有開
放，令我們很失望。最後，因為下
雨，我們不能在戶外逗留，只好到
漁館參觀。一進入那裏，門口已擺
放了一條大美人魚的模型，嚇得我
目瞪口呆。館內介紹了漁民的生活
及工作，還有令人好奇的神奇物品
，就是「無敵大海船」，船中有條
神秘密道，原來是通往出口的，真
奇妙，又有趣。
　　今天，我很開心。通過是次參
觀後，我發現生活中有很多值得關
注的事物，還有一些歷史文化可以
作出保育。

三義班  湯穎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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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淘氣的弟弟到我房間搗亂
，只見那可愛的臉兒，我也沒法罵他
，當我正在收拾時，無意找到一張照
片，原來是去元朗公園「快樂之旅」
的照片，那一刻讓我回想起那天的事
情。
　　當日，雖然下着濛濛細雨，但是
美麗的景色並沒有改變，老師帶着我
們來到公園的大門口。
　　走進大門，一羣小鳥飛來發出「

吱吱喳喳」的聲音，好像是在說：「
歡迎！歡迎！」，小樹苗一看見我們
，馬上把自己圓圓的臉兒和渺小的小
手掌鑽出來，揮揮手向我們打招呼。
往前走，我已經看到今天的主角，你
猜猜它是誰？它是「白千層」，在寒
冷的天氣，白千層戴上一頂綠草如茵
的帽子，穿上咖啡色的衣服，葉子興
奮得從樹上跳了下來。看着那「特別
」的衣服，不禁上前摸了一下，本來
以為這一棵白千層是十分粗糙，沒想

到竟然出乎意料，摸上去軟綿綿的，
真像一個枕頭呢！沿着小徑走，我看
見一個古色古香的涼亭，黑色的屋瓦
襯托雪白的牆和紅色的欄杆，非常好
看，我們就在那裏中途休息。
　　沿着小徑走，走進百鳥塔，我拉
開了沉重的鐵鍊，它像是吃完一大頓
豐富的午餐。我拾級而上，跨過長長
的階梯，終於上了百鳥塔，從這裏俯
視，能看見一片綠油油的草地。
　　東面，我看見一幢幢高高矮矮的
高樓大廈，一個廣闊的足球場。
　　向南望，一大片茂密的樹木放在
我的眼前，它們聚集起來，好像是在
開「週年派對」，小鳥們高興得「吱
吱喳喳」地唱起悅耳的歌。
　　西邊，一排排嶄新的房子，鱗次
櫛比，遠遠還有一座座綠草如茵的山
。
　　北面，嫩綠的樹木，色彩繽紛的
花，散發出陣陣花香，好一派迷人的
景色啊！
　　不知不覺，我們要去下一個景點
——瀑布。
　　走出百鳥塔，我們走進一個十分
熱鬧的池塘，小魚們游來游去，時而
躲在石塊的後面，時而游出來，好像

在玩捉迷藏。青蛙看見魚兒們那麼興
奮，不由自主地「呱呱呱」地唱起歌
來。愛美的小樹照着鏡子，我瞧了瞧
它，它臉兒變得紅彤彤了。途中，我
看見許多色彩繽紛的花朵，蘭花盛開
了，那花兒似是白玉雕成，在青翠的
綠葉襯托下，簡直是超塵脫俗。百合
花的葉子青翠欲滴，一根根挺立在花
梗上，頂着橘紅色的蓓蕾，顯得更加
嬌艷。遠處傳來如天雷滾滾的聲音，
令人震耳欲聾，水「嘩啦嘩啦」地流
下來，嚇得我連忙退後一步。走近瀑
布，像是走進人間仙景，令人嘆為觀
止，「哇！好壯觀啊！」「哇！好美
！快拍下來！」同學們滔滔不絕地讚
賞，瀑布聽了臉都紅了，我們還觸摸
那些水，冷凍得很呢！我好像越過一
條不短不長的隧道，不過這條「隧道
」給了我們許多刺激，瀑布川流不息
，從天而降的小水點，像是下雨一樣
。
　　不知不覺，我們要回校了，慈祥
的太陽散發着温暖，向我們會心微笑
，像是說：「再見了，希望下次可以
見到你們！再見！」，我們依依不捨
地離開。「霹靂啪啦，霹靂啪啦。」
小雨點狠狠地在窗户打了幾巴掌，噢
！又下雨了，我連忙把窗户關好，繼
續收拾我的房間。

遊
四年級

元朗市鎮公園元朗市鎮公園
四仁班  林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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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淘氣的弟弟到我房間搗亂
，只見那可愛的臉兒，我也沒法罵他
，當我正在收拾時，無意找到一張照
片，原來是去元朗公園「快樂之旅」
的照片，那一刻讓我回想起那天的事
情。
　　當日，雖然下着濛濛細雨，但是
美麗的景色並沒有改變，老師帶着我
們來到公園的大門口。
　　走進大門，一羣小鳥飛來發出「

吱吱喳喳」的聲音，好像是在說：「
歡迎！歡迎！」，小樹苗一看見我們
，馬上把自己圓圓的臉兒和渺小的小
手掌鑽出來，揮揮手向我們打招呼。
往前走，我已經看到今天的主角，你
猜猜它是誰？它是「白千層」，在寒
冷的天氣，白千層戴上一頂綠草如茵
的帽子，穿上咖啡色的衣服，葉子興
奮得從樹上跳了下來。看着那「特別
」的衣服，不禁上前摸了一下，本來
以為這一棵白千層是十分粗糙，沒想

到竟然出乎意料，摸上去軟綿綿的，
真像一個枕頭呢！沿着小徑走，我看
見一個古色古香的涼亭，黑色的屋瓦
襯托雪白的牆和紅色的欄杆，非常好
看，我們就在那裏中途休息。
　　沿着小徑走，走進百鳥塔，我拉
開了沉重的鐵鍊，它像是吃完一大頓
豐富的午餐。我拾級而上，跨過長長
的階梯，終於上了百鳥塔，從這裏俯
視，能看見一片綠油油的草地。
　　東面，我看見一幢幢高高矮矮的
高樓大廈，一個廣闊的足球場。
　　向南望，一大片茂密的樹木放在
我的眼前，它們聚集起來，好像是在
開「週年派對」，小鳥們高興得「吱
吱喳喳」地唱起悅耳的歌。
　　西邊，一排排嶄新的房子，鱗次
櫛比，遠遠還有一座座綠草如茵的山
。
　　北面，嫩綠的樹木，色彩繽紛的
花，散發出陣陣花香，好一派迷人的
景色啊！
　　不知不覺，我們要去下一個景點
——瀑布。
　　走出百鳥塔，我們走進一個十分
熱鬧的池塘，小魚們游來游去，時而
躲在石塊的後面，時而游出來，好像

在玩捉迷藏。青蛙看見魚兒們那麼興
奮，不由自主地「呱呱呱」地唱起歌
來。愛美的小樹照着鏡子，我瞧了瞧
它，它臉兒變得紅彤彤了。途中，我
看見許多色彩繽紛的花朵，蘭花盛開
了，那花兒似是白玉雕成，在青翠的
綠葉襯托下，簡直是超塵脫俗。百合
花的葉子青翠欲滴，一根根挺立在花
梗上，頂着橘紅色的蓓蕾，顯得更加
嬌艷。遠處傳來如天雷滾滾的聲音，
令人震耳欲聾，水「嘩啦嘩啦」地流
下來，嚇得我連忙退後一步。走近瀑
布，像是走進人間仙景，令人嘆為觀
止，「哇！好壯觀啊！」「哇！好美
！快拍下來！」同學們滔滔不絕地讚
賞，瀑布聽了臉都紅了，我們還觸摸
那些水，冷凍得很呢！我好像越過一
條不短不長的隧道，不過這條「隧道
」給了我們許多刺激，瀑布川流不息
，從天而降的小水點，像是下雨一樣
。
　　不知不覺，我們要回校了，慈祥
的太陽散發着温暖，向我們會心微笑
，像是說：「再見了，希望下次可以
見到你們！再見！」，我們依依不捨
地離開。「霹靂啪啦，霹靂啪啦。」
小雨點狠狠地在窗户打了幾巴掌，噢
！又下雨了，我連忙把窗户關好，繼
續收拾我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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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的香港雖然冷颼颼的，但
是卻無損我們四義班到元朗公園的
雅興。冰冷的寒風把我們送到了元
朗公園欣賞迷人的冬日美景。
　　短短的一小時車程彷如待在車
上一整天一樣，好不容易終於到達
目的地。走進元朗公園，首先映入
眼簾的是一棵棵高大威嚴的白千層
，一塊塊樹皮猶如旗子般隨風飄揚
。舉目眺望，高大的百鳥塔灰柱紅
瓦，在茂密的樹林映襯下，像一幅
山水畫。置身於這片優美的景色，
令人暫時忘卻繁忙生活中的疲倦。
　　沿着一層層崎嶇不平的樓梯拾
級而上，周圍的桃花李花，還有很
多不知名的花，我不讓你，你不讓
我，在那裏爭妍鬥麗，互相輝映，
像是在迎接我們似的。我們來到了
百鳥塔。
　　步入百鳥塔，我們穿過了一個
鐵窗簾，它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
非常悅耳。我們沿着螺旋式樓梯一

級級地向上走，來到了高塔的頂部。
站在塔上，從南面看是一間學校，隱
約間看見學生在校園內愉快地跑來跑
去，享受着校園生活的興趣。
　　西面是一座座嶄新的樓房，房頂
紅得像一個個小孩戴着一頂頂紅帽子
。
　　接着，我們離開百鳥塔往瀑布走
去，經過一條窄小的小溪，抬頭望去
，一位老人家吹出動聽的笛聲，讓人
聽得入迷。 

　　我們繼續沿着小溪向前走，前方
傳來淙淙的流水聲。抬頭望去，令人
嘆為觀止的瀑布川流不息，好像一道
窗簾。我們走向了水簾洞，伸出手，
那冰冷的水花濺到我的手上，令我感
到涼快。
　　時光飛逝，我們差不多要踏上歸
途。在同學間一片歡聲笑語的陪伴下
，我們意猶未盡地與元朗公園揮手作
別，遙望這片令人心醉的景色，期盼
下次再度到訪。

四義班  黃芊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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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的香港，寒風刺骨，雖然
天氣嚴寒，但卻無損我們到元朗公
園的興致。剛登上巴士，寒冬就迫
不及待地把我們送到了元朗公園。
　　短短四十五分鐘的車程，就像
待在車上一整天一樣，好不容易才
到達了元朗公園。
　　走進元朗公園，首先映入眼簾
的是一棵棵參天的白千層，它們就
像慈祥的老人，低頭含笑地看着我
們玩耍。向遠處看，古色古香的百
鳥塔紅柱黑瓦，在茂密的樹林映襯
下，像一幅色彩鮮艷的風景畫。置
身於這片寧靜的大自然中，令人心
曠神怡。
　　離開樹林，我們沿着石頭製成
的樓梯拾級而上，來到了百鳥塔。
舉目眺望，那迷人的元朗景色盡收
眼底。
　　從東面看，是一幢幢嶄新的大

四義班 陳慧

樓，它們彷如一個個石像，一動不動
地站在原地。
　　南面，是一條鐵路，一列列火車
像在賽跑一樣，都飛快地「跑」向終
點。
　　西邊是一個既廣闊又蔚藍的游泳
池。許多人在自由自在地游泳，彷彿
是一艘艘小船，在水面上駛行。
　　離開百鳥塔，我們沿着一條崎嶇
不平的小徑來到瀑布，這裏時不時都
可以聽到老人家吹笛的聲音。抬頭望
去，那瀑布就像一匹布一樣川流不息
，飛瀉而下，偶爾還有一兩顆小水珠
滴到我們臉上，令人感到份外涼快。
站在瀑布前，聽着這悅耳的笛聲，瞬
間令我們暫時忘卻生活的煩惱。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轉
眼間我們就要離開了，我們戀戀不捨
地向元朗公園揮手作別，將它迷人的
景色深深地印在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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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紀念堂於一九二九年動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完工。已有八十九
年歷史。中山紀念堂原是一九二一年
孫中山先生擔任臨時大總統的總統府
。
　　紀念堂總體佈局採用中國傳統的
宮殿式風格與近代西洋平面設計結合
，建築面積為三千七百平方米。
　　位於紀念堂正門的是一片綠油油
的花壇，壇中有點點紅花點綴翠綠的
草坪，為古色古香的紀念堂增添幾分
生氣。
　　在園中央花圃兩側有兩座精雕細
琢的華表，它是寓意吉祥。在中國古
代傳統建築中，是地位的象徵，富有
深厚的文化內涵。華表一般由漢白玉
雕而成，柱上刻有蟠龍盤，靈氣迫人
；底部有流雲紋裝飾，極具古代傳統
特色。紀念堂的華表是由當代著名設

計師呂遠真先生設計。
　　紀念堂正中央位置有一座孫中山
雕像，雕像神情嚴肅，它的左手代表
「三民主義」：民主、民族和民權；
加右手手握權杖，代表「五權」：行
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和考
試權。
　　紀念堂的主建築外型呈八角形，
頂部呈藍色，藍色在古時代表尊貴，
地位崇高。紀念堂正上方有一幅牌匾
，是後人敬重的四字　—　「天下為
公」。兩旁的巨柱刻有「羊」的圖案
，代表着廣州，又稱「五羊城」。
　　整座紀念堂氣勢宏偉，佈局莊嚴
，使人不禁肅然起敬。
　　作為中國人民，應前往參觀，了
解我國的發展歷程，亦了解我們國父
的革命事跡。

五仁班 張可汗

遊中山紀念堂中山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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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紀念堂座落在廣州，於一九
三一年十月完工，它的規模宏大，除
了紀念堂主建築外，還有孫中山像、
華表、園林等……
　　中山紀念堂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
築。它的外形結構是梯形的，藍、紅
、黃三色相間，就似一座瑰麗堂皇的
宮殿一樣。建築物的正中央有一塊牌
匾，牌匾上寫着「天下為公」四個大
字。紀念堂的內部非常漂亮，頂部是
穹龍頂，令人驚嘆它的美。紀念堂內
氣氛莊嚴而寧靜，令人不自覺沉默，
生怕放聲說話會破壞嚴肅的氣氛。
　　中山紀念堂的門前有一座孫中山
像，雕像十分龐大，它的神情非常嚴

肅，就如我們在升旗典禮時的表情一
樣。它的站姿非常威武，左腳在前右
腳在後，而它的左手叉腰，右手握着
權杖。權杖別具深意，分別代表：行
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
督權，是孫中山提倡的五權思想。
　　中山紀念堂的兩旁是華表。華表
的頂點呈圓形，有一朵朵雲的花紋。
它的顏色是土白色的，四面刻着花朵
與雲，就如仙女腳踏的雲彩一般，底
部更有雲海的圖案。
　　中山紀念堂是一座宏偉的建築，它
不單象徵了歷史的傳承，更見證了時代
的發展。

五義班 喬海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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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紀念堂在一九二九年開始
建造，一九三一年竣工。紀念堂經歷
了八十九年的洗禮，但依然屹立不倒
，完好無缺，讓人佩服。
　　中山紀念堂的面積廣闊，約有六
萬二千平方米，呈四方形，氣勢磅礡
。
　　正門廣場，有一片花壇，色彩繽
紛的花卉讓人目不暇給。花壇兩旁有
兩條筆直的小道通往紀念堂，兩旁的
大樹像是守護神一樣，誓死守護這片
土地。
　　走道的兩頭各有一座華表，華表

的表面刻有傳統的中式浮雕，它除了
寓意吉祥外，在中國傳統建築中，也
是代表身份尊貴；可想而知，孫中山
先生的革命事跡，是深入民心的。
　　中山紀念堂位於園中正後方，它
的頂部是藍色的八角瓦頂，紅色的巨
柱支撐着整座建築，活像宮廷建築。
紀念堂內有一個大舞台，台上有一塊
石碑，刻着孫中山的遺訓：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此話不時警惕
國民，必須努力奮鬥，為社會作出貢
獻。
　　紀念堂是紀念孫中山先生一生的革
命事跡，他是中國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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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的春風，把我們整個六年級
的同學都送到那以景色馳名於世界的
上海外灘去。
　　那天的下午，我們先在鄰近上海
外灘的地下停車場下車。然後，我們
一行九十多人隨着導遊姊姊和老師們
的帶領下，井然有序地穿過那熙來攘
往的街道，朝着上海外灘長廊的方向
前進。
　　到了上海外灘的長廊，映入眼簾
的盡是屹立於黃浦江兩岸的著名建築
物，大家都被眼前的景物所吸引住了
。站在我們背後的建築物，它們的外
牆由大理石砌成，滿有歐陸古典風格
。亞細亞大樓、匯豐銀行大樓舊址和
江海關建築群，更顯出它們的古樸與
莊嚴。當我們拍過團體照後，導遊姊
姊便向我們逐一講解有關浦東、浦西
和黃浦江三者之間的關係和歷史。

六仁班 彭詩琦
　　吃過晚飯後，導遊姊姊又再帶領
我們重遊上海外灘，讓我一睹另一個
為世人推崇的景色--上海外灘之夜。
我們先穿過橙紅色的鐵橋，繞過昏暗
而神秘的俄羅斯大使館，最後再次踏
上上海外灘的長廊。到了外灘，我明
顯感覺到外灘的夜風有些冷。晚上的
外灘和白天的外灘可真完全不一樣。
在眾多的建築物中，東方明珠廣播電
視塔果真佔據了視線，吸引了無數遊
客的目光。它的外觀本已是獨特極了
，在夜幕下更見得燈火輝煌，色彩艷
麗奪目。而最叫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
句在建築物外牆屏幕不時滑過的話語
：我愛上海。
　　轉眼間已是回程的時候，我們依
依不捨地別過上海外灘。在乘車到酒
店的車程裏，我不期然地回味這天的
經歷，這天真是獲益良多啊！我希望
再次到訪上海，探望這一位好朋友--
上海外灘。

遊 上海外灘上海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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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七日這天，是我們六年
級同學到上海旅遊的第一天，我們的
景點是上海外灘。這次上海旅程中，
上海外灘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景
點。
　　在上海外灘那裏，人山人海，十
分熱鬧。我們在那裏可以看到很多上
海的特色建築，這些建築很有文化色
彩，每座建築物都獨具特色，讓我來
介紹一下吧！
　　首先是江海關，它是上海著名的
地標。這座建築物以鋼筋混凝土為框
架，外牆全部用花崗岩砌成，入口處
為希臘多立克柱式建築，十分壯觀！
而它具有高聳的鐘樓和大鐘，更是十
分奪目。
　　其次是匯豐銀行大樓，這是外灘
佔地最多、門面最寬、最為壯觀的大
樓，是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總部駐地
。它的建築特色是用花崗岩修造，採
用古希臘樣式建築，被認為是中國近
代西方古典主義建築的最高傑作。

六義班 姜俊廷

　　另外，還要一提的是亞細亞大樓
，它被稱為「外灘第一樓」。一九八
九年，它被選入上海市第一批優秀歷
史建築。亞細亞大樓總體為鋼筋混凝
土的框架結構，外面使用花崗岩和清
水磚砌成，屬巴洛克風格，外形十分
吸引！
　　到了晚上，我們再次到上海外灘
去。這次去上海外灘的目的是看夜景
。上海外灘的夜景璀璨奪目，更是吸
引！
　　這個晚上，我除了看到這些古老
的建築物外，我更留意到遠處的東方
明珠廣播電視塔，外型獨特，像火箭
一樣。
　　我們一直向前走，沿途看到了很
多大船，這些大船是可以載人去其他
國家的。途中，我還看到有人在拍婚
紗照片呢！
　　我們一直走，差不多走到大橋橋
尾，這個景點也差不多看完了。這次
去上海外灘，真是令我獲益良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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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七日，老師為了讓我們
認識上海的科技發展，所以帶領我們
全級六年級去上海交流。我們會去三
日兩夜的上海交流之旅。出發往上海
的那一天，我們要五點準時到學校禮
堂集合，等人齊之後，就坐旅遊巴士
到香港國際機場。到了機場老師給大
家派發飛機票，然後我們就通過安檢
登機了。
　　到達上海之後，我們就去第一個
景點——著名的上海外灘，我們分了
兩段時間去，第一次是中午去的，那
時陽光普照，建築很宏偉壯觀，很奇
特，然後我們就去吃晚飯。
　　吃完晚飯後，我們又去了一次上
海外灘，晚上的上海外灘和中午的完
全不同，晚上的上海外灘燈火輝煌，

六禮班 卓婉儀

街道車水馬龍，萬人空巷，那裏的燈
光很漂亮，五光十色，晚上的建築金
光閃爍，景色怡人，很壯觀。導遊姐
姐很有耐性地和我們講解關於上海的
歷史。
　　之後，我們還去了東方明珠塔，
那裏很高很高，我們只去了三百多層
，但二百多層都已經高出雲表了。從
那裏望下去，人們都像小螞蟻那麼小
。那裏有很多紀念品，紀念品都好可
愛，而且都是關於東方明珠塔的，連
水晶擺設的外形都是東方明珠塔的。
　　這次上海之旅我學到了很多關於
上海歷史的知識，可以的話我還想多
去一次。

22



23



總統籌：陳婉勤主任

資料來源：中文科科任提供

製作：教學助理 張麗玉、
　　　教學助理 龔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