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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李芊滺 

有一對長耳朵和白茸茸的毛。(猜一動物)   

答案：白兔 
 
 

1A 陳樂希 

一個黑孩子，從來不開口，要是開了口，掉出舌頭了。(猜一食物)   

 答案：瓜子 
 
 

1B 何政匡 

它像三角形，但它不是文具。(猜一食物) 

答案：披薩 
 

1B 李蘊潼 

白蘿蔔喝醉了會變成甚麼？(猜一蔬菜) 

答案：紅蘿蔔 
 

1C 黃堡謙 

甚麼老鼠用兩隻腳走路？(猜一卡通人物) 

答案：米奇老鼠 
 

1C 萬俊志 

哪種動物很想拍彩色照片？(猜一動物) 

答案：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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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李梓睿 

今天是八月十五，我相約外公外婆到家中一起過中秋佳節。晚

飯後，我們先吃過美味的月餅，然後再欣賞着美麗的夜空和月色。

大家在歡笑中開心地渡過期待已久的中秋節。 

 

2A 周晉賢 

農曆八月十五日是我國傳統中秋節，深夜正是月圓之夜。我抬

頭望天，彷彿看見吳剛和嫦娥，月兔過着神仙般的日子。我感受到

月亮又大又圓，意味着團聚在一起，象徵着平安、幸福、吉祥的意

思。 

 

2A 陳允賢 

中秋節晚上，玉兔在月宮裏偷吃嫦娥的月餅。嫦娥知道後，她

傷心得哭了起來，玉兔很內疚。玉兔決定以後每天做月餅給嫦娥吃。 

 

2A 陳頌賢 

今天下午，我看見一個外星人降落到月球，他要做甚麼呢？原

來他想吃月餅，嫦娥知道後嚇了一跳，把月餅全都送給外星人。外

星人吃了月餅，開心得跳起來，最近變成一隻月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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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曾子琳 

月圓之夜，玉兔在月宮裏練習魔法的時候，神仙突然出現了。

他們在比賽變魔法，玉兔變成了月亮；神仙變成了月餅。這真是一

個快樂的中秋節！ 

 

2A 黃詩悅 

八月十五日是我們中國的傳統節日。我和家人會團聚在一起吃

月餅、賞月、玩燈籠……我非常開心。中秋的月亮又圓又大，好像

一盞大燈籠。 

 

2A 鄧善澤 

晚上，我和媽媽在家裏看月亮和吃月餅。突然，一隻玉兔走進

我們的家中，並對我温柔地説：「你要做個好孩子。」 

 

2B 李瑞澄 

    月圓之夜，爸爸、媽媽和我一起到公園玩燈籠和賞月。突然，

一隻小兔從草叢中跳出來，我大叫：「是玉兔啊！」我這麼一叫，

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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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梁樂然 

    月圓之夜，我和玉兔在月球上又跑又跳，繞了月球一圈。之

後，嫦娥帶我到月宮參觀。我先披着羽毛，然後一起飛去。 
 
 

2B 蕭柏僑 

    晚上，我在睡覺時看見有一隻兔子在窗邊。牠跟我説：「你要

不要跟我到月亮玩耍呢？」我説：「好啊！」在月亮上，我看見了

月宮，還與兔子的好朋友嫦娥一起玩耍。 

 

2C 陳柏睿 

我家裏養了一隻可愛的兔子。在月圓之夜，牠不見了！我很擔

心牠，四處也找不到牠。抬頭一看，我看見牠在月亮和家人吃月餅。 

 

2C 黃禹喆 

中秋節的晚上，我和家人到奶奶裏一邊玩燈籠，一邊説故事。

深夜，玉兔在月球上吃又甜又香的月餅。大家聽故事都哈哈大笑。 

 

2C 李子朗 

中秋節的晚上，我和一家人吃「做節飯」、吃月餅和玩燈籠。

在公園裏，我看見又大又明亮的月亮和星星。回家後，我回想起過

了一個特別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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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劉雅詩 

今天是個月圓之夜，我終於可以到月宮找嫦娥了。當我看見嫦

娥和玉兔時，我十分激動，急不及待把我準備很久的燈籠送給他們。

可是，時間過得很快，我快要跟他們道別了。我頓時感到很失落，

要下年月圓之夜才能再見面了。 

 

3A 鄭然蔚 

中秋節的晚上，我和一家人吃月餅、賞月和玩燈籠。玩完之後，

我們一起聊天。媽媽先説了嫦娥奔月的故事，然後説吳剛伐桂的故

事。我高興地説：「中秋節真是令人又興奮又驚訝！」 

 

3A 陳巧凝 

月圓之夜，我、吳剛、玉兔、嫦娥、神仙和炸蝦尾一起玩耍。

在月球上，嫦娥表演做月餅，炸蝦尾和玉兔玩燈籠，吳剛吃着美味

的月餅。而且，人們在平台上拜祭嫦娥，還一起吃團圓飯。 

 

3B 胡希同 

相傳，吳剛在凡間時，他很懶惰及到處破壞。人們都很害怕吳

剛，玉帝得知此事，把吳剛捉去月宮。自此之後，每逢中秋節，人

們都會吃月餅，慶祝吳剛離開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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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王家毅 

傳説，后羿射下九個太陽後，他就找神仙要長生不老藥。后羿

得到藥後，就想和嫦娥分享，沒想到嫦娥就拿着藥飛上月亮。后羿

很掛念她，於是他就拿着水果作紀念。自此之後，「嫦娥奔月」成

為家喻戶曉的中秋節故事。 
 

3C 吳泳妍 

今夜是月圓之夜。我約了玉兔、嫦娥和后羿來我家賞月去。他

們來到我家先吃月餅，然後玩燈籠。我們又唱歌又玩耍，十分開心。

突然，聽到媽媽的聲音：「快起床吧！快起床吧！」原來已經是第

二天的早上了。 

3C 吳桐 

中秋節的晚上，我夢見吳剛、玉兔、嫦娥和后羿一起在月球上

吃月餅。他們先玩燈籠，然後一起賞月。他們還邀請我一起伐桂樹，

我十分開心，感覺又興奮又驚訝！ 

 

3C 梁智源 

月圓之夜，我和寶可夢露奈雅拉飛到月球，我一碰到月球，你

猜猜發生甚麼事？原來是大地震呢！然後，我吃了一個月餅，大地

震頓時變得弱了。原來吃月餅是帶來好運的，大家都快樂地過着中

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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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吳月騫 

很久之前，在山上住着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女。那個地方非常荒

涼，特別是今年，天氣反常，導致農作物一直都沒有甚麼收獲。 
 

在農曆八月十五日晚，媽媽生病了，又缺少食物，小女孩很擔

心媽媽，便祈求月亮賜給她們食物。過了一會，月亮上灑下一束光

芒，月亮神從天而降，它的手一揮，田地裏全是又大又新鮮的蔬菜

水果，媽媽的病也痊癒了。 
 

從此之後，這裏年年大豐收。為了感謝月亮神，每年八月十

五，她們都會用收獲的水果來拜祭月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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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張思瑩 

中秋節到了，我們和妹妹西西一起去柳樹下賞月。月亮映在池

塘裏。回家後，妹妹馬上跑去媽媽那裏去，媽媽正在做月餅，大家

馬上跑到了飯桌。 
 

媽媽端着香香的月餅出來，媽媽問：「誰知道我做了甚麼？」

妹妹急中生智地説：「是流心月亮！」我説：「我們邊吃香甜的月餅，

邊欣賞又圓又亮的月亮吧！」 

 

看着圓圓的月亮，好像我也在月亮上一樣，一天真快過去，我

們度過一個温馨又愉快的中秋節。 
 

4A 陳子涵 

中國上古時代神話傳説故事，講述了后羿的妻子恆娥，恆娥就

是嫦娥。嫦娥被逢蒙所逼，無奈之下，吃下了西王母賜給丈夫后羿

的一粒不死之藥後，飛到了月宮，變成了「搗藥蟾蜍」。「嫦娥奔月」

的神話源自古人對星辰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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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李文軒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又到了。我特別喜歡這個節日，因為可以

吃美味的月餅和我最愛的應節食品，例如：楊桃、菱角等等，所以

我愛充滿着濃濃氣氛的節日。我最愛和家人共渡佳節。 
 

回想去年的中秋節，我和家人到郊外一邊賞月，一邊玩自己製

造的紙燈籠。我抬頭一看，嘩！今晚的月亮特別皎潔，像銀色的盤

子。 
 

那一天，我既開心又難忘，深深地刻在心裏，期待下年的中秋

節啊！ 

  



12 
 

4B 胡靖暄 

相傳有一個神仙，他化身成可憐的老人，向狐狸、猴子、兔子

乞食。神仙先到狐狸的家敲門，狐狸開了門後，他説：「我三天沒

吃飯，給點食物吧！」狐狸給老人一些食物。 

 

老人看見猴子後，又對牠説：「行行好，行行好，我三天要吃

飯，給點食物吧！」猴子只給了老人一粒車厘子。 

 

「你好，兔子。我三天沒吃飯，給點食物吧！」狐狸、猴子都

拿出了食物，可是兔子卻沒有，連根蘿蔔也沒拿出來，老人止不住

嘀咕。誰知這兔子忽然大聲地告訴老人：「你就吃我吧。」老人對

兔子説：「我本來想用行乞來試動物們的善心。沒想到最善良的是

兔子你！由今天起，你就是廣寒宮的玉兔。」兔子非常開心地説：

「謝謝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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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黃慧祺 

有一隻小貓叫雄太，是一個太空人，他想出發到月球。他説：

「好！我就在中秋節時出發吧！」 

 

在中秋節時，他飛上天，到月球的時候，他説：「為甚麼月球

是黃色的？他看見一片月球的碎片就拿來吃，他説：「為甚麼碎片

的味道是芝士味？」突然，嫦娥出現説：「我將月球變成一個大芝

士球！」嫦娥帶雄太吃月餅，玉兔就一起玩燈籠。玩完燈籠後，雄

太便回到我的家睡覺。 

 

4B 葉晴 

在很久之前，天空變黑了！啊，因為那是日食！以前人不知道

日食，還以為是天神發怒呢！便找來一名少女要獻給天神啊！少女

以為是去燒烤，一去便知道人們要殺了她。 

 

少女不甘心被殺，跑了出去。她去找自己曾幫過的人——后羿。

誰知后羿不但沒有救她，還要把她抓回去。少女後來被殺了，天神

看到人類沒有人性，就叫少女去月亮做月神。月神就是我們説的嫦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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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戴絃 

很久很久以前，在中秋節的一個晚上，玉兔拜訪小兔一家。牠

和小兔一起玩了「捉兔子」和「鑽兔洞」。玉兔對小兔説：「這裏甚

麼都很好玩，我真想永遠留在這裏！」 
 
 

天黑了，兔媽媽準備了許多可口的晚餐，例如：青菜、菜心和

蘿蔔等等。做月餅的時候，所有小兔都做

了一個普通的月餅，只有玉兔做了一個

「兔餅」。從此，「兔餅」大受歡迎，所以

人們除了吃月餅，還會吃「兔餅」。 
 
 

5A 戴宇浩 

吳剛自從惹怒了天帝，就一直留在月宮砍桂樹。但吳剛在凡間

醉心於仙道，而且好吃懶做，砍一下就要休息，這事被天帝知道

了，祂非常憤怒，告訴吳剛，給他一年的時間砍倒所有桂樹，否則

就永遠留在月宮。 

 

吳剛得知後，決心砍掉桂樹，但每砍掉一刀，就自動癒合，一

日復一日，吳剛始終沒有砍倒桂樹，但卻練出一身肌肉，惹來很多

廣告商來拍廣告。從此，桂樹變成了健身器材，而吳剛則變成了一

個億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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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呂嘉欣 

中秋節那天，人們都到外遊玩，有的在吃月餅，有的在玩燈籠，

有的在賞月。大家都玩得樂不可支。突然，月亮上出現一道橋，冒

出一道刺眼的神光，人們都大驚失色，議論紛紛。 
 
 

原來是嫦娥和玉兔下凡，人們都嚇壞了。之後，人們鼓起勇氣

邀請嫦娥玩耍，玩得不亦樂乎。嫦娥突然想起一件事，並説：「天

亮了的話，我們就要回去了！」 
 
 

快要天亮，嫦娥要回去了！她急忙地拿了一隻三角型耳朵、有

四隻腳、身上有很多毛的動物奔月。這隻動物走的時候還喵了幾聲，

有的人説玉兔變成了「玉貓」。回到月亮的時候，嫦娥才驚覺帶了

一隻「玉貓」回來，不是玉兔。「這下糟糕了！「玉貓」不會搗藥！

玉兔也會不適應啊！」嫦娥憂心地説。 

 

剛開始的時候，「玉貓」十分懶惰，因為貓咪在人間只會玩耍、

吃飯、休息等，這樣令嫦娥暴跳如雷，「玉貓」學也學不會，嫦娥

只好自己親自搗藥。另一方面，玉兔十分害怕人類，只好躲在天橋

坐着，昐望嫦娥下凡接牠回家。正當玉兔感到束手無策之際，牠看

到火箭正在升空，於是牠搭了順風車，到了月球便下車了。自此之

後，嫦娥、「玉貓」和玉兔幸福美滿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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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貝娜 

一閃一閃的星星照亮了熱鬧的城市，有一群小黃人正在默默地

製作月餅。其中一個叫小明，他非常聰明，可是他竟做不到美味可

口的月餅，於是他放棄做月餅，做了一份推銷月餅的工作。 

 

有一天，他的老闆美心大王要求他賣出一千塊月餅。小明沒有

在限期前賣完所有月餅，所以美心大王叫他吃下賣剩的月餅，差不

多九百九十九份月餅呢！小明辛苦地吃完了，接下來的幾天依然都

是這樣，賣不完月餅。 

 

因此，美心大王一怒之下把小明變成一個大月餅，意想不到的

事情發生了！小明變成「大月餅」的消息，竟引起客人的密切關注，

紛紛爭相到美心大王的店舖購買月餅，一暏「大月餅」的風采。自

此之後，小明成為店內的「活招牌」，美心大王的月餅也賣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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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孫俊承 

后羿十分傷心，嫦娥會離他而去，他一定要找到嫦娥！於是，

他在崑崙山修行數十年之久，得到了不死之身。雖然他有不死之身，

可是他還是不能見到嫦娥，他十分懊惱，但還是只能思念她。 
 

后羿等了等，他心碎了，他想：要是我能和嫦娥在一起就好了！

突然，一個月餅「飛」到他的手上，他又心想：難道是嫦娥做的？ 
 

他不假思索地吃下了月餅，后羿竟飛上月宮了！最後，他倆又

在一起生活了！ 
 

5B 鍾佩錡 

在月宮裏，玉兔們正在製作月餅，但是做月餅的饀料不見了。

玉兔們到處尋找，都找不到。此時，一邊的哮天犬卻津津有味地吃

着偷來的餡料，邊吃邊喃喃道：「這東西真好吃，到底是甚麼做

的？」 

 

這時，一隻玉兔路過哮天犬那裏，但牠仔細地看，發現哮天犬

吃的正是丟失的餡料。沒辦法的他們只能用堅果代替餡料。當月餅

被端上來的時候，玉皇大帝説：「這月餅怎麼跟去年的不一樣？不

過，這比去年的還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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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陳鈺珺 

    從前，有一隻年獸，每逢白天都會襲擊村莊，令村民辛苦種植

的農作物失收，甚至連牲畜被牠吃光。只要到晚上，牠就會消失得

無影無蹤。 

 

    直至有一位女子造訪村莊，她詢問村長過後，得知是年獸所為，

博學的她知道年獸害怕又圓又黃的東西，告訴村民製作燈籠和月餅。 

 

    經過村民的佈置後，全村都掛着燈籠，大家都在吃着月餅。至

此之後，年獸就沒有出現了，而這一天便是農曆八月十五日，那個

好的名字是嫦娥，人們便把那天定為「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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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謝晴心 

從前，有對夫婦，生活十分貧窮，於是就經營起一間餅店，並

將他們全部財產購買了一些材料。開始經營時，生意也不錯，但後

來因為附近也開了幾間餅店，於是漸漸有越來越多的餅買不出去。 

 

對於此問題，夫婦兩人真的煩惱極了。一天，聰明的妻子靈機

一觸，想到了一個好辦法，説：「就快到中秋節了，不如做一些關

於中秋節的餅，就叫『月餅』！」 

 

到了中秋節，人們看見包着豆沙，鹹蛋黃等食料的餅，都覺得

很有趣，於是紛紛買下來。從此，夫婦的生意又興隆了。 

 

6A 莊佳欣 

自從嫦娥上了月宮後，后羿又在繼續作惡。嫦娥覺得要懲罰后

羿，所以叫玉兔拿一粒仙丹給后羿。后羿吃了之後，就上了月宮。

他看到月兔，問：「為甚麼我會在這裏？」玉兔回答：「你現在身處

在月宮的桂樹，你要砍下這棵樹，才可以離開這裏。」后羿砍又砍，

也砍不到。嫦娥有些同情后羿，因為后羿始終是她的丈夫，就叫玉

兔讓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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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陳浩霆 

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日，這是一年間，被稱為「中秋」。我十

分喜愛吃月餅，所以每天都吃很多月餅。這一天，我吃了很多月餅，

然後就去刷牙，再去睡覺。我睡得津津有味的時候，肚子忽然感到

一陣劇痛，勉強睡了下去。 

 

在夢裏，我看到了很多月餅，我迫不及待地想跑過去把它吃了，

但是看見它們比我高大得多，它們生氣地説：「你為甚麼要把我們

吃掉？」然後，它們一邊追着我，一邊説你為甚麼要將我吃掉……

最後，我從睡夢中嚇醒了，以後我會吃少點月餅。 
 
 

6B 黃思遠 

有一隻小雞，牠出生在實驗室裏。小雞很聰明，牠能夠跟人類

説話。牠有一個夢想，想登上月球參觀。科學家正好想讓牠和一名

宇航員去月球進行實驗，小雞自告奮勇地參加這個任務。 

 

到了月球，小雞很興奮，牠想自己參觀一下月球。可是，牠發

現了一個很壯觀的宮殿，牠很好奇，於是便進去了。 

 

牠看見了很多月桂樹，牠還跟玉兔們成了朋友，牠和玉兔們度

過了一個美好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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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魏語嫣 

有一天晚上，月亮潔白而明亮，大家都覺得賞心悅目。突然，

月亮從天而降，打到了水面上，那個月亮變得越來越小，變成了一

個個小餅子，味道也不錯，所以大家都稱牠為「月餅」。 
 

之後，那些小月餅又飛上了天，變成了又大又圓的月亮，因此

大家會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比之前的晚上熱鬧多了。隨著時代

的變化，也有了燈籠、燈謎等。 
 

因為那時候是秋天，所以這一天就是八月十五日的「中秋節」。 
 

6B 王馨盈 

每當中秋節，古人都有優良的習俗，時至今日，我們也流傳着

不同的傳統習俗。傳説，有一天明月懸掛在夜空，那晚的天空格外

漆黑，月亮又大又圓，十分明亮，與平日格格不入。 
 
 

而當晚的月光十分有穿透力，透着不凡之光，民間謠言：「月

亮上住着一位小兔子，十分愛吃月餅，但牠十分自律，便定在每年

九月十日吃月餅，而當天也定為牠的生日，點着台燈賞花和吃月餅。 
 

此外，古人覺得是台燈發出的月光從黑暗照亮世界，便出現一

些傳統習俗：每當中秋節時，人們便會借月亮賞花，在月亮下吃月

餅，並認為被月光曬到的人便有好運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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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葉婷婷 

秋高氣爽的日子裏，我們又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八月十五中秋節。

爸爸從冰箱裏拿出一盒冰皮榴槤月餅，然後說：「吃月餅啦！吃月

餅啦！」我和媽媽爭先恐後的從房間裏跑出來，蓋子掀開那一刻榴

槤月餅香味四溢，一口下去柔軟香滑且甜而不膩。 

 

我們一家坐在陽臺上邊品嘗各種美味食品邊賞月，媽媽給我出

了個謎語：「八月十五的月亮」(打一成語)。」我得意一笑回答媽

媽：「答案是『正大光明』。」。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圓，如水的月光

照亮了深藍色的夜空，像是給大地披上了一件輕柔的銀紗；有時又

像是一個稚氣的娃娃，一會躲進雲層，一會跳上樹梢。 

 

中秋節是一家人團圓歡聚的日子，今年的中秋節，真讓我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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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學生作品 

1A_趙晞桐 

 
 

1A_黃溢希 

 
2B_李瑞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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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_蘇啟睿 

 

 
4A_陳子涵 

 

 
4A_吳月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