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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最喜愛的季節
姓名：黃霨心  年級：五年級

學校：聖公會靈愛小學

寫
景

自
然
風
景

我最喜愛的季節是春天。美麗的春

姑娘來了，一陣風吹過，小草探出了腦

袋，大樹也悄悄長出了嫩芽……所有的植

物和動物都慢慢甦醒了。

我走在充滿生機的小道上。春天的陽

光格外明媚，春姑娘展開了笑臉，太陽紅

紅的光束照過來，輕輕地撫摸我，像母親

雙手温暖而温柔。微風拂過，平靜的水面

翻起粼粼波紋。聽！小鳥嘰嘰喳喳的聲

音既清脆悅耳又娓娓動聽，讓人留下難忘

的印象。突然陣陣的花香隨風飄送，看！

那邊大片的花海五顏六色，有清新的綠

色、有温柔的藍色、有熱情的紅色，還有

可愛的黃色。

				不僅如此，在春天野餐是最能感受

到大自然帶給我們的生氣。上星期五，我

和家人去野餐。那天是陰天，很清涼，我

們去了人煙稀少的地方。爸爸擺好了野餐

布，我們坐在上面望着天空。爸爸說起了

他小時候的故事：「那天我……」爸爸說

開首（第 1 段）：用擬人法描

寫最喜愛的春天。

擬人 ／對比：把春天和植

物比擬為人，並以小草和大

樹作對比，帶出大大小小的

植物都因春天而慢慢甦醒，

令擬人效果更鮮明，更能看

見春天的特徵。

正文（第 2 段）：描寫春天小

道上的景色。

呼告：在描寫景物時突然

改變語氣，想像與讀者一同

走在春天小道，以說話的方

式呼喊，呈現鳥語的難忘及

花香的突然。

正文（第 3 段）：描寫春天野

餐的情況。

升級貼士

段落中的內容要符合段旨，

而段旨則要符合全文主題及

主旨。例如描寫野餐的過程

中需要透過更多與大自然相

關的描述，以呈現春天野餐

如何感受大自然生氣。

完，媽媽則說和爸爸相遇的事。相遇的事

他們雖然說過很多次，不過不知道為甚麼

在大自然聽的故事會變得那麼動聽。突然

傳來了「咕……」的聲音，原來是爸爸的

肚子。看了一下時間也該吃午餐了，媽媽

拿出香噴噴的美食，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歡樂的時光過得很快，我們收拾東西

回家了，爸媽答應下次還會帶我來玩。

我喜愛春天的春姑娘；也喜愛春天

的小道；更喜愛和爸媽一起在春日野餐。

正文（第 4 段）：交代野餐

結束。

總結（第 5 段）：層 層 推

進，抒發對春天的喜愛。

層遞：按遞升的規則，

由淺到深，表達自己對春

天相關事物的喜愛，使總

結段引人入勝，令讀者更

理解全文的組織結構，一

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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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景

自
然
風
景

好詞補給 

甦醒 花海 清涼 清新的 温柔的

熱情的 格外明媚 輕風拂過 粼粼波紋 嘰嘰喳喳

清脆悅耳 娓娓動聽 隨風飄送 人煙稀少 津津有味

好句補給 

關於鳥語花香的句子

	 聽！小鳥嘰嘰喳喳的聲音既清脆悅耳又娓娓動聽，讓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突然陣陣的花香隨風飄送，看！那邊一大片的花海五顏六色，有清新的

綠色、有温柔的藍色、熱情的紅色，還有可愛的黃色。

	 看一花一草一鳥一獸，學一吸一呼一輕一鬆。

小 筆

你會怎樣描寫在春天野餐的畫面？

 作提示

先從「野餐」展開聯想，想起「野餐」會想起甚麼？將想像到的事物全部寫在白紙上，

然後從中挑選或調整出適合「春天」出現的材料，按照合適的順序描寫出來。

開首

小道
賞景

感受

聽爸媽說故事

春天

野餐

動植物甦醒

最愛春天

下次再來

人煙稀少

陽光

微風

鳥語

花海

校長  評校長 

作者在首段以描寫春天到來、萬物甦

醒喚起讀者的注意，繼而寫出在小道上感

受「春天的陽光格外明媚」，「微風拂過，平

靜的水面翻起粼粼波紋」，「小鳥歌聲清脆

悅耳」，「花香隨風飄送」，都寫得不錯。

最後透過描寫春日野餐過程，道出對

春天的喜愛，也寫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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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雨

	 暮春時至，為我一身春服披上雨衣。閉上雙眼，我能聽見雨水滋潤春麥

的聲音。喝一口春茶，我能嗅到春風在雨中送來淡淡檸檬香，十分清新。

27	森林探祕

	 野貓和狐狸在草叢之間追逐嬉戲，不時發出沙沙聲響。我好像感覺到牠

們的邀請，於是跟牠們跑，跑進了煙霞之中。我嘗試撥開迷霧，手指剛

伸進去馬上濕透。跟上去後，看到牠們四周有顏色鮮艷的果實簌簌落

地，與牠們的毛色和遍地的七彩蘑菇妝點土壤，周圍都沾滿酸酸甜甜的

香氣，而旁邊的石碑以神祕的符號提醒「請勿食用」。我也提醒野貓和狐

狸請勿食用，牠們似懂非懂，以眼神向對方投訴後，為我咬來了幾朵落

花，又跑到一旁把花蕊舔開，演唱起高音而旋律錯落有致的狸貓曲，後

來這首曲成為了我們一家的營歌。

28	春季的郊野

	 天空：如春雨的天空出現如冬雪的浮雲，淡煙之中幾乎不能看清全貌。

雖然春日的藍天多是模模糊糊的，雲霧卻能遮擋如夏天炎熱的日光，也

不似秋冬般叫人皮膚乾燥，抬頭看多久眼睛也不覺刺痛，反倒濕潤。

	 草地：我喜歡春雨後剪過草的香氣，有點像在春天吃九條葱的味道。躺

在草地上，春草微濕，輾轉反側時會聽到好像初生嬰兒的叫喊，讓後背

也濕濕的、刺刺的，好像在春水中浮	 	一樣。

29	春天隨想曲

	 從高處鳥瞰，馬上可見樓下五彩繽紛的花朵聚集，像彩畫。花朵背後，

樹木茂盛，片片綠油油的樹葉映入眼簾。整個公園空無一人，十分寧靜；

往日卻總是人山人海，熱熱鬧鬧。

30	我最喜愛的季節

	 春風散春霧，爸爸在春泥上擺野餐布，我們坐而賞櫻。爸媽說起他們的

青春故事，故事如花瓣散落耳邊，滋養土壤，開下一個櫻花季。看時間

也該吃午餐，媽媽拿出香噴噴的烤春菇及蒸春卷，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