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2                        三望  李政南 
 

給叔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 

        

你好嗎？生活快樂嗎？我很想念你。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上星期三，我在班際話劇比賽

中獲得「最佳演員獎」。在比賽中，我們班演出《小紅帽》。 

我扮演大灰狼，我很用心演出，把凶殘的大灰狼展現在舞

臺上，同學們都稱讚我。 

        

當宣佈我獲得「最佳演員獎」時， 我感到十分開心。

從這個比賽中，我學到成功是要付出的，這世上沒有不勞

而獲的事。我希望日後可以扮演更多角色，獲得更多獎項。 

     

盼望收到你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 

                                  侄女 

                                     子珊敬上 

                                         十二月一日

 

 



 

 

21-22                                 三望 林展愚 

參觀香港动植物公園 

星期天上午，爸爸帶我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

那天晴空萬里，天朗氣清，真是一個參觀的好日子。  

 

首先，我們到了花圃。在那裏，我看到紅彤彤的

玫瑰、雪白的百合花、紫色的蘭花……這兒的花真的

很香啊！我還聽到幾隻小蜜蜂飛來飛去發出嗡嗡嗡

的聲音呢！最吸引我的是一株蝴蝶蘭，它是紫色的，

體態優雅，好像在翩翩起舞的花蝴蝶。 

  

離開花圃，我們到了獸籠。那裏有不同的動物，

例如敏捷的狐獴、淘氣的松鼠猴、健壯的婆羅洲猩猩，

牠們有的在吃樹葉，有的在盪來盪去，有的在跟同伴

玩耍。最吸引我的是一隻白面僧面猴，首次看到牠蒼

白的面孔時，真嚇了我一跳！牠有着厚厚的皮毛，全

身黑白，喜歡趴在地上，像一個趴在地上的小偷。我

還聽到牠「呀呀呀」的叫聲呢！  

 

後來，我還參觀了爬蟲館、溫室和雀籠。經過這

天，我學會了很多關於動物的知識，還感受到大自然

的奇妙呢！我希望下次來的時候能看到更多品種的

動植物。 



 

21-22                                    三誠  李彥彤 

記一次做運動經過和感受 
 

星期五放學後， 我立刻跑到我家附近的足球場，因為我約了小

美、明明和詩詠一起踢足球。 

到了足球場， 我看見他們，我向他們揮手說:「你們佷準時啊!」

我們先做熱身運動，然後小美就說﹕「不如我們來一場比賽吧!」大

家都說好。明明和詩泳組成一組，小美和我一組。明明指着我說﹕「我

做守門員，你也做守門員，好嗎?」我說﹕「好！」我們就開始比賽

了。  

足球比賽開始了，小美像箭一樣衝過去把球搶過來，不過，明明

也跑得很快，不久，他就追上了小美，還把球搶過來，然後把球射向

龍門，入了一球。小美不服氣地說：「我們再來一局。」明明說：「好

啊！三，二，一，要開始了！」第二局足球比賽開始了，我把足球搶

過來，我衝向龍門，但是詩泳擋住了我，我躲開了她，然後衝向龍門，

再把球踢過去，球射入了龍門。「我們贏了！」我和小美開心地叫起

來。 「天已經黑了，我們下次再玩吧。」我說。我們玩得氣喘吁吁，

很開心呢！ 

經過這次，我明白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我希望有機會大家再一起

玩! 

 



21-22                      三信 尹嘉熙 

記一次做運動的經過和感受 

星期五早上，爸爸放假，他帶我到九龍灣運動場教我打羽

毛球。我感到很興奮。 

到達運動場後，爸爸先教我如何發球、拍球和接球的姿勢，

聽完他的講解後，我便迫不及待地拿起羽毛球拍和羽毛球向爸

爸發球。可是，無論我怎麼瞄準羽毛球，它就是不聽我的話，

總是掉到地上。我感到很失望，心想：原來打羽毛球那麼困難，

我還是放棄吧！ 

這時，爸爸摸摸我的頭，對我説：「你不要放棄，只要多練

習，一定會成功的。」接着，爸爸再次向我示範發球姿勢和技

巧。看完後，我便認真地模仿，再向爸爸發球。 

經過半小時的努力，我終於成功發出了幾個球，又可以簡

單地與爸爸對打，我感到歡天喜地。雖然今天非常累，但我終

於學會了打羽毛球。 

從這件事中，我學會了遇到困難的事不要輕易放棄，必須

克服困難，才會取得成功。 



21-22                            三信 趙敏娸 

 

生病記 

昨天，我和朋友一起踢足球回家後，我看到卓子上

有幾件蛋糕，我想：蛋糕一定十分美味，就立刻拿起蛋

糕吃。 

就在這時，媽媽說：「你清洗了雙手才可以吃，如果

不清洗手，你就會連細菌吃掉肚裏。」我就說：「我那麼

強壯，不會有事的。」 

吃完之後，我便去看電視，忽然感到肚子疼，我捂

着肚子，痛得面青唇白。然後我就大叫：「我肚子很疼啊！」

媽媽看到了就說：「我帶你去診所看病。」 

到了診所，醫生提醒我說：「你以後要洗完手才吃東

西，不然就會好易患上腸胃炎了。」我低聲地說：「我知

道錯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我們要洗完手，才能吃東西，

身體才會健康。 

 



21-22                                  三信 劉力邦  

我的同學 

他有一頭烏黑的頭髮，一張瓜子臉上是一雙炯炯有

神的眼睛，在高高的鼻子下是一張大嘴巴。他是誰？他

是我的好同學，名叫余清風。 

余清風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如果同學有需要，他

一定會主動幫忙，同學不會做功課，他便教導他怎樣做。

在家中也會主動幫忙做家務。 

記得有一次，我忘記了中文默書的日子，當天才發

現，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看到我如此焦急，便在

第一個小息時熱心地幫我溫習。首先，他先教我怎樣記

住詞語，然後再教我記熟課文的重點。最後，我的默書

分數是八十分呢！我非常開心，我很感激他，如果沒有

他，我這次肯定不及格了！ 

清風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好孩子，他是我的榜樣，我

要好好向他學習。 

 



21-22                      三信 劉晞彤 

遊香港動植物公園 

星期天，爸爸媽媽帶我們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 

首先，我們到了溫室。在那裏，我看到溫室裏有不同的植

物，包括有玫瑰、紅金銀花、繡球花等，全都珍貴而罕有。最

吸引我的是季節期間限定的繡球花等，它由小花密集成像球的

形狀，有白色，藍色及粉紅色，顏色鮮艷美麗， 十分吸引。 

離開溫室，我們到了獸籠。在那裏我看到籠舍是全封閉的，

籠頂特別製作了許多交錯的斜樑，模仿茂密樹林的環境。最吸

引我的是環尾狐猴，他們借助網壁上下翻飛，身體靈活擺動，

樣子十分可愛。 

後來，我還參觀了雀籠、爬蟲館和花圃。經過這天，我可

以近距離接觸不同的動物，令我大開眼界，玩得非常開心。我

希望下次可以接觸更多不同動物。 

下午三時，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經過這天，我

學習了很多動物名稱和植物知識，我希望下次再來參觀。 



21-22                            三信 鄭宸遠 

生病記 

昨天，弟弟參加足球訓練班後，感到肚子餓極了，

他看見桌子上的蛋糕，便立刻伸手拿蛋糕吃。 

       就在這時，媽媽走過來說：「不要吃！你還沒有洗手

啊！」弟弟卻很自信地說：「我的身體強壯得很，不會

有事的。」 

到了黃昏，弟弟感到肚子痛極了，便立刻大叫：「媽

媽，我肚子好痛啊！」媽媽聽到了弟弟的呼喊，便立刻

跑了過來。她看到弟弟面青唇白地捂着肚子，媽媽感到

十分焦急，便立刻帶弟弟到診所看病。 

到了診所，醫生檢查後說：「你可能是吃了一些不乾

淨的食物引發的腸胃炎。我給你開三天的藥，記得多休

息，和多喝水。以後要記得先洗手再進食。」弟弟聽了，

他感到十分慚愧。 

經過這件事後，弟弟明白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的重要

性。 



21-22                                                                   三真  黃思杰 

記一次做運動經過和感受 
星期六早上，爸爸帶我到江濱公園騎自行車。我既緊張又興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騎自行車。  

到了江濱公園，我看見有些人跑步，有些人下棋，有些人嬉戲。我和爸爸先把自行車推到單車

徑，然後我就穿上防護帽和護膝。 

到達單車徑後，爸爸先給我講解騎自行車的注意事項，聽完他的講解後，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試

一試這輛自行車。我坐上自行車座，手握着車龍頭，左腳用力一蹬，自行車便將一顆子彈似的衝向

前方。我感到害怕極了，我大叫：「爸爸，快救我！」爸爸飛快地跑過來，幫我扶穏單車。爸爸看

見我驚慌的樣子，拍拍我的背，對我說：「騎單車不能心急，要循序漸進，一定要保持平衡，眼望

前方。」說完他向我示範了正確的騎車姿勢。看完後，我再次坐上自行車，右腳慢慢向前蹬，車緩

緩起動了，我手緊握着車頭，車子沒有像剛才那樣搖搖晃晃，平穩前進。我感到很興奮，心想：爸

爸說太對了，原來騎自行車沒有想像中的困難。我開始變得自信了。  

經過不斷重複的練習，雖然在轉彎時雙手還是有點搖擺不定，雙腳還會落地，但相比第一次我

已進步了不少，我很感謝爸爸對我的鼓勵和支持。今天我真的非常開心，我對爸爸說：「爸爸，我

以後要多練習，還要和你一起參加單車賽。」爸爸笑着說：「當然好，很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從這件事中，我學到凡事不能心急和大意，要虛心學習和勤於練習才能把事情做好。我希望下

次騎車越來越熟練，爭取和爸爸一起賽車。 

 



21-22                                 三真 黃思杰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在我五歲生日時，媽媽帶我們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

記得那天，太陽就像一把火，烤得大地一直冒煙。 

 

首先，我們到了雀籠。在那裏，我快步進大門時已聽

到吱吱渣渣的叫聲，大步踏入大門後，我就看到很多不同

種類的雀鳥竹。他們有的三五成群在開會，有的在練習唱

歌，還有的在興致勃勃地發表演講。最吸引我的是粉紅色

的紅鶴。它有細長的它有細長的腿，婀娜的身姿，時不時

彎下脖子，整個頭伸進水裏吸水，可愛極了！ 

 

離開雀籠，我們到了溫室。在那裏，我看到很多鮮艷

的花朵們鬥麗爭妍，它們把最美的一面呈現給遊客看。最

吸引我的是那一盤盤漂亮的蝴蝶蘭，遠遠一看彷彿成裙蝴

蝶棲息在細長的花枝上。我走近觀察，它們每一片扇形的

花瓣很潤滑，那薄薄的花瓣上有細小的紋路，十分獨特，

令我不禁停下來欣賞一會兒。 

 

後來，我還參觀了兒童遊樂場、噴水池和花圃。經

過這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精彩。我希望能再次

到香港動植物公園遊玩。 

 



                               

 

21-22                           三真 黎愷純 

 

記一次做運動的經過及感受 

   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媽媽到我家附近的羽毛球場

打羽毛球。  

到了羽毛球場後，我看見有些人在打羽毛球球 ，

有些人在跑步，有些人在拍球。我和媽媽先做熱身運

動，然後媽媽就把羽毛球拍和羽毛球拿出來。 「不

如我們來一場比賽，好嗎？」我對媽媽說。媽媽說「好

的。」 

第一回合的比賽開始了，媽媽先發球，她把球一

拋，球已在半空中準備降落，我心想：我必定要打中

羽毛球。接着，我猛地一躍，然後又用力一拍 ，我

計劃來了一個扣殺。正當準備使出這招數時，羽毛球

已降落在我身前。我知道這是媽媽最拿手的一招，高

球猛攻。結果媽媽勝出了這球，我感到十分失望。媽

媽對我說﹕「小美，不要灰心。只要你願意努力你一

定能勝出的。」我說﹕「知道了媽媽，謝謝你。」  

直到第二回合的比賽，我居然勝出了這球。我感

到十分興奮。媽媽還稱讚我有進步呢！  

從這件事中，我學到了只要肯努力，沒有事情是

做不到的。  

 



21-22         三望 朱婉騏 

飛蛾來了 

 

 昨天晚上，我們一家人在飯廳吃晚飯。突然，有一隻

飛蛾從窗外飛進了飯廳。 

 

 後來，我們看見飛蛾停留在飯菜上。弟弟看見飛蛾後，

感到驚慌失措。他牢牢地捉緊媽媽的手，並對媽媽說：

「媽媽，牠會咬我嗎？」我嚇得躲在飯桌下，並大叫：

「爸爸！你快點把那隻討厭的飛蛾趕走吧！」我和弟弟像

兩隻受驚的小老鼠，全身發抖，但爸爸媽媽處變不驚，還

安慰我們。 

 

 這時，媽媽安慰弟弟說：「不用怕，爸爸會把牠趕走

的。」我對爸爸說：「爸爸，牠弄髒了飯菜，快把牠打死

吧！」爸爸對我說：「不可以打死牠的，因為我們要尊重

所有生命。雖然不可以打死牠，但我有辦法趕走牠。」於

是，爸爸站起來，先關上燈，再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張紙張

把牠趕出窗外。最後，爸爸把窗戶關上。我和弟弟都鬆了

一口氣，我們開心得跳了起來，大叫道：「太好了！飛蛾

終於被趕走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了原來飛蛾不會攻擊人的，還

要勇敢地面對困難，像爸爸一樣冷靜處事。 



21-22                                   三望 林智恩 

我的同學 

   我有很多同學，而我最要好的同學是毛靜喬。她有一張鵝蛋臉，

一雙亮晶晶的眼睛，一個櫻桃小嘴上是一個小巧的鼻子。她擁有高

挑的身材。 

她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她常常教我做功課。有人欺負我時，

她會保護我。她又會主動幫助老師派發功課，替同學拾地上的東西。 

記得有一次，我在小息的時候做功課，有一道問題我不懂怎樣

做，她看到我苦惱的樣子，就主動走過來問我：「什麼事令你這麽煩

惱？」我不快地說：「我不懂怎樣做這問題？」她用溫柔的聲音跟我

說：「我教你做吧！」她慢慢地跟我講解應該怎樣回答這題問題，我

終於找到答案了，我喜眉笑眼地對她說：「謝謝你。」她和顏悅色的

對我說：「不用客氣，只要你懂怎樣回答，就好了！」 

靜喬樂於助人，值得我學習。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像他一樣，成

為一位樂於助人的人。 



 

21-22                             三望   張子翹 

 

生病記 

今天放學回家後，我看見桌上有四件美味的蛋糕。我太

肚餓了，沒有洗手就伸手去拿，大口大口地吃。 

就在這時，媽媽走過來說：「不要吃，你的手太髒了，

先把手清洗乾淨後才能吃呀！要不，你把細菌也一同吃進肚

子裏，這樣你就會生病的。」我連忙說：「媽媽，不要緊，

你看，我那麼強壯，細菌不能把我打敗的！」說完後，我不

但沒有理會媽媽的勸告，還繼續津津有味地品嘗那美味的蛋

糕。 

黃昏時，我坐在沙發上休息，忽然感到肚子一陣陣劇

痛，心想：我為甚麼會肚子疼呢？我吃錯甚麼東西呢？這時

肚子越來越痛了，我便大喊：「媽媽，我的肚子很痛啊！」

在廚房正在做飯的媽媽聽到我的叫聲，連忙走過來，看到我

面青唇白，大大小小的汗珠從額頭直冒出來，五官扭作一

團，雙手直捂着肚子，非常痛苦的樣子。她焦急地說：「你

怎麼了？一定很痛吧，都怪你平時習慣沒有洗手就拿東西

吃，現在知道錯了吧！」我痛得身子蜷曲，沒有作聲，媽媽

擔心極了，說：「現在我帶你去看病吧。」 

到了診所，醫生聽了我和媽媽講述病情，就細心地幫我

檢查，然後說：「你得了腸胃炎，是因為吃了不潔的食

物。」媽媽也說：「我一直都在提醒你，吃東西前一定要清

洗雙手，你總是不聽，現在後悔了吧。」我慚愧地點了點

頭。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病從口入這個道理，更認識個人衛

生的重要性。從現在開始，我要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做個

講衛生的孩子。 



      

 21-22                                 三望 張子翹 

擊退獵人 

小紅帽、大野狼和祖母一起想辦法對付獵人。  

祖母很快想到辦法：用木棍把牠打暈。大野狼反對說：

「萬一太大力，他就會死；但太細力，他不會暈呀！」這時，

小紅帽想到另一個辦法，她說：「把安眠藥混進飯餸中，他吃

後便會睡着，我們趁機把他捆綁起來。」大家都贊成小紅帽的

建議，於是他們便按着計劃行事。  

到了黃昏，「叮噹！叮噹！」門鐘響了，小紅帽連忙打開

門招呼獵人坐下。獵人很肚餓，大聲說：「快給我擺上飯菜！」

小紅帽立即答應，然後不慌不忙地走進廚房端出晚飯。趁獵人

不留意，她就往飯餸裏加了一些安眠藥。獵人吃飽了，不久就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灰狼拿起一條繩子，把獵人的雙手和雙

腳都牢牢地捆綁起來。獵人醒後，發現自己被綁了起來，抬頭

一看，看見小紅帽、祖母和大野狼，怒瞪着自己。小紅帽對獵

人：「你再欺負別人，就不放過你。」獵人聽後，慚愧地說： 

「我知錯了，求你們放過我吧！請你們原諒我的過錯，好嗎？

我以後不敢欺負別人了！」  

小紅帽說:「好吧！那我們做朋友，好嗎?」獵人聽了，感

到既慚愧又開心，因為自己做了那麼多傷害別人的事，小紅帽

都原諒他，還願意和他做朋友。從此，他們做了好朋友，獵人

也不再欺負別人了。 



     21-22                              三望 陳巧妮 

給叔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 

你好嗎？最近工作忙碌嗎?我很想念你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上星期三，我在班際話劇比賽中獲得「最

佳演員獎」。在比賽中，我們班演出《小紅帽》。在劇中，我扮演主角小

紅帽，我很用心演出，同學們都熱烈鼓掌。 

 

當宣佈我獲得「最佳演員獎」時，我感到十分驚訝，我沒想到自

己可以獲得這個獎項呢！在這個比賽中，我學到成功是要付出的，如

果我不用心練習，就不會獲獎。我希望明年再獲得最佳演員獎。 

 

請代我向叔母問好，盼望收到你的回信。 

祝 

工作愉快 

 

 

 

姪女        

子珊敬上  

十一月十一日 

 



 

 

21-22                              三望 潘諾希 

        星期天中午，我、弟弟和爸爸一起到彩德邨公園踢足

球。  

 

到了彩德邨公園，我看見有些人在談天，有些人坐在

樹陰下乘涼，有些人在玩滑板車。我們先做熱身運動，然

後開始踢足球。在爸爸的悉心教導下，我和弟弟很快就學

會了基本技巧，這是爸爸向我們提議說：「我們來一場比

賽吧！最先把球踢進球門的就是勝利。」我和弟弟都感到

十分興奮，異口同聲地說：「好啊！我們一定不會輸的。」 

 

  一開始，爸爸就把足球搶走了，他帶着足球越來越接

近我球門，我十分緊張。這時弟弟像一隻靈巧的小兔子跑

上前，想追上爸爸。爸爸對我說：「諾希，你不用緊張，

好好享受比賽的樂趣吧！」聽了爸爸的說話後，我不再緊

張，也開始享受比賽的過程。就在爸爸準備要射門的時候，

我剛好趕到把球攔截下來，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跑起來。看

到弟弟站在球門旁向我招手，示意我把足球踢進去，可惜

我的第一次射門撞上球架了，還好弟弟身手敏捷，馬上把

足球再一次傳給我。這次我鼓足了勁，用力一踢，終於成

功把球射進了球門。我和弟弟欣喜若狂，緊緊地抱在一起，

爸爸也誇獎我們做得十分好呢！ 我和弟弟歡欣喜地在球

場上跑來跑去，享受着比賽的勝利，我想這場比賽一定會

成為難忘的回憶。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到了凡事只要肯嘗試就會成功，

我希望以後能繼續提升踢足球的技術，因為我越來越喜歡

踢足球這項運動了。 

 

http://www.zhanggui5.com/doc/20120611/3963.html


 

      

 21-22                                 3愛 何浩銘 

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身材肥胖，有一頭烏黑光亮的頭髮。一張圓臉上 

 

嵌着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鼻子下有一張大嘴巴。他配戴着 

 

一副正方形的眼鏡，給人穩重可靠的感覺。  

 

我的爸爸是一個工作認真的人，他會盡力按時完成工作。 

 

有一次，爸爸生病了，留在家裏休息，但我看見他吃藥後便打 

 

開電腦，不停的在打字，在工作。我就走過去，疑惑地問爸 

 

爸：「為什麼你生病了，還要工作？」爸爸微笑著跟我説「因 

 

為這項目不能等到爸爸病好後才處理，否則就會延誤。」爸爸 

 

生病了，仍擔心工作進度，他真是一個認真的人。 

 

我的爸爸工作認真和可靠，很值得我佩服和學習呢！我希 

 

望將來長大了可以和爸爸一樣，給人工作認真和可靠的印象。 

 

 



21-22                               三愛 劉鎰僖 

生病記 

    放學後，胖胖踢完足球回家。他把書包丟到沙發上，看見

桌上的蛋糕，心想：蛋糕一定十分美味。他手也沒洗便立即拿

蛋糕來吃。 

    就在這時，媽媽恰巧走過，看到胖胖沒有洗手就吃蛋糕，

立即對胖胖說：「你怎麼沒有洗手就進食呢？這會肚子痛的！」

胖胖舉行強壯的手臂，說：「我那麼強壯，不會肚子痛的。」

他不理會媽媽的忠告，繼續享用香噴噴的蛋糕。 

    到了晚上，胖胖突然面青唇白，一臉痛苦地說：「媽媽，

救命啊！我的肚子很痛啊！」媽媽立即跑過來，焦急地說：「快

走吧，我帶你去看病吧。」 

    到了醫院，醫生檢查後說：「你是因為吃了不潔的食物才

得了腸胃炎的，記得以後要先洗手，後進食。」胖胖點點頭，

低聲回答道：「知道了。」 

    經過這次事件後，胖胖明白到要先洗手，後進食。 



21-22                                  三愛 黎俊祺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星期六，媽媽帶我和哥哥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

當天天朗氣清，陽光普照，是一個適合參觀的好日子。 

首先，我們到了溫室。在那裹，我看到不同的植物，

有鳳梨花、玫瑰、蝴蝶蘭、炮杖花……色彩繽紛，令人

目不暇給。最吸引我的是蝴蝶蘭，它們像一隻隻蝴蝶在

花間翩翩起舞。這兒的花真美麗啊! 各朵鮮花散發陣陣

幽香，清香撲鼻，讓人心曠神怡。 

離開溫室，我們到了雀籠。那裹有不同的雀鳥，例

如有丹頂鶴、黑臉琵鷺、紅披肩，有的在飛來飛去，有

的在吃東西，有的在休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美洲紅

鸛，牠全身長滿紅色的羽毛，十分鮮豔奪目。他們常成

群結隊，咕咕地叫，宛如我肚餓時發出的聲音一樣，十

分有趣。 

後來，我還參觀了花圃、爬蟲館和獸籠。經過這天，

我認識到不同動物的習性。我感到很高興，因為看見很

多不同種類的動植物。我希望下次可以再接觸更多不同

的動物。 



   
 
 
 
 

21-22                     3 愛  賴映潼 

 

我的同學 

 
我有很多同學，而跟我最要好的同學是黃苡喬。她有 

一頭短髮，一張鵝蛋臉上嵌著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在扁 

平的鼻樑下是一張小嘴巴。 

 

她是一個有愛心的人。每天都會協助老師派發功課。 

看見同學不開心，她會安慰他。她也會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路口看見一隻小貓，牠又瘦又 

弱。黃苡喬立刻說：「小貓真可憐！我們收留牠吧。」 

我就反對說：「牠可能有病呀？我們不適宜飼養牠。」 

黃苡喬毫不猶豫地帶小貓回到自己的家，還餵牠吃了一 

些食物。一星期後，小貓健健康康的。黃苡喬說：「只 

要有愛心和耐性，就可以讓小動物回復健康。」 

 

黃苡喬是很有愛心的孩子是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21-22                              三愛 陳雅翹 

給叔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 

你好嗎？最近身體好嗎？ 

上星期五，我在班際話劇比賽中獲得「最佳演員獎」。在比賽中，

我們班演出《小紅帽》。在劇中，我扮演凶惡的大灰狼。我吃掉小紅帽

的外祖母那一幕，大家都稱讚我演得很逼真，給予很多掌聲。 

當宣佈我獲得「最佳演員獎」時，我感到很開心。從這個比賽中，

我學會了勇敢，我不再害怕站在台上表演。我希望自己的演技越來越

有進步，下次的比賽仍能獲獎。 

請你代我向叔母問好，盼望收到您的回信！  

祝 

工作愉快 

 

 

 

姪女        

子珊敬上  

十二月二日 



21-22                                                     三誠 余煒培 

我的同學 

她有一頭烏黑光亮的頭髮，一張鵝蛋臉上嵌着是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在挺直的鼻

子下是一張櫻桃小嘴。猜猜她是誰?她是我最好的同學，名叫陳雅琪。 

陳雅琪為人勤奮好學。她成績經常名列前茅，老師提問時她一定會積極回答問題， 

而且每次的答案都是正確的。她完成功課後，就會馬上溫習。 

記得有一次小息時，陳雅琪勤奮地溫習考試內容，我們對她說﹕「快來玩啊!」陳

雅琪說﹕「你們去玩吧，我還要溫習呢。」我心想﹕不玩就算了，那麼早溫習做甚麼

呢?去叫林禮彥和呂柏賢玩吧!過了一星期，考試到了，陳雅琪因為常常溫習而獲得了

一百分，而我只獲得七十分，我感到十分羞愧! 

我的同學陳雅琪為人勤奮好學，努力學習，真是我學習的好榜樣!我希望我也能像

陳雅琪一樣成為一個勤奮好學的優良學生。 



21-22                              三誠 余煒培 

給瑪音的信 

 

親愛的瑪音： 

你好嗎？你這位厲害的「白斑狗魚船長」。請不要再

生氣了。我很想念你。 

對不起!我在你和迦堂來我家作客時，我對你做了很

多過分的事：把藍蒼蠅放進餡餅讓你吃，說你是個愛哭

鬼，又留下你獨自一個自己和安娜姨媽剝豆莢; 你比劍

輸了，還說要把你扔到海裏餵鯊魚，也取笑你的釣魚能

力。我在此向你說一聲﹕「對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你下次來我家玩時，我一定要和你玩。我學會尊重

你，不會再使喚你。到時我會買一份禮物送給你，以表

示我的誠意。 

請代我向姨母問好，等待你的回信。 

祝你 

身體健康！ 

表哥 

安拓上 

六月二十七日 



 

21-22                                              三誠 高子雅 

我的同學 

我有很多同學，我最好的同學是高志恒。他有一頭烏黑的短髮，一張瓜子臉上是

一雙明亮的眼睛，在高高的鼻子下是一張大嘴巴，還有一個小小的耳朵。 

高志恒為人勇敢。當他看到別人被欺負，會主動保護別人。當他遇到困難時，也

會勇於面對。 

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到公園玩耍時，突然我被一個陌生人欺負，我喊﹕「高志

恒!救救我!」我心想﹕他會不會救我呢?高志恒果然挺身而出，對那個人說﹕「不准欺

負我們。」還揮了揮手，把那個人嚇走了。我對他說﹕「謝謝你!你真勇敢!」他說 

「不用客氣!」我覺得有一個經常保護我的同學，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呢! 

    我佩服他這麼勇敢，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希望能像他一樣，成為一個勇敢的人。 

 



  21-22                                     三誠  高子雅 

記一次做運動經過和感受 

 

暑假的一天，我、岑梓僑、李昊軒、爸爸和媽媽一起到海灘游泳。

我們很開心。  

到達了海灘，我看到有的人在海裏游泳，有的人在堆沙，有的人

在曬太陽，有的人吃雪糕，有的人在拾貝殼。我們先找到一個好位罝，

然後開始做熱身運動。過了一會兒，我對岑梓僑、李昊軒說：「不如

我們比賽游泳吧！」他們異口同聲說：「好啊！我一定要贏你的！」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換游泳衣準備下水比賽游泳。  

比賽開始了，我一直遙遙領先，突然，李昊軒說：「我游到很累

了，我不想游了。」我和岑梓僑只好暫停比賽，游到他身旁，對他說：

「加油！很快就到終點了。」他聽了我們說的話，就繼續努力地游到

終點。我們問他：「辛苦嗎？」他說﹕「有點辛苦的，因為很久沒有

練習，所以退步了。」我對他說：「不要緊，堅持到終點就已是很好

的。」比賽結束後，我問他：「你想不想游得比我們快？」李昊軒說：

「想啦！但是怎樣游得比你們快呢？」我回答：「就是平時多練習游

泳就行了。」李昊軒說：「好啊！我下次一定要游得比你快。」  

經過這次，讓我明白做事要堅持到底，只要你平時多練習，就會

有成功的一天。我希望我以後遇到困難時要勇敢面對。 



21-22                              三誠  許子瑤 

生病記 

   

今天踢完足球回家後，我把書包扔到沙發上，就看到桌子上

有四件香噴噴的蛋糕，我沒有洗手，就拿起其中一件蛋糕，大口

大口吃起來。 

當我正在吃蛋糕時，媽媽走過來，對我說：「你沒有洗手，

不要吃東西，不然就會肚子疼的。」我舉起手臂說：「我這麼強

壯，不會有事的。」於是，我就大口大口地吃蛋糕。 

到了晚上，媽媽看見我捂着肚子，滿頭大汗，就連忙跑過來，

對我說：「你怎麼了？是不是剛才吃東西沒有洗手，才肚子疼呢？」

然後一邊罵，我一邊扶我去看醫生。 

到了醫院後，醫生告訴我和媽媽因為我吃了不潔的食物，所

以患上了腸胃炎，就開了一些藥給我。臨走的時候，醫生對我說：

「你以後進食任何食物前，記得一定要先洗手。」我慚愧地低下

頭說：「知道了，謝謝醫生！」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進食前要先洗手的重

要性。 

  

 

 

 



 

21-22                                    黃謙信                                                            

我的同學 

 

我有很多同學，而我最好的同學是高志恆。 

高志恆為人勤奮，每當老師派默書時，他都會提前 

兩星期溫習默書。上課時，他會積極回答問題，假期時，

他常常辛勤地溫習功課。 

記得有一次，老師對我說：「假期後我們會默書！」同

學們都很驚慌，但高志恆卻鎮定，因為他提前兩星期 

就在圖書館努力地溫習，就算有同學叫他一起玩耍， 

但他都不會理會，仍努力地溫習。派默書簿後，全班只 

只有他中取得滿分。我問他取得高分的秘訣時，他對 

我說﹕「因為我常常在圖書館溫習，所以才會取得 

好成績。」 

高志恆為人勤奮，是我值得學習的對象，我希望 

可以像他一樣成為一個勤奮好學的人。 



21-22                                三誠 廖芍淘 

故事續寫  撃退獵人 
 

 小紅帽、大野狼和祖母一起想辦法對付獵人。 

 大野狼先想出一個方法，大野狼說：「我們拿玩具槍嚇他，就行嗎?」

小紅帽馬上提出反對，說：「不行，獵人有真槍，不會害怕玩具槍的。」

這時，祖母想到了另外一個辧法，叫獵人吃辣椒，他便會被「辣死」。

小紅帽又提出反對，說：「不行，吃辣椒是不會死的。何況他也不會吃

辣椒的!」小紅帽靈機一動，想到一個辦法，她說：「我們可以在門前

挖一個洞，然後把水倒進洞裏，再把草放在水面上，讓他跌進陷阱裏

就可以。」祖母和大野狼都覺得這個辦法非常好，贊成小紅帽的建議，

於是他們按着計劃行事。 

 到了晚上，獵人正想走進祖母家的時候，突然，一不小心就跌進小

紅帽他們設的陷阱裏。他哭着說：「救命啊!救命啊!」小紅帽他們在洞

上責罵獵人，說﹕「你現在害怕了嗎?你知道欺負別人是不對的嗎?為

了懲罰你，你今天只能吃我、大野狼和祖母吃剩的飯菜。你悔改嗎?」

獵人後悔地說：「我知錯了，求你們放過我吧！」於是，他們便放了獵

人。 

最後，獵人只好吃小紅帽他們的剩飯，雖然吃不飽，但這是他欺

負別人的下場。從此以後，獵人再也不會欺負別人了。 



 21-22                       三誠 練凱琪 

給叔叔的信 

 

親愛的叔叔: 

你好嗎？我很想念你，您最近生活好嗎？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昨天在班際話劇比

賽中榮獲「最佳演員獎」。我演出的劇目是《美

人魚》。在劇中，我扮演《美人魚》。我表現得很

好，大家都稱讚我演得很出色！ 

當宣佈「最佳演員獎」時，我的心跳得很

快，就像要跳出來了！當我得知自己獲得「最佳

演員獎」時，我感到很開心。從比賽中，我明白

到只要努力，便有好成績的道理！我希望明年會

做得比今年更好！ 

期待你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 

姪女        

子珊敬上  

十一月三日 



21-22                                三誠 陳雅琪 
 

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中等身材，還有一點肥胖。她有一頭烏黑

光亮的頭髮，圓圓的臉上嵌着一雙大大的眼睛，小巧的

鼻子下是一張大大的嘴巴，鼻樑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

臉上總帶着笑容。 

我的媽媽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她在街上遇到有需

要的人，都會很熱心地幫助他們。記得有一次，我和媽

媽到超級市場買東西，我們看見有一個婆婆拿不到放在

高處的橙汁，旁邊的顧客也看見了，但卻視若無睹，只

有媽媽毫不猶豫，立刻走過去對婆婆說：「我幫你拿下來

吧！」話音剛落，媽媽便舉手把那罐橙汁拿下來交給婆

婆。那個婆婆開心地對媽媽說：「謝謝你！」媽媽說：「不

用客氣，只是舉手之勞!」  

我欣賞她樂於助人的性格，我會以媽媽為榜樣，學

會多幫助別人。 

 

 



21-22        三真 黎愷純 

看圖寫作 ─ 飛蛾來了 

 星期五晚上，我們一家人坐在飯廳裏吃晚飯，突然，

我看見有一隻飛蛾從窗外飛進屋裏。 

 

後來，那隻飛蛾停留在一碟菜上，姐姐看見飛蛾後，

她嚇得連忙跑到房間裏，她說：「那是一隻令人害怕的飛

蛾呢！」我嚇得左手在顫抖，右手搭着媽媽的手，說：

「這是什麼？牠會咬我嗎？」我們像兩隻受驚的兔子，但

爸爸媽媽卻十分鎮定。 

 

這時，媽媽安慰我：「他只是一隻飛蛾，他不會咬人

的，不用害怕。」但是姐姐說：「爸爸快打死牠吧！」爸

爸對我說：「牠也是我生命的，我們不要傷害牠，我想到

一個方法處理牠。」接着，爸爸就起來拿起一張紙巾，把

飛蛾慢慢地帶出窗外。然後，爸爸馬上關上窗。我鬆了一

口氣說：「爸爸，你很厲害啊！」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會了無論甚麼事情，我都要勇敢

面對。 

 



 

21-22                             三誠  莊子柔 

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身材瘦小，有一頭烏黑光亮的短髮，瓜子

臉上嵌着一雙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樑下常常戴着一副

近視眼鏡，他還有一張大嘴巴。 

 

哥哥是一個驕傲的人。他常常自誇，覺得自己是一

個了不起的人。記得有一次，哥哥英文小測拿到一百分，

而我的英文小測只取得合格的成績，當我拿出小測卷給

媽媽看時，哥哥也立刻拿出他那張一百分的試卷給媽媽

看，更得意洋洋得意對我說「：哈哈哈，你的小測只有

合格的成績，我可是拿了一百分呢。」我說：「拿一百分，

有什麼可驕傲的呢!」 我不喜歡哥哥，因為他常常取笑

我。 

 

我不欣賞他驕傲的性格，我要以他為戒，我要成為

一個謙虛的人。 

 



 

21-22        三誠 藍韋驛 

看圖寫作 ─ 飛蛾來了 

 

 星期六晚上，我們一家人在家中飯廳吃晚飯。突然有

一隻飛蛾從窗外飛進來。 

 

 後來，飛蛾在飯菜上飛來飛去。弟弟感到很害怕，他

捉緊了媽媽的手，全身在顫抖，他大喊：「啊！我的天

啊！」我感到驚慌失措。我像箭一般地快速跑回房間。我

說：「爸媽，快救我啊！」我們像兩隻受驚的老鼠，但爸

爸媽媽都表現得很鎮定。 

 

 這時，媽媽安慰我說：「不要害怕！」我對爸爸說：

「你馬上趕走牠。」爸爸對我說：「我現在就趕走牠。」

於是，爸爸站起來，用紙巾按着牠，然後把牠帶到窗戶外，

放了牠，最後把窗戶關上。我和姐姐鬆了一口氣，為爸爸

鼓掌，說：「爸爸，你真厲害！」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了原來飛蛾是不會攻擊人的，

還學會要勇敢地面對困難，像爸爸一樣冷靜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