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四信 何睿祺 

我令媽媽生氣了 

 
上星期天，我做了一件令媽媽非常生氣的事…… 

 

那天，媽媽和妹妹在房間裏睡午覺。我覺得很無聊，於

是，我便走進房間，拿起媽媽的手機來玩。 

 

當我拿着手機在沙發上跳來跳去的時候，突然「啪」的

一聲，手機掉在地上，手機的屏幕裂開了。我心想：糟糕了！

要是被媽媽知道我弄碎了她的手機屏幕，我非要挨打不可了！

於是，我立刻拾起手機，不知所措。這時，我彷彿看到媽媽

像一頭凶狠的獅子怒瞪着我的樣子，我的身子不禁顫抖起

來。 

 

這時，房間的門打開了，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一場暴

風雨即將來臨。媽媽抱着妹妹走出房間，看了看桌子上的手

機，就氣沖沖地說：「這到底是甚麼回事？」「我……我……」

我結結巴巴地說。這時，媽媽漲紅了臉，怒目四顧，像是一

匹被窘逼了的野獸。媽媽的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火冒三

丈地說：「我的天呀！你……到底是怎樣把我的手機弄成這

樣？要是我今天不好好教訓你，下回不知道又給我闖出甚麼

禍來！」媽媽的胸腔充滿了怒氣，像一枚拉斷了引線馬上會

炸響的地雷。她揚起手正想打我的時候，「對……對不起！

我剛才太調皮了，我在沙發上跳來跳去，嗚……嗚……」我

低下頭來，豆大的淚珠一下子湧了出來。媽媽聽到我的道歉

後，頓時心軟了，手慢慢放下。最後，媽媽過來摸了摸我的

頭，並原諒了我。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謹慎，不

可以貪玩。我以後再也不敢亂拿別人的東西玩了。 



20-21                             四信   譚洛晴 

我的筆袋 

  我家有很多不同的日常用品，例如：衣服、背包、廁紙等，而筆

袋就是我每天都會帶回學校的「好幫手」。  

 

  這個筆袋不但設計精美，還是一個限量珍藏版的筆袋。它用珍貴

的皮革製成，色彩鮮豔，十分實用。筆袋上印有一個笑容燦爛的小女

孩圖案，她正捧着一個金燦燦的獎杯。它分別有三層，每層都放了不

同種類的文具。 

 

  筆袋每天都幫助我盛載文具到學校。它的大小適中，長達二十釐

米，就像一本手冊般長。它能夠放進最多七支鉛筆、兩支原子筆、一

塊橡皮和一把長尺子。雖然筆袋裏已經放進了很多文具，不過它還有

額外空間呢！ 

 

  這個筆袋除了空間大外，還有兩個額外功能——計算機和密碼鎖。
在筆袋的上層有一個充滿數字和符號的機器。密碼鎖的功能是可以防

止文具被盜，而計算機的功能是可以計算，避免在計算過程中出錯。 

 

  這個筆袋的密碼鎖操作簡易，你只需要在機器上按密碼的數字或

符號，便可以打開。當你聽到「噹」的一聲，即是代表密碼正確，那

你就可以打開筆袋。如果要用計算機，就要在解鎖之後按「加」的按

鈕。因為這個筆袋有額外的功能，所以筆袋的機器裡有一塊鋰電池。

如果沒有電，便需要用螺絲刀順時針方向轉動鏍絲，然後取出鋰電池

更換。  

  

我很感謝筆袋陪伴我這數年間的學習歷程，它真是我的好幫手，

我會好好愛護這個同甘共苦的良伴！ 



 

 

20-21                                 四信  何明恩 

記一次做家務的經過和感受 

    記得七歲的時候，我第一次幫爸爸用洗衣機洗衣服，

令我非常難忘。 

 

    那時，我閒來無事，便問爸爸有甚麼家務可以幫手做，

爸爸叫我幫他用洗衣機洗衣服。最初，我有點猶豫，因為

我覺得洗衣服很簡單和沉悶，但一想到能幫助爸爸分擔家

務時，我便答應了。 

 

   首先，爸爸教我如何稀釋洗衣液，當我嘗試把洗衣液倒

進盆子時，一不小心便倒入了過多洗衣液。爸爸連忙幫我

倒進多些水來稀釋。我把稀釋了的洗衣液倒進洗衣機時，

又一時大意，把洗衣液倒瀉在地上。我看見地上一灘灘的

積水時，實在是手足無措，心跳個不停，心想：為甚麼我

會這麼粗心大意呢？我真是笨手笨腳！幸好，爸爸並沒有

責罵我，他只是提醒我要小心一點，便迅速地拿用地拖抹

乾了地面的積水。 

 

    當我再次把稀釋的洗衣液倒進洗衣機後，爸爸便教我

怎樣操作洗衣機。我仔細地聆聽着他的講解，小心翼翼地

按下按鈕。聽到洗衣機發出轉動的聲音，我便知道自己做

到了。過了半個小時，衣服終於洗滌完畢，所有的衣服都

洗得乾乾淨淨，我感到很開心，想泡在蜜糖裡一樣，渾身

甜滋滋的。 

 

   

 



 

 

 

 

 

 

接着，爸爸拿起一件衣服，示範用衣夾把衣服夾在衣

架上。我隨即照着做，很快便把所有衣服都夾在衣架上了。

最後，我們把衣服放進乾衣機，終於完成了整個清洗和烘

乾衣服的程序。爸爸笑着對我說：「明恩，謝謝你幫爸爸洗

衣服，雖然剛才有點不小心，但我知道你下次必定可以做

得更好！」 

 

    經過這件事後，我對洗衣機的操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同時也提醒我以後做事要小心，按部就班，做好每件事情。

我體會到平日爸爸和媽媽的工作繁忙，還要照顧我和做家

務，真是一點也不輕鬆呢！ 



20-21                                     四真   温嵐 

海洋公園一日遊 

星期五，老師帶我和同學們到人山人海的海洋公園遊玩。 

 

首先，我們在入口拍了一張大合照。離開繳費處，經過一個

大噴水池，就來到「機動遊戲區」。我們立即向小型「跳樓機」進

發，它的座位好像一隻隻張大嘴巴的青蛙。「青蛙」有很多顏色，

例如：棗紅、碧綠、天藍……而我就選了最愛的寶藍色。坐上座

位後，它緩慢地把我們帶到高處，當到達一定高度後，再一衝而

下，嚇得每個坐在上面的遊人都大叫起來，聲音大得像雷鳴一樣。

經過數次升降後，「跳樓機」把我們帶回地面，我們都覺得十分驚

險、刺激。 

 

離開「機動遊戲區」，向右拐了一個彎，再沿着一條小石路走，

便來到水族館。我們先去看水母，一些小水母既像小蘑菇，又像

一把把小傘。水母原本是透明的，但牠被不同的燈光照射下，變

得色彩繽紛。大水母則像被風吹起長頭髮的女子，又像一位舞蹈

員在翩翩起舞。看見這麼漂亮、新奇的水母，大家都發出「哇―

―」的一聲。之後，我們還看了很多其他動物，例如：海豚、海

獅…… 

 

陽下山了，我們也要離開海洋公園回校了。經過這次遊覧海

洋公園，我欣賞了不同的水母，還體驗了刺激的機動遊戲：「跳樓

機」，希望下次還能到這個令人流連忘返的好地方——海洋公園遊
玩。  



 

20-21                              四真  禤倩婷 

我的編程玩具小汽車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收到了很多生日禮物，例如：玩具

小熊、文具盒……但我最喜歡的生日禮物是奶奶送給我

的――「編程玩具小汽車」。 

 

這架小汽車是黃色的，它的車身上有很多道漂亮的彩虹

圖案。它約長二十厘米，重三十克，十分輕巧。其頂部有一

個小小的開關器。 

 

這輛玩具汽車具有遙遠操控的功能。購買玩具汽車時，

它會附有一個遙控器，只要在遙控器上滑動手指，它便會按

照你滑動的方向行駛，例如：把手指向南方滑動，它便會駛

向南方。 

 

此外，它還有聲控的感應光暗功能。你只要對它說「感

應光暗」，它便會開始感應，並按照不同的光暗度，自動變

換顏色，十分厲害！ 

 

另外，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可以利用太陽能發動呢，

十分環保！ 

 

其實，這輛玩具汽車的操作方法很簡單：首先，開啟「開

關器」，接着，按下遙控器上「重新啟動」的按鈕，之後就

可以開始編程，再按「設定」，便完成路線設定了，它就會

按着不同的路線移動。 

 

這個「編程玩具小汽車」令人愛不釋手，真是我的「好

玩伴」。 

 



20-21                                  四真 龍泳瑤 

我令媽媽生氣了 

 

十月十三日那天，我令媽媽非常生氣…… 

 

    那天，英文老師派發了已經批改好的英文評估，因為我

並沒有認真溫習，所以評估成績非常差。接過英文評估卷的

那刻，我彷彿看見媽媽兇惡的面孔。 

 

回家後，我心想：我可不可以暫時隱瞞評估成績呢？不

可以！如果這樣的話，媽媽會更生氣的。所以我就結結巴巴

地說出評估的分數。媽媽生氣得瞪着我，我不禁打了個哆

嗦。 

 

接着，媽媽生氣得咬緊牙齒，「格格」作聲，她的眼睛

裏閃着一股無法遏制的怒火，好像一頭被激怒了的獅子。她

用手指指着我，説：「為甚麼你的評估成績那麼差？我不是

已經提醒過你，一定要努力溫習嗎？」我當時我並沒有作聲，

因為我怕媽媽會更生氣。但事實並非如此，媽媽的樣子變得

更憤怒，她撅着嘴唇，鼻孔張開，兩頰紅得像杏子，兩眼更

閃着電一樣的光。於是我趕緊説：「對不起，媽媽！我以後

會努力溫習了。」我向媽媽承諾以後一定會努力溫習，考到

好成績，幸好媽媽原諒了我。  

 

經過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後悔。我以後一定要努力溫

習，不再懶惰，希望下次英文評估能拿到更好的成績。 

 



      
20-21                              四真   龍泳瑤 

 

香港迪士尼公園一日遊 

 

復活假期裏，媽媽帶我、弟弟和妹妺一起到香港迪士尼

樂園遊玩。 
 
來到香港迪士尼樂園後，首先，我們經過美國小鎮大街，

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外形像馬戲團帳篷的旋轉木馬，它的設定

非常精緻，四圍有一些閃閃發亮的寶石。木馬的跑姿各有不

同，旋轉時好像一羣受驚的馬在繞著圈奔跑似的。我幻想自

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公主，騎着這些漂亮的木馬，踏上奇妙

旅程。 
 

    離開旋轉木馬後，就看到了一座特別的城堡。城堡很多高
的尖柱，好像一枚枚準備升空的火箭，又像一些高高矮矮的

軍人在靜靜地站崗，感覺非常夢幻和奇妙。相信到了晚上，

當璀璨的煙火出現在星空時，定能把這美麗的城堡映襯得更

美麗，真是令人期待！ 
 
    玩了整個下午，不知不覺皎潔的月亮已高掛在天空中，我
們終於要離去了，真是令人流連忘返！希望能夠再次到香港

迪士尼樂園遊玩，並欣賞樂園美麗的設施和建築。 



20-21                                   四望 林雅雯                                           

我令媽媽生氣了 

 

昨天，我做了一件令媽媽非常生氣的事…… 

 

那天早上，媽媽到了超級市場購買日用品。我因為要在

家完成網上學習和做功課，所以不能跟媽媽外出。媽媽刻意

在出門前叮囑我必須專心做功課，並說回來後會獎勵我。我

心想：今天只有六項功課，我一定能很快完成所有功課，然

後取得媽媽的獎勵。 

 

媽媽外出後，爸爸就在房間裏工作，弟弟在客廳玩耍，

而我完成網上練習後，就立刻做功課。剛開始時，我很專心

地做功課，不消一會兒便完成了第一份功課。後來，我漸漸

分了心，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念頭，我心想：我還有這麼多時

間，一會兒後再做功課吧！於是，我便到客廳和弟弟一起玩

耍了。 

 

當我玩得樂極忘形時，媽媽卻回家了，我這才想起我還

有很多功課還未完成。媽媽看見我和弟弟在客廳玩耍，以為

我已完成功課，便對我說：「你們真乖，讓我獎勵你們。我

請你們吃巧克力吧！」可我聽到後，並沒有勇氣把真相告訴

她。我心想：怎麼辦？我一定會被媽媽狠狠地責罵的。我十

分害怕。我彷彿看見媽媽的眼睛冒着怒火，張開嘴，露出尖

銳的黃牙，好像要把我吃掉似的。我暗自下了一個決定，我

必須盡快偷偷地完成功課。 

 

接着，我便偷偷跑回自己的房間做功課。可是，不管我

怎樣盡力去做，六項功課中卻只是完成了三項。晚上，媽媽

跟我核對功課時，她終於發現了我還沒有完成所有功課。她

感到很生氣，她的臉「吧嗒」一下就沉下來了，怒睜着眼，

眉毛也擰到了一起。媽媽看起來很像暴龍，一副像是要吃人

的樣子。一會兒後，她開始狠狠地「審問」我，她說：「你



 

 

20-21                                 四望    陳澤希 

海洋公園一天遊 

   去年暑假時，我和家人到了海洋公園遊玩，真是令人難忘

呀！ 

 

一走進海洋公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美麗的噴泉。園

內遊覽的人可真不少啊！只見噴泉的外圍站滿了遊人，我們也

迫不及待地走過去了。噴泉的水一會兒變成心形，一會兒變成

一條水柱直衝雲霄，瞬間又變成了成千上萬個分散的小水珠，

從半空中飄了下來，它們比賽着，跳躍着，歡快地躍入地面的

水中。這個景象實在是太美麗了！它就像一個技藝高超的魔術

師在變魔術一樣，連我也忍不住陶醉在這變化多端的噴泉中了。

我想：如果噴泉的變化加上音樂和五彩繽紛的燈光效果，相信

定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心情變好。 

 

離開噴泉後，我們一直向東面走，便到達了熊貓館。我們

在裏面看見了幾隻十分可愛的熊貓。牠的身體胖嘟嘟的，四肢 

很粗壯，最有趣的是牠那特大號的「墨鏡」。我：會不會是因

為熊貓經常熬夜，所以長出了黑眼圈呢！熊貓的毛看起來毛絨

絨的，就像披着一件裘皮大衣似的。牠緊緊地抓着竹子，好像

生怕有人跟牠爭搶。接着，牠左一口，又一口的，津津有味地

吃着竹子，可能是他吃得太「入神」了，我連叫了幾聲，牠也

沒有理睬我。牠吃完竹子後，便用那粗壯的爪子擦了擦嘴巴，

然後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熊貓真是可愛啊！我唯一的遺憾就

是沒有看見剛生下來的熊貓幼崽。 

 

 



 

 

 

 

 

黃昏時，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海洋公園！我們在這裏玩得

十分高興，希望下次能再次到這裏遊玩啊！ 



 

 

20-21                           四望  楊峻熙 

一件令我感到內疚的事 

九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一不小心便弄斷了媽媽的口紅，我感到十分

內疚。 

 

下午，媽媽到超級市場買東西，我和哥哥則留在家

裏。哥哥在房間裏做功課，而我已經完成了所有功課，便

只能在客廳裏發呆。我心想：不如到媽媽的房間裏看看有

沒有好玩的東西吧！ 

 

於是，我走到媽媽的房間裏。我在媽媽的房間裏看到

了一支很漂亮的口紅。我心想：我拿它來當玩具，應該不

會被人發現吧！我拿起口紅，可是，我一不小心手滑了。

「啪」的一聲，我看着碎在一地的口紅。我心想：糟糕

了！為甚麼我會這麼貪玩？早知道我就不應該拿媽媽的口

紅來玩了。如果被媽媽看到，她一定會責罵我。我非常後

悔，懊悔像小蟲子，一點點咬着我的心，使我全身不自

在。我緊張得心跳個不跳個不停，心臟好像要跳出身體外

似的。這時，哥哥跑過來，他看到這樣的情況，說：「這可

是媽媽新買的口紅啊！」我變得更慌張了。媽媽家後知道

這件事後，她生氣得像火山爆發一樣，然後我便向她道

歉。幸好她也原諒了我，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經過這次經歷後，我明白到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清楚後果 

，不能隨意碰別人的物品。我下定決心以後做事要多加小心， 

更不要因一時貪玩而做出令自己內疚的事了。 



20-21                                        四望 楊峻熙 

我的平板電腦 

 

我有很多電子產品，例如：手機、電視等，而我最喜歡的電子

產品是媽媽買給我的平板電腦。 

 

它的機身是黑色的，而它的按鈕是白色的。它重二百克，長十

五厘米。它的機身是由強化塑膠組成，所以它比較堅韌。雖然它只

有黑色和白色，但它對我來說，它已經十分酷了。而且它的外表像

一個小型電視，感覺充滿時代感。 

 

這部平板電腦具有翻譯的功能，無論是問平板電腦裏的智能機

器人或使用應用程式，都可以翻譯文字。它可以翻譯多種語言，例

如：英文、日文、西班文等。你只需要在應用程式商店裏安裝一些

可以翻譯文字的應用程式，例如：有道、百度等便可，十分方便。

安裝該應用程式後，點進應用程式裏，寫出或說出你想查的字，它

就會自動顯示出它的意思。即使沒有字典，善用平板電腦便可以翻

譯文字，真是十分方便呢！ 

 

平板電腦除了具備拍照的功能，而且還有多種的拍攝模式，例

如：相片模式、錄影模式、慢動作模式等。我們只需要點進可以拍

照的應用程式裏，決定選用的模式後，按下它的拍照按鈕，就可以

拍照了。平板電腦有內置記憶體可以保存照片。這樣就不會錯過任

何生活上的美麗瞬間了！ 

 

這部平板電腦，真是我的好幫手呀！ 



 

20-21                              四愛  周柏宇 

一件令我感到內疚的事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因粗心大意而令表妹的小狗走失了，我感到

十分內疚。  

 

小狗是表妹放在我家暫養的，牠大約會住在我家裏一

星期。這星期裏，我努力學習怎樣飼養小狗，餵牠吃東

西，幫牠洗澡，跟牠玩耍。 

 

今天，我如常帶牠外出散步，途中經過一間玩具店，

我被櫥窗裏的一輛遙控車吸引住，看得入神。當我回過神

來，才發覺小狗不見了，我心急如焚，心不停地亂跳。我

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想到表妹哭得悲慘的樣子，

我便不停地責備自己。我感到內疚極了，腦裏一片空白，

手心冒汗，整個人像空蕩蕩似的，沒有了方向，不知如何

是好。我東張西望，四處尋找，幾乎尋遍每個角落，可是

始終還是找不着小狗。我心想:如果不是我這麼大意，小狗

就不會走丟了。 

  

經過這次經歷後，我明白到做人要有責任感，要專心

做好一件事，不該被其他東西吸引而分心，否則就會做出

令自己內疚的事了。我下定決心，以後做事要多加小心，

不會再做出令自己內疚的事情。 

 



 

20-21                   四愛  段善盈 

 
 
 

我的朋友 

 

吳珮欣是我的朋友。她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張櫻桃小嘴，

她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紫色的眼鏡，給人一種和藹可親的感覺。 

 

她是一個謙虛的人。有一次，她的數學小測取得滿分，我看到了，

便稱讚她：「你真厲害！」她很謙虛地說：「不是我厲害，是因為這份

小測的題目簡單而已。」我聽到後，不禁心想：她真謙虛啊！我要向

她好好學習。 

 

她也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有一次，小息的時候，我們一起到操

場玩耍。突然，我們看到一個低年級的小女孩一邊哭，一邊跑過來，

她連忙問：「你沒事吧，小妹妹？」那個小妹妹垂頭喪氣地說：「姐姐，

我的朋友不見了，她好像在校務處，你可以帶我去嗎？」「可以啊！」

她爽快地答應了。儘管小息的時間快要完結了，但她還願意幫助別人，

我很欣賞她。 

 

吳珮欣為人既謙虛，又樂於助人，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希望我能

學習她的優點，做一個謙虛和樂於助人的好孩子。 



 

20-21                                    四愛 段善盈 

井底的居民大會 

 

    自從大青蛙從井上回來後，充滿好奇心的小青蛙們一直

想到井上面看看。於是，大家決定召開一次井底居民大會，

討論搬到井上居住一事。 

  

小青蛙首先積極發言：「井上可以接觸到美麗的大自然，

還可以曬一曬溫暖的太陽，我們為甚麼不搬到這個有趣的井

上世界呢？」「對啊！對啊！我也想搬到井上住啊！」旁邊

的小青蛙一邊拍着手，一邊附和道。「當然不是啦！井上面

的世界很可怕，大自然一點也不美麗，太陽一點也不溫暖！」

大青蛙一邊瞪著旁邊的小青蛙，一邊氣憤地說。 

 

此時，傳來一把蒼老的聲音，原來是老青蛙。牠慢吞吞

地說：「井上的世界雖然很美麗，但我年紀大了，不方便上

去。」「對吧！連老青蛙都這樣說，我們這場大會結束吧！」

反對搬到井上的大青蛙馬上附和道。這時，學識淵博的青蛙

博士托了托眼鏡，自信地說道：「沒關係，我最近正在研究

一個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輕鬆到達井上的機器，一定很

方便的。」  

 

大青蛙一邊瞪著青蛙博士，一邊生氣的說：「那我們井

裏還有很多剛出生的小青蛙，牠們年紀還小，怎麼適應井上

的環境呢？我勸大家還是別搬到井上居住好了。」「這點你

也可以放心，我發明了一個調節環境的氣溫和濕度的機器，

可以讓剛出生不久的小青蛙，也能舒服地居住友井上。」青

蛙博士冷靜地說。 

 

聽到這一點，原本反對搬到井上居住的大青蛙和其他青

蛙們都改變了牠們的想法。於是，小青蛙們一邊着拍手，一

邊興奮地說：「這場會議結束，我們一致贊成搬到井上居住！」 

最後，青蛙們一致贊成搬到井上居住，並決定一個星期後開

始搬家的事情。 



 

20-21                           四愛 段善盈 

一次做家務的經過和感受 

  

昨天，我幫媽媽做家務，我感到十分難忘。 

  

昨天，因為媽媽生病了，所以我們全家各人分擔家務，讓媽媽

可以好好休息，而我負責煮飯。  

 

之前，我看媽媽做飯，總覺得做飯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不外

乎是先煮好飯，再炒一些蔬菜和肉便可以了。我心想：做飯這麼簡

單，就讓我來做吧！我先從櫃子裏拿出一袋大米，原來米是這麼重

的，難怪媽媽經常說手痛。我還沒開始做飯，光是拿起那袋大米，

就已經覺得很累了。接著，我把青菜洗乾淨，又切了幾片豬肉，然

後把它們放進鍋裡。等了數分鐘，我看見餸菜還沒有煮熟，於是就

溜到客廳看電視。 

  

突然，我聞到一股焦了的味道，我馬上跑到廚房一看，原來是

我只顧看電視，結果令鍋裏餸菜餚燒焦了。我心想：原來做飯一點

也不簡單啊！早知道我剛才就不要看電視了，現在怎麼辦呢？家裏

沒有其他餸菜了，難道我們晚餐只能吃焦了的餸菜嗎？這時，恰巧

爸爸回來了，他馬上再到市場買菜。半小時後，我終於再次烹調好

晚飯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原來做飯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

媽媽每天都要煮三餐給我們吃，她一定很累。下次媽媽需要我幫忙

做家務的時候，我一定會主動幫忙。 
 
 



20-21                                  四誠   呂沛澄 

晶晶回來了 

    自從晶晶從桃花源回來以後，她脾氣變得好，變得樂觀積極和懂

得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她懂得為他人設想，而且還養了一隻黑色的

小貓，名叫芝麻。 

    小息時，晶晶相約了兩位朋友在學校的「老地方」等待。二人一

看見晶晶，便立刻想轉身離開，晶晶馬上拉着她們的手，說:「對不起，

請你們原諒我吧!」晶晶拿出連夜織好的手套送給她們，手套上還編織

了各人的樣子。她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原諒你了!」 

    在家中，晶晶每晚都和芝麻一起睡覺。但是，她今天睡覺前沒有

看見芝麻。她頓時意識到芝麻不見了，於是，她和爸爸找遍了家裏的

每個角落，可惜找也找不到芝麻。爸爸安慰晶晶，叫她先上床睡覺。

二天早上，晶晶隱約聽見小貓喵喵地叫，她沿着叫聲尋找，來到了爸

爸的衣櫃附近，她仔細尋找衣櫃裏的一層，終於在最下那層的衣服堆

中找到了芝麻。 

    晶晶從桃花源回來以後，她的性格和待人處事的態度都改變了，

她終於尋回「好脾氣」的自己，她也明白到即使失去了媽媽，她還有

芝麻、朋友、外婆和爸爸陪伴着她。 

 



 

20-21                  四誠  劉子晴 

我的朋友 
我有一位好朋友，她的名字叫方家悅。她有 

一頭烏黑的短髮，她的鼻子小小的，一張櫻桃小 

嘴，額前留着一簇劉海，給人一種既溫柔又可愛的 

感覺。 

 

雖然方家悅個子矮小，但她卻是一個見義勇為的人。有一次，當

我從洗手間返回課室，剛走了幾步，就聽到一陣吵鬧聲。原來班上的

兩位同學正在吵架。我想上前阻止，卻回頭一想:現在去阻止他們，說

不定自己也會被罵。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還是不要多管閒事

吧!我剛想完，便聽到一把聲音響起:「大家要和睦相處，你們怎可以

吵架呢?」原來是方家悅在勸阻他們。「這與你何干?這是我倆的事。再

說，你又不是老師，為何教訓我們？」其中一個同學不服氣地說。於

是，方家悅就把事情告訴老師。之後，那兩個同學給老師教訓後，便

互相道歉，還向方家悅致歉。方家悅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讓我佩服

得五體投地。 

 

還有一次，方家悅在小息時跟我在談天說地。當我們聊得正高興

時，卻聽到有哭喊聲。方家悅和我馬上走上前看個究竟。我們沿着聲

音的方向走，發現在校園的一角，一位高年級的學生正欺負一位低年

級的學生。那位高年級的學生說話的聲量像雷聲一樣大，我嚇得拉着

方家悅就跑。可是，方家悅卻鬆開了我拉着她的手，走回去，理直氣

壯地跟那位高年級的學生說:「你不可以這樣以大欺小的!」那個高年

級的同學說:「小傢伙，你的個子這麼矮小，你的膽子可不小呢!你是

否想捱我幾下拳頭?」方家悅不但沒有被嚇倒，反而走前一步，堅定不

移地說:「要是你還是要欺負那個低年級的同學，我就告訴訓導主任!」

那個高年級的學生害怕被訓導主任責罵，所以只好放過那個低年級的

學生，轉身走了。離去前，他還不忘發出「哼」的一聲，表示不滿。

看着那位低年級的學生，又看了看方家悅，我心裏不禁讚嘆:方家悅真

是既正義又勇敢啊!她絕對是全班――不!是全校的好榜樣呢! 

 

方家悅是我的好朋友，她那見義勇為的個性真是令 

我很佩服，我要以她為榜樣，好好學習。我希望能與她 

友誼永固呢! 



 

20-21                                   四誠  劉子晴 

井底的居民大會 

 

  自從聽到大青蛙講述地面的世界後，激發了一隻小青蛙的好奇心，牠希望搬到地面生活。於是，牠決

定召開井底的居民大會，商討這件事。 

 

    轉瞬間，所有居民都到齊了。 

 

「各位，我今天召開居民大會，因為我覺得地面的世界比井裏的世界更有趣。因此，我建議搬到地面居

住，你們意見如何?」小青蛙雀躍地問。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井上的世界危險極了! 那裏不但空氣渾濁，還有那個叫……叫甚麼東西……對!

那個叫『車子』的東西，它會排出很臭的氣味。加上，地面上的世界還嘈吵極了!那兒有個叫『地盤』的地

方不時傳出震耳欲聾的聲音呢!」大青蛙說。其他的青蛙聽到後，都覺得地面上的世界並沒有想中這麼美好，

就紛紛點頭附和。 

 

 「連最有學問的青蛙博士都同意搬到地面生活，大青蛙，你不會不贊成吧?」想到青蛙博士也認同自己，

小青蛙不禁沾沾自喜。 

 

  

 

 



 

 

 

 

 

 

 

 

「我才不贊成呢!地面上的世界不危險?青蛙博士，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吧!你可知道地面還有可怕的老

鼠?」大青蛙心懷不忿地說。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老鼠根本不會吃青蛙，牠的個子比我們還要小呢!」青蛙博士笑得喘不過氣來。 

 

「不要吵!我也認為青蛙博士說的話很有道理。井上有乾淨的水源，又有好吃的食物。看來地面上的世

界真的適合我們生活呢!我也贊成搬上地面生活。」老青蛙點點頭。 

 

「大青蛙，你也跟我們一起搬到地面上生活吧!只要我們避開危險的地方，不就行了嗎?」小青蛙央求

着說。 

 

「嗯――那好吧!我也贊成吧」因為大青蛙反對不了，所以只好答應了。 

 

最後，老青蛙和大家商量好，兩個星期後，大家一起搬到地面生活。 
 

 



20-21                                  四誠  邵信行 

晶晶回來了 

    自從晶晶從桃花源回來以後，她變得為他人設想，會珍惜自己擁

有的事物和不亂發脾氣。 

    「吱吱吱!」小鳥的叫聲傳到晶晶的耳朵裏。和暖的太陽照到她的

床上，好像在催促她:「快起床! 快起床!要上學了!」晶晶從夢中驚醒，

於是，她急忙上學去。來到學校門前，突然，她停了下來，心想:唉!

我又要面對我的兩個好朋友了!不料，她的兩個好朋友在她後面一聲不

響地走過。晶晶垂下頭，心想:我以前對她們的態度這麼差，若我跟她

們道歉，她們會原諒我嗎? 

「鈴鈴鈴……」小息的鐘聲響起，突然，一隻蜜蜂從窗外飛進來，

晶晶的兩個好朋友被嚇得全身發抖，二人跳到桌上，緊抱在一起。隨

後，班上男同學嘲笑她們，說:「哈哈!膽小鬼!」連晶晶也忍不住哈哈

大笑起來，忽然，她的腦海裏浮現出她昔日向兩位好朋友的蘋果撥沙

的畫面，她後悔極了，立時不笑了，並大聲地向那些男同學說:「有甚

麼好笑？你們也有自己害怕的東西!」接着，晶晶連忙上前安慰兩朋友，

並說:「不要怕!蜜蜂已飛走了。」又說:「對不起！你們以前待我這麼

好，又關心我，但我卻不領情，還向你們的蘋果撥沙，請你們原諒我！」

晶晶的兩個好朋友互相對望，彷彿心中有同一個疑問: 眼前這個女孩，

真是我們認識的晶晶嗎?晶晶的其中一個好朋友高興地說:「晶晶，你

永遠是我們的好朋友!」然後，她們又像以往一樣，一起分享削了皮的

蘋果。 

放學回家後，晶晶走進屋內，她看見屋內空無一人，她想:難道爸

爸還沒原諒我，他不再理會我嗎? 正當她感到傷心和內疚時，怎料，



她一轉身，便看見爸爸手抱着一隻黑色、毛茸茸的小狗。她興奮得跳

起來，緊緊地抱着小狗，她心想:原來爸爸由始至終都是這樣愛我! 

晚飯後，晶晶全神貫注地玩遊戲機。突然，她發現一直躺在她腳

下的黑狗不見了，她連忙在屋裏四處尋找小狗，但始終不見牠的蹤影。

她開始變得像以往一般煩躁。這時，家中的大門打開了，爸爸正站在

門前。她猜想:一定是這個笨爸爸忘記了關門，讓黑狗逃了出去!她雙

眼怒瞪着爸爸，氣沖沖地大聲喊着說:「你這個……」爸爸立時說:「不

要生氣!」晶晶愕了一愕，她的腦海裏立時浮現一幕又一幕她對爸爸發

脾氣的情境。她轉念又想:爸爸已經買了一隻黑狗送給我，他這麼愛我，

難道我要向他發脾氣嗎? 於是，晶晶上前抱着爸爸，說:「不要緊!」

豈料，這時，黑狗竟然從門外跑進來。「太好了!一切我所愛的東西都

回來了!」晶晶高興得歡呼起。 

自從由桃花源回來以後，晶晶的性格和待人處事的態度都改變了，

她終於尋回真正的自己，她變得會為人設想。她明白到即使失去了媽

媽，但她仍有愛她的爸爸和同學。以後，她再也不會向她所愛的人亂

發脾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