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佳作         3A吳嘉儀 

題目: 中秋節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媽媽為我們準備了一頓美

味的晚餐。吃完晚餐後，我們一家人帶着燈籠到樓下玩

耍。 

我們恰巧遇到了同學，於是相約一起到天台玩。我們

跑呀跑，跳呀跳，天台的人非常多，十分熱鬧。 

突然，嘩啦啦地下起大雨來，我們一窩蜂地湧進商場的

走廊避雨。清靜的走廊一下子熱鬧起來，同學和我都覺得

很失望，我問媽媽：「八月十五日不是可以觀賞到又大又圓

的月亮嗎？怎麼今晚會下起大雨呢？」 

媽媽笑着說：「你們可以繞著走廊跑幾圈，一樣可以玩

得很開心。」於是我和同學又跑出去，玩個痛快。 

不知不覺已經很晚了，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個既開心又難

忘的中秋節。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各自回家。 



十月佳作         3A洪珮文 

題目: 中秋節 

 

中秋節的晚上，我聽到遠處傳來美妙的歌聲，便趕緊吃

飯和媽媽到樓下去看看。 

原來是一年一度的中秋晚會，場內十分熱鬧，有猜燈

謎、拼圖和爆米花，我和媽媽連忙到攤位排隊去玩，我們

拿了很多禮物，有燈籠、螢光棒和文具，我十分開心。 

接着，我媽媽和姐姐到商場和之前約好的同學一起到草

地賞月。可惜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場傍沱大雨，我們只好

躲在涼亭下避雨，但是沒有影響我們的心情，媽媽們高談

闊論，孩子們跑來跑去，不亦樂乎。 

我和家人朋友度過了一個歡樂的中秋節的晚上。 



3B 林曉演 《中秋節》 

 

九月二十四日是中秋節，我和家人買了一些東

西準備歡度節日，例如湯圓、楊桃、柚子…… 

 

    中秋節當晚，我和家人在家裏過節。當晚的菜式

十分豐富，我們都吃得很開心。吃過晚飯後，我們便

進行各種應節活動，我們一面欣賞明亮的月亮，一面

吃着月餅、芋頭、柚子等應節食品，還提着各式各樣

的燈籠和螢光棒玩耍。我和妹妹一起把螢光棒砌成不

同的造型，終於我們砌了一個燈籠。 

    

家人在平日各有各忙，難得可以相聚在一起談天

說地，真是十分溫馨難忘。 



3B 譚侃峰 《兔子復仇》 

  上一次，免子因為貪睡和驕傲，所以在比賽中輸了。 

 

  免子心裏一直很不服氣，牠認為自己是森林中跑得最快

的，所以決定打起精神再比賽一次。於是，牠相約烏龜到森林

再比試一次。 

 

  白免邀請了大象和老虎做評判。比賽開始了，白兔和烏龜

已經站在起跑線上，做着熱身運動。比賽前，白兔很緊張，堅

定的眼神一直看着前方。一聲槍響，白兔跑得真快，跑到很遠

了。 

  比賽結束了，白兔終於贏了這次的比賽，牠感到很高興，

雖然烏龜這次輸了，但是牠也感到很開心，還上前恭賀白兔。 

  這次復仇，白兔明白到只要肯努力，不要驕傲就會贏了。 

 
 
 



3C作文一佳作分享   

                      

題目:中秋節那天，我和家人共度了一個愉快的節日。試寫一篇文章，記述這

次跟家人共度節日的情形和感受。 

 

楊歡馨 

    中秋節那天，我和家人吃過晚飯後到公園賞月，我很興奮。 

    公園裏人山人海，非常熱鬧。我們先拿出地毯鋪在地上坐下休息。接着，

我們拿出從家裏帶來的食物享用，包括：冰皮月餅、楊桃、柿子、菱角，葡

萄，柚子等等，非常豐富。我說：「大家盡情享用這些食物，多吃些不要浪費

啊！」大家聽到我的話，便盡情享用。看着他們吃得那麼滋味，我也忍不住嚐

了一口冰皮月餅，冰皮月餅在我的口中漸漸融化，一股香甜味慢慢地滲出來，

實在太美味了。我們一邊吃，一邊賞月，非常快活。 

    突然天空烏雲密佈，月亮也跟著消失了！「嘩啦啦……」下雨了！我們立

即躲到有簷篷的地方，繼續玩耍。玩啊玩，不知不覺已到回家的時間。我們收

拾東西回家去。 

    這個中秋節雖然下了一場大雨，但我們都玩得很開心，這真是一個讓我難

以忘記的中秋節呢。 

 

 

 



                   《兔子復仇》      3D歐家瑜（01） 

 

    兔子在跑步比賽中輸了給烏龜，感到很不甘心，很想復

仇。兔子想和烏龜再進行一場跑步比賽。 

     

    第二天，兔子去烏龜家找牠。烏龜打開門，說：「兔子，

你找我做什麼？」兔子說：「我要和你再進行一場跑步比賽。」

烏龜說：「好。」 

 

    第三天，兔子一早便到了運動場。烏龜到了後，兔子便

說：「我們開始吧。」烏龜說：「好。」兔子先跑，烏龜跑

在兔子的後面。兔子跑到一棵樹下，突然跌倒了。烏龜跑到

樹下，看見兔子被樹根絆倒了，立即扶起兔子，再和牠一起

走到終點。結果，牠們得到了雙冠軍，兔子還感謝了烏龜。 

 

    經過這次復仇，兔子知道比賽時的贏和輸並不重要，反

而運動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兔子很開心，還覺得自己是世界

上最幸運的兔子，因為牠和烏龜現在是最好的朋友了。 

 



                   《兔子復仇》      3D顏宇禮（14） 

 

    上次龜兔賽跑中，兔子因為驕傲，所以輸了。兔子很不

甘心。 

 

    之後，兔子為了復仇，努力練習跑步。一月後，兔子找

烏龜復仇，牠們都同意再次賽跑。 

 

    比賽開始了，兔子快得像一支火箭。兔子跑到一半，突

然跌倒受傷了。可是兔子沒有放棄，拖着疼痛的雙腿，仍堅

持跑到終點。 

 

    結果兔子勝出了。牠心花怒放地站在頒獎台上，完全忘

記腿上的疼痛。 

 

    這是復仇，兔子體會到只要自己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

好的回報。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王頌恩 

《遲到》 

  一天，早上天色很暗，「快下雨了！」我說。可是媽媽正在趕緊

做着早餐，沒有聽見，我吃過早餐後，就背起書包，準備上學。 

 

  今天回校的路上份外寧靜，平日上學都聽到鳥兒吱吱喳喳地唱

歌，現在卻半點聲音也聽不見了。突然一滴雨水滴到我的頭上，原

來要下雨了！之後，無數的雨水無情地打在我的身上，媽媽立刻打

開雨傘，卻只換來一時的安靜。後來又有一陣大風吹了過來，雨傘

壞了，我們只好冒着大雨，東躲躲西避避地趕回學校，十分狼狽。 

 

  當我到達學校時，操場上沒有半個人影，我再看看時間，「不好

了！已經開始上課了！」我立刻上課室去。當我走進課室，同學看

到我狼狽的樣子，有些同學在偷笑，有些同學盯着我，我低着頭對

老師說對不起，我向老師解釋遲到的原因，沒想到老師會原諒了

我。 

 

  這次遲到令我體會到「天有不測的風雲」，我們凡事前都要做好

準備，應付突如其來的挑戰。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黃芷澄 

《遲到》 

  今天，我突然在家中驚醒了，我看看時鐘，發現原來已經九時

半了！我想：今天我約了朋友九時正在開心茶樓聚舊，但現在我遲

到了！我急忙地換上漂亮的衣服，趕快向目的地跑去。 
 

  我跑到巴士站，剛好來得及趕上這班巴士。可是不一會兒，不

得了，我堵車了！巴士慢吞吞地前進，像一隻小烏龜似的。我急得

像熱鍋上的螞蟻般，希望自己能立刻身在茶樓。 

 

  巴士終於到站了，好不容易地才等到這個站。我馬上下車，跑

向茶樓。我才剛坐下來，朋友就立刻質問我：「為什麼那麼遲？」原

來他早已等得不耐煩，卻一直餓着肚子在等我呢！看着他怒氣沖沖

的樣子，令我滿臉通紅，面紅耳赤，非常慚愧。 

 

  這次的教訓令我明白到要準時應約，下次我一定會準時的！ 

 

 

 



       《一次遲到》 ４Ｃ  李瀚林 

     今天一早起床，我才發覺自己還有功課未做好，於是

便匆匆忙忙地從書包裏把功課取出來。我奮力地做呀做……

做呀做……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忽然，我從夢中醒過來，一睜開眼，發現已經是八時

多了。我馬上收拾書包，一邊咬着媽媽早已為我準備好的

方包，一邊飛奔去巴士站。「哇!原來有那麼多人等車。」我

頓時被車站長長的「人龍」嚇呆了。我心裏暗想:不是吧!今

天是測驗的第一天!我還要回去考試呢！這時的我，再看看

手錶：糟糕了!八時半了!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只剩下媽媽的

說話在腦海裏盤旋着：如果你這一次考試的成績不理想，

你的零用錢就會被沒收十個星期。 

  一想到這裏，我不知哪來的衝勁，我決定——跑回學

校！為了考試、為了不讓媽媽失望、為了我的零用錢……  

  終於，我氣喘吁吁地跑到了課室門口，正當我推開門

之際，看見老師正在收卷了。此刻的我，心中已經在淌

淚，「再見了!我的零用錢……嗚嗚……」我看着老師收起的一

份份考卷，猶如看見媽媽收起了我那一張張的鈔票，我不

禁地想。 



  我真後悔昨天沒有把功課做好，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我告訴自己一定要痛定思痛，絕對不能再犯相同的錯。我

決定以後每天都要檢查好所有功課，才去睡覺。 



    《小元闖禍了》 ４Ｃ  葉進軒 

 

  一天，小元獨自一人留在課室小休。他一個人待在課

室裏，閒着也是閒着，靈機一動便想起今天袋子裏裝了個

足球。這時，他的心開始癢起來，心中暗想﹕現在課室裏

只有我一個，其他人通通都到操場去了，而且這裏還有空

調，真是一個適合踢足球的好地方啊! 

  他馬上急不及待取出足球，開始踢起來。他愈踢愈投

入，愈踢愈使勁，還幻想自己是足球球星，但是他的球技

實在太出神入化了，一腳便向窗户的方向射去。「呯！」的

一聲，窗户破了！小元看着那一個大大的洞，嚇得目瞪口

呆，「怎……怎……怎麼辦呢？」他心裏開始慌張起來，在窗

前不停地來回踱步，更喃喃自語：哎呀!糟糕了，窗口被我

踢破了!我該如果做好?如果老師知道了，一定會把我罵得狗

血淋頭!  

  最後他轉念一想：「醜婦終需見家翁」，既然我做錯了

事，就要敢於承擔。現在我只有一條路，就是馬上向老師

道歉吧! 

  經過這次事件後，小元便牢牢地記住：以後做事不應



抱持僥倖的心態，就算自己一個獨處的時候，也不能做壞

事。 

 

 

      

 



梁聰澤 (4D-15) 

小元闖禍了 

小息的時候，小元想：哈哈，課室裏沒有人了，我就可以痛快地踢球，很開心

啊！ 

過了一會兒，小元玩得很興奮，把球踢到窗戶去。他一看，糟糕了！不小心把窗

戶打破了。小元感到十分擔心。  

小元想：我把窗戶打破了，怎麼辦呢？老師知道後，會不會狠狠地責罵我呢 ？

小元猶豫不決。 

小元想：我還是坦白認錯，請老師原諒吧！希望能減輕處罰。 

之後，小元就跑去教員室向老師認錯。 

我覺得小元做得對，做錯事要勇於承認，才是負責任的行為。 



小元闖禍了 

4D 曾曉彤 

今天午飯後，小元 獨自在課室裏踢足球，他很高興地在課室裏亂踢。

心想：我是一個出色的足球員。 

  小元 正踢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一不小心把足球踢出窗外。小元很驚慌

地想：噢！我把球踢出窗外，糟糕了。 

  小元 不知所措，他害怕被人發現，心想：會不會被老師責罰呢 ? 老

師會記我缺點嗎？ 

  最後，小元 沒有逃避責任，他立刻到教員室向老師認錯。 

  小元 明白了不應在課室裏玩耍，做錯事要勇於承擔。 

 



十月佳作        5B周意晴 

題目:第一次游泳 

    今天是暑假的第三天， 爸爸、媽媽、姐姐和我一起到觀塘游

泳池游泳。 

    過了一會兒，我們來到游泳池，我們先到更衣室更衣，我興奮

地撲到游泳池。起初，我不敢下水，但聽到爸爸的鼓勵後，我嘗試

下水，可是身體卻往下沉，我還吸了好幾口水。正當我想放棄時，

爸爸立刻遊過來告訴我游泳的秘訣和好處後，我再次鼓起勇氣嘗試

游泳。 

    經過我不斷的練習和努力，我最終成功遊遍整個泳池，全家也

被我逗得哈哈大笑。 

    最後，我終於成功了。我感到樂而忘返，經過這次的經歷，我

領悟到做任何事也要努力去嘗試，千萬不要輕易放棄，因為放棄了

就不會成功，同時也明白到「失敗乃成功之母」的意思。 



十月佳作       5B張伽嵐 

題目:第一次洗碗 

   今天晚飯過後，媽媽突然對我說：「伽嵐，等一下你負責洗

碗。」 

   過了一會兒，媽媽帶我來到廚房，她細心地教我如何清洗碗筷。

起初我七手八腳的，總是拿不穩抹上了洗潔精的碗筷，媽媽站在我

身後，溫柔地對我說：「不要急，慢慢來，多洗兩次就會了。」 

    經過我不斷的練習和努力，我終於學會了如何把碗筷洗乾淨。

我高興地把洗好的碗筷整齊地放進碗櫃裏。 

    最後，我終於成功了。我感到非常自豪。經過這次的經歷，我

領悟到無論做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堅持、不放棄，就一定會成

功。 



十月佳作           5B 羅智瑩 

題目:第一次當風紀 

 今天，老師安排我協助帶領一年級的學生上課室。 

    過了一會兒，一年級同學在課室玩耍和亂蹦亂跳，課

室頓時混亂不堪。起初，我很擔心，不知如何處理，又怕

他們會受傷。老師看見我不知所措，便上前提點我。他

說：「只要放鬆和微笑地提醒一年級生就會成功。」 

    經過我不斷的練習和記着老師的提醒 ，一年級同學開

始聽從我的指示和安排。 

    最後，我終於成功了。我感到非常快樂和滿足。經過

這次的經歷，我領悟到微笑是擁有神奇的效果。這次經歷

也令我想起我一年級的時候，由害怕上學變為喜歡上學的

種種回憶。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邱梓鏞 

第一次學習踏單車 

    我第一次學習踏單車，令我難忘極了。 

    去年十月，爸爸決定教我踏單車。剛開始時，我有些害怕。坐上

單車的座板，還沒蹬兩下，我就從單車上摔了下來。這一跤，摔得可

真疼呀！在爸爸的鼓勵下，我爬了起來，可是面對眼前這輛單車，卻

畏懼得不敢再嘗試。爸爸扶着車頭，再鼓勵我繼續嘗試。看着爸爸那

雙有力的大手，我再次勇敢地踏下去……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我

摔了多跤。 

    這一次，我放膽再試，我總結出之前的經驗，我漸漸可以自己掌

握控制車頭，每當車身往旁邊歪，快要倒下時，我就及時用左腳當支

點，把車停下來。在不斷的嘗試，我終於學會了踏單車。 

    雖然我的腿上，有青一塊，紫一塊，但看着這些瘀痕，令我感受

到成功的自豪，而這些難看的瘀痕，也為我留下永遠難忘的回憶。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陳彥傑 

我第一次學騎單車 

    今天，我看見我的膝蓋一道疤痕，就回想起我第一次學騎單車的

經歷。 

    以往，我常常在公園裏看見有一些小朋友在騎單車，我十分羨

慕。突然有一天，爸爸心血來潮，叫我學騎單車，我當然毫不猶豫地

回答說：「好！」 

    我第一次騎單車，還以為十分容易，因為我看見那些小朋友也能

控制自如，結果上車後不到幾秒，就連人帶車倒下來了。教練跟我說

要雙腳踩着地面，然後再來一個助跑，再踏上踏板。聽完這句話後，

我便有十足的把握。結果，我上到單車，又發現我不夠高，然後再次

連人帶車倒下了。教練馬上幫我換過另一部單車。我上車後，跟着教

練所說的那樣做，當我快要失去平衡時，教練跟我說要左右擺動，保

持平衡，我慢慢嘗試。經過多番努力下，我終於掌握到踏單車的技巧

了。 

    我第一次學騎單車，就令我學會了只要有恆心，甚麼也能做到。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陳海晴 

第一次學習彈鋼琴 

    每個人都曾學習過不同的東西，而我第一次學習鋼琴的經歷，至

今仍令我念念不忘。 

    當我第一次上琴課的時候，我看見鋼琴上的各種音鍵，感到非常

新奇。當老師彈奏一首樂曲給我聽的時候，看到老師優雅的姿勢，聽

到優美的旋律，真令我陶醉！老師彈奏完後，就開始教導我。 

    老師首先教我音符，當我看見琴譜上的音符，我已覺得十分困

難，就想半途而廢。當老師問我問題的時候，我啞口無言。老師心

想：不行了！這樣下去，她一定會分心，我一定要想想辦法。 

    然後，老師對我說：「你不是很喜歡鋼琴嗎？我最初學琴時，也是

感到非常困難和有壓力，但我還是努力堅持下去。你那麼喜歡學鋼

琴，就不要被困難嚇怕！」當我聽了這番話後，就深深被老師的熱誠

打動了。然後，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學習，不要辜負老師對我的

期望。 

    最後，就這樣完結了我人生中第一堂琴課。經過這一次寶貴的經

驗，讓我體會到就算遇到困難，也不要逃避。只要堅持下去，做甚麼

事情都會成功的。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吳家雯(25) 
 

如果我有三個願望 

    如果我能實現三個願望，我會從個人、家庭和國家這三方面 

去考慮。 

    第一個願望是關於個人方面的。我希望自己能考入我的心儀中

學——協和書院，因為這所學校的校風純樸，而且他們也注重全人

發展，所以他們的學生入大學的機率相比其他中學教高。以 

我現在會努力讀書和溫習，考好成績，那便可以達成願望了！ 

   第二個願望是涉及家庭方面的，我希望全家都能幸福地生活，我

會幫忙做家務，也會做好女兒和學生的本分，讓父母不再 

擔心。這樣我們一家就能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了。 

    第三個願望是我對國家、對社會的願望。我希望世界和平，各

國不要再因宗教、爭奪資源而引起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也不要傷及

無辜。這樣，大家就能過一個安穩的生活。我希望這些願望 

都能達成啊！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葉景霖(33) 

 

我的三個願望 

    人總有許多願望，因為人生總有困難，很多人想藉着願望去解決困

難，而我也不例外。假如今天有一位法力高強的神仙要送給我三個願望，

我會選擇以下三個願望。 

    第一，從個人方面來說，我希望可以考入心儀中學—聖言中學。因為

這所學校校風好，老師具備教學熱誠及責任感，功課數量適中，所以我能

考入這所中學，一定可以令我對學習更有興趣，並發掘潛能。我知道要考

入這所中學，現在一定要好好讀書，注意全人發展，才可以增加入讀的機

會。 

    第二，從家庭方面來說，我希望一家人可以融洽相處。一家人相處不

免會發生一些爭執，甚至會傷了感情，令各方都會不開心。我希望一家人

少點爭執，融洽地相處下去。要實現這個願望，就一定要和家人建立良好

關係，多點包容，多點讚賞對方，盡量不要發生爭執，大家就能融合相處

了！ 

    第三，從社會和國家來說，我希望世界和平，國家與國家之間會因為

土地不足而發生戰爭，這些不必要的戰爭往往會令居民受到炮火的摧殘而

無家可歸。現在，社會上的居民會因為對政策的立場不一而發生紛爭，導

致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令社會出現分裂。要化解這些掙。

  



現在，社會上的居民會因為對政策的立場不一而發生紛爭，導致社會上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令社會出現分裂。要化解這些爭執，就要把「包

容」這個觀念傳播出去，若大家懂得包容別人的意見，無謂的爭執便會化

解。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努力做到這些要求，就可以達成我的願

望。這就是我的三個願望。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黎智榮(11) 

我的三個願望 

     每人都會有自己的願望。假如今天有一位法力高強的神仙要送

給你三個願望，你會怎樣選擇呢？讓我來告訴你吧！我會從個人、

家庭和國家來許下願望的。 

     就個人而言，我希望能考入一所心儀中學，因為考入我喜歡的

中學能幫助我在學習方面更積極和有動力。因此，我現在便要努力

讀書，獲得好成績。 

    就家庭而言，我希望有一億元來供養父母度過下半世，因為當

年我還未長大或沒有收入時，爸媽已悉心地照顧我。有時，我還會

發脾氣，令他們生氣。我知道如果要有一億元，我就必需找到一份

好工作，然後努力賺錢。 

    最後，就國家而言，我希望能舒緩全球暖化的情況，因為全球

暖化會令冰川加速融化，便會淹沒沿海岸地區，也會令天氣反常。

所以，我現在會減少開冷氣，而且我也會勸身邊的人這樣做。 

    以上就是我的三個願望，我會盡量達成。 

  

    

   

    

 



彩雲聖若瑟小學  張嘉欣 (6C-2) 

我的三個願望 

 

假如有一位法力高強的神仙要送給你三個願望的話,你會怎麼選

擇?就讓我來談談我的三個願望吧！ 

 

我的第一個願望就是可以擁有能替人治病的魔法棒,這樣我就可

以把全國,甚至全世界患病的人治好,讓他們健健康康；我還要讓他

們對自己的健康有所注意。但其實如果每個人都注重自己的健康,根

本就不需要這根魔法棒。 

                                      

                                       

             我的第二個願望就是每天都會有錢從天上

掉進我的家中。你可能覺得我是一個很貪財的人,但我之所以有這個

願望 ,全因我希望父母不用那麼辛苦地到外面工作,可以有多一點時

間陪伴子女,讓孩子們有多一些陪伴而不缺少父母的愛。雖然這是現

實生活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相信如果平日我能幫他們按摩一下,對他

們說一些關心的話,其實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了。 

 

    我的最後一個願望是希望國家和國家之間和睦相處,共同研發更

先進的醫療技術。如果國家之間發生爭執,會引起戰爭,戰爭會讓很

多無辜的百姓受到傷害,會有無數的死傷。如果國與國之間同心合

力，消除紛爭，共同研究先進的醫療技術,就可以治療更多病患,人

類會更長壽，人民的生活會更幸福。 

 

   我很希望這些願望能實現,但其實願望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實現

的。只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向着目標進發，實現願望也不一定是不可



能的。                        



彩雲聖若瑟小學   譚茜瀠 (6C-19) 

 

我的三個願望 

      

    假如今天有一位法力高強的神仙要送給你三個願望的話，你會

怎麼選擇？我會選擇以下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是我為自己許的願望。我希望神仙可以給我「勤

力藥」，因為我平時很懶惰，卻又想考到好成績。我希望能借助「勤

力藥」的力量，使自己變得勤力，上課可以更專心，也可以自動自

覺、努力地溫習，這樣我便可以考取好成績，升讀自己心儀的中

學。將來更可以考進大學，也能夠選擇理想的職業。 

 

    另一方面，我希望能長生不死，爸爸和爺爺也能戒煙，因為香

煙含有毒素，更有致癌物質可能致命。我希望和家人永遠相處下

去，不用經歷骨肉分離，傷心至極的傷痛。 

 

    我的最後一個願望是為全球而許的。我希望世人注重環保，為

地球出一分力。現時有很多動物因不適應暖化了的溫度而死亡，地

球也病了。要是大家都注重環保，那麼地球還會那麼多天災嗎？珍

稀動物的數量也會上升，不是嗎？如果正在看這篇文章的您也不想

珍稀動物絕種的話，一起來保護環境吧！ 

 

    我希望神仙能達成我以上三個願望。但其實在現實中，神仙並

不存在。與期浪費時間來等候神仙降臨，不如自己好好努力，嘗試

實現自己願望，不就能成為別人心中的「神仙」了嗎？ 

  



彩雲聖若瑟小學 

李培俊 (6D-12) 

今天上中文課的時候，我們在十分專心地上課。 

 

突然，有一個黑影，從窗戶飛進了教室，我一望之下，反而被

嚇毛骨悚然，因為這是蟑螂啊！ 

    當我反應過來的時候，他已經振翅高飛，騰空躍起地滑過我的

頭，落在我的桌上，並大搖大擺的爬著。「這一只蟑螂真是無理取

鬧。」旁邊的同學說。他的話驚動了前面的女同學，她轉頭來看的

究竟。她一看見蟑螂，並大聲喊：「啊！是……是蟑螂。」女同學的

尖叫聲，驚動了全班同學。 

    教室一瞬間便陷入混亂。女同學們都嚇得花容失色，驚惶失

措。我們的男生當然奮不顧身地追著蟑螂喊打喊殺。蟑螂十分敏捷

的閃開了男同學的追捕，我們龍爭虎鬥，大戰 300個回合。「拍！」

蟑螂粉身碎骨了，原來是足智多謀的老師，準備了殺蟑螂的神器─

掃把。 

   下一次再有蟑螂入侵教室，便輪到我殺蟑螂了，因為經過了這一

次，我更厭惡蟑螂了，更明白维持教室的安寧，男生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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