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月佳作 3A 譚慧琳  

題目:逛超級市場 

 

今天，我和媽媽到超級市場去購物。我感到十分興

奮，因為我是第一次來的。 

一進超級市場，一股冷風從我頭上吹下來，令我不自

禁地顫抖。 我馬上走到收銀處旁邊，拿了一個膠籃，興奮

地拉著媽媽的手購物去。 

我們首先來到蔬果部，看到有七彩繽紛的蔬果，有紅

通通的番茄、有紫得發亮的茄子、有翠綠欲滴的菜心，它

們都十分吸引。我說:「媽媽，我想買一些青綠色的蘋果，

可以嗎?」 媽媽看了看價錢牌，說:「可以，這些蘋果不太

貴。」 

接著，我聞到有點海水味，原來我們已經走到海鮮區

了，我看到香拔蚌在缸裏晃來晃去，好像在跳舞似的。接

著媽媽買了一尾紅衫魚回家。 

最後，我們去試食攤位，那裏人山人海，很多人都爭

先試食 ，促銷員熱情地遞上食物，食物質地煙韌，很有口

感，而且香氣洋溢，令人垂涎三尺。 



今天在超級市場買東西，我頓時大開眼界，知道原來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類的水果和蔬果，下次有空一定要再去

哦! 



二月佳作  3A 關凱濤  

題目:到超級市場去 

 

星期天早上，我和媽媽一起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首先，我們先到水果攤位，那裏的水果五顏六色，令

人眼花繚亂，有紅通通的蘋果、黃澄澄的香蕉、毛絨絨的

奇異果…… 

接著，我們來到所菜攤位，那裏有冬瓜、節瓜、油

菜……只見媽媽把形狀凹凸的苦瓜放進車裏，我問媽媽:

「苦瓜那麼苦，我們為什麼還要買呢?」媽媽說:「苦瓜雖

然苦，但是它有清熱消暑的功效呢!」我現在才知道原來苦

瓜那麼好。 

然後，我們來到海鮮攤位，這裏的魚兒再魚缸內游來

游去，十分生猛。 

最後，我們來到小食攤位，我嗅到那裏香氣四溢，走

過去一看，那裏早已擠滿客人，他們爭先試食，有牛排、

燒賣和魚蛋，它們熱乎乎的，十分美味。 

今天跟媽媽逛超市令我大開眼界，也令我對苦瓜有了

新的了解，原來它就是寶，下次有空一定要再去逛逛啊! 



3B     林書甯《農曆新年》 

    大年初二，我和家人到婆婆家拜年。我們換上新衣服，又準備了賀

年禮物，高高興興地出門去。 

    來到婆婆家，他們一打開門，我就遞上賀年禮物，然後恭敬地說：

「恭祝你們發財！身體健康！」他們笑得合不攏嘴，外公給我兩個紅封

包，我心裏不禁樂滋滋。沒多久，姨媽和表哥也來了，氣氛頓時熱鬧起

來。媽媽和姨媽幫助外婆做開年飯，菜式豐富又好意頭，大家吃得津津

有味。     

    今天，我們都玩得十分高興！我真的很喜歡農曆新年，因為新年是

傳統節日，一家人在一起過節很愉快。 



3B  譚侃峰 《農曆新年》 

    年初二晚上，我和媽媽到 尖沙咀 海旁觀賞煙花去。 

    煙花開始發放了，周圍的人們都仰望着夜空，煙花不停

地綻放，它衝上雲霄，燦爛奪目，把暗淡的夜空變成美麗

的圖畫。我們和身邊的人羣都不斷發出讚嘆聲，煙花實在太

美了！ 看完煙花後，我和家人都懷着快樂的心情，高高興

興地回家去。 

    我很喜歡農曆新年，因為我到 尖沙咀 海旁觀賞煙花匯

演，真是很開心! 



 

        3C作文三佳作分享    題目:買醬油        王莊霽 

 

        昨天黃昏，媽媽在廚房做飯，他發現家裏的醬

油已經用光了，於是她吩咐我：「這裏有十塊錢，你去

超市買瓶醬油吧！我心想：太棒了！我正想出去走走，

我便笑眯眯地答應媽媽。 

        我到超市途中，看見一部扭蛋機，我心想：太

好了！這部扭蛋機有我渴望已久的模型玩具啊！我喃喃

自語：「究竟要不要扭蛋好呢？但是我要到超市去買醬

油啊！我在心裏掙扎了很久，最後我心想：我把這十元

投進去，便能得到玩具，還是不買醬油了！於是我把十

元硬幣投進機內，扭蛋機便滾出一個玩具。「這玩具是

我最想要的！」我不禁讚歎道。之後我得意忘形地拿著

玩具回家去。 

        回到家後，媽媽發現我空手歸來，她生氣地責

駡我：「你這壞孩子！那十塊錢都哪裏去了？」我慚愧

地說：「對不起！我拿了十塊錢去扭蛋！請原諒。」媽

媽溫柔地輕撫我的臉頰：「不要緊，改過就行了！我們

現在重新出門去買醬油吧。」 

 



3C作文四佳作分享            題目:逛商場      林星燁 

 

    星期天我和家人一起到商場，我們一走進去就被觀

眾的掌聲吸引了，只見魔術師首先把藍色絲巾打結捲成

一圈，交給其中一位觀眾。然後拿出紅色的絲巾向空中

一甩，接着他取回藍色絲巾，一打開就變成一隻小白

鴿，他還把桌子淩空抬起呢！觀眾有的拍照，有的拍

掌，現場一片熱鬧氣氛。 

 

    我們看完魔術表演後，肚子很餓，於是我提議到二

樓看看有沒有合適的餐廳。最後我們選擇了到美斯餐廳

吃午飯。我點了和牛套餐，爸爸媽媽點了一些大家都愛

吃的菜式一起分享，有咕嚕肉，燒雞排等，我們一家都

吃得很滿足。 

- 
    接着我們一起走到博學書店，原來書店正在進行大

減價，於是我們買了很多圖書回家閱讀，一起分享讀書

的樂趣。 

 

    今天我不但看了精彩的魔術表演，又吃了美味的午

餐和買了很多精美的圖書，真是快樂滿足的一天！ 
 

 

 

 



記一次學習經歷                       3D 陳泓峰(3) 

    今年，我們一起到位於 中環荷李活道 的 中環大館 參

觀。它是一個法定古蹟。 

    首先，我們來到 警察總部大樓 ，它是由紅磚石築成

的。我們在那裏可以認識昔日警察的生活。接着，我們來

到 營房大樓，我們在那裏了解了建築群的過去歷史。然後

我們去了監獄操場，它是讓囚犯散步的地方。 

    之後，我們去了乙倉，原來囚犯在踏入囚室前需經過

一系列的程序，當中包括確認身份、繳交個人物品、搜

查、健康檢查、套取指模及拍攝囚犯照片等。最後，我們

來到己倉。觀看囚犯當年沉悶的鐵窗生活的影片後，我覺

得囚犯很可憐，因為他們失去了自由。 

    我們今天認識了很多歷史古蹟和故事，也了解了警察

和囚犯在當年的生活。我希望下次可以再去參觀。 

 



記一次學習經歷                        3D楊諾勤(26) 

    今天是跨學科學習日，我們到 中環大館 參觀。它位於

中環 的 荷李活道 ，更被列為法定古蹟。 

    我們首先到 警察總部大樓 參觀，原來那裏是由紅磚建

成的，真令我大開眼界！我可以在那裏認識 中區警署 的人

物故事和多年來的變遷，我感到快樂。 

    然後，我們到 營房大樓 參觀。我們在那裏可以認識建

築群的過去歷史，以及將來的發展，增加我們對建築群的

認識。 

    之後，我們到己倉參觀，囚犯會在那裏渡過鐵窗生活

和進行反思。我待在裏面只反思了一會兒，便替囚犯們感

到可憐，因為他們沒有自由生活，真是十分辛苦。 

    透過這次的學習日，我認識了 中環大館 以前的歷史和

文化，也決定要做一個良好公民。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再來

那裏參觀。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莊汶翹、張淯善、鄧樂軒、吳嘉熙 

小組創作《穀倉裏的黃鼠狼（改編）》 

  黃鼠狼早前生了一場大病，變得瘦小只要低下頭，收緊肩，便能從窄

小的洞口鑽進了一個大穀倉。牠心想：我真是幸運，這些食物是等着我來

吃的。黃鼠狼十分開心，像活在天堂，因為她不用再找食物。 

  一天，大門傳來輕快的腳步聲。黃鼠狼説：「糟糕了，一定是穀倉主

人了。」牠接著又再説：「我一定要想個辦法。」黃鼠狼感到非常驚慌。 

  原來穀倉主人收到報告便來到了穀倉門前，準備捉拿黃鼠狼，黃鼠狼

迅速地想到解決的辦法——就是跟穀倉主人做朋友。黃鼠狼對主人說：

「我和你做朋友，好嗎？」為什麼黃鼠狼要跟主人做朋友呢？因為和主人

做朋友既可以化解死亡的危機，又可以繼續吃穀倉的食物。黃鼠狼十分高

興，因為他認為自己可以和穀倉主人做朋友。黃鼠狼滔滔不絕地向穀倉主

人游說。 

  最後，穀倉主人覺得黃鼠狼的建議不錯，他心想：和黃鼠狼交朋友，

也不是一件壞事，反正牠吃的不多，我又可以換來免費的穀倉護衛呢！穀

倉主人便跟黃鼠狼有説有笑，又請黃鼠狼吃美味的食物。黃鼠狼滿意地

説：「謝謝你！」黃鼠狼感到非常安樂。 

  自此，二人便成為最好的朋友，用最和平的方式一直生活下去。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葉振軒、劉藝、陳若嵐、甘悅琛 

小組創作《黃鼠狼逃生記》 

  幸運的黃鼠狼鑽進了一所大穀倉便過着安樂的生活。 

  一天，黃鼠狼享受完一頓豐富的午餐後，牠聽到穀倉主人的腳

步聲，快要來到穀倉了，牠十分害怕。牠心想：有什麼方法可以逃

生呢？商量、挖洞、躲起來……我要怎麼辦？ 

  「糟了，糟了！」黃鼠狼驚慌失措地說。牠一直走來走去。過

了三分鐘，牠仍未想出方法來離開這個地方。不好了！又過了三分

鐘，榖倉主人已經站在門前，黃鼠狼感到非常不安。 

  黃鼠狼把心一橫，決定跟榖倉主人談判，牠跟榖倉主人説：

「別看我這副模樣，我可是十分稀有的黃鼠狼，如果你現在殺了

我，你將會被捕，受牢獄之苦，獲得非常可憐的下場。」 

  穀倉主人聽到後半信半疑，但最後還是決定放過黃鼠狼，他

說：「既然你如此稀有，那你快離開！以後不要再讓我遇見你！」

黃鼠狼如釋重負，十分高興。 
 

 



4B 張淨宜 (2)                                      佳作 

《家長日》 

  今天是家長日，當我踏進教室半步，我已覺得

緊張。我手腳一直在發抖，十分害怕。 

  當我坐在面談的椅子上，我發現我的心跳加

快。班主任老師說：「他平日的成績很好。」那時

我的心情不太緊張了。老師繼續說：「可是，她這

次測驗的成績不理想。」我看一看媽媽的模樣，她

很生氣。老師也叫我多一點溫習，我垂頭喪氣地離

開。 

  這次家長面見的經歷，令我體會到每天也要認

真做好每一件事。 



4B 譚佩蓉 (13)                              2 月份佳作 

 

 

小元闖禍了 

 

  上星期五，小元 受了一個教訓，學會了誠實和負責任。 

  那一天，小元 獨自在教室踢球，心想:真好！課室裏沒有人，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踢球了。 

  當 小元 玩得樂極忘形的時候，不小心打破窗户，小元心想 :

糟了！我不小心打破窗户，怎麼辦？老師曾經說過不可以在課室踢

足球的，他會很生氣的。 

  不行！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人，我要去向老師認錯。  

  小元 經過這次教訓後，成為了一個守規負責任的好學生了。 



多啦 A 夢  4C 鍾燁婷 

 

  今天早上，我正準備上學的時候，突然抽屜裏傳出一

陣強烈的聲音。我回頭一看，突然有一隻藍色的狸貓從抽

屜跳了出來。 

  「你…你…不就是…」我話還沒說完，那隻藍色的狸

貓就介紹自己：「你好！我是多啦 A 夢！」我瞪大眼睛問：

「你真的是多啦 A 夢嗎？」「當然！你看！」接著，多啦 A

夢從口袋裏拿出一枝竹蜻蜓，並叫我把這一枝竹蜻蜓放在

頭上。這時，我看了看手錶才發現我遲到了。於是，多啦 A

夢又拿出了一扇粉紅色的門。原來是「隨意門」，我一打開

門，就來到了學校，真是輕鬆啊！就這樣，多啦 A 夢陪了

我一整人在學校上課。 

  到了晚上，多啦 A夢要離開了。我雖然很捨不得他，

但是我很感謝他讓我體驗了那些傳說中的法寶。多啦 A夢

把我的抽屜拉開，然後就消失了……我忍不住掉下了淚，

心想：多啦 A夢，保重！希望有機會再見到你！ 



小元闖禍了   4C 鄺以軒 

今天小息的時候，小元 獨自一人留在課室。突然，

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念頭——在課室踢球！他心中暗想：只

有自己一個在課室，一定不會被人發現的！機會難得！ 

小元 正在玩得開心的時候，一不留神便把足球踢到

窗戶去，把學校的窗戶打破了。他心想：哎呀！糟糕了！

該如何是好？我不小心踢破了學校的窗戶，一定會被老師

責罰的！ 

小元 感到忐忑不安，他心想：不如我馬上離開吧!正

當 小元 走到課室門口。他的耳邊突然傳來了一把聲音:小

元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你還是向老師認錯吧!小元 想了又

想，終於硬著頭皮去找老師承認自己的錯誤。 

經過這次事件，小元 決定以後不會在課室裏踢足球

了，並學會了，做錯事要勇於承認。 

 

 

 

 

 



余文鑫 (4D-26) 

旅行日 

旅行那天，我們到了 西貢户外康樂中心 遊玩。 

    我們看到那裏有康樂室、足球埸、籃球場⋯⋯我看見足球場的風景很漂

亮。 

       我們首先到康樂室玩足球遊戲機和氣墊球。接着我們到遊樂場玩，

我和其他班同學一起玩耍。到肚子餓的時候，我們一起分享食物，這是最

難忘的一刻。 

       我們的食物包括：壽司、蛋糕、薯片⋯⋯然後，我們到了射箭場射

箭。老師教我們正確的姿勢射箭，避免受傷。到我射箭時，我每次都中

「紅心」。大家都稱讚我好眼界。 

       最後，我們來到了手工藝室。串珠是手工藝的一項活動，是很花工

夫的，你要非常細心才可以製作出精緻的串珠。 

       要集隊了！我們到室內體育館集合要離開時，我們都依依不捨。 

       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陳靜怡 (4D-1) 

旅行日 

今天是旅行日，我和同學一起到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旅行。 

我們到達後，看到有很多高大的樹木和遊樂設施。首先，我們一起去

會堂聽職員講解中心設施的注意事項，然後，我和同學便去玩各種遊樂設

施，如：射箭、手工藝、網球、壁球、集體遊戲。我最喜歡玩集體遊戲的

躲避盤。 

    老師先教我們如何掌握躲避盤的操作技巧，然後才開始比賽。 

    對方突然飛盤，我叫大家小心！站在我旁邊的同學被擊中，他出局

了。過了一會，剩下一位同學和我。我們一起努力，集中精神，四處躲

避。終於我們勝出了，我非常高興。 

    我十分難忘玩躲避盤的過程，這個比賽讓我體會了只有團結一致才會

成功。 



           
 

              作文五佳作分享  5A 李宏宇  题目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上星期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因為那

次差點丟失我去年的生日禮物一一望遠鏡。 

    那一天我回到家時，發現我一直很珍惜的望遠鏡不見了！那時

我的心情，就像有一把利劍直插我心。我把這件事告訴媽媽，可是

我不但沒有得到幫助 還被她責駡一頓：「你知道那個望遠鏡多貴

嗎，而且那還是我送給你的禮物，你懂不懂珍惜？」我沒有埋怨媽

媽沒有幫忙，我心想：有時間埋怨，還不如快點去找。 

    我馬上走進房間，發瘋似的把房間裏的箱子和衣櫃的東西全都

翻了出來，可就是找不到望遠鏡。我心裏呐喊：望遠鏡啊，望遠

鏡！你快出來吧！眼見整個房間翻轉了都找不到，我便躲進被子裏

哭。 

這時媽媽說：「吃飯了！」我一腳把被子踢翻，準備下床的時候，卻

聽到「啪」的一聲，我向床下一看，是我的望遠鏡！我那時才想

起，原來我昨天用完後就把它扔在被子裏了。我把望遠鏡抱在懷

裏，高興得淚流滿面。 

那次之後我買了一個小盒，把它好好地收藏起來，我發誓我再也不

會丟失它了。 

 
 



             作文五佳作分享  5A  魏子宏          题目 :小病是福  
 

       

    我永遠記得那一次我患上腸炎的慘痛經歷。那一天我正悠閒地

在沙發上看卡通片，突然間我感覺到有些東西要從我口裏噴發出

來，我連忙跑到洗手間嘔吐，肚子裏好像突然有幾隻蠻牛不停地衝

撞，我忍不住上吐下瀉，非常辛苦。 

    原來我患上了腸胃炎，患上腸胃炎最大的問題是我不能吃我最

愛的美食，只能吃淡而無味的白粥，對我來說是苦不堪言的。 

媽媽知道我患病後，平日臉上的笑容不見了，變成一張憂愁的臉，

她十分擔心我的病情。 

    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媽媽則一直在床邊照顧我，當我要嘔吐

的時候，她立刻遞上垃圾桶給我吐，又輕輕撫摸我的背；當我要上

廁所的時候，媽媽用盡全力把我抱起來，帶我上廁所，又溫柔地按

摩我的肚子，令我舒服多了。 

    媽媽知道我現在只能吃最討厭的白粥，就溫柔地說待我病好的

時候，會帶我吃我最愛吃的蘋果金寶，而且又一口一口地餵我吃白

粥。整個晚上媽媽不眠不休地照顧我，辛苦極了。 

    經過這次患上腸胃炎的慘痛經歷，我發覺媽媽是非常愛我的，

我以後不會亂吃東西，讓媽媽如此辛苦了。 

  
 
 



二月佳作 5B 許卓軒 

題目: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每當我看到書桌上擺放的汽車模型，那一次它離我而

去的恐慌 不禁湧上心頭。 

那一天，我和平時一樣在書桌上做功課，忽然感覺書

桌上空空如也，心裏突然不安起來，幾番思索，才發現媽

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汽車模型不見了。心想:明明昨天它

還在，究竟去了哪裏?我整個心彷彿被提起來，不上不下，

難受得很! 

於是我在家裏進行鋪天蓋地的大搜查，櫃上、桌下、

床旁……所有角落都找一遍，卻仍是毫無收穫。我心裏越

是緊張，急得汗水一滴滴地在額上流下，我仍是不願放

棄，把書包和雜物箱全都倒出，一件一件仔細地查看，所

有物件堆疊在一起，像一個個小山丘 ，但是依然還是找不

到它。 

我嘆了一口氣，心想:媽媽，對不起!我不由自主地埋怨

自己為何不把模型放在更安全的地方，丟失了媽媽費盡心

思為我挑選的禮物。我呆呆的坐在椅上，不發一語，手不



小心推到桌上的筆，筆緩緩地滾至床下，我彎下身，往床

下一探，突然我看見我心愛的模型正在床下的隙縫，天頓

然光明起來，我開心得活蹦亂跳，就像一隻小猴子。我在

心裏默默承諾以後會好好珍惜愛護它，不會再讓它離我而

去。 

這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我畢生難忘，為了避免他在弄

丟我把它放在玻璃櫃內。 



二月佳作 5B 黃茵婷  

題目: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每當我看見這部媽媽送給我的電話，那一次失而復得

的可怕的經歷仍在我腦海中縈繞著。 

那一天我放學回家後，我發現我的電話遺失了，我頓

時很緊張，彷彿眼前有一架火車正向著我撞過來一樣。心

想:這次一定會給爸媽責備，我當時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我在客廳東翻西找，屋子每一個抽屜都被我翻開檢查，四

周亂得像戰場一樣，可是我仍然看不見它的蹤影，我心裏

更慌亂。 

媽媽在旁責備我說:「你為何那樣粗心大意?你真冒

失!」這刻，我更加心急如焚，我的心跳個不停，心臟就像

快要掉出來了!我發瘋似的衝入房間進行地氈式搜索，翻箱

倒櫃，我睜大眼睛，仔細地找每一個地方，甚至連每一個

角落都不放過，可是我仍未找到，我不敢泣不成聲。 

突然，電話鈴聲響起，我發現我的書本裏夾着我的電

話，我不禁笑逐顏開，更興奮得大叫起來，我開心得就像

飛上天上一樣，我馬上牢牢地拿著電話。 



這次失而復得的經歷令我至今仍猶有餘悸，我決定以

後不會再隨便亂放我的電話了。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5C 王蔚津 

 

每當我看見這個錢包，就讓我回想起奶奶，因為這是她送給我的

禮物。錢包非常特別，表面鑲有一顆小小的珍珠。 

今天放學後，我如常和同學一起回家。途中，我發現我的錢包不

見了！我的錢包裏有八達通、四十幾元和家裏的門匙。我心情即時跌

至谷底，如果真的不見了，爸爸媽媽一定會打罵我呢。 

我立刻跑回學校的課室尋找，我東翻西找，也找不到它的蹤影。

心裏不禁傷心起來：奶奶，對不起！我把你送給我的珍寶弄不見了。

想着想着，不禁流下淚水來。 

我無精打采、垂下頭走向回家的路。 突然，草叢裏有一點亮光，

吸引了我的注意。哦！原來我的錢包丟在草叢裏。我立刻彎下身把錢

包拾起，然後興高采烈地跳了起來，直奔跑回家。 

回家後，我把事情告訴媽媽。媽媽聽完後，說：「你下次不可這

樣冒失，如果再弄失的話，未必能找到的，知道嗎？」我用力地點頭。 

我發誓，我以後會好好保管錢包。因此，我決定把它放在家中的

抽屜裏，不再使用。 

這次失而復得的經歷，令我知道一定要好好保管自己的財物。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5C 鄭雯文 

 

每當我看到這張照片，就讓我想起那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到現

在也猶有餘悸。 

那一天，我和家人到長洲旅遊。晚上，我們正要入閘乘船回家，

我才發現我的手袋不見了！我十分擔心，因為我的電話和錢包都在手

袋裏。心想：天啊！萬一我的電話被人偷取了，我的個人資料豈不是

會洩漏？ 

於是，我大叫：「我的手袋不見了！」媽媽帶有什責備的語氣說：

「那……那你去我們剛吃飯的地方找找吧！」 

我心急如焚，就像馬一樣奔向飯店。由於我太心急，加上天已黑，

沒留意道路狀況，結果絆倒了。雖然有點痛，但是為了盡快尋回手袋，

我只好馬上站起來，再次向飯店跑去。 

到達飯店，看到我的手袋仍在座位上，我即時放下心頭大石。我

馬上向店員表明來意，然後檢查手袋，幸好沒有任何損失。 

這次經歷，讓我體會到，每次離開一個地方時，都要清楚檢查有

沒有帶走隨身物品，以免招致損失。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陳海晴 

《小病是福》 

    「 時光飛逝，韶光荏苒」， 回想起去年的那一天，真是一個百感

交集和感激不盡的日子! 

    想起當時的情況，當天我不幸地感染了風寒，但我還是堅持上學

去。到了中文課，我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當譚老師看見我神智不清的

樣子，就立刻走過來，輕輕摸我的額頭，她拈花微笑地問:「你沒有事

嗎？我帶你到醫療室吧！」她這種溫暖的舉動，深深打動我的心。心

想: 有這樣的老師，真是何其有幸呢！ 

    到了醫療室，譚老師寧願放下手頭上的工作，留下來陪我。譚老

師溫柔地問:「你辛苦嗎？要躺下來休息一下嗎？我幫你蓋被子吧。」 

譚老師對我的關懷備至就像媽媽一樣，無微不至的照顧，不是一般老

師會做到的。 

    到了午膳時間，因為我還在醫療室，所以沒有午飯吃。突然，我

的肚子咕嚕咕嚕地叫，我的耳朵秒速紅起來！因為我非常尷尬呢！況

且，有很多同學在醫療室呢！最難為情的事，就是譚老師也聽到了！ 

譚老師笑著問:「我下去幫你買飯吧！」 我立刻說:「好，謝謝你！」 

心想: 為何世界上有那麼關愛學生的老師！那份體貼入微的態度，樂

於助人的善心，真令人欽佩莫名！ 

    譚老師就像我的「解藥」一樣，就算患重病，但有譚老師的陪

伴，相信邪惡的病魔也會被打敗。正所謂「禍中有福」呢！ 

    譚老師對我的關懷備至，我將刻骨銘心，永生不忘。以後，我一

定會努力讀書，好好報答譚老師。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楊萬怡 

《一次失而復得的經歷》 

    記得有一次，我遺失了我的小寵物──小狗 櫻桃。 

    那一天，我有空帶 櫻桃 外出去散步。牠非常高興，我幫牠綁起狗

帶便出門去。忽然，下起大雨，還打雷呢！牠被雷聲嚇得不知所措，

牠使勁地跳來跳去，我就不小心鬆了手，「糟糕了！糟糕了！櫻桃 不

要跑呀，不要跑呀，快回來呀！快……」我高聲喊着。我馬上去找

牠，我看到牠的蹤影，但我走近牠的時候，我不小心「仆」的一聲跌

倒了。我一邊哭，一邊找，我不想沒有了牠，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小

狗，牠令我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接着，我走到牠最喜歡的公園去找牠，可是沒有。我再跑回家裏

看牠有沒有回家，但我還是找不到。已經傍晚了，我應該回家了，我

冒着大雨，滿身泥巴，但我仍左顧右盼，看看有沒有牠留下的痕跡。

忽然，我聽到一聲狗吠聲，我開心地跑過去看是不是牠，原來並不是

牠，而是別人的小狗，他們玩得很高興，我就漸漸流下了眼淚，傷心

地回家去。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出門去找 櫻桃。我先去我的朋友家，因為

我朋友 梓晴 家也有飼養狗，狗的鼻子最靈敏，我相信 梓晴 的狗一定

能替我找到牠的！我已經拿了牠最喜歡的玩具皮球給 梓晴 的狗用鼻子

嗅一嗅，牠就馬上跑去了垃圾站，這時，我看到 櫻桃 正在翻開垃圾找



東西吃。我的心很痛，眼見牠竟然餓成這個樣子。我二話不說，馬上

把牠帶回家去。 

    這次失而復得的經歷，令我知道我要加緊留意及照顧牠，確保牠

的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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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令我尷尬的事 

 

   在我的記憶中，曾發生了一件令我覺得無地自容的尷尬事， 

現在回想起都覺得丟臉呢！那一晚是婆婆的七十歲大壽…… 

   我們一家為婆婆賀壽，於是就去了一間酒樓晚膳。當時，我們

已經等了大約一個小時都沒上菜，我的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 

於是媽媽就催促服務員儘快上菜。 

   終於上菜了，我看到我最喜歡的菜餚—蜜汁雞翼，真令我垂涎

三尺，食指大動，我忍不住要大吃特吃了，吃了一件又一件。另

外，其他的佳餚都十分美味，包括：乳豬，清蒸石斑，魚翅等 

等，真是讓我大把口福啊！ 

   接著，酒樓也準備了許多甜品。雖然，我的肚子已經大得像 

西瓜一樣，但我還是吃了它。結果我飽得嘔吐大作，那一刻，所有

人都注視著我，我心想：哎呀！好丟臉，好尷尬，真不好意思！大

家看見我這副狼狽的樣子，都紛紛取笑我。我的家人就急忙去幫我

處理我的嘔吐物。我瞬間滿面通紅，不知所措，當時的情形令我覺

得非要挖個洞躲進去不可！ 

回到家後，我立即洗澡，因為我也嘔到衣服上了，我的衣服上發

出難聞的氣味。我回想起全部人都注視著我的時候，真是難為情，我

  



都恨不得找個洞鑽進去。這件事真是我一生中最尷尬的經歷啊！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林曉浩(12) 
 

一件令我尷尬的事 

 

    一天在上馬主任的體育課時，她說今天要跳大繩，我心中又開

心又緊張。開心的是跳大繩是我的拿手項目之一，我被同班同學一

向冠以「跳繩小王子」之稱呢！緊張的是我今天穿的褲子太緊了，

跳不了向同學承諾的高難度動作 —「空中一字馬」。 

    開始跳繩的時候，我已向同學解釋為甚麼跳不了那個動作，他

說：「你不跳即是害怕，還找藉口掩飾！」一開始我還沒有理會

他，繼續用普通的跳法去跳繩。後來，他開始大肆宣傳，說我是懦

夫。我心想：這樣不就有損我「跳繩小王子」的名譽？我一定要挽

回我的名譽！ 

我找來了他，然後衝進繩內，來到一個「一字馬」。「嚓」的一

聲，清脆地響起來。我覺得下面涼涼的，一往下看，發現褲子已被

扯爛了，底褲也露了出來。此時，他説：「哈，哈，哈！有人的底

褲是粉紅色的。一陣笑聲立即響起，我的知心好友一邊笑着，一邊

拿着我的外套跑了過來，給我遮着，但我已想找個洞躲起來了！  

    馬主任叫我上校務處拿一條褲子穿。唉！區區為了一個名譽，

卻讓自己落得如此尷尬的地步，真不值得！這一件事，令我學會對

着別人的挑釁，要沉得住氣，也要留意衣服的鬆緊呢！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林靄均(13) 

 

如果我能擁有多一個器官 

  如果你能擁有多一個器官，你會怎樣選擇呢？如果是我，我就會

選擇多一個腦。 

如果我多一個腦，我會把它放在心臟的旁邊，那樣又不影響外表，

又不會被人發現，還有不少好處。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增加一個腦在不同

情況下有什麼好處吧！ 

在學校生活中，我可以讓自己在考試時更快、更準確地想到答案，

因為當兩個大腦合作，效率是很快的。還有，在上課的時候，當老師提

出一些很深的問題時,別人不會答,我卻會答,讓老師對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  

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以在我存放物品時清楚記下存放物品的地方，

沒有那麼容易忘記。此外，在家裏溫習時，我只需用比以前一半的時間

就可以把全部內容學會，不要用太多時間，事功半倍。 

在發生意外時，我可以在其中一個腦受傷而不能使用和思考時，用

另一個腦思考和維持生命，繼續存活下去。還有，我在被困的時候，可

以更快想到方法逃生。 

我希望我真的能擁有多一個腦啊！如果擁有多一個腦，將會對我的

生活帶來好處。 

  

    

   

    



 



彩雲聖若瑟小學                              6A黃詠怡(22) 

 

如果我能擁有多一個器官 

  試想想，如果你能擁有多一個器官，你會想多擁有哪個器官？我

會想多擁有一個腦，並讓它生在心臟的旁邊。 

     我這個決定是從四個方面考慮的。第一，從學校生活的方面而言，

多一個腦可以在上課時記得更多老師説的話，也能更快回答老師的提

問，因為兩個腦的反應能力比一個腦要快。還有，在溫習時可更快地吸

收和記住老師教過的知識，在考試時更得心應手。但最重要的，還是在

考試時可更快地想出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也能更充分的運用學過的知

識，這樣便可考好呈分試，增加入讀心儀中學的機會了。 

    第二，從家庭生活而言，多一個腦可儲存更多家中的美好回憶，因

為我與家人在家中曾有過數不盡的美好回憶，可是有些已被我忘記了，

多一個腦便可把它們都儲存起來了。此外，我也能記住家人的教導和叮

囑，避免犯同一樣的錯誤。 

    第三，我長大後會外出工作，多一個腦可同時接收上司給我的多個

指令，並可更有效率和準確地完成任務。我又可記住更多上司給的任務

和工作時要做的事，這樣就可避免做漏重要的事情了。 

    第四，將來發生意外的話，如果我不幸發生了意外，其中一個腦的

功能受損，也能使用另一個腦。就算我的家人發生了意外，需要腦部移

植才能生存也好，我也能把其中一個腦給他，延續他的生命，這件事真

  



有意義啊！ 

    總括來説，如果多擁有一個腦便會有利於學校生活、家庭生活、長

大後的工作，以及意外後的解決方法，讓我畢生受用。我真希望可以擁

有多一個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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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多了一雙手 

 

    如果有一天，一位神仙在我面前問：「你能擁有多一個器官，你想多

擁有一個什麼器官呢？」那我會選擇多一雙手，因為……  

首先，如果我了一雙手，在學校生活中，我可以利用我的四隻手在

同一時間做兩件事，就例如上課時一邊寫筆記，一邊寫下課本練習的答

案。這樣「四手二用」可以節省時間。另外，我亦可更熱心地幫助老師

運送功課簿，每一次可多搬一些（平常每次可搬六十至九十本功課簿，

但如果多了一雙手。每次便可搬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本。）這樣便可節

省很多時間，用這些時間來上課，吸收更多知識。 

第二，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以在做家務時，一邊拖地，一邊掃地，

這樣不但可大大減少做家務的時間，還可以快點完成家務，以便快點溫

習。 

除此之外，我的「四手」在強盜搶東西時，還可以保護家人。當有強盜

到來時，我的「六肢」一來可以嚇走或嚇暈強盜，二來，我的「四手」

出拳總比強盜快，作自衛用途。 

最後，在不同比賽中，我就會有優勢。例如：在籃球比賽中，用四

隻手可穩定球路，增加命中率；也可用四隻手干擾敵人。在游泳比賽

中，可用四隻手去撥水，加快速度，提升爭勝的機會。 

如果我擁有多一雙手，在學校生活、家庭生活和不同比賽中得益。

  



如果我真是可多擁有一雙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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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能擁有多一個器官 

 你們有幻想過身體多一個器官嗎？你會把該器官放在哪裏呢？它又

怎樣能在學校生活、家庭生活或其他活動中給你帶來好處呢？就讓我來

分享我的想法吧！ 

     如果我能擁有多一個器官，我會選擇多一雙手，我會把這雙手放在

我的肩膀上，而且能讓我隨時決定它要縮小或放大，這樣才能確保我不

會被科學家抓走了。 

    在學校生活中，我可以一次做兩份功課，可節省大量時間，例如：

兩份功課需用六分鐘，但現在只需用三分鐘，節省了一倍的時間。 

另外，你們試過上學時，兩隻手都拿滿東西，卻突然跌倒嗎？相信

這樣十分狼狽，但現在有四隻手便很輕鬆，一隻手拿家課冊，一隻手和

智能卡，一隻手拿食物袋，一隻手準備在跌倒時支撐身體， 十分方便。 

    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以幫媽媽一次煮兩碟菜，節省時間。我也可以

更快穿好襪和鞋，因為我能夠同事翻襪、穿襪和綁鞋帶。也許你們是會

說穿衣服時會很煩，但不要忘記我能自由決定雙手縮小及放大呢！ 

    在打籃球時，難免會被撞到。特別是控球時，掉球便會當作失誤，

所以我可以雙手控球，以防被別人偷襲，用其餘兩隻手保持平衡，並支

撐身體。在比賽時，會面對嚴密而積極的防守，可以用單手運球，並用

其餘三隻手保護籃球。我就不相信別人還能偷到球呢！ 

  



    總括而言，增加一雙手能在學校生活、家庭生活和打籃球中得到更

多幫助，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多一雙手。 

    

   

    

 



6B 林金弘   

 

作文︰如果能擁有多一個器官 

 

    如果我能擁有多一個器官，我想有多一雙手，因為這在學校

生活、家庭生活和其他方面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在學校生活中，我可以更快地做功課和幫老師派簿冊。上體

育課的時候，我可以做守門員，對方就更難入球。打籃球時，如

果我有多一雙手，控球時可有更多變化，對手很難從我手中搶

球；投球時，我可以做出更多花式。 

 

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以同時做更多家務，一邊幫弟弟收玩

具，一邊替媽媽按摩；一邊炒菜，一邊洗碗。跟媽媽去菜市場

時，我可以幫忙拿更多東西。 

 

我將來想當麵包師傅，有多一雙手可以令我更快地準備材

料，我可以同時搓兩個麵團，做更多麵包。 

 

如果我真的有多一雙手，相信大家都會喜歡我。 

 



6B 林思杏   

 

作文︰如果能擁有多一個器官 

 

    如果我能擁有多一個器官，我想有多一個腦袋，因為這在學

校生活、家庭生活和將來職業都有很大的幫助。 

 

 在學業方面，如果有多一個腦袋，我的記憶力便會更強，這

樣，我的中、英文默，數學和常識考試都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

另外，有多一個腦袋能提升我的運算能力，我計算會更加快。我

的想像力也會更高，在視藝課時，我便能做出更好的作品。 

 

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以幫家人記住一些重要的事，例如︰家

人的身體檢查日期，家人覆診的時間，又可以記住家人的生日，

和節日聚會的資料。 

 

如果我有多一個腦袋，我會參加「背唐詩比賽」，赢了的話可

以拿到豐富的獎品，可以上電視，可能有機會為為明星呢！ 

 

總的來說，如果我真的有多一個腦袋，自己和家人都會有很

多益處。 

 



彩雲聖若瑟小學    6C   司徒嘉怡 

 

減少垃圾的好方法 

 

   人類每天都在製造垃圾，這對地球的環境造成很大的損害。香

港人平均每天製造了 1.4公斤的垃圾，這樣下去堆填區和焚化爐都

不足夠使用。那我們應該如何減少垃圾的數量呢？我們可從以下四

個方面着手。 

   首先是“減少使用”。第一、少買獨立包裝的食物及物品，如

果有家庭裝和補充裝，我們就應選購。第二、少用膠袋，應自備購

物袋。第三、少用即棄物品，例如:木筷子、保鮮紙等等。  

   其次是“物盡其用”。第一、切勿無故更換仍可以使用的物

品。第二、將不合穿的衣服或不用的物品轉贈予其他有需要的人，

這比把它們埋在堆填區更有價值。 

   此外是“循環再造”。第一、支持綠色消費，購買循環再造用

品。第二、多將廢物分類後放進分類回收箱。第三、把“廢物”改

造成有用的物品，例如把不合穿的衣服改造成環保袋。 

   最後是“代替使用”。第一、用蛋殼代替化學肥料。第二、使

用天然物料和用品，可減少對環境造成損害。第三、用手帕代替紙

巾。第四、用有蓋容器代替保鮮紙保存食物。 

   總括而言，減少垃圾的數量，可節省生產物品和處理垃圾的成

本。我們應注意資源循環再用，便可令垃圾減少。 



彩雲聖若瑟小學  吳嘉穎  班別：6C 

《如何減少垃圾》 

垃圾，是每個家庭每天都會製造出來的。據統計，每人每日約

製造 1.4公斤的垃圾，是個非常驚人的數目。我們應如何減少垃圾

的數量呢？ 

 

首先，我們應減少使用即棄物品，例如紙杯，因為只用一次實

在太浪費了。在購物時，要自備環保袋，減少用膠袋，因為膠袋由

塑膠製成，對海洋造成很大的影響。還要少買獨立包裝的食品，選

購家庭裝或補充裝，這樣可以減少製造多餘的垃圾。 

 

其次，我們還要物盡其用，切勿為了跟上潮流而無故更換仍可

使用的物品。我們亦可以把不合穿的衣服轉贈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這樣比埋在堆填區更有價值。 

 

此外，我們還要支持循環再造，多將垃圾分類後放進回收箱，

這樣不但能讓堆填區少一件垃圾，還可以令它被改造成新產品，再

次出售。另外，我們還可以收集本來要廢棄的材料，自己動手改造

成另一樣有用的物件，那就不用花錢買了。 

 

最後，我們要注意「替代使用」。例如用蛋殼代替化學肥料，這

樣植物會長得更天然。還可以用毛巾代替紙巾，因為毛巾可以重複

使用，相反紙巾用了要即棄，堆填區又多了一件垃圾了。 

 

減少垃圾的數量，可以節省興建堆填區的成本；資源循環再

用，可以減輕堆填區的負擔。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來為環保出一

分力吧！ 



彩雲聖若瑟小學  張嘉欣 (6C-2) 

一次尷尬的事 

  常聽人說尷尬的滋味很難受，但到底是怎樣的呢？我以前沒有

感受到，但自從經歷了那件事，我真正體會到那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尷尬」...... 

 

那一天，我和朋友一起乘地坐港鐵到海洋公園，我十分期待

呢！但我們正趕上乘客「高峯期」。說實話，要不是為了有更多時間

去玩耍，我還真不願意擠這擁擠的車廂，也不會發生下面這件事

情…… 

 

好不容易擠上了車子，隨着人流，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容身之

處，握住扶手，艱難地站著。我發現站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老婆婆，

她提著很多行李和背包，臉漲得通紅，正吃力地喘着氣。我看見她

有點站不穩，便很想幫助她，但因為人太多，而且自己的背包也很

重，只能在旁邊擔心着她，無能為力……就在老婆婆身旁的座位

上，端坐著一個小學生，他耳朵裏塞着耳機，正在欣賞窗外的景

色，好像車廂裏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港鐵正在行駛着，忽然來了一個急剎車，老婆婆沒站穩，倒在

那個小學生身上，那小學生把身子挪了挪，裝作若無其事，又把頭

轉向窗外，腳還在地上打着拍子。此時，老婆婆勉強站了起來，歎

了一口氣。 

 

港鐵繼續行駛，車廂裏的人隨着車子的晃動，好像在扭秧歌，

忽左忽右。突然又猛地剎住，老婆婆又重重地倒在那個小學生身

上。這次，那位小學生可急了，瞪着雙眼，伸手將老婆婆推了回



去，老婆婆差點摔倒。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便對他說:「老婆婆站着已經這麼難受了，

你非但不讓座，竟然還推他？你實在太……」可還沒等我把話說

完，老婆婆就發話了:「是我讓孫子坐在那兒的，你這小孩真會多管

閒事！」我心想:難道我又多管閒事了？那時，我又驚訝又尷尬…… 

我發覺附近的人都向我投來奇異的目光，我滿臉通紅，面紅耳赤

的，覺得無地自容，進退維谷……車子為什麼開得那麼慢？時間像

凝固了一樣，附近的人一直看着我，我只好一直低下頭，恨不得找

條縫鑽下去……終於到站了！一出車廂，我立即一溜煙跑去了。 

 

這件事雖然已過去了很久，但每當想起，我都覺得無比尷尬，

但我同時覺得自己是做得對的，那個小學生應份去讓座，何況是自

己的祖母！婆婆處處為自己着想，怎忍心看見她那麼辛苦！希望那

小學生長大後懂得報親恩吧！ 

 



彩雲聖若瑟小學  張嘉欣 (6C-2) 

如何減少垃圾 

   生活環境十分重要，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保護環境並不太

重視，每天製造大量廢物，以致 香港 現有的垃圾堆填區將會在數年

內飽和。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該如何減少垃圾，保護 香港，保護

地球呢？ 

環保的第一原則就是「減少使用」。我們應該減少使用即棄用

品，例如：即棄餐具、餐盒、紙杯等等。平日，我們購物時，應該

自備環保袋，減少使用膠袋；不只是膠袋，所有塑膠製品都應該減

少使用，因為它們需要長時間才能分解，分解時還會釋出有毒物

質，不但對人類有害，對環境也會造成嚴重的傷害。當空氣含有有

毒物質，我們連呼吸也不行啊！ 

環保第二原則就是「物盡其用」。我們不應無故更換仍可使用的

物品，我們可以把一些看似無用的東西再造成有用物品，例如：用

膠瓶子來做一個花瓶等。我們也可以把不合用的衣服、書本、電

器、家具……轉贈予其他有需要人士或慈善機構，這比埋在堆填區

更有價值！ 

環保的第三原則是「循環再造」。我們應該支持綠色消費，每次

購物時，都要多考慮多買能循環再造的用品，減少浪費資源。平

日，我們應該多將垃圾分類後放進回收箱裏，以便循環再造。 

環保的第四原則就是「替代使用」。種植植物時，我們可以用蛋

殼代替化學肥料。因為蛋殼是天然肥料，能讓植物健康成長，也對

環境無害。我們還可以用毛巾代替紙巾，紙巾是用樹木製造出來

的，減少用紙巾，便可避免砍伐更多的樹木。 

如果你到一些極少污染的地方，你就會發現，地球原來這麼美

呀！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香港是我們的家，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

她！讓我們一起保護 香港，保護地球，創造美好的將來吧！                    



彩雲聖若瑟小學   6C甄穎琳                     

 

日記一則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 

    今天真是羞愧的一天啊!事情是這樣的...... 

    小息時，驕傲自大的 小欣 炫耀著她的爸爸從外國帶回來「價值

連城」的手錶。我眼紅地看着她那閃耀的手錶，我的心漸漸變得

「骯髒」了。 

    放學後，小欣 和她最好的朋友 小美 談得興高采烈，連她最心

愛的手錶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我的心漸漸起了貪念，正想把她的手

錶放進袋子裏的時候，我看見 小欣 十分着急地四處張望。「肯定是

在找她的手錶吧。」我心想。小欣 四處翻找也找不到她的手錶，急

得哭了起來。我忍受不了良心的責備，把手錶還給她。小欣 還天真

的以為是我撿到了手錶，跟我道謝。這令我更悔疚了，所以我一五

一十地把事實告訴她。 

這時，我的媽媽向我走來，原來媽媽今天不用上班，所以便來

接我放學，卻看見了這「驚天動地」的一幕。當然，她罵了我一

頓，不過最後她跟我說了一句：「你最後把手錶還給人家，沒有被

『惡魔』迷惑，做得好！」 

    雖然媽媽稱讚了我，但我卻感到愧疚。經過這次的事情後，我

決心以不要再被「惡魔」迷惑，要做個正直的人。 



彩雲聖若瑟小學  蔡潔盈 (6C-3) 

 

如何減少垃圾 

   據統計，香港 每個人每日約製造 1.4公斤垃圾，即使 香港 有

再多的垃圾堆填區，也不能處理那麼嚇人的垃圾。我建議大家從

「減少使用」、「物盡其用」、「循環再用」及「循環使用」這四種方

法著手，解決垃圾的問題。 

首先，是「減少使用」。第一，我們應少買獨立包裝的食物及用

品，選購家庭裝或補充裝，這樣就能節省一些資源。第二，少用紙

巾，自備手巾，因為製造紙張需要砍大量樹木，對環境有害。第

三，少用即棄物品，例如：紙碟、木筷子、膠叉子和膠杯子等等，

因為這樣會產生很多垃圾。 

其次是「物盡其用」。第一，切勿無故更換仍可使用的物品，切

記不要為了追求時尚物品而丟棄仍可使用的物品。第二，將不合身

的衣服、玩具、書本家具、電器及文具等東西轉贈予有需要的人，

這樣比埋在堆填區更有價值，既不會浪費了那件東西的價值又能幫

助別人，一舉兩得。 

此外是「循環再造」。第一，支持綠色消費，購買循環再造用

品，支持環保。第二，多將垃圾分類後放進環保回收箱，方便回

收。第三，將沒有用過的另一面紙張再用，盡用物品的功能。 

最後是「替代使用」。第一，用蛋殼替代化學肥料，減少化學物

料對環境造成的損害。第二，用環保物料和用品。第三，用手巾代

替紙巾，因為製造紙張需要大量樹木。第四，用盒子代替保鮮紙儲

藏食物，盒子清洗乾淨就能再次使用，而保鮮紙就是一次性用品。

第五，用購物袋代替膠袋，因為塑膠難分解。 

減少垃圾的數量，可節省處理垃圾的金錢，真是一個一舉兩得

的方法，希望大家也立即行動，支持環保。 



彩雲聖若瑟小學 

 6D 王文欣   《記一件尷尬的事》 

: 
有人說童年是美好，也有人說童年是苦中帶甜的。而我早把我的童年忘記得一

乾二淨，但唯獨是一件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二年級那年暑假，我已經快三年級了。媽媽說我已經長大了，要嘗試獨自去買

東西。於是她托我到麥當勞買午餐，那時我真是興奮無比，懷着興奮的心情到麥當

勞。 

   經過一連串「工序」我要付錢時，服務員姐姐對我說:「小朋友，請付三十四元。」

我聽到「小朋友」這三個字就氣沖沖對那姐姐說:「我不是小朋友！」然後打開錢

包卻一點錢都沒有，我那生氣的感覺消失得無影無蹤，變成了焦急的感覺。那個姐

姐真討厭，她猜到了我沒帶錢，便故意大聲地問我是不是沒帶錢。我還沒來得及回

應，附近的人就大聲地笑，我的眼淚直在眼眶裏打轉，附近的人越笑越大聲，我的

險變得越來越赤紅，我忍受夠了！我用火箭般的速度飛快地跑回家。 

   那次真是一件令我無地自容的事，但經過這次我也學會了要準備充足才出發。 

 



彩雲聖若瑟小學 

 6D 李德康   《記一件尷尬的事》 

 
日常生活中，我們難免會遇上一些尷尬事，而說令人無地自容的尷尬事，就讓

我想起那次上體育課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令我感到臉紅心跳。  

上體育課的時候，老師叫我們做一個倒立的動作，我們感到十分緊張，這是我

第一次做這個動作，害怕會被人取笑和出醜，我們先看老師示範才做這個動作。 我

開始做倒立動作，我做了幾次都很順利，可是有一次卻發生意外。最初，我倒立時

短順利，但到落地時，因為我的褲子太緊了，只聽見嚓的一聲，從我褲子後面傳來，

我的天啊！褲襠意然被扯爛了，我明白過來時，感到十分尷尬。  

我感到不知所措，加上有些人的視線在我身中，我只能儘量掩蓋自己焦急的心

脊，免得被人嘲笑。這時，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忽然，有一位同學用自己的身

子遮蔽着我的爛褲子，協助我到校務處換褲。  

經過這件事後，我十分感激這位樂於助人的同學，希望他以後有困難的時候，

我可以出手幫助他，助他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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