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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A 吳子毅 

 

1. 今天早上，爸爸給媽媽一束百合

花，所以媽媽對爸爸說：「謝謝。」 

 

 

 

2. 放學的時候，我彎腰對老師說：「再 

           見，陳老師。」 

 

    

3.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邀請了小

欣和小明到來，她們送了一份禮物

給我，我對她們說：「謝謝。」她 

       們說：「祝賀你生日快樂！」我很感 

             激她們啊！ 

 

 

(16-17)2A 利嘉怡 

 

1. 星期六，我和家人到沙灘 

去堆沙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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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上，爸爸拉著我的手，一起到 

山上放風箏，我說：「原來放風 

箏很好玩啊！」 

 

 

3.  今天，我的好朋友到來 

為我慶祝生日，我們一起玩 

耍、唱生日歌和吃蛋糕，因 

此，今天我很快樂！ 

 

 

(16-17)2A 劉博文 

 

1.     今天，我們一家人一起到公園去玩。突然「啪

啦」一聲，弟弟丟掉了手機。手機破了，弟弟的

手也弄傷了，他嚇得哇哇大哭。 

 

2.     下午，爸爸帶我到公園去玩。玩夠了，我們

躺在草地上休息，我們聽到汪汪的小狗吠叫聲，

又有吱吱的鳥聲，還有哈哈的歡笑聲，我們都覺

得這是很有趣的合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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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A 林志豪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做家務，例如：

掃地、洗碗、摺衫等，我又會主動收拾書包、溫習

功課、做功課和細心照顧弟妹。 

  學校裡，我會用心做功課，專心上課，幫助同

學，教同學寫功課，不會打架，不會破壞公物，不

會說謊，不會大叫，不會離開座位。 

  因為我是一個乖巧的孩子，所以得到老師和家

人的稱讚。 

 

 

 

(16-17)2A 梁嘉莉 

       

     我是梁嘉莉，我有一張蘋果般的臉 

兒。一頭又烏黑又濃密的頭髮，一對葡 

萄似的眼睛，一個挺直的鼻子，還有一 

張櫻桃般的咀巴，笑起來的樣子很甜美。 

       放假的時候，我喜歡看圖書，所以

爸爸會帶我到圖書館看書。此外，我喜

歡吃雪糕，所以媽媽會帶我到麥當勞餐

廳吃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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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A 施子溏 

 

1.  放學的鐘聲響起了，我先檢查 

  手冊，再收拾書包，然後對老師說  

  再見，最後背上書包放學去。 

 

 

 

2.  客人來了，我會先和他打招  

  呼，再請他坐下，然後給他送上可 

  樂和餅乾……最後請爸爸媽媽和他 

  談天說地。 

 

 

(16-17)2B 黃巧欣 

 

1. 今天早上，我和同學在課室裏

寫字。 

 

 

2. 吃過晚飯後，我和爸爸在家裏  

看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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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息的時候，我和同學在圖書館裏看圖書。 

4. 星期天，我和弟弟一起到公園玩耍。 

5. 星期天，我和家人到遊樂埸玩耍。 

6. 昨天，我和家人一起到河邊放風箏。 

 

 

 (16-17)2B 葉博文 

 

 

1. 沙灘上，有的人在堆沙，有 

的人在游泳。 

 

 

 

          2. 弟弟拉著風箏說：「我愛放 

                    風箏。」 

       

 

         3.   星期六下午，爸爸買了一 

                  個巧克力蛋糕給我。媽媽把它                     

                  切開，然後拿給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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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2B 繆珈晞 

 

1.     昨天，妹妹打破了小欣心愛的水杯。它「啪 

   啦」一聲掉在地上。妹妹看見後，害怕得哇哇         

   大哭起來。 

 

2.    今天早上，小美帶我到公園玩耍。在公園裏，   

  我聽見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吱吱的鳥聲和小朋友 

  哈哈的歡笑聲。 

 
 

 

(16-17)2B 徐梓潼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照顧弟妹，還

會收拾房間。到了晚上，我會洗碗和掃地。 

  在學校裡，我會幫助老師擦黑板，還會專心上

課。除此之外，我也會幫同學檢查手冊。因此，老

師和同學都稱讚我是好孩子。 

  我會繼續努力，做個討人喜歡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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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B 溫嘉恩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外婆六十歲的生日。我們在商量

送甚麼禮物給她。 

  我們想了一會兒，我對姐姐說：「我提議送巧

克力給外婆，因為她喜歡吃巧克力。」姐姐說：「我

提議送圍巾給外婆。」 

  我們討論了很久，但也想不到送甚麼禮物給外

婆。這時，媽媽剛好買完東西回到家裡，她聽到我

們的話後，說：「我建議買一雙黃色的襪子給外婆，

因為襪子可以保暖。」 

    聽了媽媽的話後，我們決定買一雙襪子給外

婆。於是，我們各自拿出儲蓄箱裡的金錢，再合資

買了一雙黃色的襪子回來。外婆收到禮物後，感到

很開心，外婆說：「你們真乖巧。」我們感到很高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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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B 陳煜錡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二年級。她只愛吃炸雞腿、

炸薯條、漢堡包等不健康的食物，但就不愛吃蔬菜

和水果。結果，欣欣變得十分肥胖。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衛生署食物講座。講

座的內容是叫我們要多吃蔬菜和水果，不要偏食。

欣欣明白了我們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她主動請媽

媽買新鮮的生菜和蕃茄來做沙拉。媽媽看見欣欣不

再偏食，感到十分高興。 

  回家後，欣欣和媽媽一起開心地吃她們親手做

的沙拉。現在，她的飲食習慣很健康，每天都會多

吃蔬菜和水果。 

 

  (16-17)2C 陳焯灝 

1.     今天晚上，媽媽喝水時，「啪啦」一聲，媽

媽就打破了杯子，我和妹妹害怕得哇哇大哭起

來。 

 

2.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到公園玩的時候，我

聽到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小朋友的哈哈歡笑聲。

回家時，我又聽到小鳥的吱吱聲，我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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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C 歐卓軒 

 

1.     春天到了，小動物都在忙碌地工作，小白兔

在田裏採摘紅蘿蔔，松鼠在樹洞裏吃美味的松

果，還有一些小鴨子在池塘裏游泳 

 

 

2.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

友，小明在山坡上散步，小美

坐在長椅上看書，小欣在樹下

做運動，真是十分熱鬧！ 

 

 

3.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黑板，後面有

儲物櫃，左面有簿櫃。右面有壁報板，十分整潔

啊！ 

 

 

(16-17)2C 歐梓琪 

 

1.    遊樂場裏有很多不同機  

  動遊戲，有巨大的摩天巨輪，  

  有好玩的海盜船，還有新奇的 

  滑浪飛船，十分刺激和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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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品方面 

    超級市場裏面有各式各樣的貨品，有美味的零

食，有營養豐富的牛奶，還有新鮮的蔬果。 
 

人物活動方面 

  超級市場裏有很多客人在選購貨品，老婆婆 

選購新鮮的蔬果，姨姨選購營養豐富的牛奶，還有

小朋友選購美味的零食。 
 

 

 

           3.    中秋節晚上，公園裏有很 

             多遊人，有兩個小朋友在玩花                                

             燈，有小朋友的媽媽在賞月， 

             還有小朋友的爸爸在吃月餅， 

             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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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C 盧 果 

《外婆的禮物》 

  下星期日是六月十八日，也是外婆的六十歲生

日。我和弟弟在家裡商量送甚麼禮物給外婆，讓她

驚喜。 

  姐姐滿有信心地說：「我提議送一條圍巾給

她，因為可以保暖。」弟弟搖搖頭說：「我覺得送

巧克力較好，因為外婆愛吃甜的食物。」我們都有

自己的意見。 

  那時候，媽媽買菜回家。我們連忙上前問：「媽

媽，你提議送甚麼生日禮物給外婆？」媽媽微笑著

說：「我覺得送襪子最合適，因為外婆的襪子很破

舊。」我們都贊同媽媽的主意！ 

  我們立刻拿出儲蓄箱，湊錢買了三雙襪子送給

外婆。 

  外婆生日那天，我們一起把禮物送給她，她十

分高興，還稱讚我們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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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C 伍芷晴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二年級。她每天早、午、晚

三餐只愛吃炸雞腿和漢堡包，不愛吃蔬果。她有偏

食的習慣，讓爸爸媽媽感到非常煩惱。 

  上星期一，欣欣的學校邀請了衛生署的人員來

舉辦食物講座。講座的內容是關於健康的飲食習

慣，提醒我們要多吃蔬菜，不要偏食。 

  那天放學後，媽媽和欣欣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欣欣主動提議買蔬果做沙拉，媽媽感到十分驚喜。 

  從那天開始，欣欣每天都會多吃蔬果，少吃肉

類，有良好的飲食習慣，爸媽都稱讚她是一個健康

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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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C 蘇琪珊 

《老師過生日》 

  上星期四，小息的時候，小思、小玉和小明在

校園裡一面吃零食，一面談天說地。小玉說：「過

幾天就是陳老師的生日，我們怎樣為她慶祝呢？」

小明說：「我們送禮物給她吧！」小思說：「我們送

一個生日蛋糕給她吧！」他們討論得十分愉快，最

後，他們決定為陳老師舉行一個生日會。 

  陳老師生日那天，同學們高興地佈置課室。他

們有的在黑板上畫上美麗的圖畫和寫上祝福的字

句，有的準備生日蛋糕，還有的在裝飾小盆栽，十

分忙碌。 

  上課的鐘聲響了，陳老師走進課室，看見黑板

上寫着「陳老師，祝您生日快樂！」她感到十分驚

喜。那時候，同學們走上前來，有的送上小盆栽，

有的送上生日蛋糕，還有的一起唱生日歌。唱完生

日歌，大家一起跟陳老師說：「祝你生日快樂！」 

  大家在生日會上吃蛋糕和玩遊戲，十分開心。

陳老師稱讚同學們是乖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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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2D 李一諾 

1.    中午，我和弟弟在房間裏高興地玩足球。 

 突然，我聽到「啪啦」一聲，花瓶掉到弟弟的腳   

  上，他很痛，並且哇哇大哭起來。 

 

2.     早上，我在自己的小床上透過窗戶，看到小

鳥在歌唱，發出吱吱的鳥聲，我又看到小狗在嚇

退敵人，發出汪汪的小狗吠叫聲，我還看到小朋

友在玩耍，發出哈哈的歡笑聲。 

 

 

(16-17)2D 林志遠 

 

1.  春天到了，小動物都在忙碌地工作，黃色 

  的小鴨在藍色的池塘裏游泳，可愛的小白兔在 

  綠色的田裏辛勤地拔蘿蔔，靈活的松鼠在黑暗 

  的樹洞裏吃美味的松果。萬物欣欣向榮，充滿 

  生氣，大家都感到很快樂！ 

 

 

2.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友，頑皮的小高 

  在山上捕美麗的蝴蝶，安靜的小美坐在灰色的 

  石椅上，熱愛打皮球的明明在地上打皮球，熱    

愛運動的小紅在大樹邊做體操，大家都感到很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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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D 歐承熹 

1. 

 

 

 

 

 
貨品方面 

 

  新開張的超級市場裏有很多貨品，有冰涼的冰 

淇淋，有益健康的蔬菜，還有可口的可樂。 

 
人物活動方面 

 

    新開張的超級市場裏有很多人，老婆婆選購美

味的牛奶，姨姨選購健康的蔬菜，小朋友選購油炸

的薯條。 

 

                 

                2.    遊樂場裏有很多人，有的 

                  人在玩巨型的摩天輪，有的人                                    

在玩快速的越礦飛車，還有的                        

                  人在甜品屋裏吃美味的甜品，       

                  這個遊樂場充滿了熱鬧的氣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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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秋節的晚上，我們一家                             

                  人在公園裏賞月，爸爸和媽媽 

                  一邊吃美味的月餅，一邊欣賞   

                  圓圓的月亮，而我就在玩爸爸                  

送給我的花燈。我們一家人愉 

                  快地度過了這個中秋節。 

 

 
 

(16-17)2D 黃穎桐 

《自畫像》 

  我是一個開朗的孩子。我有一張紅通通的臉

兒，一頭短短的頭髮、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個扁扁

的鼻子和一張紅潤潤的咀巴，樣子很漂亮。 

  我喜歡吃熱騰騰的薄餅，例如墨西哥薄餅。我

喜歡長長的頭髮，但是我不喜歡束馬

尾。我喜歡做運動，例如跆拳道。 

  為甚麼我這麼漂亮？因為神創造我

時讓我有美麗的五官，更重要的是讓我

擁有一顆純潔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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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D 董紫盈 

《外婆的禮物》 

  外婆的生日快到了！我和弟弟志文正在商量

送甚麼禮物給外婆。 

  「我們送一條名牌圍巾吧！圍巾又可以保暖

又……」我的話還沒說完，弟弟就搶著說：「買巧

克力，現在是夏天，買圍巾都用不上呢！巧克力不

但甜，而且那麼好吃，還是買巧克力吧！」我說：

「哎呀，志文，你忘記了嗎？外婆現在快六十歲

了，牙齒都沒了，而且她又不喜歡吃甜的，還買巧

克力幹麼？還是買圍巾吧！」「不！買巧克力吧！」

我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大吵起來。 

  媽媽聽到我們在爭論，就從廚房裡走出來說：

「外婆的襪子都破爛了，不如送一雙實用的襪子給

她吧！」我和志文聽了，都紛紛點頭同意，不約而

同說：「好哇！我們一起合資買！」說完，就互相

看著對方，呵呵地笑起來了。 

  我們拿出自己可愛的小豬錢箱，然後問媽媽：

「媽媽，一雙襪子要多少錢？」媽媽說：「我們出

去看看吧！」最後，我們選了一雙又便宜又實用的

襪子，才十二塊呢！ 

  回家後，我們心裡想：外婆收到禮物後，一定

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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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D 萬沁子 

《老師過生日》 

  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一邊吃

東西，一邊說：「小明、小思，你們知道嗎？明天

是陳老師的……」小玉還沒有說完，小思就說：「對

呀！明天是陳老師的生日呀！我們一起給陳老師

一個生日驚喜吧！」 

  第二天，小明、小思和小玉把一些心靈手巧的

同學叫來一起做生日蛋糕；畫畫和寫字漂亮的同學

就在黑板上畫畫和寫字；而小思和小玉就給陳老師

做生日禮物。大家一起想：我們做的神秘禮物一定

會給陳老師驚喜的！ 

  果然，老師走進課室時又驚喜又開心，有一些

同學還唱起了生日歌，小明就把生日蛋糕給陳老

師，老師開心地說謝謝！當老師看見黑板時，眼淚

都流出來了，原來上面寫著「我們愛您！老師！」，

旁邊還畫了一些畫。這時，同學們一起說：「生日

快樂！陳老師！」 

  陳老師既開心又感動。同學們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又一次給老師唱起生日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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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E 梁希童 

1.     今天下午，弟弟在客廳玩皮球，他把皮球拋

到花瓶上，「啪啦」一聲，花瓶被打破了，弟弟

害怕得哇哇大哭。 

 

2.     早上，我和朋友躺在草地上休息，我聽到汪

汪的小狗吠叫聲，也聽到吱吱的鳥聲，還聽到小

朋友發出哈哈的歡笑聲。 

 

 

(16-17)2E 張雨晴 

1.   春天到了，小動物都在忙碌地工作，小白 

  兔在農田裏拔紅蘿蔔來吃，小松鼠爬到樹上吃美 

  味的松果，小鴨子在池塘裏快樂地游泳，大家都 

  忙個不停。 

 

 

2.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友，有的在大樹旁   

  邊做早操，有的坐在石椅上看有趣的圖書，有的 

  在草地上高興地拍球，有的在花圃旁捉漂亮的蝴  

蝶，有的在石徑上散步，大家都十分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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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一塊綠色的黑 

  板，後面有一些壁報板，左面有兩台冷氣機，右   

  面有幾個圖書櫃，課室裏真整潔。 

 

 

 

(16-17)2E 方心妍 

1. 

 

 

 

 

 

 
貨品方面 

 

    超級市場裏有很多貨品，有紅紅的蘋果，有新

鮮的牛奶，還有有益的蔬菜。 

 
人物活動方面 

   

    超級市場裏有很多顧客在買東西，老婆婆選購 

營養豐富的水果，姨姨選購又香又甜的蛋糕，小朋

友選購甜甜的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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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樂場裏有很多小朋友 

                   玩機動遊戲。小欣玩飛天鞦                   

韆，小美玩旋轉木馬，思思    

                   玩滑浪飛船，大家都玩得很                                                         

高興。 

 

         3.    中秋節的晚上，公園裏有 

                  很多遊人，有的在賞月，有的  

                  在吃月餅，還有的在玩花燈，                  

十分熱鬧。 

 

(16-17)2E 張宇鑫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外婆的生日，我和弟弟在家裡商

量送甚麼禮物給她。 

  我提議說：「我們送一條圍巾給外婆吧！」可

是，弟弟說：「外婆已經有很多圍巾了，我們還是

送一盒巧克力給她吧！」不過，我反對弟弟的提

議，因為外婆不喜歡吃甜的東西。 

  這時，媽媽來了，她說：「不如我們送一雙襪

子給外婆吧！因為她的襪子已經破舊了。」於是，

我們把儲蓄箱拿出來，合資買了一雙美麗的襪子送

給外婆。 

  外婆生日那天，她收到我們送的禮物後，感到

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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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E 廖婧媛 

《不再偏食》 

  欣欣是一個八歲的小女孩，讀小學二年級。她

只喜歡吃炸雞腿、漢堡包和油炸的食品，不喜歡吃

新鮮的蔬菜和清甜的水果。因為她有偏食的壞習

慣，所以長不高和經常生病，令她的爸媽很為她擔

心。 

  有一天的下午，學校邀請了衛生署的人員給他

們舉辦了一個食物講座。講座的內容讓大家認識到

我們要多吃些蔬菜和生果，少吃肉類，才能令身體

健康。欣欣明白到要多吃些蔬果，才能令身體健康。 

  放學後，媽媽帶著欣欣逛超級市場。她主動跟

媽媽說：「媽媽，你可不可以多買些蔬菜和水果？

我回家後想吃蔬果沙拉。」媽媽覺得很好奇，便說：

「你平日不是很喜歡吃肉類嗎？」欣欣跟媽媽說：

「今天，學校舉辨了一個食物講座，讓我明白了要

多吃蔬果。」媽媽聽到欣欣的話後，說：「你真是

我的乖孩子啊！」 

  回家後，欣欣和媽媽一起做了一大盤蔬果沙

拉，欣欣還吃得津津有味呢！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很健康，不會偏食了，

全家人都因此而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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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E 周梓軒 

《老師過生日》 

  上星期五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

場上討論送甚麼生日禮物給陳老師。小思時：「我

們可以為陳老師開一個生日會。」小明說：「我們

還可以買一份神秘的禮物給陳老師呢！」 

  陳老師生日那天，有的同學在黑板上寫上「陳

老師，感謝你一直以來的教導」，有的同學在準備

一個巧克力蛋糕和食物。然後，大家都開開心心地

等待陳老師進入課室。 

  過了一會兒，陳老師就從課室門外走進來了，

小明和小玉就把他們一起準備的巧克力蛋糕送給

陳老師，陳老師正想吃生日蛋糕的時候，同學們就

一起高聲地唱生日歌給陳老師聽，她看到後，便稱

讚我們都是好孩子。最後，我們一起吃生日蛋糕和

玩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