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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A 葉雨晴 

                        星期一，我和同學看見 

                    馮校長，我們說：「馮校長， 

                    早晨。」 

 

                          （18-19）2A 楊許辰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

友，有的拿着網子在草坪上捕捉

七彩繽紛的蝴蝶，有的在山坡上

一邊散步，一邊欣賞大自然的美

麗景色，有的在草地上做早操，

大家玩得十分開心！ 

 

   (18-19）2A 黃浩軒 

                     今天，媽媽和我到浩浩百貨 

                 購買美麗的新裙子。 

    到達百貨公司後，我穿上自

己挑選的美麗裙子。媽媽說：「你

真像一個美麗的公主！」聽到媽

媽的話，我感到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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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A 朱子瑜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六歲，讀二年級。她愛吃漢堡包、炸

雞腿和冰淇淋。她討厭吃蔬菜、魚和水果。 
 

    下午，學校和衛生署合辦了一個講座，講座的

內容是叫我們多吃蔬菜，少吃零食、肉類，不要偏

食。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一起逛超級市場去。欣欣

主動請媽媽買蘋果、小番茄、牛油果……媽媽感到

很奇怪，說：「你一向討厭吃蔬菜，為甚麼要買蔬

菜？」欣欣說：「因為今天下午的講座內容是叫我們

多吃蔬菜，少吃零食、肉，不要偏食。」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十分健康，媽媽還稱讚

她是一個好孩子，令她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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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A 梁天行 

《老師過生日》 

    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吃東

西。小玉說：「陳老師的生日快到了，我們替他舉行

一個生日會吧！」小明說：「我們給他一份神秘禮物

吧！」小思說：「我請媽媽做一個香甜的生日蛋糕送

給陳老師吧！」 
 

    課室裏，我和小思在準備蛋糕，小明在準備食

物，其他同學在佈置課室。 
 

    當老師一走進課室時，就看到漂亮的圖畫、美

麗的裝飾和香甜的蛋糕。然後，我和同學們跳出來，

大聲地說：「祝您生日快樂！」這句話令陳老師感到

十分驚喜。之後，小思把蛋糕拿過來，然後我們一

起唱生日歌和吃蛋糕。最後，小明把禮物送到陳老

師面前，說：「祝您生日快樂！這是我們送給您的禮

物。」老師說：「謝謝！」 
 

    那天，老師、我和同學們都很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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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A 沈鴻宇 

《外婆的禮物》 

    今天是外婆的生日，我和姐姐在客廳裏商量送

甚麼生日禮物給慈祥的外婆。 

    我們分別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我說：「我提議送

一包巧克力給外婆吃，因為外婆喜歡吃又甜又脆的

東西。」姐姐說：「我提議送一條圍巾給外婆，因為

她太怕冷了，她又只有一條圍巾。」姐姐又對我說：

「如果外婆吃太多甜食，就很容易患上糖尿病。」

我反對地說：「圍巾用一下就爛了。」我們想來想去，

也下不定主意。 

    過了一會兒，媽媽剛買完菜回來，她看見我們

拿不定主意送甚麼生日禮物給外婆，就說：「不如你

們送一對襪子給她吧！因為冬天的地板很冷，外婆

的腳會很凍，而且外婆的襪子已經很殘舊了。」我

和姐姐聽到後，一邊拍手，一邊稱讚媽媽的主意很

好。於是，我們分別在自己的房間匆匆忙忙地拿出

小豬儲蓄箱來，再到商場的服裝店買一對漂亮的襪

子送給外婆。 

    晚上，我們乘坐飛機到北京探望外婆。到達外

婆家後，外婆看見我們送給她的禮物，感到很激動，

說：「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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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B 周泰來 

                        星期六，弟弟拉着媽媽 

                    的手，說：「我想參加風箏比 

                    賽。」 

 
 

(18-19）2B 朱子樂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 

友，小芬在地上做早操，小方 

坐在石椅上看圖書，小明在山 

坡上捕蝴蝶。他們都玩得很高 

興，綻開了笑臉。 

 

 

（18-19）2B 楊子奡 

                       我的生日快到了，媽媽帶 

                   我到百貨公司購買款式新穎 

                   的新裙子，我穿上漂亮的裙子 

                   後，出席了生日會，人人都讚 

                   美我，我真的很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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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B 劉欣靈 

《老師過生日》 

    一天，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一面吃東西，

一面談天說地。小玉說：「陳老師快要生日了，我們

要準備甚麼呢？」小明說：「我們準備一份禮物吧！」

小思說：「陳老師喜歡吃蛋糕，也買一個蛋糕吧！」

最後，他們決定全部都要買。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同學們為陳老師的生日

做準備，有的在黑板上畫圖畫，有的在裝飾課室，

十分忙碌。 
 

    上課的鐘聲響起了，陳老師走進課室，看見黑

板上寫着：祝陳老師生日快樂！陳老師高興極了！

這時，同學們先送上禮物，再唱生日歌，老師很感

動，大家都很開心。 
 

    後來，大家一起玩遊戲、吃點心，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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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B 解宇萌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二年級。她喜歡吃炸雞腿，

討厭吃蔬果。爸爸、媽媽看見了，非常擔心。 
 

    有一天，學校舉辦飲食衞生講座，講座的內容

是要大家多吃蔬果，不要偏食。欣欣聽完，決定要

多吃蔬果。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欣欣主動請

媽媽買蔬菜。回家後，媽媽做一些蔬果沙拉給她吃。

欣欣吃了一口，覺得很好吃。 
 

    現在，她會吃蔬果，也會吃肉，不再偏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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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B 馬瑾萱 

《外婆的禮物》 

    有一天，姐姐和我在談天，姐姐說：「六月十八

日是外婆的生日啊！我們送她甚麼禮物呢？」 
 

    我說：「我們買巧克力好嗎？」姐姐說：「巧克

力太甜，不適合外婆吃，不如買圍巾好嗎？」我跟

姐姐說：「我反對！」 
 

    媽媽看見了，說：「你們不要吵架，不如我們買

襪子好嗎？」我和姐姐說：「好啊！好主意！」媽媽

說：「因為外婆最喜歡穿襪子保暖。」 
 

    一會兒後，我們從房間出來，並拿出零用錢，

打算到百貨公司買一對美麗的襪子。外婆收到禮物

後，她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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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C 曾  甄 

    今天，妹妹在家裏聽到「啪啦」一聲，原來是

弟弟把花瓶打破了，嚇得她哇哇大哭。 
 

 

 

（18-19）2C 劉予承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白板、電腦、時

鐘，還有投影機，後面有壁報板和簿櫃，左面有洗

手盤和視藝櫃，右面有書櫃。 

    我們能在這個課室上課，真是快樂啊！ 
 
 
 

                       （18-19）2C 何曼治 

                     今天早上，媽媽帶我到百貨 

                 公司買新裙子。因為我的生日快 

                 到了，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出 

                 席生日宴會。 

                     我先帶上蝴蝶結，然後穿上 

                 漂亮的裙子，真像一位高貴的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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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C 楊博文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幫爸媽做家務，

例如掃地、澆花、洗碗碟……數也數不完呢！我還

會聽父母的話。 
 

    在學校裏，我會專心上課，還會守秩序，例如

在上課的時候保持安靜。我是二丙班的電腦科科

長，我會幫忙派簿冊。而且，我是二丙班的第三組

組長，我會幫助同學收功課。在小息或午息的時候，

我會教導同學做功課。 
 

    因為老師和父母常常稱讚我，所以我感到樂滋

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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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C 涂凱文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八歲，就讀三年級。她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偏食，她喜歡吃肉類，不喜歡吃蔬菜，所以她

的抵抗力很差，常常生病和肚子痛。 

    直到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有關均衡飲食的

講座，講者說：「水果蔬菜不可少，日日記得二加三。

大家記得要有均衡的飲食，不要偏食。」聽完講座

後，欣欣知道了不可以偏食。 

    星期六，欣欣和媽媽到超級市場買菜，經過買

蔬菜的攤檔時，她對媽媽說：「我可不可以買蔬菜？」

媽媽驚訝地說：「你不是不喜歡吃蔬菜的嗎？為甚麼

你會說要買蔬菜呢？」欣欣回答說：「因為學校在上

星期五舉辦了一個有關食物的講座，我學會了不要

偏食。」媽媽說：「你真棒！」 

    買了蔬菜和水果後，欣欣對媽媽說：「今天晚

上，我可不可以吃沙拉？」媽媽說：「可以啊！」欣

欣開心極了！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非常健康，以

前她不喜歡吃蔬菜，現在非常喜歡吃了！ 

    從這件事情，欣欣學到了不要偏食。大家要記

得：「水果蔬菜不可少，日日記得二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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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C 楊卓亨 

《外婆的禮物》 

    今天是六月十七日，哥哥和弟弟竊竊私語地

說：「明天就是外婆的生日，不如我們送一些禮物給

她吧！」弟弟說：「好呀！」哥哥提議買圍巾，弟弟

提議買巧克力。後來，媽媽看見了，覺得很好奇，

便去問他們：「你們在討論甚麼？」哥哥說：「因為

明天就是外婆的生日，所以我們想送些禮物給她，

但是不知送甚麼給外婆？」媽媽提議買圍巾和襪

子，因為現在是冬天，可以讓外婆的頸和腳保暖。 
 

    最後，哥哥和弟弟打算買圍巾和襪子。他們走

進自己的房間裏拿出自己辛辛苦苦儲起來的零用

錢，高高興興地去買圍巾和襪子。 
 

    到了六月十八日那天，哥哥拿出圍巾，弟弟拿

出襪子送給外婆。外婆看見，開心極了！外婆穿上

襪子和圍上圍巾後，覺得非常合身。我們全家也非

常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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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D 蕭信希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邀請了李東 

             昊、王瑞嘉和呂樂怡來參加我的生日 

             會，我很開心，我對他們說：「謝謝 

             你們來參加我的生日會！」 

 

 

                           （18-19）2D 呂樂怡 

    今天，我、小明、小美、小怡和小樂在公園的

草地上休息。我們聽到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吱吱的

鳥聲和小朋友哈哈的歡笑聲，大家都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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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D 衛馨儀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一塊白板，後面

有一塊長方形的壁報板，左面有四台冷氣機，右面

有一個圖書櫃，我們在這麼整齊的課室裏學習，多

麼快樂啊！ 

 

 

 

（18-19）2D 黃芷熒 

               我是一個小女孩，我有一張瓜子般 

的臉兒，一雙明亮的眼睛，還有一張櫻 

桃般的嘴巴，笑起來露出雪白的牙齒， 

十分漂亮！ 

我喜歡吃甜甜的西瓜，每逢夏天，媽媽都會買 

給我吃。我還喜歡做運動，每逢星期五，我都會到 

屏山游泳池游泳，現在我學會了游泳，我感到十分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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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D 黃悅晉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幫媽媽掃地，

每一次，我都會掃得乾乾淨淨。放學後，我會在家

中認真地做功課和溫習。我有一個小弟弟，我平時

會用心地照顧他，也會陪他玩玩具。 
 

    在學校裏，我會專心上課。我會幫助老師和同

學，當同學有不會做的題目要向我請教，我就會用

心地指導他。 
 

    我的家人和老師都稱讚我是個乖巧的好孩子，

我感到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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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D 華航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九歲，讀三年級，是一個有偏食習慣

的小孩。她喜歡吃漢堡包和炸雞腿等油炸的食物，

她不喜歡吃蔬菜和水果等有營養的食物，所以她營

養不均衡，長得又瘦又矮。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衛生署食物講座」，陳姑

娘提醒同學們不要偏食，要多吃蔬菜和水果，這樣

有利於健康。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欣欣主動叫

媽媽買水果和蔬菜，她說：「媽媽，我們做蔬菜水果

沙拉。」媽媽感到很驚訝！於是，欣欣告訴媽媽學

校舉辦了一個食物講座。 
 

    回家後，媽媽做完沙拉，欣欣說：「原來蔬菜和

水果比肉和油炸的食物好吃多了。」 
 

    從此，欣欣改掉偏食的壞習慣，她知道均衡飲

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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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E 歐光量 

                今天，我的朋友到我家為我慶祝 

            生日，我們一起唱生日歌、吃蛋糕和 

            玩遊戲，我們都覺得很高興。 

                           

                          （18-19）2E 蕭世榮 

                  天空中的煙火五顏六色，有紅 

              色，有金色，還有橙色。煙火的形 

              狀有的像黃色的太陽，有的像紫色 

              的花朵，還有的像銀色的流星，真 

              美麗啊！ 

 

（18-19）2E 文雅淇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用功讀書，還

會幫忙照顧弟妹，更會幫忙做家務呢！ 

    在學校裏，我會守秩序，還會專心上課。另外，

我亦會幫助老師和同學。因此，老師常常稱讚我是

個好孩子。 

    得到老師的稱讚，我很高興。我會繼續努力，

做個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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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E 陳進楷 

《老師過生日》 

    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討論

怎樣跟陳老師慶祝生日。 
 

 課室裏，同學們為慶祝陳老師的生日準備了很多

驚喜。他們有的用手工紙做生日禮物，有的在生日

蛋糕上插蠟燭，還有的在黑板上寫上「我們很愛陳

老師」。 
 

 陳老師走進課室後，看到生日蛋糕和禮物，感到

十分快樂。她稱讚同學是個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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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E 林志東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外婆的生日，我和姐姐在商量送

甚麼禮物給外婆。 
 

    首先，姐姐提議送圍巾，因為外婆怕冷。我提

議送巧克力，因為我覺得巧克力很美味，外婆一定

會喜歡。媽媽看見我們兩個商量了很久，便走了過

來，說：「你們送給外婆一對運動襪吧，因為外婆常

常出外做運動，所以要穿運動襪和運動鞋。」我們

兩人都同意買運動襪給外婆。 
 

    於是，我們合資買了一對運動襪給外婆。外婆

收到禮物後，感到很開心，她還稱讚我們是好孩子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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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F 朱泳基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友，有 

的在散步，有的在快樂地捉蝴蝶，有 

的在安靜地看書，有的在高興地拍 

球，還有的在做運動，真是熱鬧啊！ 

 

                          （18-19）2F 張朗妍 

    今天，我在家裏不小心打破了媽媽喜歡的花

瓶，「啪啦」一聲，把弟弟和妹妹都嚇得哇哇大哭起

來。 

 

                          （18-19）2F 杜甄朗 

                  星期日，媽媽和我到百貨公司 

購物。 

                  因為我的生日快到了，媽媽帶 

我到百貨公司挑選一份生日禮物， 

我選了一條紅色、有小花的裙子。 

我穿上漂亮的裙子後，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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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F 林文西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十歲，就讀四年級。她有一個偏食的

習慣，只愛吃水果，不愛吃蔬菜。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由衛生署職員主講的

食物講座，瑩姑娘說：「我們要多吃蔬菜，不要偏食。」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到超級市場買日用品的時

候，欣欣主動跟媽媽說：「媽媽，請您給我多買些蔬

菜。」 
 

    回家後，媽媽給欣欣做沙拉。欣欣看見媽媽做

沙拉給自己吃，開心得拍起手來。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變得非常好，不再偏食

了，真是一個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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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F 彭嘉煒 

               《外婆的禮物》 

    今天，姐姐回來的時候，她高興地對弟弟說：「六

月十八日是外婆六十歲生日，我們送甚麼給她呢？」

弟弟一聽到外婆的生日快到了，就很開心。 
 

    我們送甚麼給婆婆呢？姐姐說：「我要送一條保

暖的圍巾給外婆。」弟弟說：「我要買一塊美味的巧

克力送給外婆。」 
 

    這時，媽媽走過來了，說：「外婆不缺圍巾，也

不缺巧克力，她只想要一對保暖的襪子，你們去買

吧！」姐姐和弟弟一起說：「好的，我們一起去買。」

媽媽很高興。 
 

    過了一會兒，姐姐和弟弟拿着儲蓄箱，裏面放

着自己的零用錢，他們趕緊跑到超級市場，到了日

常用品區，買了一對價格不菲，十分保暖，又有漂

亮圖案的襪子送給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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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F 黃智謙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主動幫忙做家

務。我會幫媽媽澆花、疊衣服、掃地等等，但是，

比較危險的家務，例如切水果和燒水，就由大人完

成。 
 

    在學校，我會遵守秩序。小息時，我不會亂跑，

也不會跟同學追逐。 
 

    因為我在學校裏和家裏都表現良好，所以我得

到了老師、家人和同學的稱讚。在學校裏，我也當

了一年的正班長，我感到非常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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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G 黃柏賢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小學二年級。平日，她喜歡

吃漢堡包、炸雞腿，討厭吃蔬菜和水果，所以爸媽

都說她是個偏食的孩子。 
 

    今天，學校舉辦了食物衞生講座，講座的內容

是要我們多吃蔬菜，不要偏食。欣欣聽了，也覺得

自己偏食的行為是不對的。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

超級市場，欣欣主動請媽媽買蔬菜，然後回家製成

蔬果沙拉。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改變了，她養成不再偏

食的好習慣，真是個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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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H 禤柏霖 

               《老師過生日》 

    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一邊

吃東西，一邊商量怎樣為陳老師慶祝生日，準備給

陳老師舉行一個驚喜派對。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全班同學也提早回來佈

置課室。小明負責準備生日蛋糕，小思和小玉準備

生日禮物，其他同學負責在黑板上畫圖畫和寫祝福

語。 
 

    「叮噹……叮噹……」上課鐘聲響起了，陳老

師進入課室。她看見同學們為她準備的生日派對，

感到十分高興。小明立刻把蛋糕拿過來，同學們圍

着陳老師唱生日歌，然後老師便許願和吹蠟燭。小

思和小玉把生日禮物拿過來送給陳老師，陳老師感

到興奮極了，說：「謝謝你們啊！」 
 

    老師收到同學們的生日盆栽，感到十分開心。

同學們分工合作準備派對的團結精神更獲得老師的

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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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H 劉家麗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二年級。她喜歡吃肉，不喜

歡吃蔬菜，就是爸爸媽媽費盡心思勸她，她也只吃

一點點。日子久了，她的身體越來越差，還常常生

病。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關於健康的講座。放

學後，欣欣牽着媽媽的手，說：「我們去買蔬菜做蔬

菜沙拉吧！」媽媽點點頭說：「好啦！」 
 

    回到家裏，欣欣和媽媽就一起開始做蔬菜沙

拉，做好了沙拉，欣欣就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她

吃完後才發現蔬菜也是很好吃的。從此以後，欣欣

再也不偏食了，她的身體也越來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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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H 方俊文 

《外婆的禮物》 

 今天，姐姐跟我說：「六月十八日是婆婆六十歲

的生日，我們買甚麼生日禮物送給她好呢？」姐姐

提議買一條圍巾，我提議買一盒巧克力。就在這時

候，媽媽聽見了，走過來提議我們送一對襪子給婆

婆，因為婆婆的襪子已破爛了。 
 

 經過一番商討，我和姐姐最後合資買一對襪子送

給婆婆。我和姐姐拿出自己的儲蓄箱，並取出金錢

一起到商場購買襪子。 
 

 婆婆收到禮物後，感到很開心，並說：「你們真

乖，真有我心，我愛你們！」我和姐姐也感到很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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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H 楊焯嵐 

    今天，我拉着小狗到公園，一群小朋友正在樹 

下玩捉迷藏。霎時間，哈哈的歡笑聲、吱吱的鳥聲、

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充滿了整個公園，多麼熱鬧啊！ 

 

 

 

 

 

 

                           （18-19）2H 陳政宇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白板，後面有簿

櫃，左面有視藝櫃，右面有圖書櫃。我說：「我們的

課室真整齊啊！」老師說：「課室裏的設備齊全，大

家要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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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H 梁立信 

                    我的生日快到了，媽媽帶我 

到百貨公司選購了一條漂亮的新 

裙子，為我的生日宴會作準備。 

媽還買了一個蝴蝶結髮夾給我， 

將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十分 

開心。 

                    媽媽也打扮得很高貴，我們 

互相讚美對方。 

 

（18-19）2I 黃詩婷 

    我有一張圓乎乎的臉兒，一把

又長又直的頭髮，有一雙小小的眼

睛，一個又小又圓的鼻子，還有一

張櫻桃般的嘴巴。 

    我喜歡的食物是壽司和水果，它們是我常常吃

的。我喜歡動物是小狗。我喜歡做手工，因為很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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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I 柯東浩 

    三個小孩子帶着小狗到花園玩，汪汪的小狗吠

叫聲、吱吱的鳥聲和哈哈的歡笑聲交織在一起，他

們玩得很開心啊！ 

 

 

 

 

 

 

                           （18-19）2I 陳韋淳 

                  今天中午，因為我的生日快到 

              了，所以媽媽帶我到百貨公司挑選 

              裙子。 
 

    我先戴上珍珠項鏈，再穿上有蝴蝶結的裙子，

最後，媽媽替我戴上閃閃亮的髮夾。媽媽稱讚我很 

漂亮，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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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2I 陳思宇 

                 《老師過生日》 

    上星期三，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談天。

小明說：「陳老師的生日快到了。」小玉說：「不如

送她一個美味的生日蛋糕吧！」小明說：「我們也要

給她一份神秘禮物！」小思說：「我可以叫其他同學

在黑板上寫祝福語。」 
 

    陳老師生日那天，小玉說：「大家分工合作吧！」

小明先把生日蛋糕插上蠟燭，小玉將盆栽用手工紙

包好，小思帶領其他同學在黑板上寫上：陳老師生

日快樂！我們很愛你！小思還繪畫了一幅漂亮的圖

畫呢！ 
 

    陳老師走進課室的時候，她看到精心佈置的黑

板，非常驚喜。小明隨即送上生日蛋糕，這時候，

同學們便一起唱生日歌。唱完生日歌後，小玉和小

思把禮物送給陳老師。陳老師感謝及稱讚同學們：

「多謝你們為我慶祝生日，你們真有心思！」 
 

    這個生日會圓滿結束，老師和同學們都感到非

常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