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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A 易俊朗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下。他看見小猴在輕快地

爬來爬去。小壁虎有禮地說：「小猴哥哥，您把尾巴借給

我，行嗎?」小猴不明白，便說：「為甚麼要借給你呢?如

果我沒有尾巴的話，就不能四處去找尋食物了!」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旁邊的大樹下。他看見小松鼠

在樹上倒掛着吃松果。小壁虎温柔地說：「松鼠姐姐，您

把尾巴借給我，行嗎?」小松鼠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

來保持平衡呢!你看!我跌下來，也不會受傷。」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公園裏，他看見小狗搖着尾巴，

在草地上奔跑着。小壁虎爬到小狗前，說：「小狗哥哥，

您把尾巴借給我，可不可以? 」小狗說：「不可以啊!我

要用尾巴來傳遞訊息呢!否則，我的主人不知道我說了

甚麼。」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別人的東西未必適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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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A 王嘉瑞 

《日記一則》 

十月二日   星期天   晴 

今天陽光普照，我和家人一起到郊野公園去遊玩。 

我們一到公園，就看到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和萬紫千

紅的花朵，樹上的鳥兒吱吱喳喳地叫着，好像在歡迎我

們。 

我坐在草地上看着蔚藍的天空，突然姐姐大叫道﹕

「王嘉瑞!你不來放風箏嗎?」我馬上飛快地跑了過去，

拿起紅紅的風箏，姐姐傷心地說﹕「我的風箏斷了線!我

可以跟你一起玩嗎?」「可以!」我說。我們的風箏好像一

枝箭直衝雲端，爸爸還說我們的風箏飛得比他想得還要

高，聽到爸爸的誇獎後，我們都得意洋洋地笑了。然後，

我和姐姐一起合照，並在草地上野餐。 

今天，我可以和家人一起享受大自然，我感到很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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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A 朱俊龍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最近天氣逐漸轉涼，您要在家裏多休息，

以免着涼並患上感冒。 

  我知道我在最近的測驗中，成績退步了很多，您因

為擔心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自從開學以來，我沉迷網

上遊戲，因為網上遊戲太好玩了。但是玩了網上遊戲後

就會很疲倦，所以我就欠缺精神做功課。現在我感到後

悔和難過，媽媽，真對不起，我承諾以後會用功讀書。 

 祝 

生活愉快！ 

           兒子 

          小明敬上  

                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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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B 張欣欣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松鼠正在樹上

津津有味地吃着美味的松果。小壁虎說：「松鼠姐姐，您

把尾巴借給我行嗎?」松鼠說：「不行啊!我的尾巴可當作

被子來保暖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簷下。他看見老鷹正在自由

自在地飛來飛去。小壁虎說：「老鷹伯伯，您把尾巴借給

我，行嗎?」老鷹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掌握方向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花園裏。他看見蜜蜂阿姨正在

空中興高采烈地採花粉。小壁虎說：「蜜蜂阿姨，您把尾

巴借給我，行嗎?」蜜蜂阿姨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

保護自己呢!」 

小壁虎很失望，因為他借不到尾巴。當小壁虎要離

開時，蜜蜂阿姨突然說：「你不是有一條尾巴嗎?」小壁

虎轉身一看，他高興地說：「我終於長出一條新尾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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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B 陳政宇 

《日記一則》 

十二月七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們一家人要到郊外野餐，所以爸爸一大清早

就叫我起床。 

到達郊野公園後，這裡的空氣清新，四周都是五顔

六色的花兒，還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郊外的風景如畫，

非常美麗。 

走了一會兒，我們的肚子餓了。媽媽鋪好了桌布，

擺好了美味的食物。我和家人一邊吃東西，一邊聊天。

接下來，弟弟和妹妹去放風箏，表哥和姐姐去踢足球，

哥哥和表妹去拍照。我和爸爸、媽媽一起收拾東西，然

後我們玩捉迷藏。太陽快要下山了，大家也玩累了，我

們一家人一邊欣賞紅彤彤的夕陽，一邊踏着輕快的腳步

回家去。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我真希望爸媽能經常帶

我們到郊外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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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B 文雅淇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您工作順利嗎?最近，我沉迷網上遊戲，以

至忘記做功課，而且在最近的一次的測驗中，中文科英

文科成績都退步了十四分。因為我不專心上課和沒有温

習，所以成績退步了，我很後悔和難過。 

  媽媽，對不起!我承諾以後不再沉迷網上遊戲，我會

訂一個温習時間表和認真做功課的，我們下次再談吧! 

 祝 

生活愉快！ 

            女兒 

           雅淇敬上  

                 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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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3C 覃胤喬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森林裏。他看見一群小猴子正

在比賽爬樹。小壁虎禮貌地問﹕「猴子弟弟，您能把尾

巴借給我嗎?」猴子弟弟，您能把尾巴借給我嗎？」猴子

爬下樹來，並說﹕「不能啊!我要用尾巴趕走蚊子和各種

昆蟲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松鼠在樹上津

津有味地享受着松果。小壁虎問﹕「松鼠姐姐，您把尾

巴借我行嗎？」松鼠不耐煩地說﹕「一定不行啦!我要用

尾巴幫助游泳呢!」小壁虎抱歉地說﹕「對不起，打擾您

了。」 

小壁虎繼續爬，爬到公園裏。公園裏人山人海，根

本找不到動物借尾巴。突然，小壁虎看到一隻小狗在玩

飛碟。小狗友好地問﹕「壁虎弟弟，你為甚麼這麼愁眉

苦臉？」小壁虎回答道﹕「我的尾巴斷了，但是動物們

都不肯借給我。啊!對了，小狗哥哥，您把尾巴借給我行

嗎？」小狗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保持平衡呢!」小

狗接着說﹕「你不是己經長出新尾巴了嗎？」小壁虎轉

身一看，高興地叫起來﹕「我長出一條尾巴啦!」他說﹕

「謝謝你，小狗哥哥。」小狗說﹕「不用謝，只要你開

心就好。」小壁虎決定告訴媽媽這件事。 

    小壁虎回到家，把他向動物借尾

巴的經過對媽媽說了。媽媽開心地笑

了，小壁虎地跟着笑了。今天是多麼

美好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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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C 楊子奡 

《日記一則》 

              十二月八日   星期日   晴 

今天，爸爸媽媽放假，我和弟弟也不用上學，爸媽

決定帶我們到沙田的郊野公園遊玩，我們異口同聲地讚

好！ 

到達目的地後，弟弟剛下車，就迫不及待地說要吃

東西，還叫爸爸買汔水給他喝，爸爸說﹕「你這個貪吃

鬼，欣賞完風景才享受美食吧！」 

公園裏不但空氣清新，而且風景如畫，一片綠油油

的草地像一塊綠色的布，五顏六色的花朵爭先綻放。公

園裏很多人，有些人在踢足球，有些人在拍照留下美好

的回憶，還有些人在放風箏。我們玩完捉迷藏後，便開

始野餐。媽媽鋪好野餐墊後，我們將食物拿出來，有雞

翅膀、水果、果汁等，我們邊吃東西，邊談天說地，爸

爸說了一個笑話，我們捧腹大笑！ 

今天真是一個愉快又難忘的日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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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C 陳子力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你是否仍然悶悶不樂呢？ 

  對不起！我沉迷網上遊戲，經常忘記做功課，而且

在最近一次的測驗中，成績退步了很多，我知道您擔心

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我真的很慚愧啊！ 

  請您放心，我保證，我一定會控制好時間，專心上

課和用功讀書的。請您原諒我吧！ 

 祝 

生活愉快！ 

             兒子 

             子力敬上 

                  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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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D 葉倬均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香港濕地公園，小猴在吃美味

的香蕉，小壁虎說﹕「小猴哥哥，你能把尾巴借給我嗎？」

結果小猴拒絕借給牠，因為牠要用尾巴摘果子。 

後來，小壁虎爬到樹上，松鼠餓了，要吃松果，小

壁虎爬到松鼠前面說﹕「松鼠姐姐，我的尾巴斷了，你

可以把尾巴借給我嗎？」松鼠說﹕「不行啊！寒冷的時

候，我要用尾巴來當被子。」 

小壁虎爬到街上，看見小狗在街上散步。小壁虎興

奮地爬到小狗前面，小壁虎說﹕「小狗哥哥！你可以把

尾巴借給我嗎？」小狗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保持身

體平衡。」 

最後，小壁虎爬到動物園，看見獅子在吃肉，小壁

虎說:「獅子哥哥，你可以把尾巴借給我嗎？」獅子說:

「我要用尾巴追捕獵物。」 

小壁虎被動物拒絕後，只好傷心地找其他動物繼續

借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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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D 寧嘉怡 

《日記一則》 

            十二月五日   星期四   晴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和姐姐到郊外旅行。 

一大早起牀以後，發現媽媽正在準備食品和飲料，

爸爸在準備防曬霜，姐姐在準備野餐墊，我便幫忙準備

餐具和要玩的東西。 

終於起程了，我們乘坐巴士到郊野公園。公園真是

空氣清新，風景如畫啊！有的遊人在踢足球，有的在拍

照，還有的在放風箏。 

我們也找了塊鬆軟的草地坐下。首先，我們鋪上大

野餐墊，然後擺上食品、水果和飲料。我第一時間就跟

姐姐搶吃雞翅膀，因為媽媽每次做的雞翅膀都太好吃了，

所以我和姐姐每次都會吃得乾乾淨淨。休息了一會兒，

我們便起來散散步，做運動。 

後來，爸爸帶我和姐姐在草地上踢足球，我們踢得

可開心呢！媽媽在邊上不停地為我們拍照。 

時間過得很快，天漸漸黑了，我們也該回家了，真

希望每個周末都能來公園野餐。這真是開心又難忘的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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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3D 楊卓亨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你好嗎？近來的天氣變得寒冷，你有沒有多穿衣服？ 

最近，我沉迷網上遊戲，以致經常忘記做功課，因

此在最近一次的測驗，成績退步了很多。媽媽，我知道

你因擔心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所以寫了這封信給你，

向您道歉。對不起，我答應你以後會專心上課和認真溫

習，不會再讓你擔心了。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卓亨敬上 

                  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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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E 華航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沙漠,他看見駱駝正在飲水。

小壁虎說:「駱駝哥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駱駝哥哥

說:「不行!我要用尾巴搧涼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沼澤邊,他看見鱷魚正在玩耍。

小壁虎說:「鱷魚哥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鱷魚哥

哥說﹕「不行!我要用尾巴趕走敵人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鳳凰正在打理

羽毛，小壁虎說:「鳳凰姐姐，你把尾巴這給我行嗎？」

鳳凰姐姐說﹕「不行！我要用尾巴讓我變得更美麗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邊，他很傷心地說:「誰

也不借給我尾巴呢！」河裏的小魚看見小壁虎哭了啊！

便馬上說﹕「你的尾巴不是在你的身體上？」小壁虎看

到自己長了一條新尾巴，她感到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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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E 李梓健 

《日記一則》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天氣晴朗，我們一大早就已經起床了。因為今

天我們要到郊野公園野餐。我們先收拾行李，然後乘車

到郊外去野餐。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看見這裏有很多人，有的在踢

足球，有的在放風箏，還有的在拍照。媽媽先把餐墊鋪

在綠油油的草地上，然後我拿出香噴噴的雞翅膀和香腸，

媽媽拿出橙汁和蘋果。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過午餐後，我們先到花圃欣賞花，有太陽花、玫

瑰花、菊花、大紅花……應有盡有。一小時候，弟弟就

迫不及待地要玩遊戲。我們首先踢足球，然後玩捉迷藏，

在放風箏，還拍照留念。 

黃昏時，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今天真是愉快又

難忘的一天啊！ 

 

 

 



15 
 

（19-20）3E 陳卓瑩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你好嗎？你的工作順利嗎？ 

我要向你說聲對不起，因為我沉迷網上遊戲，而經

上網既做功課，導致最近的一次測驗成績退步了，我知

錯了!我以後會用功讀書和做功課，不再沉迷網上遊戲，

不再令您擔心和失望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卓瑩敬上 

                  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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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F 古浩龍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地上,他看到孔雀姐姐正在

準備參加比賽。小壁虎說:「孔雀姐姐,你把尾巴借給我

行嗎？孔雀姐姐說:「不行!我要用尾巴來參加選美比

賽。」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動物酒店,他看見鱷魚叔叔在

游泳。小壁虎說:「鱷魚叔叔，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鱷魚叔叔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游泳得快點。」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農場裏，他看見小兔在變魔術，

小壁虎說:「你可不可以變一條尾巴給我嗎？」小兔說﹕

「行啊！變魔術是我的專長。」「唦」一聲，小壁虎一

轉身，他看見他的新的尾巴了。 

 最後，小壁虎很高興地跑回家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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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F 勞曉晴 

《日記一則》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的爸媽帶我和妹妹到郊外野餐。我們準備

好食物和用具，爸爸便開車帶我們到荔枝角公園。 

到達目的地後，我看見一些美麗的風景，包括有一

片綠油油的草地，一個水平如鏡的湖，還有一些色彩繽

紛的花朵，真是風景如畫啊！我還看見很多人在進行不

同的活動，一些在放風箏，一些在踢足球，真是熱鬧呢！ 

接着，媽媽在草地上鋪上餐墊，爸爸給我們拍照留

念後，我們便坐在媽媽身邊吃她為我和妹妹準備的食物，

原來媽媽為我們準備了很多食物，例如有香腸、雞翅膀、

三文治等等。 

黃昏了，媽媽說我們要清埋垃圾才能離開，我和妹

妹便聽從媽媽的話，清理得一乾二淨。如果明年也有機

會野餐的話，我一定會再來的呢！ 

今天真是難忘有快樂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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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F 柯東浩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您最近工作順利嗎？ 

最近，我因沉迷網上遊戲，以致經常忘記做功課，

而且在最近的一次測驗中，中文科、英文科和數學科的

成績都退步了很多。您因擔心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我

感到羞愧和後悔。 

對不起！我承諾以後會專心上課，積極發問，每天

只能先做完功課才能玩十五分鐘網上遊戲，希望您能原

諒我。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東浩敬上 

                  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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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G 陳進楷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上,他看見猴子在樹上盪

來盪去，小壁虎說:「猴子哥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小猴子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獲取食物和倒掛在樹枝

上睡覺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樹林裏,他看見松鼠在大樹上

找松果，小壁虎說:「松鼠姐姐，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松鼠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當被子來保暖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公園裏，他看見小狗在玩皮球，

小壁虎說:「小狗叔叔您把尾巴借給我，行嗎？」小兔

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來逗主人開心！」 

    你們猜小壁虎又會遇到甚麼動物？牠能借到尾巴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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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G 李岷璨 

《日記一則》 

十二月六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媽媽叫我早點起牀，因為我要跟媽媽和姐姐

到郊外旅行。 

到達目的地後，我被這裏風景如畫的美景吸引住了，

地上開滿了五顏六色的小花，小鳥在樹上快樂地唱歌，

雪白的雲朵在藍藍的天空慢悠悠地飄着。 

草地上有的人在拍照，有的人在踢足球，還有的人

在放風箏。 

媽媽把野餐墊鋪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我從盒子裏拿

出香噴噴的雞翅膀，媽媽把可口可樂倒進我和姐姐的杯

子，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後，我和姐姐捉迷藏，整

片草地上充滿了我們的歡聲笑語。天黑了，我們便依依

不捨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這真是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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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G 鄧焱丹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您最近工作忙碌嗎？ 

最近，我沉迷網路遊戲，以至沒有專心上課和欠交

功課，而且在最近的一次測驗中，英文成績退步了二十

二分。您因擔心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我感到很難過和

後悔。 

媽媽，對不起！我承諾以後不再沉迷網路遊戲，我

會每天先做功課，然後努力溫習，希望您能原諒我。我

們下次再談吧！ 

 祝 

工作順利！ 

              女兒 

              焱丹敬上 

                 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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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H 蕭榮葳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地上,他看見小猴在森林裏

用尾巴釣着樹枝爬樹，小壁虎說:「小猴哥哥，你把尾

巴借給我，行嗎？」小猴子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爬

樹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下,他看見松鼠在大樹上

吃松果，小壁虎說:「松鼠表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

嗎？」松鼠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幫助跳躍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馬路上，他看見小狗在公園裏

和主人一起散步。小壁虎說:「小狗表弟，你把尾巴借

給我，行嗎？」小狗說﹕「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表達情

緒呢！」 

 小壁虎很傷心，他在回家的路上，無意間看到自己

的影子，看到身後有一條長長的東西。小壁虎轉身一看，

高興得邊跳邊說﹕「我長出了一條新尾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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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H 羅詣凱 

《日記一則》 

十二月三日   星期六   晴 

今天，陽光燦爛，空氣清新，我和家人到郊外旅行。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把野餐墊拿出來鋪在綠油油

的草地上，然後拿出豐盛的食物開始享用。媽媽給我倒

可口的飲料，姐姐在吃美味的雞翅膀，到處一片歡聲笑

語。近處有幾個人在拍照留念，遠處有兩個男孩在踢足

球，還有一個穿着裙子的女孩在放風箏。我們吃完東西，

休息一會兒後便開始玩捉迷藏，媽媽捉，我們藏，四周

風景如畫、鳥語花香。 

不知不覺太陽下山了，我們只能依依不捨地離開這

裏，今天真是開心又難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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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H 王惠彤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您最近是否仍悶悶不樂呢？ 

對不起！我最近沉迷玩網上遊戲，還經常忘記做功

課，成績也退步了很多。您因擔心我的成績才不開心，

真的很抱歉。 

我答應您，我以後會設計一個時間表，學習的時候

就學習，玩的時候就玩，不再令您擔心。請您原諒我吧！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惠彤敬上 

              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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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I 藍皓 

《小壁虎借尾巴》（新編）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樹下,他看見小猴正在吃果

子，小壁虎說:「猴子哥哥，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

我的尾巴被一條蛇咬斷了。」小猴一邊吃水果一邊說:

「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代替我的手，幫助摘果子呢！」 

 小壁虎爬到小貓家,他看見小貓正在爬樹，小壁虎

說:「貓姐姐，你把尾巴借給我，行嗎？」小貓從樹上

跳下來說﹕「哎呀!你看，如果我沒有尾巴，我不就是

不能從樹上跳下來。走吧！」她說完就一口氣把小壁虎

吹到松鼠洞裏。 

 轉眼間已是冬天了。小壁虎看見松鼠在冬眠。小壁

虎怕他聽不到，便大聲地說﹕「松鼠大哥，你把尾巴借

給我，行嗎？」沒想到松鼠說﹕「煩死人了，我要用尾

巴來保暖呢！以後別煩正在冬眠的我了。」松鼠一腳把

他踢出樹洞外，一層薄薄的雪蓋住了他。 

    小壁虎爬回家去，媽媽正在做飯，看見小壁虎不開

心。安慰他說﹕「不要緊了，你轉身看看吧。」小壁虎

看見自己長出了一條新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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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I顏雅莜 

《日記一則》 

十月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陽光普照，媽媽提議我們一家人到郊野公園去

野餐。出發前，我和弟弟已經興奮得手舞足蹈起來。 

到達後，我們看見了很多五顏六色的花和一片綠油

油的草地，風景十分美麗。我們還看到很多遊人進行不

同的活動，如踢足球、放風箏、拍照等。我問媽媽﹕「我

可以跟弟弟先捉迷藏，再吃東西嗎？」媽媽說﹕「可以！

不過要小心點！」我說﹕「謝謝媽媽！弟弟，我們一起

玩吧！」 

我和弟弟在小河旁邊捉迷藏。突然，弟弟跌倒了，

我立刻告訴媽媽，不過弟弟沒有哇哇大哭起來，所以我

很欣賞他。我們之後一起品嚐媽媽親手製作的食物，如

雞翅膀、飯糰等，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時候不早了，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了，能夠與家人

一起享受大自然，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還要感謝我的

家人給我這次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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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3I 黃倩庭 

《給媽媽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最近天氣開始轉涼，您要多穿保暖的衣物

啊！以免患上感冒。 

我知道我在最近一次的測驗中，成績退步了很多，

您十分擔心我的成績而悶悶不樂。自開學以來，我上課

不專心，由於不準時睡覺，而令我每天上課的時候沒精

打采。我亦馬虎地做功課，又粗心大意。我每天花三個

小時，沉迷上網和玩網路遊戲，導致沒有溫習。 

我承諾要努力讀書，再也不會令您擔心。以後，我

會小心檢查作業和定下時間表。 

媽媽，真對不起！請您原諒我。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婧庭敬上 

                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