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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2A侯卓君 

看圖續句 

 

1.今天早上，同學們在圖書館裏 

看書。 
 
 

2.吃過晚飯後，爸爸和弟弟在家 

  裏看電影。 

 

 

 

(15-16)2A陳梓晞 

 

             「啪啦」一聲   哇哇大哭 

    今天，小志和子明到球場踢球。小志不小

心，「啪啦」一聲跌倒受傷了，所以他哇哇大

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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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A 吳睿夫 

                  遊樂場裏有很多機動遊戲， 

                有刺激的摩天巨輪，有可怕的海 

                盜船，還有快速的跳樓機，真是 

                好玩。 

 

                          (15-16) 2A 余佩欣 

             《自畫像》 

    我是一個小學生，我有一張圓乎乎的臉兒，一

雙迷人的眼睛，一張薄薄的咀脣，一個靈敏的鼻

子，還有一雙貝殼似的耳朵，配襯著一頭烏黑的頭

髮，笑起來的樣子很漂亮，十分可愛。 

    平日，我喜歡打籃球。有空的話，我們一起打

籃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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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2A 孫棨祥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她讀二年級。她喜歡吃

肉類，例如：炸雞腿，所以長不高。她討厭

吃蔬菜，例如：小白菜和洋蔥，所以她的身

體很不健康。 

  星期一下午，學校舉辦了飲食講座，講

座的內容是要同學多吃蔬菜，不要偏食。欣

欣聽完講座後，明白自己以前的飲食習慣是

不健康的。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她主

動請媽媽買蔬菜和水果回去做蔬果沙拉。媽

媽和欣欣回到家裏一起做美味的蔬果沙拉，

欣欣吃了一口，說：「很好吃啊！」媽媽聽到

了後很開心。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變得很健康，她

以後都不再偏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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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2A 吳穎雯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外婆六十歲的生日，我們打算送

一份禮物給外婆。 

  今天，我和弟弟在家裏商量送甚麼禮物給外

婆。我說：「弟弟，我們送一條黃色的圍巾給外婆，

好嗎？」弟弟說：「我不同意，我想送巧克力。」

我們拿不定主意，便找媽媽替我們作決定。我們告

訴媽媽後，她提議買一雙襪子送給她，因為她怕

冷。接著，我們到房間拿儲蓄箱，發現不夠錢，我

們便湊錢合資買襪子。 

  到了外婆生日那天，她收到神秘禮物，感到很

驚喜，我們也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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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B 杜欣晴 
 

    天空中的煙火五顏六色，有藍

色的，有綠色的，還有紅色的。煙

花的形狀有的像瀑布，有的像流

星，還有的像菊花，美麗極了！ 

 

 

                           (15-16)2B 徐靖嵐 

    放學後，媽媽帶我到公園去。我躺在草地上，

聽到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吱吱的鳥聲和小朋友玩耍

時的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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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B 梁迦嵐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 

友，有的專心地看圖書，有的 

在樹旁做早操，有的在捕捉活 

潑的蝴蝶。 

 

                         (15-16) 2B蔡子銳 

             《好孩子》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幫忙做家務，

還會收拾自己的房間。每天晚上，我會澆花，還會

鋪床和摺疊衣服。 

    在學校裏，我會專心上課，因為我是一名班

長，我會幫助同學，也會帶領同學守秩序，所以同

學們都稱讚我。 

    我每天放學回家後就馬上用心地做功課，還會

努力溫習，收拾好書包等媽媽下班回來檢查。 

    我會繼續努力，做一個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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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2B 陳卓謙 

          《外婆的禮物》 

    今天是外婆的生日，我和媽媽打算送一份禮

物給她。 

    媽媽說：「我們買一條圍巾給外婆吧，因為

她怕冷。」我說：「外婆最喜歡吃巧克力，我提

議買一盒給她。」 

    爸爸下班回家了，我和媽媽便問爸爸的意

見，爸爸說：「不如買一雙襪子吧！因為外婆的

腳很怕冷。」這時，媽媽想出了一個主意，讓大

家湊錢買一個大蛋糕送給外婆，給外婆一個驚

喜。 

    最後，我和媽媽把儲蓄箱拿出來，給外婆買

了一個又大又漂亮的蛋糕，作為外婆六十歲的生

日禮物。 

    外婆收到禮物後，十分開心，說：「謝謝你

們記得我的生日，還為我慶祝，讓我覺得很感動

和溫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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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2B 葉曉穎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八歲，讀小學三年級。今天早上，

欣欣吃了漢堡飽和炸雞腿做早餐，因為她愛吃肉

類，不愛吃蔬菜，所以一棵菜也沒有吃，她變得

非常胖。 

  今天，欣欣的學校辦了一個講座，講座的內

容是要我們多吃蔬菜，不要偏食。她明白了如果

不吃多點蔬菜，她的身體就會比現在更胖。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欣欣主動

跟媽媽說：「我們多買點蔬菜吧，我今天想吃蔬

菜沙拉啊！」媽媽說：「你平日不是很喜歡吃肉

的嗎？」她說：「今天的講座教懂了我一個道理，

就是不要偏食。」 

  回家後，媽媽和欣欣一起做了一碗特大的蔬

菜沙拉一起吃。 

  現在的欣欣不再偏食，懂得均衡飲食的重要

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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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C 羅嘉軒 

   今天，小貓在家裏打破了妹妹心愛的花瓶，那

個花瓶「啪啦」一聲地破了，妹妹傷心得哇哇大哭

起來。 

 

(15-16)2C 景思萌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黑板，後面有

壁報板，左面有冷氣機，右面還有圖書櫃。我們

的課室真整潔啊！ 

 

 

    (15-16)2C 岑俊羲 

                  中秋節晚上，公園裏有很多 

              遊人，有的在看美麗的月亮，有 

              的在吃美味的月餅，還有的在玩 

              花燈，真是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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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2C 蘇毅盈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星期六，也是外婆的生日，我和

弟弟在家裏商量送甚麼禮物給外婆。 

  我們都有自己的主意。我滿有信心地提議：「我

建議給外婆送一條保暖的圍巾。」弟弟提議說：「我

建議送一盒美味的巧克力，因為外婆最喜愛吃巧克

力，她吃了心裏一定甜絲絲的。」 

  我們都有自己的意見，不知道送甚麼生日禮物

才好。這時候，媽媽走到我們的身旁，說：「我建

議你們送一雙藍色的襪子給外婆，因為外婆的襪子

十分殘舊了，既可以保暖，又實用。如果送圍巾或

巧克力的話，外婆不一定會喜歡呢！」 

  我們都同意媽媽的建議，所以我們拿出儲蓄箱

裏的錢，合資買了一雙藍色的襪子給外婆作為生日

禮物。 

  到了外婆生日當天，我和妹妹送給外婆一雙藍

色的襪子，外婆說：「謝謝你們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我們說：「不用客氣，你開心就行了。」我們送完

了禮物後，外婆開心得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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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2C周欣怡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二年級。她只愛吃油炸的食

物，例如炸雞腿、漢堡包等不健康的食物，但就不

愛吃蔬菜和水果。每次吃飯的時候，爸爸媽媽都提

醒她要吃蔬菜和水果，但她就是不聽。 

  最近，衛生署給同學們舉辦了一個食物衛生講

座，講座的內容是告訴同學們不要偏食，要少吃

肉，多吃蔬菜和水果。 

  那天放學後，欣欣和媽媽一起逛超級市場，欣

欣主動向媽媽說：「媽媽，我想買蔬菜和水果做水

果沙拉。」媽媽覺得很好奇，問：「欣欣，你為甚

麼要吃蔬菜呢？」欣欣回答說：「因為今天聽了一

個食物衛生講座，內容是告訴我們要多吃蔬菜和水

果，少吃肉，還要少吃油炸等不健康的食物。」 

  回家後，媽媽和欣欣一起做水果沙拉，沙拉裏

面放了水果、蔬菜……欣欣可高興了。沙拉做好

後，欣欣大口大口地把沙拉全都吃光了，爸爸媽媽

都讚她是一個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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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2C施子妍 

           《老師過生日》 

  上星期五，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蓮

在操場上一面吃東西，一面談天。小蓮吃著冰棒

說：「你們知不知道陳老師的生日快到了？」小

思說：「我知，我知，不如我們送蛋糕給老師吃，

好不好？」小明說：「好，我們給陳老師一個驚

喜！」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午膳小息後，小蓮和

幾個女同學在黑板上寫上：「我們愛你，陳老師，

祝你生日快樂。」小思和一個女同學在包裝生日

禮物。小明和另一個男同學在準備生日蛋糕。同

學們都忙碌地準備生日會。 

  上課的鐘聲響了，陳老師走進課室，看見黑

板上寫著「我們愛你，陳老師！」她感到十分驚

喜。這時候，大家一起對陳老師說：「祝你生日

快樂！」有幾個同學拿著生日卡送給陳老師，小

明拿著蛋糕送給陳老師，陳老師真的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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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大家一起唱生日歌，陳老師說：「謝

謝你們，這是我心中最好的生日會！」小思對著

陳老師說：「不，因為這個是我們送給你的生日

禮物，還有你快樂，我們也快樂，我們來吃蛋糕

和玩遊戲吧！」最後，大家都綻開了漂亮的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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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2D郭思敏 

    我們的課室設備齊全。前面有一塊黑板，

後邊有三塊壁報板，左邊有一扇扇窗戶，右面

有一個圖書櫃，裏面放着許多好看的書。我愛

看圖書，更愛在這裏學習。 

 
 
 

                  (15-16) 2D歐欣彤 

                 迪士尼公園裏有很多機動

遊戲，有高高的摩天巨輪，有

華麗的旋轉木馬，還有刺激的

海盜船。這一天，我玩得十分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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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D黃思錡 

《外婆的禮物》 

  過幾天就是外婆的生日了，我和弟弟正商量買

些甚麼禮物給她。 

  我靈機一動，說：「我們不如送一條藍色的圍

巾給她吧，因為冬天快來了，外婆很想要一條圍巾

呢！」弟弟說：「不好，我昨天吃了一款新口味的

巧克力，十分好吃，不如就買巧克力吧！」我不同

意，結果我們互不理睬。 

    這時，媽媽走過來，叫我們坐下，說：「你們

是不是想不到送甚麼禮物給外婆呢？我跟你們

說，有一次，外婆去買菜時，我看見她的襪子破了

一個大洞，你們不如買一雙襪子送給她吧！」我和

弟弟都點點頭，馬上到百貨公司買了一雙新襪子。 

  晚上，外婆收到禮物後，感動得哭了起來。我

發現原來只要細心觀察，我們就能選到一份貼心的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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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D 張梓榮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八歲，讀三年級。她只喜歡吃炸雞腿

和漢堡包，有偏食的壞習慣。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講座，陳姑娘告訴我

們要多吃蔬菜，不要偏食，這樣身體才會健康。欣

欣聽了，感到很慚愧。 

  聽完講座後，媽媽帶欣欣到超級市場去。欣欣

主動請媽媽買一些新鮮的蔬菜和清甜的水果，媽媽

說：「你真是一個乖孩子！」 

  回家後，媽媽用剛從市場買回來的水果和蔬菜

來做水果沙拉。欣欣看到媽媽在做沙拉，高興極

了！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已經改變了。欣欣常常

說：「我以後會多吃蔬菜和水果啊！」欣欣的改變，

讓家人都開心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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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D 黃耀衡 

 《老師過生日》 

  小息的時候，同學們在操場上一邊吃東西，

一邊談天說地。這時，小蓮有個提議，她說：「陳

老師的生日快到了，我們要不要為她慶祝生

日？」小思和小明異口同聲地說：「好！」他們

把這個主意告訴全班同學，大家都準備為老師慶

祝生日。 

  到了老師生日那天，有的同學在黑板上畫圖

畫，有的同學在佈置課室，還有的買來一個蛋

糕。上課的鐘聲響起，陳老師來了，她一走進課

室，幾個同學衝上前跟陳老師說：「祝你生日快

樂！」同學們就一起唱《生日快樂歌》給陳老師

聽，班長還捧蛋糕，把它送給陳老師。 

  幾個同學高興地喊道：「陳老師許願，陳老

師許願……」老師切了蛋糕，他們就開心地吃蛋

糕，陳老師說：「多謝同學們為我慶祝生日，這

個生日是我最難忘的一個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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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2D 趙瑞麒 

《老師過生日》                        

  今天，小思、小明和小蓮在操場上討論送甚麼

禮物給陳老師，因為陳老師的生日快到了。小蓮

說：「我們買生日蛋糕送給她吧！陳老師非常喜歡

吃蛋糕。」小明提議說：「我們不如送一份神秘的

禮物給陳老師，給她一個驚喜！」小思說：「這些

還不夠，我們在黑板上畫一幅圖畫送給她吧！陳老

師很喜歡盆栽，我們再用手工紙做一張生日賀卡送

給她。」「我們快把這個想法告訴全班同學吧！」

小思興奮地說。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同學們分工合作，大家

都非常忙碌，有些同學在黑板上寫了「我們都愛陳

老師！」幾個大字，有些一起畫生日賀卡。 

 陳老師走進教室，大家大聲地唱生日快樂歌，

陳老師頓時驚呆了。小蓮說：「祝陳老師生日快

樂！」小思把生日賀卡送給了陳老師，全班同學就

開始吃生日蛋糕了。 

 陳老師感動得快要流眼淚了，說：「謝謝你們！

你們是我的乖學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