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6)6A童淇琪   

《我生氣了》 

一天的下午，我和弟弟悠閒地在家裹玩耍，而媽媽在忙

碌地做飯。 

我和弟弟在商議玩甚麼遊戲，弟弟提議玩捉迷藏，話音

未落，他已開始跑了，樣子非常高興。我不想掃他的興致，

只好迫於無奈地參與這遊戲了。 

當我想捉住弟弟時，他就向我扮鬼臉，之後他又溜走，

不過當他跑開時手臂碰到一個玻璃水杯，它擺來擺去，不平

穩得像海盜船般搖來搖去，我心想：它千萬不要跌破啊！ 

可是，數秒間，它已經被打破了，「砰」，玻璃四散。媽

媽一聽到聲音，像快馬一樣飛奔到客廳裹，然後她大吃一

驚，她的臉像雪一樣蒼白，之後弟弟竟然冤枉我打破玻璃水

杯。 

  我怒氣沖沖地抗議：「甚麼！我才沒有打破它啊！」可

是媽媽顯然不相信我，她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女兒，真是可悲

啊！之後，我就走進房間，「砰」一聲關上門。我就像把自

己關在一個黑暗空間裹，被黑暗附著身子，非常痛苦，想起

剛才的事情就生氣極了！ 

 突然，媽媽在一邊敲門，一邊道歉，一邊安慰我，原來

弟弟覺得內疚，就跟媽媽說出真相了，媽媽才恍然大悟。我

便開門，撲向媽媽身上，臉上佈滿淚

水。 

 天啊！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吧！ 

 

 



(15-16)6A羅嘉怡   

《我做了一件好事》 

 在我一生當中所做的好事，最難忘的就是這一次了。 

 上個月的某一天，我在家中換好衣服之後，便到文具店

購買文具了。我乘搭巴士前往上水廣場。過了一會兒，我看

到一位老婆婆正在街上乞討，我原想置之不理，但那位老婆

婆用一種很可憐的眼神看著我，我的心告訴我；如果我做了

好事，媽媽一定會讚賞我呢！ 

 於是，我把用來購買文具的錢，從當中取出一小部分給

那位老婆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給了她錢之後，竟然有

一種莫名奇妙的快樂。我數了數錢，發現我所剩下的錢就只 

能夠購買中文科所需要用的毛筆，不夠購買字貼了，不過，

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差不多到達文具店的時候，忽然看到有一位小朋友正

在放聲大哭，我的心頓時十分糾結，我的心中好像跳出了一

位天使和一位惡魔，惡魔對我說：購買文具才是最重要的， 

把小朋友放在這兒，不用管他的，但天使說：如果你不理會

他，他會被壞人捉走的。到了最後，我還是把那位小朋友帶

到警察局。這時，我的手提電話響了，原來是媽媽打來的，

媽媽問我為甚麼外出了那麼久，然後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

訴她。過了一會兒，我買完文具後，便回家了，我正在想：

我這天做了很多好事呢！真是開心啊！ 

 

 

 

 

 



(15-16)6A 鄭伊淇 

《沒有媽媽的日子》            

    啊！媽媽，你快快回來吧！我做家務做得快要累死了！

以前我常常不協助你做家務，這幾天，我開始明白你有多辛

苦了。希望你從台灣趕快回來吧！ 

    原來沒有你是多麼的不方便。自從沒有你的那天起，我

已經開始不知所措，沒有你，我十分無聊，沒有事情要做；

沒有你，我要靠自己做家務。啊！沒有你，連我自己的功課

做錯了也不知道。 

    如果你沒有到台灣的話，該多好啊！以前我沒有事做的

時候，你會跟我一起談天說地，像一對好朋友一樣。每天你

也會幫我檢查功課，一旦有錯處，就會叫我立刻改正，當我

不會做功課時，就可以問你怎樣做，你就像一本大字典，甚

麼也知道。 

    沒有你，我累得生不如死。我再也不能過沒有你的日

子，希望你能快快回來啊！ 

    經過這一件事，我發現了媽媽對我的重要性和我知道媽

媽在家中做家務是十分辛苦的，所以我從今天以後要聽從媽

媽的吩咐，也會盡力幫她做家務。 

 

 

 

 

 

 

 

 



 (15-16)6A 簡俊軒 

《我對補習的看法》 

 我認為我們應該去補習。現時，很多人認為補習弊多於

利，但我卻不以為然。 

 首先，補習能彌補學生在課堂上學習的不足，如果學生

掌握不了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又不向老師請教，那他就要靠

補習來補充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了。 

 再者，上補習班可以重溫課堂上的知識，孔子常說：「溫

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所以說補習能幫助學生重温知識，

這樣補習的學生便能牢記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那麼成績就一

定有進步了。 

 其次，在補習班裹，我們不但可以補充課堂上的知識，

也可以多學一些課外知識，這樣不但能使學生開闊視野，還

能對學習稍遜的同學有幫助，讓他們有一個良好學習狀態。 

 可是，有許多人認為補習會浪費金錢，但是我認為有些

補習機構是免費的，所以我們可以選擇一些免費的補習班。 

 或者有人還會說上補習班會令學生壓力加大，但我認為

在補習班裹，補習老師可以在空餘的時候和學生溝通，談一

談在學校裹所發生的事情，這樣不但可以令學生舒緩壓力，

又可以製造愉快的學習氣氛，讓學生的學習進度提升。 

  總括而言，上補習班是利多於弊的，所以我們應該去補

習。   

 

 

 

 

 



(15-16)6A 吳雅欣 

《我的心底話》 

 爸爸、媽媽，我有一些對你們的不滿，現在想和你們說

一說。 

 你們經常不讓我和同學或朋友一起去看電影、去公園

玩，經常說我一個人出門非常不安全，每次都要和我一起

去，每次都令我感到很煩，就連想和朋友說一些心底話都不

可以。可是，你們又常常對我說：「你已經長大了！你要有

自理能力！」那你們這樣做，還怎樣能讓我自立呢？ 

 因此，我希望你們可以給我多點的自由，讓我可以學會

自立！ 

 

 

《自學方法》 

 老師常常說我們要「自學」，那我們應該怎樣自學呢？

就讓我來說說吧！ 

 首先，我認為我們可以多看不同種類的課外書，因為看

課外書可以增加你認識的詞彙，那樣，在中文默書時就可以

不用那麼辛苦地溫習了！多看課外書也可以讓我們參考那

些作家的寫作手法，把這些手法用在作文裹，這樣，就可以

把自己的文章寫好了！ 

 其次，我們應多遊覽不同的地方，以擴闊眼界，這是因

為如果我們只在網上尋找資料的話，就不可以知道資料是不

是真的，還是要去實地看看才好。 

 總括而言，我們可以通過多看不同的課外書和多遊覽不

同的地方來自學。這樣，就可以讓成績得到更大的提升了！      

 



(15-16)6A 侯卓伶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人》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人是我的中文和常識科老師──雷

老師。她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來很有精神，而且她

有一個高挺的鼻子。大家認為她是一個嚴肅的人，但我卻認

為她是一個仁慈、平易近人的好老師。她喜歡閱讀，和我一

樣，所以我很喜歡她。 

  雷老師的處事態度認真，從不馬虎，每一件事都做得妥

妥當當、整整齊齊，而且為人公正嚴明、不偏不倚，不會偏

袒某一方。另外，她的專長就是擅長分析事件，用不同的角

度去看事情，所以她是一位分析專家。 

  此外，她值得我學習的原因是她很有耐性教導我們，特

別是一些成績不太好的同學，而且她承諾的事情一定會做

到，絕不會忘記自己所承諾的事情。再者。雷老師說話很有

條理，而且學識淵博，差不多甚麼事情也懂。如果她有不明

白的地方，就會查找資料或者問同事，和他們一起探討相關

的問題。另一方面，她常做善事，平時會捐錢給有需要的兒

童，也會捐一些衣物給貧窮的人。 

  最後，我認為雷老師是一位好學的老師，是一位有責

任心的老師，是一位有愛心的老師。她是我的好榜樣，我要

好好向她學習，長大後成為一位好老師。 

 

 

 

 

 

 



(15-16)6B 錢卓瑩   

《我生氣了》 

在家裹，我經常被家人罵，但有一件事卻令我銘記在心。 

這天，我那經常惹禍上身的妹妹因好奇把媽媽最愛的項

鍊拿走了，但她看完後卻沒有把項鍊放回原位，而是放了在

我睡房裹的枕頭下…… 

 不一會兒，媽媽因要去參加朋友的聚會而想戴上她最心

愛的項鍊。這時，她發現項鍊不見了，便馬上到處找找，可

還是找不到。因時間緊迫的關係，媽媽只好找正在書房溫習

的我幫忙。終於，我在我睡房的枕頭下找到了，這時我想：

誰幹的？恐怕只有我那「好到極點」的妹妹才做得出來了。

你還真是我的「好」妹妹呢！每次做錯事都要把我拖下水。

你還真是我的親妹妹呢！這些年來，有多少次不是因為你而

害我被媽媽冤枉呢！這不禁令我冷笑起來了。 

 我戰戰兢兢地把項鍊交給媽媽，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又

被我那衝動的媽媽狠狠地罵了一頓。不過因時間的原因，媽

媽只罵了我兩句便出門了，但我相信她回來後還會繼續「收

拾」我的。那時，我心裏罵了妹妹一句：都是你幹的好事！ 

 幾小時後，媽媽回來了，果然又像我所料的一樣，我又

被媽媽罵了。我感到委屈極了，但又不敢解釋，因為我每次

向媽媽解釋的時候，她都總覺得我在找藉口。那時，我真的

委屈得眼淚像黃豆般落下來。 

 這時，我看見妹妹站在窗簾後看着我們，像在看着好戲

一樣。我終於忍不住了，從前一向遷就妹妹的我，突然變成

了一隻充滿怒氣的野獸一樣。我衝過去，把窗簾扯開，火冒

三丈地向妹妹咆哮著：「我忍夠你了！為甚麼，甚麼事你都



要把我拖下水？」說完後，我便怒氣沖沖地走回書房，大哭

起來。 

 之後，妹妹也因受了驚嚇，大哭起來。這時，媽媽才發

現自己冤枉了我，妹妹走向媽媽，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她。 

 最後，媽媽和妹妹向我道歉，媽媽承認自己太衝動，冤

枉了我；而妹妹承認是因為她太頑皮才把項鍊放到我的枕頭

下，希望我可以原諒她。雖說我真的非常討厭妹妹，但她還

是我的妹妹，最終我還是接受了她的道歉。 

 希望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了，因為被人冤枉或

誤會時，心裹真是很難受的。 



 (15-16)6B 張溢文 

《我做了一件好事》 

 上星期三，在回家的路上，我如常地走在大路上，街上

只剩下寥寥的行人。我慢慢地走著，享受著這美妙的夕陽。

這時一陣悲傷的哭聲傳來，我隨著哭聲走向了一條小路。 

 這時，我看見了一個躺在地上的老人。他滿頭白髮，臉

上沒有一絲血色，如果不是他還發出呼吸聲，我還以為他已

死去了。 

 一名小孩一面傷悲地看著那位老人家，還不時叫上幾句

爺爺。我的心中響起一道聲音：不要理他們，反正他不是你

的爺爺。但我卻不為所動，並拿出我珍藏已久的一張有龍圖

案的一百元，給了那位小孩，並叫他送他的爺爺去看病。 

 回家後，我在網上把他們的生活狀況分享開去，之後有

一群熱心人士為那位老人家成立了一個募捐小組。經過了幾

個星期的努力，我們終於儲到足夠的錢為老爺爺治病。 

 通過這件事，我明白到只要每人都願意奉出小許的力

量，就會匯集成一股巨大的能量，能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了。 

 

 

 

 

 

 



(15-16)6B 莊子言 
《沒有和平的日子》          

    今天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可怕的日子，因為就

在三小時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平日，我習慣早早地起床，與家人一起看新聞報道的，

可是今天我們在新聞報道中只看見一片廢墟。不久，食物和

水的供應已出現問題，我們一家人為了喝到乾淨的水和填滿

肚子，也只可冒着可能被炸彈炸死的危險，到我家對面的超

級市場搶購物資。 

    一路上，我們看到許多屍體，許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小

鳥的歌聲已換成了轟隆隆的炮火聲，我們一家人在那瞬間都

感到毛骨悚然，生怕會被炸彈炸到。 

    幸運的我們終於到了超級市場，還好，那些來搜刮物資

的人沒有把這間超級市場的所有東西都拿走，還剩下一些方

便麪和礦泉水。 

   「飽餐一頓」後，我們一家人打算前往其他偏遠地方避

難，而目的地是四川。 

    我們一家人都知道四川離我們居住的城市有一段很長

的路，但因為那裏有許多山，炸彈很難準確地炸到目標，所

以我們就不得不去了。 

    就當我們要出發時，一顆大炸彈落在我的身邊。「啊！」

我尖叫着，還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呼！」原來這只是一

場夢，真希望和平別離我而去。 

 

 

 

 



 (15-16)6B 關敏淇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人》 

 在多年的學習生活中，總有一些人是特別值得我學習

的，她就是教我英文和常識科的關老師。她有一雙炯炯有神

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和一張總是掛著甜甜的笑容的嘴巴。她

為人細心、處事謹慎，她常常認真地教導我們，所以大家都

很喜歡她。 

 關老師是一位關心同學的老師，因為她對學生很負責

任。記得有一次，關老師走樓梯時正和一位同學聊天，一不

小心在樓梯掉了下去，導致骨折，那個和她聊天的同學立即

扶起她，帶她到醫療室去。一會兒後，她就到了醫院，大家

都非常擔心她！過了兩天，她回來講課了，但是她的腳還沒

有好，我們問她回來的原因，她說她要幫我們溫習，之後，

大家都非常感動，並希望她能早日康復！ 

 此外，關老師既溫柔又細心，常常耐心地慰問同學。雖

然我班中有三、四位頑皮的學生，但是關老師仍然耐心地教

導他們。我很欣賞關老師，因為她對自己的工作感到開心、

對同學負責任、關心別人和關心同學

們的成績。 

 我非常尊敬關老師，她有很多值

得我學習的地方，我會向她學習，特

別是學習她負責任的精神。 

 

 

 

 

 



(15-16)6B 黃瑞賢  

《我生病了》 

某個星期六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因為爸爸說那天會

帶我們去參加東華三院舉辦的嘉年華玩呢！我很開心，因為

我在學校的時候聽到有同學去過這個地芳，聽說那裏有很多

機動遊戲的，十分刺激，那裹就像我們的快樂天堂。 

 那天，當我起床後，我想去刷牙時，忽然我的肚子很痛！

我叫：「媽媽！」之後，媽媽從廚房走出來，原本她正在準

備早餐。媽媽問：「怎樣了？」我說我的肚子痛得說不出話

來，看見我按著肚子，媽媽也知道我肚子痛了。平時只要可

以玩，我就會蹦蹦跳跳，但那天我竟然坐在床上不動。 

 然後，媽媽叫我躺在床上休息，還說：「今天，我們不

去東華三院舉辦的嘉年華了！」我雖然嘴裹說好，但心裹卻

想：我很想去啊！ 

 之後，我覺得很辛苦，很辛苦……我的肚像中了子彈一

樣，很辛苦，很痛。不久，弟弟也起床了，他知道我肚痛後，

也跟媽媽一起來照顧我。我口渴了，弟弟就倒水給我；我肚

子餓時，媽媽就煮白粥給我吃，因為白粥易消化。我的心裹

像正被暖氣吹著那樣溫暖，那時我才知道，媽媽和弟弟是那

麼愛我的。 

 過了兩天，我的肚子不痛了，我很開心，就像在地獄被

人拉了回天堂一樣，很高興，很高興……我也知道了媽媽和

弟弟是很愛我的。 

 經過這次生病後，我雖然不可以去玩。但我卻知道了媽

媽和弟弟是很關心我的，我要好好感謝他們。 

 

 



(15-16)6B 林奕瑤  

《與家人一起的時光》 

 如果有人問我：「你珍惜與家人一起的時光嗎？」我肯

定會回答：「當然珍惜！」 

 平日我愛和家人到森林公園踏單車，森林公園裹有很多

的花草樹木，邊踏單車，邊看風景，這是我和媽媽最喜歡做

的事情，所以每次我們都會帶一部相機去拍攝相片留念。 

 記得有一次，公園裹的花兒都盛開了，小草也變得綠油

油的，在太陽的照射下，大樹顯得格外茂盛，我和媽媽興奮

地在單車徑上把眼前美麗的風景一一拍下來，連爸爸這個平

日十分嚴肅的「大老板」也笑起來了，跟著我們一起將風景

拍了下來。 

 最後，我們還照了一張全家福，這比誰的照片都好看，

當然不用說，那就是大攝影師──爸爸的「傑作」！我們在

那一天玩得十分開心，所以我覺得最值得我珍惜的時光就在

那一天了！ 

 

 

 

 

 

 

 

 

 

 

 



(15-16)6C 張芷菲   

《如何令父母快樂》 

 相信現在的小學生都十分令父母憂心，正所謂「養兒一

百歲，長憂九十九」。到底如何才可以令父母快樂呢？ 

 首先，我們要從父母最擔心的學業入手。父母比誰都着

緊我們的成績，包括我們自己。在平日上課時，只要我們專

心、認真學習，令成績進步，父母便自然快樂。除此之外，

我們自己可以訂定一個時間表，自己主動溫習，不要讓父母

擔心自己的學業。 

 其次，我們在行為上也要多加注意，例如在上學的時

候，我們要遵守校規，在沒有父母的時候，也會懂得自律，

不讓他們操心。 

 再者，我們也要注意自己的品德，對父母或是姨姨、叔

叔時要有禮貌，當別人稱讚我們時，其實也是稱讚我們的父

母，讓他們以我們為榮。 

 總的來說，讓父母快樂的方法一點兒也不困難，只要平

日規行矩步，處事謹慎，認真學習……讓父母快樂簡直是易

如反掌。 

 

 

 

 

 

 

 

 

 



(15-16)6C 陳鶴天   

《我做了一件好事》 

   在日常生活當中，每一個人都會做一些好事，而我也不

例外。我做過十分多的好事，不過有一件好事讓我最難忘、

深刻，也十分有意義，那一件好事就是為老人院裏的一些老

人們表演。 

  記得在那一天中午，我和同學們乘搭校巴一起前往老人

院。在巴士上，有的人在看風景，有的人在玩耍，有的人有

說有笑地聊天，大家都十分開心，懷著期待的心情前往老人

院。 

 過了一會兒，我們便到達了老人院，在老人院的門口，

我們就聽到老人們的歡迎聲，我們一進去就把禮物裝成一包

一包的，那裹的職員把老人們一個個地召集出來，坐在凳子

上。所有老人們都聚集在一起來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的第一個表演就是跳繩，兩位健兒們拿起繩子做出

一些花式和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第二個表演就是水果傳球遊

戲，老人們把球傳來傳去，傳到哪個老人手上，那個老人就

會得到一份小禮物，而最後一個表演就是全班同學一起吹笛

了。 

 這一次和老人們一起玩耍，我十分開心，而且看到大家

也盡力地為老人們表演，令我感到既難忘，也很有意義。 

 

 

 

 

 



 (15-16)6C 司徒蔚珊 

《媽媽和我生氣了》 

  我坐在窗邊，看著天上的烏雲，我的心情也和那些烏雲

一樣陰沉，想起媽媽生氣的那一天，我的雙手總會微微顫

抖。雖然已事隔一年多了，現在已雲開霧散，可是那一天所

發生的事情，早已印在我心裏，洗也洗不掉呢。 

  那天，我帶著沉重的腳步，走進家門，媽媽知道我今天

派發成績表，所以一看見我，就向我衝過來，為我脫下書包， 

並在裏面翻找我的成績單，她簡單地瞅了一眼我的試卷，密

密麻麻的錯誤就在眼前，媽媽的臉色沉下來，手中的試卷掉

在地上，直直的看著前方，沒有說一句話。我撿起地上的試

卷，媽媽突然對我破口大罵：「珊珊！你怎麼會考出這樣的

成績？你太讓我失望了，你對得起我每天為你所做的一切

嗎？」「媽媽，對不起。」我沮喪地對媽媽說，甚至不敢看

她的眼睛。「對不起？現在說有甚麼用啊！我現在就去打電

話給爸爸，讓他知道這件事！」 

  我終於忍不住了，大聲說：「每個人都會犯錯，都會有

失手的時候！如果沒有經歷過失敗，又怎能從中吸取教訓

呢？」說完後，我就衝進房間，甩上大門。 

  現在，我們早已和好

了，我跟媽媽解釋了我當時

的心情，媽媽也原諒了我。

對不起，媽媽！我很抱歉我

那天對你甩上大門，我傷了

你的心，讓你失望，對不起！ 

 



 (15-16)6C 黃智杰   

《我對補習的看法》 

 在現今社會，補習的人數如雨後的春筍，愈來愈多，在

我班就已經有十六位的同學（66.7%）有去補習，想成績好，

就非補習不可？我並不認為學生一定要去補習。 

 的確，去補習的學生十分多，但以我班為例，十六位同

學中，只有二分一的同學是自願的，其餘的同學都是父母要

求的，但我相信在自願的同學中，也有抱以羊群心態的同

學，去補習是為了和同學玩耍的，如果無心向學，去補習社

當然是浪費時間，更是浪費父母的金錢。 

 雖然，補習的確能令學生成績更好，但不去補習就不能

達到一樣的成效嗎？那當然不是，以魯班為例，他的成功都

是靠他長期的實踐和經驗的積累，所以，不補習也可以取得

很好的成就。 

 總括而言，就算不補習，只要你堅持不懈地自己在家自

學、溫習，「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也能達得很好的

成效。 

 

 

 

 

 

 

 

 

 

 



(15-16)6C 張銳 

《自學方法》 

 自學方法有很多種，如果單靠在課上學習是不足應付社

會的需求。以下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獲取更多知識。 

  首先，我們可以到圖書館尋找有關的資料，既方便又可

以找尋到豐富的資料，有利於幫助我們自學。 

  其次，實地考察，訪問有關人或地，這屬於一手資料，

全都是「真材實料」，是可靠的方法。 

  接着，我們可以上互聯網尋找資料。這既快速又方便，

如果在趕急的時候，就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總括來說，自學方法多不可數，因此我們要掌握自學方

法令我們獲取更多的寶貴知識，與時並進。 

 

 

 

 

 

 

 

 

 

 

 

 

 

 

 



(15-16)6C 陳雪瑩 

《我是一個環保袋》 

 我是一個環保袋，出生於一座工廠裹，有一天，小主人

在賣環保袋的攤檔經過，見到我身上織了很漂亮的圖案，就

決定買了我。 

 我外貌整潔，顏色美麗，體型適中，方便攜帶，小主人

的家人經常帶我去購物，因為他們要用我來載物。此外，小

主人去補習時，也會用我來放補習社的功課和手冊。但是小

主人的家裹有些搗蛋鬼，他們就是頑皮的塑料袋，雖然小主

人當我是他的寶貝，但小主人有時也會用他們去購物。 

 有一天，小主人購物後回家途中，她的一位女同學見到

我身上有她最喜歡的卡通人物，於是十分妒忌小主人，便在

我身上弄了一個破洞。我十分傷心，以為小主人會不要我

了，但小主人卻拿着我小心奕奕地縫補我的傷口，那一瞬

間，我十分感動。 

 有一天，小主人在家裏看電視節目，她看到一個有關環

保的廣告後，便決定把所有塑料袋扔掉。然後，她把我放在

床上，說：「原來環保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你。」 

 

 

 

 

 

 

 



(15-16)6D 李倩彤                                              

《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叫李倩彤，今年十二歲，就讀於東華三院馬錦燦紀

念小學六年級丁班。我是家裏年紀最小的成員，有兩個姐姐，她

們十分疼愛我。 

    我有兩隻可愛的小虎牙，雖然不是非常的明顯，可是只要我

一咧起嘴巴笑起來時，就可愛得逗人發笑，也因為我是一位愛笑

的女孩，所以我一直能帶給大家歡樂。 

我也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對於許多事情都要求盡善盡美，要

是有一點錯誤，我都會很焦慮，或許這是一個小缺點吧！因此我

總希望能把所有事情都盡力去做好。 

我特別喜歡幫助別人，因為幫助別人能使我快樂！朋友都說

我很善良，也有愛心。記得有一次，我身上只有一百元，一位朋

友想與我一起共進午餐，可當我看到路邊有一個瘦如柴骨的老婆

婆在撿垃圾，她看起來已經很久沒有吃過食物了，我二話不說就

上前把那一百元給了老婆婆，雖然午飯泡湯了，可我也感到特別

開心。我也是一個樂觀的人，每當老師給予我們許多作業時，我

也能在其他同學的一片噓聲中帶着笑容去完成，父母說我是「天

掉下來也不怕」的孩子。 

 畫畫、音樂、閱讀……都是我的愛好。我的模仿和記憶能力

很高，只要是我所看到的，我都可以把它畫下來，久而久之，我

就「愛」上了畫畫。音樂的優美旋律能使人放鬆，而閱讀能增進

我的知識世界，所以這些都是我的愛好之一。我也非常喜歡美

食，特別是甜食，大家都說心情不好時吃兩塊甜食， 一塊放鬆

今天的焦慮，一塊壓住明天的驚喜！ 

 我要努力讀書，多學一些才藝，讓人聽到我的名字後能「化

解今天的焦慮」，又能讓人看到我真人後有「壓不住的驚喜」！ 



(15-16)6D 黃雪盈 

《如何令父母快樂》 

  父母把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上，辛辛苦苦撫養我們長大。

我們給父母添了不少麻煩，同時也要令他們快樂。 

  令父母快樂，當然少不了孝順、尊敬他們。平時簡簡單

單的一句「早安」、「晚安」等，已經足以讓父母感到滿足、

欣慰。爸媽忙得不可開交，在這時端上一杯熱騰騰的茶水或

咖啡，他們也許表情上沒甚麼變化，但內心卻覺得多麼溫

暖。這是很容易做到而很有效的方法。 

  其次，父母見到我們可以自己愛護自己，懂得自律，也

會快樂。當父母看到我們漸漸長大，從牙牙學語到自己照顧

自己，心裏也是百般的安慰。我們不僅要自愛，還要愛護父

母。年齡的增長使他們身體機能退化、虛弱。因此，多花點

時間去關心、陪伴他們吧！ 

  最後，若果有空閒的時間，主動幫助做一些家務，分擔

父母的工作量。有時候，父母傍晚才回家，他們又要做飯、

拖地、洗碗，又要教兒女做作業，還有一大堆工作沒做完……

幫忙做一點，已經讓父母輕鬆了許多。我們的爸媽很忙，每

天都有一堆瑣碎事要做。適量地幫上一手，父母已經非常感

謝了。 

  我們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給他們多一些關愛，多一些陪伴吧！

這些細小的事情可以給他們無可比

擬的快樂。 

 

 

 



(15-16)6D 阮麟軒 

《我做了一件好事》 

  在一個下雨天，路人們舉傘，有學生，也有老師；有白

領，也有苦力，可是，其中一位老爺爺在雨中走過，他沒有

雨傘，衣服都被雨水淋濕了。 

    我連忙跑過去，將我手中的雨傘交給老爺爺，可是老爺

爺生氣地說：「我是光頭，舉傘？真是多此一舉，你走開，

別多管閒事！」我就這樣被拒絕了。當我沿着街道旁走回家

時，看見地上有一個錢包，裏面有數不清的人民幣，我被嚇

了一跳！心想：誰這麼不小心，我要趕緊把錢包還給失主。 

  當我準備跑到警察局時，雨下得更大了，傾盆的大雨落

到地上，只要我一跑，雨水就會濺到褲子上。於是，我只好

用口袋裏僅有的一塊錢乘搭巴士。 

  當我衝到巴士站時，褲角已經濕透了。通往警察局的十

三號車到了，我馬上走上巴士，將口袋中的一枚一元硬幣投

進售票機，找到一個座位便立刻坐下了，要到警察局的時間

還有很長，所以我便休息了一會。 

  這時，一個老婆婆上車，我看見了馬上將座位讓給她，

老婆婆坐穩後對我說了一聲：「謝謝。」我心裏甜滋滋的，

滿是歡喜。 

  過了一會兒，巴士的廣播提示：福田警察局到了，下車

的乘客請做好準備。我下車後到了警察局對警察叔叔說：「我

撿到一個錢包。」警察叔叔說：「你可以走了，剛好有人前

來報失。」 

    今天，我幫了許多人，但是都被拒絕，惟有撿到錢包才

是最真實。 

 



(15-16)6D 歐泳賢 

《我的心底話》 

 六年來，你一直安慰傷心的我，分享我的喜悅，一直支持著

我。可是我就快要離開你，我是多麼捨不得你呀！ 

 校園裹的一桌一椅，教室裹的幾盆盆栽，一直陪伴著我成

長，一直見證我在考試中一步一步地向上提升，一直像媽媽一樣

為我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讓我從一隻幼小的小鳥成長為一隻可

以展翅高飛的大鵬鳥，讓我可以從一株小幼苗變成一棵蒼天大

樹！ 

 謝謝你！謝謝你！感謝你多年來對我的照顧，感謝你多年來

對我的教導，感謝你多年來一直讓我健康成長，感謝你…… 

 

 

《自學方法》 

 現時很多學校除了讓學生在校積極學習，還時常推動學生自

主學習，那麼自學到底有甚麼方法呢？ 

 閱讀課外書是一種可以輕鬆學習的方法。只需選擇合適的類

型，細心閱讀和思考，便能培養文化素養，並提高知識水平，有

助學習更多的課外知識，我們可以多到圖書館借閱不同範疇的圖

書。 

 網絡是一種方便快捷的發明，只需輕輕一點，便能找到成千

上萬的資訊。只要針對性查找網站，便能正確利用網上資源。 

 親身經歷能讓我們真正地親身感受，而且親身經歷為一手資

料，可信性較高，當地有豐富的資源給我們學習，定期記錄所觀

察的資料以備將來之用。 

 總括而言，自學方法多不勝數，只要我們正確利用這些方

法，便能在成功的道路上踏上一大步！ 



(15-16)6E 黃煒晴 

《我做了一件好事》 

  我做了一件好事，雖然這件事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得到

幫助的人很感激我，所以我感到十分開心。 

 有一天，我在火車裏看見一個老伯伯，他站在我的面

前，雙腳不停地發抖，可是也沒有人肯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他

坐，我看到這樣的情況後，就立即站起來，把座位讓給他。 

 當他坐下後，他竟然不向我道謝，我有點生氣，又有點

疑惑，我心想：他竟然不向我道謝，只是向我微笑，難道他

是「啞巴」？我突然頓了頓，因為老伯伯不時就會向我微微

一笑，好像在跟我說：「我是一個啞巴，所以才不向你道謝，

敬請原諒。」 

  過了半小時後，老伯伯到站了，他用手勢來向我表示謝

意和再見。車門關了，他還站在月台上不走，直至車開出，

這時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一個「啞巴」。回到家後，我在房間

裹默默地哭起來，因為我責怪自己那麼心胸狹窄，竟然介意

老伯伯不向我說聲謝謝，不過我始終都是做了一件好事。 

 

 

 

 

 

 

 

 

 

 



(15-16)6E 姚曼莉 

《如何令父母快樂》 

 俗語說：「母愛如水，父愛如山。」你對父母的愛又是

怎樣的呢？我覺得給他們最好的愛便可以令他們快樂。 

 首先，我們要關心他們。在父母生病時要照顧他們；在

父母疲倦時，我們要幫他們做家務，為他們分擔責任。 

  其次，我們要好好學習，考上心儀中學，這樣才不會令

他們擔心。 

  最後，我們長大後要供養他們，無論你長大後的收入是

多或少，也要供養他們。不過，最重要的是給他們精神上的

支持，要關心他們。 

  總括而言，無論你的未來如何，但請緊記一定要對父母

孝順啊！ 

 

 

 

 

 

 

 

 

 

 

 

 

 

 



 (15-16)6E 黎咏思 

《停電記》               

  在這時候，有誰會來敲門呢？這一刻，我的心跳加速，

使我十分害怕。 

  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手電筒，並按動開關掣，這時，我才

發現它沒有電，於是我再拿起蠟燭，用打火機點燃它，怎料

打火機沒有燃料。 

  這時敲門聲再次響起「咚……」，於是我只好在這伸手

不見五指的情況下，慢慢地爬到門前，再從門下的縫隙隱隱

約約看見是媽媽穿的鞋，當時我真的鬆了一口氣。之後，媽

媽在門外說：「女兒，是我啊！」我慢慢打開門一看，原來

真的是媽媽，我衝上前緊緊地抱著媽媽。 

  一會兒後，電力供應終於回復正常了，我也鬆一口氣了。 

 

 

 

 

 



(15-16)6E 歐子琪  

《我生病了》 

 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會生病。生病時，我們都會有一些

獨特的感受。當然，我也是。 

 在上年考試時的其中一天，我生病了！因為考試的原

因，我晚上為了溫習，所以很晚睡覺。早上起遲了床，我只

好匆匆忙忙地跑回學校。誰知，外面下著大雨，我沒有帶傘，

還要去買早餐呢！因此，我回到學校後已全身濕透了。 

 上課時，我感覺額頭發熱，還不停咳嗽、流鼻涕，連眼

皮也睜不開。上課前，還十分精神。現在，感覺十分疲累。

我覺得我生病了！我馬上告訴老師，老師讓我早退了！媽媽

知道後馬上從公司到學校接我回家，她竟然把工作放到一邊

去！ 

 回到家後，媽媽十分細心地照顧我。她煮粥給我吃；她

餵我吃粥；她餵我吃藥；她哄我睡覺。我十分慚愧，我慚愧

為甚麼平日常常惹媽媽生氣。我睡了一覺。醒後。我的病情

已覺好轉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知道了，媽媽原來很愛我。我感到十

分開心和幸福！ 

 

 

 

 

 

 

 

 



(15-16)6E 何濠彤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人》 

 在我的生活中，有許多值得我學習的人，例如：消防員、

醫生等等。其中令我最敬佩的就是我同班同學──傅嘉華。 

  傅嘉華長得矮，一張圓圓的臉上常常掛著甜甜的笑容，

鼻子上架着一副長方形鏡框的眼鏡。他還有一對小耳朵，雖

然耳朵小，但聽力很強，這樣就組成了傅嘉華的臉。 

  傅嘉華處事冷靜，為人正直，樂於助人。勤奮是傅嘉華

最大的優點。他每天都會交齊功課，他每天完成功課後都會

努力溫習。他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有很多，特別是謙虛，即使

他在默書、考試或測驗中取得很高分，他也不會到處炫耀自

己有多厲害。他的英文能力特別強，上英文課時，他會用一

些深奧的英文詞語來回答老師的問題。他還擅長跑步，每一

次運動會跟他跑同一場，我也會倒霉地比他跑慢一個名次。 

 傳嘉華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榜樣，我要多向他學習 

 

 

 

 

 

 

 

 

 

 

 

 



(15-16)6E 阮淑嫻  

《我是一個環保袋》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保，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環保袋。

我感到十分驕傲，因為我有一個十分愛惜和善用我的主人。 

 我的顏色是粉紅色的，是一種十分溫暖和充滿愛的顏

色，連我自己也十分喜歡。當主人把我疊起來，就能疊成一

個熊玩偶。當主人有空的時候，她會把我疊起，去逗她那又

可愛又愛哭的女兒。我感到十分榮幸。 

 當我還是一匹普通的布時，主人廢寢忘餐地把我又縫又

剪，終於把我完成了。從此，我再也不平凡，因為我是一個

環保袋，我可以盛載十二公斤的物件，十分耐用。其次，我

「變身」後，我又方便攜帶又可以逗小孩，真是幫了主人不

少的忙。 

 誰知有一天，我突然穿了一個大洞，我初時認為主人會

遺棄我，但是主人把我剪開，做成不同的玩偶給她的女兒

玩。那一刻，我覺得我是一個幸福的環保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