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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A 黎文文 

1.星期六，我們一家人到沙灘堆 

  沙和游泳，玩得非常開心。 
 
 

2.今天，妹妹一邊拉着風箏的線，一邊 

  說：「媽媽，我玩得真高興啊！」 
 
 

 

(17-18)2A 郭綺彤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你喜歡吃甚麽？我最喜歡吃美味的 

         薄餅。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吃過這種薄餅？

這種薄餅是大大的、圓圓的和黃黃的。它的材料有

很多，有香甜的菠蘿、辣辣的辣肉腸、酸酸的檸檬

和脆脆的薯片，吃起來又香又脆，非常美味。 

    每逢我生日的時候，媽媽都會做一個薄餅給我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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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A 李美詩 

    早上，媽媽在家裏為我打

扮，因為我們要出席婚宴。我

先穿上媽媽買給我的新裙子，

然後媽媽幫我戴上蝴蝶結。到

了婚宴場地後，大家都稱讚我很漂亮。 
 
 
 
 

     (17-18)2A 梁子旻 

             《給姑母的賀卡》 

親愛的姑母： 

    恭喜您誕下了一個小寶寶！希望小寶寶快高

長大！ 

 謝謝您平日對我的照顧及關懷！當我不快樂 

的時候，您會安慰我，謝謝您！ 

    祝 

身體健康！ 

                      姪兒 

                      小旻敬上 

                        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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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A 李東樂

             《老師過生日》 

    上星期五，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

操場上一面吃東西，一面談天説地。小玉說：「陳

老師的生日快到了！」小明說：「我們送禮物給陳

老師吧！」小思說：「我們送生日蛋糕吧！」他們

決定為陳老師舉行生日會。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同學們為慶祝老師的生

日做準備。他們有的佈置課室，有的在黑板畫上美

麗的圖畫，有的用心地佈置課室，有的裝飾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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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身體健康」，她感到很開心。這時，

同學們先唱生日歌，然後送上禮物，說：「祝您生

日快樂！」 

    最後，大家一起吃蛋糕和玩遊戲，十分高興，

老師也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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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B 姬煒軒 

    晚飯後，爸爸、媽媽和我在

客廳談天。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我們商量準備怎樣度過。我悄悄

地 用 我 的 零 用 錢 買 了 一 份 禮

物，準備送給爸爸和媽媽。爸爸媽媽都很高興，還

稱讚我很有心呢！ 
 

(17-18)2B 劉斯熠 

    妹妹生日那天，爸爸買了一個

蛋糕送給妹妹，然後我們一起唱生

日歌。吃完蛋糕後，我們一起玩有

趣的玩具！ 
 

(17-18)2B 周葆宜 

    今天是小芬的生日，小芬邀

請了小明 和小美 參加她 的生日

會，小美和小明說：「祝你生日快

樂！」小芬說：「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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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B 陳颽媃 

     《描述自畫像》 

    我有一張瓜子般的臉兒、一

把烏黑的頭髮、一雙圓溜溜的

眼睛、一個尖尖的鼻子和一張

紅潤潤的嘴巴。 

    平日，我喜歡做手工，所

以爸爸和媽媽買了很多有關的

書本給我看。我喜歡吃的食物有壽司、芒果、鮑魚、

帆立貝和烏冬。 

 

 

    (17-18)2B 黃樂晴 

          《好孩子應有的表現》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做家務，例如

掃地、洗碗、摺衣服等，還會自動自覺地做功課。 

在學校裏，我會認真做功課、專心上課，守秩

序，還會交齊功課。 

因此，爸爸、媽媽和老師常常稱讚我是一個好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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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B 何思均 

            《老師過生日》 

    小息的時候，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一面

吃小食，一面談天。小玉說：「陳老師的生日快到

了，我們怎樣為陳老師慶祝生日呢？」小明說：「不

如我買一份禮物送給陳老師，好嗎？」小思說：「好

呀！我買蛋糕送給陳老師吧！」最後，大家都同意

了。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有些人準備了生日蛋

糕，有些人準備送花給陳老師，有些在黑板上寫：

祝陳老師生日快樂。 

    陳老師來了，她看到黑板上的字和同學準備的

禮物和蛋糕，高興極了！ 

    最後，同學和陳老師都很高興，陳老師說：「謝

謝各位同學的關心。」 
 

 (17-18)2C 金俊熙 

天空中的煙火五顏六色，有黃

色，有紅色，還有綠色。煙火的形

狀有的像金色的花兒，有的像灰色

的手榴彈，還有的像紅色的火圈，

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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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C 夏子其 

    晚飯後，我和爸爸媽媽在客

廰裏休息。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我送給他們一份聖誕禮物，結果

爸爸媽媽都很高興，還稱讚我很有心思呢！ 
 

 

 

(17-18)2C 黃詩晴 

                《自畫像》 

    我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我有一

張圓乎乎的臉兒，就像一個圓圓的西

瓜。我的頭髮是長長的，摸上去就像

一束乾草。當我想東西時，我亮晶晶

的眼珠總是在眼眶轉動。我有一個小小的鼻子，像

一隻螞蟻。我還有一個紅潤潤的嘴巴，紅得像蘋果

一樣。 

     我喜歡閲讀圖書，每逢星期天，我都會到圖書

館借閲圖書，我的家裏還有一大堆圖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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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C 徐安安 

    昨天，我和弟弟在家裏看書，「啪啦」一聲，

原來是弟弟跌倒了，他哇哇大哭起來。 
 

 

 

 

 (17-18)2C 黃詠蘫 

《好孩子應有的表現》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幫助媽媽做家

務，例如洗碗、掃地、抹地……因為我想分擔媽媽

的工作。 

 我每天回家後，都會自動自覺地做家課和努力

溫習，因為我不想讓爸媽操心。如果我每天都聽爸

媽的話，他們就會稱讚我乖巧。 

 在學校裏，我常常幫助老師收拾教師桌。上課

前，我會派發簿冊。如果我看見同學跌倒，我會立

刻扶她起來。 

 我以後會做好本份，繼續努力，做一個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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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C 曹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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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她的身體很差，常常肚子痛。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食物講座，講座內容

關於我們要多吃蔬菜，不要偏食，欣欣聽了，決定

以後要多吃蔬菜，少吃肉。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欣欣主動請

媽媽買蔬菜做沙拉，媽媽看到欣欣自己主動買蔬

菜，感到十分欣慰。 

 回家後，媽媽和欣欣一起做沙拉，她覺得非常

好吃，現在，欣欣會多吃蔬菜，少吃肉，她變得很

健康，以後都不會再偏食了。 
 

 

 

(17-18)2D 潘昭儒 

                晚飯後，爸爸、媽媽和我都

在客廳，因為聖誕節快到了，所

以我送給爸爸媽媽一份禮物，結

果他們都很高興，還稱讚我很有

心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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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D 邱  添 

    春天到了，小動物都在忙碌地工作，松鼠在樹

上採摘美味的松果，兔子在田裏拔蘿蔔，鴨子在池

塘裏捉魚，他們都很勤勞啊！ 

 

 

(17-18)2D 王梓銘 

《外婆的禮物》 

    由於六月十八日是外婆生日，所以我和姐姐想

送禮物給她。今天，我和姐姐在家裏商量送甚麽生

日禮物給她。 

    我説：「外婆喜歡吃巧克力，不如我們送巧克

力給她吧！」「好哇！外婆也怕冷，不如我們也送

她一條圍巾，好不好？」姐姐問。 

    媽媽聽到我們在商量送甚麽給外婆，媽媽說：

「最近外婆想買襪子，不如你們買襪子吧！」 

    最後，我們用儲蓄起來的零用錢，合資買了一

排巧克力、一對襪子和一條圍巾給外婆，外婆開心

地稱讚我們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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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D 文梓琪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七歲，讀二年級。她喜歡吃漢堡包和

炸雞腿，不喜歡吃蔬菜和水果，是一個愛偏食的小

孩。 

    有一天，學校舉辦了一個講座。衛生署的職員

說：「我們不要偏食，要多吃有營養的蔬菜和清甜

的水果，乖孩子要養成健康飲食的好習慣。」 

    放學後，欣欣和媽媽逛超級市場，欣欣主動請

媽媽買新鮮的蔬菜和水果來做沙拉，媽媽感到很意

外。 

    回到家裏，媽媽做了一大盤美味的沙拉給欣欣

吃，欣欣很高興。媽媽說：「欣欣真乖！」現在，

欣欣不再偏食了。 
 

 

 

(17-18)2D 施陳莘平 

    下午，在花園裏聽到了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吱

吱的鳥聲，還聽到大家哈哈的歡笑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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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D 周芷瑤 

              《老師過生日》 

    有一天的小息，小玉、小明和小思一起商量送

甚麼禮物給陳老師，因為她的生日快到了。小思

說：「不如送她一個生日蛋糕吧！」「我們自己也做

些手工作品吧！」小明說。「好！」他們三個異口

同聲地說。 

    陳老師生日那天，一大早，小明說：「同學們，

我們動起來吧！趁老師還沒有來，我們準備一下

吧！」於是同學們分工合作，有些同學準備生日蛋

糕，有些同學拿手工紙做一些小盆栽，有些同學在

黑板上寫上生日的祝福語。他們想給老師一個驚

喜，心裏樂滋滋的。 

    突然，鐘聲響起，當陳老師走進教室，小明和

全班同學唱起了生日歌，並一起大聲説：「祝您生

日快樂！」陳老師稱讚他們，說：「你們安排的生

日會，我很喜歡，謝謝你們！」陳老師非常開心。 
 

(17-18) 2E 莊芷瞳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送給我一

束漂亮的玫瑰花，我高興地說：「這束 

 玫瑰花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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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E 呂 珈

毅 

    今天早上，媽媽在家裏幫小

家打扮，準備出席宴會。媽媽幫

她穿上新裙子，在她的頭髮上加

上蝴蝶結，還幫她戴上珍珠項

鍊，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小家在宴會上得到客人

的稱讚，十分開心。 
 

(17-18)2E 楊雅雯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外婆六十歲生日的日子，我和弟

弟在客廳商量送甚麼禮物給外婆。 

    我笑着說：「我們送圍巾給外婆吧！因為圍巾

不但可以在冬天裏保暖，而且外婆的圍巾都已經破

舊了。」弟弟搖搖手說：「外婆喜歡吃巧克力，當

然是買巧克力了。」我們都各有自己的意見，拿不

定主意。 

    媽媽剛好下班回家，聽見我們商量送甚麼禮物

給外婆，所以媽媽提議我們買一雙襪子、一條圍巾

和一盒巧克力。最後，我和弟弟合資買生日禮物送

給外婆。 

    到了外婆生日那天，我們送生日禮物給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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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後心裏樂滋滋的。 

                             (17-18)2E 余恩琦 

    昨天，哥哥和我在公園裏放風

箏，哥哥拉着風箏說：「你看，我

的風箏飛得多高啊！」 

 
 

          (17-18)2E 陳銳濤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九歲，讀三年級。她有偏食的壞習

慣，喜歡吃漢堡包，炸雞腿……都是沒有營養的食

物，最討厭吃蔬菜和水果。 

    直至有一天，欣欣的學校邀請了衛生署的人員

來辦講座。講座的內容是：水果蔬菜不可少，日日

記得二加三。工作人員提醒大家要有均衡飲食，不

要偏食。 

    那天放學後，欣欣跟媽媽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她主動提議說：「媽媽，我想吃蔬菜和水果。」這

件事讓媽媽十分驚訝！ 

    最後，欣欣和媽媽回家，快快樂樂地做健康又

清甜的水果沙拉。她答應媽媽說：「從今天起，我

會多吃健康的食物，少吃沒有營養的食物。我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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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注意飲食，不再偏食了！」 

 (17-18)2E 周穎琳 

《老師過生日》 

    有一天，小息的時候，小明、小思和小玉在操

場上一面吃零食，一面談天説地。小玉說：「過幾

天就是陳老師的生日，我們為她辦一個生日會，好

嗎？」小明說：「我們送一份禮物給她吧！」小思

說：「我提議送一個我們親手做的生日蛋糕給她。」

他們討論着送甚麼禮物給陳老師。最後，他們決定

為陳老師舉行一個生日會，大家都同意了。 

    陳老師生日那天，同學們認真地佈置課室。他

們分工合作，有的在黑板上寫上五個大字：我們很

愛您，和一些祝福的字句，有的準備生日蛋糕，還

有的在裝飾小盆栽，大家都十分忙碌。 

    上課的鐘聲響了，陳老師走進課室，看見黑板

上寫着「我們很愛您」五個大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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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生日歌，還有的送上生日蛋糕。大家一起跟陳老

師說：「祝您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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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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F 蘇梓澄 

    星期六，我邀請小欣到我家參加生

日會，她把禮物送給我，說：「祝你生

日快樂！」我說：「謝謝！我們一起玩

遊戲吧！」 

 

 

(17-18)2F 簡立德 

    星期日是承昊的生日，我們先吹

蠟燭，然後吃蛋糕，再送禮物給他，

他開心得跳起來了。 
 

 

 

(17-18)2F 曾玄量 

    星期六，我們一家到郊野公園去。我在公園裏

聽見汪汪的小狗吠叫聲，吱吱的鳥聲，還有哈哈的

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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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F 孫愛然 

                《自畫像》 

    我是孫愛然，我有一張蘋果般的

臉兒，有一頭濃密的頭髮，一雙迷人

的眼睛，配襯着一個高高的鼻子和一

個紅潤潤的嘴巴，美麗極了！ 

    平日，我喜歡吃西瓜，喜歡的活

動是踢足球和跳繩，有時候我會留在家裏看圖書。 
 

 

 

 (17-18)2F 陳志嵐 

《好孩子應有的表現》 

    我是一個好孩子。在家中，我會幫忙爸爸媽媽

做家務，或是在父母沒空時，幫忙照顧弟妹。我會

用心做功課，聽父母的話，也會努力溫習。 

    在學校裏，我會專心上課，同學有困難時，我

也會盡力幫助他們，我更會在學校守秩序。 

    因此，爸爸、媽媽和老師常常稱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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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F 黃成軒 

《不再偏食》 

    欣欣今年八歲，讀小學二年級。她平日喜歡吃

漢堡包、炸雞腿和甜甜圈，但很討厭吃蔬菜和水

果，所以她長得很矮小。 

    今天，欣欣的學校舉辦了「衛生署食物講座」，

講座的內容是要我們多吃蔬菜，不要偏食。講座完

結後，欣欣覺得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好，所以她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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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買蔬菜和水果。回家後，她們用蔬果製作沙拉，

欣欣覺得沙拉很好吃。 

    現在，欣欣的飲食習慣改變了，她不再偏食，

會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 
 

 

(17-18)2G 王洛熙 

    今天是小明的生日，他邀請我

參加他的生日會。在生日會上，我

送了一份禮物給他，我說：「小明，

祝你生日快樂！」他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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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G 徐朗 

前天，我和家人到郊野公園玩耍，我們聽到汪

汪的小狗吠叫聲、吱吱的鳥聲，還有人們哈哈的歡

笑聲，我說: 「大自然的聲音真美妙啊！」 
 

 

 

 

 

 

 

 

(17-18)2G 楊雨昕 

    早上，公園裏有很多小朋

友，有的在石椅上靜靜地讀

書，有的在山坡上散步，有的

在山頂上拿着網子捕捉蝴蝶，

有的在樹下做早操，有的在草 

               地上拍球，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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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G 劉乾坤 

《外婆的禮物》 

    「六月十八日是外婆的生日啊！」姐姐興奮地

說。「啥？我還不知道呢！那你打算送甚麼禮物給

外婆？」我問。 

    姐姐說：「我打算送圍巾給外婆。」我說：「我

認為還是巧克力好，因為現在是夏天，如果穿圍巾

的話，肯定很熱呢！」「哎呀，你真的忘記了，外

婆最不喜歡甜食，一吃就牙痛呢！」「不！巧克

力！」「不！圍巾！」我和姐姐就這樣吵了幾分鐘，

最終還打起來！ 

    這時，還在睡覺的媽媽被我們吵醒了。她走出

來說：「這樣吧，你們合資買兩雙襪子，送給外婆

吧！」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買一副眼鏡，因為外

婆的眼鏡太舊了。 

 我們拿出小豬儲錢箱，「媽媽，一副眼鏡要幾塊

錢？」媽媽說：「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回家後，我想：外婆收到禮物後一定會很開心

的！果然，外婆真的很喜歡。「你們真是好孩子！」

外婆開心地說，她那燦爛的笑臉，就像一份送給我

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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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G 鄭詩琪 

《不再偏食》 

    欣欣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讀四年級。她從小

到大只愛吃肉類和油炸的食品，如炸雞腿、漢堡

包……不喜愛吃新鮮的蔬菜和清甜的水果。因為她

偏食，所以她個子很矮小、經常生病和很瘦弱，令

她的家人很為她擔心。 

    上星期一的下午，欣欣的學校邀請了一位衛生

署的人員給同學們舉辦了一個有關食物的講座。講

座的內容讓同學們明白多吃蔬菜和水果，少吃肉

類，才能令身體更健康。聽完這個講座後，欣欣覺

得很有道理，便下定決心改正偏食的壞習慣。 

    放學後，欣欣和她的媽媽到超級市場購物，欣

欣說：「我想吃蔬菜沙拉！」媽媽覺得很奇怪，說：

「你從來都不吃蔬菜，為甚麼要吃蔬菜沙拉？」欣

欣把講座的事情告訴了媽媽。 

    回家後，欣欣和媽媽一起做了蔬菜沙拉，欣欣

覺得很美味呢！ 

    現在，欣欣已經養成了愛吃蔬菜的好習慣。大

家都誇她是一個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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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2G 黃 琬

淇             《老師過生日》 

    小息時，小思、小明和小玉在操場上一面吃東

西，一面談天説地。小玉說：「下星期就是陳老師

的生日了！我們要怎樣為她慶祝呢？」「我建議買

盆栽送給陳老師，因為她喜歡種植。」小思開心地

說。小明說：「我建議買蛋糕，因為生日就要吃蛋

糕！」「那全都買吧！」小玉說。 

    到了陳老師生日那天，我們分工合作，四個同

學負責佈置課室，四個同學準備禮物。 

    當陳老師走進課室，她感到十分驚喜，說：「多

謝你們！」小玉和小思走到老師身邊說：「祝您生

日快樂！」她們便送上盆栽和蛋糕，陳老師說：「你

們都是乖孩子。」 

    最後，同學們和老師一起吃蛋糕，十分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