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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4A 杜欣晴 

《教室記事》 

    每當我在超級市場看到金莎巧克力，就會想起…… 

    上個星期，老師一踏進課室，就拿出金莎巧克力吸

引大家。那時，大家都很想吃，可是老師說：「上課要

專心，才會有得到一顆巧克力。」之後，大家便聚精會

神地聽老師講課。 

    老師先讓我們打開常識課本，並翻到《地球的結構》

這一課。正當我們聚精會神地聽課，老師拿出剛才的金

莎巧克力分給我們。他先讓我們打開那金色的錫紙，然

後再說：「先看一看，外層的巧克力像不像地球的外殼？」

我們說：「像！」然後老師讓我們先把外殼部分吃掉，

然後我們看到有巧克力漿，老師問我們：「這些巧克力

漿就是地幔。老師再讓我們吃掉這一層，最後只剩下杏

仁，此時，我們已知道那裏是「地核」。 

    經過此課堂後，大家都學會了地球的內部結構，而

味覺亦能享受到金莎巧克力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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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A 袁壁君 

《我最喜歡的人物》 

    你知道我最喜歡的人物是誰嗎？就讓我告訴你吧。 

    我最喜歡的人物是戴老師，他是我今年的班主任、

中文科老師和常識科老師。 

    戴老師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兩張薄薄的嘴脣，

還有一頭刺蝟般的頭髮。他的身形魁梧，還有兩條修長

的腿。他外表英俊瀟灑，還有一顆小小的酒窩。 

    戴老師為人風趣幽默，臉上常常掛着燦爛的笑容。

他經常跟我們一起說笑，十分開心。戴老師從不責罵我

們，即使我們做錯事情，他也只會溫柔地和我們說道理，

這反映出他和藹可親的性格。 

    戴老師在上課和小息時都會和我們談天說地，每次

小息，我們都很開心呢！還有一次，我班有一位同學在

走廊奔跑，碰倒一位同學，他不但沒有說對不起，還繼

續奔跑。過了一會兒，戴老師跟同學說：「你這樣做是

不對的。」他並且要求該同學向對方道歉，可見戴老師

處事認真！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能遇見這麼好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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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A 溫旋賢  

《我最喜愛的家人》 

    我最喜愛的家人是媽媽。她有一雙炯炯有神、水汪

汪的大眼睛，有一張尖尖的瓜子臉，看上去十分美麗。 

    媽媽是一位家庭主婦，但是她和普通的家庭主婦不

一樣，因為她平常的衣着很時尚，她喜歡穿牛仔褲和短

袖的衣服，且配搭合宜。 

    她最喜歡帶我和妹妹到大埔海濱公園騎自行車。記

得我們第一次騎自行車到沙田的時候，因為不熟悉四周

的環境而迷路，我們都顯得十分焦急。最後，媽媽冷靜

地使出秘密武器——手提電話導航程式，便帶領我們安

全地到達了目的地，可見媽媽處事臨危不亂。 

    在我心裏，媽媽是很聰明的，每次遇到難題，她都

會有辦法去解決。我十分自豪有這個媽媽。 

 

 

 

 

  

  



4 
 

(17-18) 4A 蘇欣怡  

《一個恐怖的夢》 

    上個星期日，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到海洋公園坐纜車。

這是我第一次坐纜車，我心裏十分激動，迫不及待想前

往海洋公園。 

    當我們到達海洋公園後，那裏早已人山人海，且充

滿着歡聲笑語。各場館都早已排起長長的隊伍，就像一

條條長長的巨龍。我排着隊，心裏十分焦急，就像在熱

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真想快點坐上纜車。 

    終於輪到我們了，我們坐上了纜車，一邊談天，一

邊看美麗的風景。途中，出現了一點小意外，我們聽到

車廂上傳來了「喀擦喀擦」的聲音。我們抬頭看見纜車

的吊桿出現了故障。纜車開始搖來晃去，説時遲，那時

快，纜車突然急速下降，我們害怕得尖聲呼叫…… 

    此時，我從夢中驚醒過來，全身濕透，滿頭大汗。

原來是一場噩夢啊！現在想起來也有點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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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A 方穎怡  

《到海灘去》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到海灘遊玩，爸爸駕駛他的私

家車來到海灘。那裏陽光燦爛，天氣非常炎熱，這種天

氣最適合到海灘暢遊，既可消暑，又可玩樂，真是一舉

兩得。 

    我、妹妹和爸爸到海裏游泳，爸爸跟我和妹妹游泳

之前，先教我們游泳技巧，然後就給我們示範他熟練的

泳式——蛙泳。 

    游了一會兒，爸爸累了，妹妹就着急地叫我和她一

起拾美麗的貝殼。我們不停地收集一些有不同花紋的貝

殼，當我們回頭一看袋子的時候，發現原來我們已經撿

到這麼多貝殼了。 

    當我們正準備收拾物品回家的時候，突然，天色變

得昏暗，好像快要下雨了。正當我們快要到達汽車的時

候，天意弄人，突然，下了一場滂沱大雨，使我們每一

個人都變成了「落湯雞」。 

    這件事雖然看起來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是對我來説，

卻是一件印象深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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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B 侯卓君 

《動物小檔案》 

    有一天，我和姊姊到竉物店買了一隻可愛的兔子回

家。 

    那隻兔子有一身啡色的毛，有一對長長的耳朵，黑

黑的眼睛像兩顆黑寶石般閃閃發光，還有一個三角形的

鼻子。牠那短短的尾巴像一個乒乓球，還有短短的四肢。 

    肚子餓時，牠會咬籠子。當我給牠零食時，牠就會

乖乖地吃零食，不會再咬籠子。牠想睡覺時，會懶洋洋

地躺着。有時，我和姊姊在看電視，牠就會好奇地東張

西望。牠高興時，就會活躍地跳着。 

    牠喜歡吃兔糧，但只可以早晚吃兔糧，其他時間吃

乾草，有時候我也會給牠吃零食，例如木瓜乾、草莓乾、

蘋果乾…… 

    牠加入我們的家庭已有一年多了，不知不覺間，我

們已建立了一份友誼，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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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B 簡慧欣 

《我最喜歡的人物》 

    如果有人問我：「你最喜歡的人是誰？」我會說：

「我最喜歡的人是我的弟弟簡智樂。」 

    他身材瘦削，有烏溜溜的頭髮，臉上還有一雙黑溜

溜的眼睛，好像黑葡萄一樣。他有高高的鼻樑和薄薄的

嘴唇。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臉上的笑窩。 

    他是一個有禮貌的人。記得有一次，我和他放學回

家的時候，剛巧，遇到鄰居的姨姨和叔叔，弟弟看見了，

就迅速地跑過去跟他們打招呼。 

    他是一個淘氣的人。只要他沒有事情要做，他就會

叫我的花名「欣慧簡」，每次我都會十分生氣，想打他

一頓，但是最後我還是手下留情，捨不得打他呢！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記得有一次，家裏有一隻蟑螂

在地上爬來爬去，我和媽媽都害怕得躲起來，只有他走

出來，把蟑螂踩死。 

    我覺得弟弟真是太可愛了！我要好好珍惜和他一

起生活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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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B 鄭嘉鈴 

《我的求知法寶》 

    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知識有很多種方法，就讓我來

向大家介紹吧！ 

    首先，我們可以透過互聯網尋求知識，例如當我要

知道有關月蝕的成因時，我會瀏覽香港天文台網站，既

方便又快捷。 

    其次，我們可以透過看電視來增長知識。例如，我

們可以看教育電視來增長知識，如果我想了解更多有關

數學的知識，我就可以看數學科的教育電視了。 

    此外，我們可以透過看報紙來增長知識。例如，我

們看報紙上的「國際新聞」版，就可以足不出戶，知道

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了。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看書增長知識。例如，我想知

道更多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就可以到圖書館借閱有關

書籍來看。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透過互聯網、電視、報紙、書

籍來增加知識，這些都是我的求知法寶，你們又有甚麼

「求知法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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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B 方詩妍  

《我最喜愛的家人》 

    我最喜愛的家人是我的堂姐，她是一名學生。 

    她有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襯托着光滑細嫩的臉，

臉上嵌着一雙不大不小的眼睛，閃爍着溫柔的目光。小

小的鼻子下是一張能言善道的櫻桃小嘴，每當她溫柔地

笑時，更顯得她是多麼的端莊美麗。 

    她不僅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而且為人很好，溫柔、

貼心及樂於助人。如果你有甚麼心事，只要找她諮詢，

她那溫柔的語氣和貼心的話語，肯定會讓你舒服很多。 

    她不僅是我的堂姐，還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經常一

起玩。有一次，我們一起去逛街。走着走着，突然前面

有一個老人摔倒了。她正想上前幫忙，我拉住了她：「你

還是別去了吧，最近有很多『碰瓷』事件，要是他纏上

你，就麻煩了。」可她並沒有聽我的話，而是堅定地說：

「幫助別人並沒有錯，不能因為怕幫錯人而失去珍貴的

好品質。無論如何，我都要幫他。」望着她遠去的背影，

我陷入了沉思…… 

    這就是我的堂姐，我喜歡我的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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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4B 施子彬  

《一個可怕的夢》 

    現在，我仍記得昨晚的一場噩夢…… 

    夜是那麼深，那麼靜，走在大街上，只能看見微弱

的燈光和一些人在閒逛。忽然，玩具店裏發出「嘭！嘭！

嘭！」的聲音，我遠遠看見從玩具店裏伸出來的一隻手，

聲音越來越近了，只見一隻金色的噴火機器怪從玩具店

走出來。那是最新的機器人玩具，名叫二號大笨象。大

笨象向我們噴出火焰，人們瘋狂地叫着，用盡全身的力

氣逃跑。 

    我在人群中看見我的好朋友——王敏喆。他快要被

那隻機器怪獸踩扁了，卻仍傻傻地站在原地，雙腿不停

顫抖，面無人色。 

    我用盡全力將他推到旁邊的玩具店裏。我在那裏看

見很多玩具槍和防彈衣，我們穿了防彈衣，手持玩具槍，

然後走到一幢大廈的天台，像狙擊手一樣，瞄準那隻機

器怪獸的頭部…… 

    清早，小鳥的叫聲才把我的靈魂從夢中喚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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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B 施子妍  

《一張舊照片》 

    有一天，我在床底找到一個舊盒子。我打開盒子，

看見一張舊照片，那張照片讓我回想起那一天的事情。 

    那天，是我第一次參加舞蹈比賽。早上，我乘搭巴

士到比賽場地。到達目的地後，我的心跳開始加速，我

在練習室裏做熱身動作，然後，工作人員叫我的編號，

叫我準備出場。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汗珠。這時，

黃老師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鼓勵我，一股暖流由黃老師

的手傳到我的心窩。頓時，我的緊張便一掃而光。 

    我帶着輕鬆的心情上台表演，我跳完舞後，在後台

看見黃老師，她說我跳得很好。最後，評判讀出我的名

字，說我獲獎了。這時，我向鏡頭笑，便拍下了這張照

片。那天，我十分高興，因為我取得銀獎。 

    看著這張照片，那天獲獎的喜悅心情再次湧上心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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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4C 景思萌 

《教室記事》 

    過年的時候，幼稚園為了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幼

稚園的老師教我和同學包餃子。 

    首先，老師拿了一些麪團過來，細心地教我們包餃

子的方法，我們也用心地學。不久，我便包好了一隻餃

子，雖然我包得不是很好看，但是老師還是鼓勵我繼續

努力，不要放棄。 

    包了幾隻餃子之後，我已經熟練了，還包得越來越

好看呢！我的同學也和我一樣包得越來越好看，老師還

說：「包得多就吃得多，包得少就吃得少。」聽到這句

話後，我們都怕不夠吃，所以加快速度，很快便包了十

多隻餃子。 

    包好餃子後，還剩下了很多麪團，有一位頑皮的同

學用這些剩下的麪團替幾隻餃子加上眼睛和嘴巴，還自

言自語地說：「像我這樣的天才，應該稱為大師才對。」

這句話都把我們逗得哈哈大笑起來。 

 那天，每位同學都吃了很多餃子，我也吃得非常開

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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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C 何宇軒 

《動物小檔案》 

    說起狗，很多人都會聯想到金毛尋回犬和貴婦犬，

但你認識松鼠狗嗎？不認識？我就說給你聽吧！ 

    松鼠狗又稱為博美犬，牠是最嬌小的北方品種。松

鼠狗的頭部為楔形，所以很像狐狸，牠有一身金黃色又

蓬鬆的皮毛，牠的重量大約一至三公斤，牠有一對尖尖

小小的耳朵，看起來像一隻小精靈。 

    牠開心時，會向着你搖尾巴，彷彿想和你玩似的。

牠不開心時，會和你玩捉迷藏。有幾次，我在沙發底下

才找到牠呢！遇到陌生人時，牠會圍着你蹦蹦跳跳，你

說牠可不可愛？ 

    牠吃飯時會先用舌頭舔舔食物，那時我在想：牠是

不是打算用來拌飯呢？牠吃飯前更可愛，牠會期待地坐

下，看着你盛食物給牠，那根短短的尾巴，就會一直搖

來搖去。 

    狗呀！是一種簡單的小動物，但卻帶給我們無數的

歡樂。牠又是我們的小夥伴，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這個小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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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C 張文俊 

《我最喜歡的人物》 

    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喜歡的人物，我最喜歡的人就是

外婆，有空時我便會回鄉探望她。 

    外婆的眼睛像芝麻一樣小，鼻子像山峯那樣大，耳

朵尖尖的像個外星人，嘴巴像山洞那樣大，左邊臉上有

一顆痣。體型比較肥胖，矮小的，膚色像奶茶那樣啡，

看起來十分奇怪。 

    她的性格善良。五歲的時候，我打破了她家裏的杯

子，她也沒有責罵我，還對我十分熱情。又有一次，我

回鄉的時候，她飛快地跑過來擁抱着我，還給我一大堆

食物。她做事有耐性，有空的時候，她會教我畫畫。 

    外婆很疼愛我，常常抱我逗我高興，百般依順我，

我要求甚麼事情她都會答應。 

    我很感恩有這位常常逗我開心的外婆。當我閉上眼

睛，就會想起她的笑臉，絲絲甜意湧上心頭，很想馬上

回鄉探望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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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C 吳穎雯  

《我最喜愛的家人》 

    媽媽是我最喜愛的家人。她的職業是銷售員，常常

要站着工作，所以每天下班回來後都十分疲累。她會在

睡覺前的十五至二十分鐘看小説。有時候，我會和她一

起在睡覺前看一些有趣的小説。 

    我的媽媽擁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一個高高的鼻樑

和一張薄薄的嘴唇，她的頭髮烏黑而濃密，有時還散發

着一陣陣的香氣。 

    我的媽媽很有愛心，喜歡餵飼那些流浪狗和流浪貓。

有一次，媽媽帶我到老人院做義工，我們和長者一起聊

天和唱歌，令他們十分開心。 

    又有一次，我和媽媽到超級市場買菜。在回家的途

中，我看到一隻流浪狗，媽媽把牠送到收留流浪動物的

地方去，有空時還會去探望牠呢！ 

    我愛我的媽媽，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可以取替她在我

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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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C 余佩欣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歡的一份禮物是甚麼？它就是一隻電子手

錶。在我的生日派對上，我的好哥哥把它送給我。 

    它是一隻用塑膠造的電子手錶，是粉紅色和藍色的，

沒有花紋圖案。錶上還印了一些數字，可以讓我看清時

間，還能讓我計時呢！ 

    每天上學的時候，我都會把它戴在手上，就連上體

育課的時候，我都捨不得把它脫下來。放學回家後，我

依然會把它戴在手上，讓我能無時無刻看着它。 

    由於這隻手錶代表了我和哥哥的濃厚親情，所以我

一定會竭盡所能去珍惜、愛護它，永遠都不會離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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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C 蘇毅盈  

《一張舊照片》 

    今天，我正在打掃書架，一張夾在故事書內的舊照

片掉到地上。 

    我很好奇，於是彎着腰把它撿起來。原來是一張我

們一家人到屯門遊玩時拍下的照片，令我回想起那天的

事情…… 

    那一天的上午，爸爸抽空陪媽媽、哥哥、弟弟和我

到屯門玩耍，當時我心裏十分興奮。 

    寧靜的郊野，可以聽到野生動物的聲音，可以仰望

蔚藍的天空，涼快的風在吹着白白的雲，還可以享受大

自然的美景。 

    一會兒後，我和哥哥說：「甚麼時候吃午飯呢？我

的肚子很餓啊！」媽媽說：「好吧，我們現在就去吃午

飯吧。」我們說：「好！」然後，我們到了一間餐廳吃

午飯。 

    吃完飯後，我們到了一個寧靜又涼快的涼亭休息，

旁邊還有一條又短又窄的小橋。爸爸叫我們看過來，突

然，我聽到「咔擦」的一聲，原來爸爸已經幫我們拍了

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讓我想起那次旅遊的美好時光，我會好好

保存它，不會弄髒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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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D 王靖雯 

《動物小檔案》 

    去年二月份的時候，因為我在考試中取得良好的成

績，媽媽為了獎勵我，特地帶我到竉物店買了一隻可愛

的小狗。牠是薩摩耶犬。牠的名字叫旺財，因為自從買

了牠之後，我就變得十分幸運。牠有一雙像寶石一樣的

眼睛，四條又短又粗的腿，一身既雪白又柔軟的毛和一

個黑黑的鼻子。 

    牠最喜愛的玩具是玩具球。每當我做完功課後，我

便會帶旺財到樓下的公園散步和玩耍。我會把玩具球拋

向遠方，旺財便會快速地把球撿回來，像是在說：「主

人，我撿到玩具球了。」 

    牠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狗糧，牠每天要吃兩大狗碗

糧才會飽，所以牠的樣子胖嘟嘟的，十分可愛。吃飯後，

我就會幫旺財洗澡，洗澡時，牠會弄得整地都是水，十

分頑皮。洗澡後，牠就乖乖地走到自己的狗屋去睡覺了。 

    我希望旺財可以一直陪着我成長，我一定會好好珍

惜旺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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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D 趙瑞麒 

《我最喜歡的人物》 

    他是一位慈祥的人，和藹可親，溫柔體貼。他滿面

春風，有一雙濃眉大眼，還有一個高挺的鼻樑，更有一

個能說會道的嘴巴。他是誰？他是我的外公——我最喜

歡的人。 

    外公是一個開朗健談的人。在我開心時，他會叫我

把快樂的事情說出來，一起分享喜悅；在我悶悶不樂時，

他會引導我將內心的不快說出來。當他了解事情後，會

幫我分析，給我建議。 

    外公最樂於助人了。鄰居的電器壞了，只要喊一聲：

「王師傅！我家的電器壞了！」他就立刻提着他的「百

寶箱」出動了。記得有一次，我們一家人在吃飯，他聽

到喊聲叫他修理電器，便立刻放下碗筷，匆匆趕去。他

這種樂於助人性格，十分值得我們學習啊！ 

    外公教我唱歌，還教我吟詩，作畫。他教我畫畫時，

會先教我怎樣握筆，怎樣用力，怎麼用墨。他握着我的

手，不急不躁，慢慢地教我作畫，非常有耐性。 

    我希望外公能和我一起生活，這樣我就能天天和他

在一起，不用等到每年暑假才可以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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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4D 梁楚悠 

《我的求知法寶》 

    世界上有很多求知法寶，每種求知法寶都有各種不

同的方法讓我們獲得知識。那你知道我的求知法是甚麼

嗎？我的求知法寶就是課外書、字典和電視了。讓我介

紹它們給你們認識吧！ 

    首先，我認為多看課外書可以學會很多知識和寫作

技巧。寫作時，我們就可以運用這些技巧寫出一些美妙

的文章，這對我們日後有很大的幫助。放學後，我們可

以到圖書館借閱課外書，學習課文沒有的知識，例如借

閱有關科學的書，我們就可以學到更多科學知識了。 

    另外，我認為看電視可以學到更多課本上沒有的知

識。當我們空閒時，可以收看電視節目學習課外知識，

例如我看《學是學非》的時候，就可以學到關於科學的

知識了。 

    最後，我認為查字典可以知道字的近義詞、同音詞、

近音詞等等。當我們遇上不會讀的字詞時，可以透過查

字典去知道字的發音和近音詞，例如我不懂「滸」的發

音，我查字典後，就會知道「滸」的近音詞了。 

    總括而言，我認為我的求知法寶可以令我學到更

多的知識。 



21 
 

(17-18) 4D 傅嘉琳 

《如何保護地球》 
    現時，地球「溫室效應」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令地
球步向困境，加上人們對於地球暖化的問題視而不見，
這是十分危險的，以下我會列出幾個較為嚴重的環境問
題及其解決辦法。 
    首先，地球的土地逐步出現沙漠化的現象，部分原
因是人們為了各種商業理由而肆意砍伐樹木和開墾森
林，例如造家具、紙張、建屋子……導致土地沒有樹根
抓住泥土，不再滋潤肥沃。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政府應
該嚴厲執法，大力打擊非法砍伐樹木者，以保持生態平
衡。另外，市民亦應該減少用紙巾，用毛巾代替紙巾，
或者使用再生紙產品。此外，市民亦不應該用即棄木筷
子。 
    接着，燃燒石化燃料會釋出多種有毒或溫室氣體，
這令地球的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從而影響人類的健
康和加速全球暖化。因此，我們應該盡量使用可再生能
源。此外，我們在家中，應盡量以風扇來代替空調。外
出時，我們應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這樣可有助減少
碳排放。 
    最後，淡水是地球極之珍貴的天然資源，我們一定
要善用它，不應浪費食水。我們可以把洗完米的水拿來
澆花或洗地，這樣就可以減少用水量。此外，由於人類
把垃圾倒進海洋的情況日漸增加，導致海洋生物死亡。
政府應設立休魚期和禁止人們使用破壞式的捕魚方法。 
    總括而言，為了我們和下一代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
生活環境，從現在開始，我們要下定決心，身體力行，
為保護環境，每天為地球多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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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D 歐欣彤  

《一個我想遊覽的國家》 

    每逢長假期，人們總愛到不同的國家旅行。在眾多

國家中，我最想到英國旅行，因為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英國有很多特色建築物，例如大笨鐘。另外，

我十分喜歡看《大偵探福爾摩斯》及喜愛書中的其中一

個人物——福爾摩斯，而英國就有一間「福爾摩斯博物

館」，我十分想到那裏去看看。最後，英國也有很多特

色食物，例如烤牛排、多佛爾鰈魚、愛爾蘭燉牛肉，它

們都十分美味，所以我特別想到那裏去品嘗這些食物。 

    總括而言，英國有很多我喜歡的地方，所以我很想

到那裏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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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4D 黃琬詩  

《一張舊照片》 

    去年年廿八那天，我在書房裏抹書櫃上的灰塵。突

然，有一張相片掉了下來，它引發了我的好奇心。當我

撿起來一看，「咦？這不是……」我説。原來是我四歲

時到韓國旅行時拍下的照片。看着看着，我頓時想起當

日的情形…… 

    當時是十二月，正是下雪的日子。那天，我和媽媽

一起賞雪後，便到了一家賣韓國傳統服裝的店裏逛逛。

我們在店裏看到很多漂亮的裙子和衣服。媽媽説：「不

如我們試試這些衣服吧！」媽媽先換好自己的衣服，然

後就弄髮型，我則跟媽媽相反。當我站在椅子上挑選衣

服的時候，媽媽就拍下了這張照片。這次旅行，我和媽

媽都十分難忘。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家服裝店，回到了

酒店。 

    我十分喜歡那次旅行，所以我一定會好好珍惜這張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