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7-18) 6A 歐卓琳 

《沒有媽媽的日子》 

 今早起床後，我發現桌上有一張便條，一看，原來是媽

媽留給我的，上面寫着：今天我要出差，星期三才回來，你

要做好自己的事。看完，我沒有多想就轉身上學去。 

 回到學校，我才發現：我沒有把通告給媽媽簽好，她也

沒有把我的外套放進書包！後來，梁老師說：「如果你明天

不交回通告，你就罰抄《羅馬鬥獸場》五次！」我非常後悔

昨天沒有把通告給媽媽簽！她不在家，我明天一定要罰抄

了！唉！我真想媽媽今晚就回來啊！ 

 「鈴鈴鈴…」放學鐘聲響起了，我們整班同學秩序井然

地放學，我本想到家長區找媽媽，但突然想到：哦？媽媽不

在！對啊，她出差了呢！於是我就自己乘車回家。 

 回家後，我就立刻做功課。平日，媽媽都會坐在我身邊

幫我檢查功課，當我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可立刻問她，可

是現在，她不在家，我只好自己到網上翻查相關資料，真累

啊！ 

 我真希望媽媽今晚就回來啊！原來沒有媽媽的日子真

是非常累，我又要做家務，又要自己做飯。媽媽真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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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6A 蘇子峯 

《我得到了一件法寶》 

 那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撿到了一支電筒，便把它帶

回家去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支電筒原來是會改變世界的。 

 到了家中，我把電筒放在書桌上，然後就開始做功課，

當我做到一半時，家裏突然停電了，於是我拿起桌上的電

筒，一按下去，那電筒發出了一些神奇的光，把我的筆變大

了，我就想：這是不是一支可以把任何東西變大的電筒呢？

於是我立刻試試把我的橡皮變大。橡皮真的變大了，我十分

高興，因為我得到了一件法寶。 

 到了第二天，我想把它帶給同學看看，怎料就在街上看

到他們，但在我想跑上去跟他們說話的時候，我聽到他們正

在說我的「壞話」，我大分憤

怒，然後就拿出電筒照了他

們一下，他們立刻變得很

大，而且十分慌張，更怕得

四處亂跑，而我就笑得十分

大聲，還說：「看你們還敢不

敢說我『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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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中午，我還找不到把他們變回原形的按鈕，還錯誤

地按了放大的按鈕，有些路人被光照到而變大了。在那一

刻，我就好像被心魔控制了一樣，不斷把其他人放大。 

 當我清醒過來時，看見所有人都變大了，那時候，我十

分慌張，因為那時我就好像身處「巨人國」一樣。在我不知

所措時，聽到了一把聲音說：「起床了，子峯。」然後，我

就起床了，我想：真險，原來這只是一場夢。 

 這場夢令我明白到，如果日後再在街上撿到東西就要把

它交給警察，因為路不拾遺的才是一個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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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6A 蕭曉鈞 

《難於啟齒的說話——對不起！》 

 你曾經做過錯事而令你難於向他人道歉嗎？而我就遇

過一件令我十分尷尬的事情了。 

 有一次上體育課時，王老師說：「今天的體育課，我們

踢足球，男女一起比賽。」比賽即將開始，我和組員商議了

作戰策略。到了比賽時，我們搶到了足球，麥婷婷把球傳給

我，我準備射向龍門時，一不小心就把球踢到高銜的肚子上

了！ 

 那時，高銜痛得哇

哇大叫，但礙於面子我

並 沒 有 向 他 說 一

聲——對不起。之後，

老師叫我陪高銜到醫

療室去。雖然我心有不

甘，但老師的命令我怎

敢不遵呢？在陪同高銜到醫療室的路程中，我和他獨處，所

以場面十分尷尬。而我一次又一次想和他說一聲對不起，但

都沒有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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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學後，我看見高銜，我問：「高銜，你的肚子還痛嗎？」

他說：「嗯，還是隱隱作痛呢！不過已經好多了，你不用擔

心。」雖然他表面上笑瞇瞇的，好像已無大礙，但我知道他

是不想我為他太過擔心才這樣說的。看到他這樣，我心裏也

很不是滋味，終於，我鼓起勇氣和他說：「高銜，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吧！」之後他點了點頭，就走了。 

 看到他漸漸地消失在我眼前，我突然覺得心裏好像放下

了很沉重的大石一樣，也因此讓我明白了做事要有勇氣，要 

勇於承認錯誤，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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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A 黃昊  

《我生病了》 

 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經歷，我自然也不例外。但那次生

病卻令我領悟到很多，很多…… 

 那一天，我們在吃晚飯，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很快，一

碟肉餅就被我全部「幹掉」，可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竟是

一場噩夢的序幕。 

 吃完晚飯後，我便坐着玩手機。突然，腹部傳來一陣絞

痛，在那一瞬間，我甚至痛得不能抓緊手機，令它掉到沙發

上。不久，我還開始頭痛，電光石火間，我像是把滿清十大

酷刑全部經歷了數遍一樣，連呻吟也沒有力氣。但這還沒

完，突然我還想嘔吐，胃部像是造反了一般。我用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走到廁所，並開始嘔吐了起來。吐完後，我前腳才

剛踏出廁所門，就又想嘔吐了，來來回回數次，媽媽才發現

我的肚子痛得死去活來。知道我肚子痛後，媽媽二話不說，

就馬上帶我到醫院看急診。 

 一路上，我一直想睡覺，我耷拉着眼皮，有氣無力地走

着，仿佛力氣都被抽空一樣。原來轉瞬而至的路程，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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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走了半小時，真令人難以置信。 

    到達醫院後，媽媽拉着我，步履匆匆地去看醫生。醫生

說我這是急性腸胃炎，要打吊針，我頓時像驚弓之鳥一般想

逃走，卻被媽媽一手抓住，強行把我拉去打吊針。藥從瓶子

一點一滴地滴進管子再流入我體內，藥滴的速度時而快，時

而慢。原來，這是因為護士怕滴得太慢，會沒有藥效，但太

快我又承受不住。看着媽媽手忙腳亂的身影，我感到很幸

福，隨後便進入了夢鄉。 

 當我起來時，藥瓶裏的藥水已經滴得一乾二淨，護士正

小心翼翼地把針拔掉。雖然我的面色依舊不好，但肚子裏的

「戰爭」終於停止了，我也不再覺得天旋地轉了，這令我大

喜過望。但由於我依然沒有體力，所以在媽媽的攙扶下，我

們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這次生病令我體會到親情的溫暖，我也決定以後要孝順

父母。 

  

 

 



8 
 

(17-18)6A梁穎詩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同學》 

  在多年的學習生活中，總有一些人是特別值得我學習

的，她就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同桌——黃芷瑤。她瘦瘦的，

有時風一吹過，就像能把她吹走似的。雖然她戴着眼鏡，但

眼鏡還是炯炯有神的呢！ 

 黃芷瑤是一個勤奮的人。她

的英文科成績很好，但不是因為

她有天賦，而是她使用了正確的

學習方法。一到週末，我就會去

找她一起溫習功課，一開始我抓

破頭也記不住的一些單詞，她卻

跟我說：「死記硬背是沒用的，你

抄寫字詞的時候也要把字讀出來，這樣就會容易記上！」原

來是這樣啊！我想。這真是學習的好方法呢！如果我能好好

運用她那種溫習方法，我相信，不久後我的成績也會提高不

少呢！ 

 除此之外，她還是個樂於助人的同學。一次，我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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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她，正想和她打招呼時，她卻跑到不遠處，原來那時有

一位老婆婆跌倒了在地上，但卻沒有人去扶她起來。因為路

人都怕老婆婆起來後會責罵她們，但是芷瑤卻勇敢地上前把

老人扶起來，還把她送到醫院去。 

 黃芷瑤是個值得我學習的同學。因為她有助人為樂的精

神，還有優秀的學業成績。希望她能繼續用她的愛心，溫暖

有需要的人；用她的學識，幫助成績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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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A黃少琼  

《我是一個環保袋》 

 我是一個環保袋，主人很愛我，也很珍惜我，不會忍心

弄髒我，更不會忍心讓我受傷。我和主人相處的時間一眨眼

便過去，回想三年前，主人的奶奶親自編織我出來，她更在

主人的生日會上把我送給了主人。而主人在我的身體上用畫

筆畫了一幅關於海洋的圖案，所以我叫海洋。 

 從那天起，我和主人便形影不離。當主人出門時，有太

多東西要拿，在買東西後或去檢查牙齒、身體時，都會叫我

幫助他把要拿的東西裝起來。下雨天或太陽猛烈的時候，主

人也會叫我幫助他擋風遮雨。我們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直

到…… 

 某一天的早上，我和主人因一些小事而吵架了，主人覺

得帶着我會阻礙他玩，所以把我扔在公園的椅子上，便獨自

走到公園的另一旁玩耍。主人玩了一會兒，便回家了，但他

卻忘記了我，把我遺留在公園裏。恰巧那天又是雨天，所以

我被雨水淋濕了，身體還被幾個壞孩子撕破了。「呀！很疼

啊！」我大喊，但只見那幾個壞孩子哈哈大笑，不久就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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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到了大約正午時分，主人才氣喘吁吁地跑回來。當他知

道我被人撕破了後，立刻抱起我哭着去找奶奶幫我做「手

術」。做完「手術」後，主人更親自幫我清洗乾淨身上的污

漬。 

 自從這件事後，主人和我的感情變得更好，雖然在市場

上有比我更加實用的袋子，但主人從不捨棄我，所以我也要

做好主人的左右手，免得令主人辛苦，更不想連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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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B 周倩宜 

《一位我尊敬的長輩》 

 在日常生活中，總有一些長輩是我特別喜歡的，也特別

令我尊敬的，誰是我最尊敬的長輩呢？她就是我尊敬的長輩

了——梁副校長。 

 當我看到梁老師時，就覺得她很漂亮。她的五官精緻、

身形十分苗條、有一頭烏黑黑旳頭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一張似櫻桃般的小嘴……還有很多優點呢！ 

 梁老師是個有耐性的人。有一次，上英文課時，梁老師

請我們班上其中一個人回答問題，但是他回答問題時遇到了

困難，梁老師便引導他逐一回答問題。 

 梁老師也是一個盡責的老師。她經常找一些和課文相似

的資料給我們學習，令我們可多學一些字詞，還可以對我們

學的知識了解得更透徹，掌握得更牢固。 

 梁老師除了有耐性、盡責、還十分大方。每一次英文默

書或測驗期考時，只要同學得到九十分或以上，她都會請我

們吃雪糕。 

 梁老師是我最尊敬的長輩，但原因不是她很漂亮，而是

她是一位盡責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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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B 馮柔珊 

《智能手機的好處和壞處》 

 隨着科技的發展，現時智能手機已在香港越來越普及。

只要走到街上，便能看到大量低着頭玩手機的市民，無論是

青少年或是成年人，都「機不離手」。那麼，智能手機的存

在，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首先，智能手機能為我們解決難題。當學習上遇到問題

時，我們可以利用它上網查找答案，不必翻查字典那麼麻煩。 

 其次，智能手機還能為我們提供娛樂。當我們遇到一本

好書時，會恨不得在閒暇時將它拿來閱讀。但是，一本沈甸

甸的實體書無論帶

到哪兒都是負擔，現

時，大量書籍都能夠

在許多的閱讀軟件

上閱讀。因為深受讀

者歡迎的書籍，在網

上都會有一定的知

名度。 

 當然，過度使用

智能手機會影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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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身體健康。長期低頭玩手機不僅會令我們的手指和肩頸

酸痛，還會影響視力，令我們看東西時有殘影。 

 同樣地，過度使用智能手機還會影響人際關係。百分之

五十的受訪者承認吃飯時仍然「機不離手」，並且在社交上

用文字交流，造成現實生活中不懂跟別人溝通相處。 

 總括而言，智能手機的好處多多，也大大方便了人們的

生活，但智能手機的壞處也不少，只要我們懂得適當地使用

它，它就能「百利而無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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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B黃雅靖 

《難於啟齒的說話——對不起！》 

 大家都做過錯事，無論你是人類、動物、外星人……可

是人們常常說做錯事後說對不起不就行了嗎？話雖簡單，但

其實做出來也是很難的。 

 記得去年暑假的某一天，我和表妹正在爺爺的家裏看電

視節目，十分無聊呢！於是媽媽和姑姑便給了我和表妹各人

一百元到商場購買自己想買的東西。 

 到了商場後，我們便各自選購自己喜愛的東西了。突

然，我在逛文具店的時候，發現媽媽給我的一百元不見了，

我非常焦急，於是我起了一個歪念。當表妹上洗手間的時

候，我偷偷地把表妹錢包裏的一百元放進了自己的錢包裏。 

我看似沒有人發現後，便繼續推着購物車逛商場了。不過，

原來我做的一切已被媽媽的金睛火眼看見了，她叫我把錢還

給表妹，以及跟表妹道歉。當時我感到非常委屈和不知所

措，可是我做錯事了，還是要對表妹道歉的，於是我便結結

巴巴地對表妹說：「對……對不起！」然後再把錢還給了表

妹，幸好表妹原諒了我。 

 經過這次的事件，我得到的教訓就是遇到困難時，不要

衝動以及自作主張，應該找身邊的大人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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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B 黃詠雯  

《我生病了》 

 一天早上，氣溫突然驟降。我彷彿像一隻大熊貓顫抖了

一下子，然後慢慢地走下床去刷牙。上學前，媽媽千叮萬囑

提醒我要多穿點兒衣服，但急性子的我為了趕快地跑回學

校，所以沒有理會她。 

 在跑回小學的途中，我不停咳嗽、流鼻水，而且喉嚨還

有點兒痛，很不舒服！於是，我馬上打電話給媽媽…… 

 媽媽不僅給我請了一天病假，而且還照顧了我一整

天——當我餓了，她會煮粥給我吃；當我口渴了，她會倒水

給我喝；當我睏了，她會哄我睡覺。媽媽那份無私的愛令我

感激不盡，我很感恩，但同時我亦感到很慚愧，我不斷在問

自己為什麼不多點孝順父母，反而要他們擔心呢？ 

 經過媽媽一整天無微不至的照顧，我的病情已經逐漸好

轉了。我感受到原來媽媽是非常愛我的，從此以後，我不會

再不聽媽媽的話了，俗語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確實是至理名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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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B李唐俊  

《環保活動》 

 回顧過去的小學生活，不少同學都曾參加環保活動，而

「惜食之星」活動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首先，「惜食之星」計劃可以讓我學會珍惜食物，不要

浪費。其次，這是一個獎勵計劃，每一班都可選出一位「惜

食之星」，那位學生便可得到小禮物一份，讓同學可以積極

參與。最後，同學習慣了在學校珍惜食物，在其他場合也會

這樣做，對環境有很大的好處。 

 總括而言，「惜食之星」計劃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與家人一起的時光》 

 在我眼裏，家人與我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我愛我的家

人，也愛與家人分享學校的點點滴滴，更愛與家人度過生命

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家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家人帶給我的幸

福，讓我臉上充滿幸福洋溢的笑容，是我的快樂泉源。與家

人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好好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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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是個幽默風趣的人，他總會逗得全家人笑哈

哈，每當我有心事時，他第一眼就看出來。 

 我的媽媽是個不同凡響的人，每次煮出來的飯菜都很好

吃，我們常常吃得津津有味，大呼好吃。我很開心有這個家

庭和這麼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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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B歐嘉輝  

《我是一個環保袋》 

 我曾經是一個印有美麗圖案的環保袋，但現今的年青人

不斷盲目地追求潮流，像我這樣過了時的環保袋，又怎擺脫

被運送到堆填區這個噩運呢？ 

 我「出生」於製袋工廠，我的外表印有紅色的圖案和文

字，我剛推出市面沒多久，就被一位年青人買下來了，他用

我來放東西。回到主人家，他把放進我體內的東西逐一拿出

後，便把我丟在一旁。過了幾個星期後，我又再一次被主人

拿出來，本想到主人會帶着我去買東西，但主人說：「這個

環保袋已經過時了，不行，我要買一個新的。」就這樣，我

就被無情的主人丟進垃圾桶裏去。 

 我被運送到堆填區後，便被一位工人撿起來，說：「唉，

現在的年青人真是太浪費了，這麼簇新的環保袋居然丟

掉！」之後，我便被工人帶回家。工人把我洗乾淨後，每天

都帶着我上班去，他在我的身上放了水瓶、紙巾及一些生活

用品。 

 我希望人們能節儉一點及支持環保，減少污染，為地球

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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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C 何曉志 

《小學生應否有零用錢》 

 現今的社會很多的小學生都擁有零用錢，他們會使用零

用錢購買許多物品，這大大增加了學生的消費能力。那麼你

認為小學生應否擁有零用錢呢？我是極之不贊同的。 

 首先，每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樣，有些人的家庭較富裕，

有些人則比較貧窮。看到一些比較富裕的人炫耀自己的物

品，生活較貧窮的人則會十分妒忌，從而產生比較心理，更

會經常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的父母不努力掙錢。 

 其次，有一些小學生不懂金錢得來不易，胡亂花費、揮

霍，令父母的負擔加重，他們本來工作已經十分辛苦了，加

上又要承擔孩子的花費，負擔自然是「重上加重」。 

 另一方面，如果擁有零用錢購買很多已有的物品，造成

地球資源的浪費和會對環境造成破壞。 

 可是，有很多人說小學生有零用錢可以培養他們的理財

觀念和儲蓄習慣。我認為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小學生的心

智未成熟，節制能力較差，對大人的教誨只會「左耳入，右

耳出」。加上他們有了錢便會去買一些他們喜愛的食品或物

品，不論需不需要都買一大堆。面對這些誘惑，小孩一定承

受不住，而對他們說的理財觀念也只是紙上談兵，毫無用處。 

 基於以上理由，所以我十分不贊成小學生擁有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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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C 黃偉軒 

《智能手機的好處和壞處》 

 在現今的社會中，智能手機的應用十分普遍，在街上處

處可見，而且功能還十分的多樣化，除了能通話外，還包含

了遊戲、照相機等的功能。可是，使用它其實有甚麼的好處

和壞處呢？ 

 首先，智能手機可以方便我們結交朋友，只要搖一搖，

便能找出和你同時搖的人，繼而和他們交談，漸漸地找到共

同話題，成為好友，這樣就能結交更多的朋友了。 

 其次，使用智能手機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快地查找資料。

上課時，老師可能要我們找尋資料來完成功課，有了智能手

機的話，便能在網上找尋資料，更快地完成作業，這不是勝

於慢慢地在圖書館找資料嗎？ 

 再者，智能手機也能提供娛樂。在經過一段考試的緊張

時期後，打開手機，玩玩手機遊戲來鬆馳神經，對我們的精

神有一定的幫助。 

 可是，使用智能手機真的這麼好嗎？當然不是，若我們

每天都沒日沒夜地玩手機遊戲，便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例如

整天想着那個遊戲、影響身體的健康……還會引起多種不必

要的紛爭，所以，運用智能手機也不全都是好的。 

 總括而言，使用智能手機雖然能帶給我們壞處，但只要

我們好好善用它，它一定能成為我們的好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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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C 馮子鈺 

《難於啟齒的說話——對不起！》 

 啊！我為甚麼會這樣對你呢，姐姐？ 

 我真的難於啟齒跟你說——對不起！因此，我才沒有跟

你說「那句話」。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暑假的早晨。陽光燦爛，天色很美

好，可是，我們的誤會就此開始。當時我想回房間做功課，

突然發現我的一本功課簿不見了。 

 我心想：它會在哪裏呢？是被人偷了嗎？我第一個想到

的人就是姐姐，因為她跟我有些「小恩怨」。於是，為了報

復，她就想方設去法惡整我。可是，若不是她取走我的功課

簿，那怎麼辦？讓我背上「罪人」的罪名，那可不值得。 

 一會兒後，我氣沖沖地跑進姐姐的房間，對她說：「你

快把東西交出來！」姐姐說：「甚麼？我聽不明白你在說甚

麼。」我終於按捺不住自己心裏的那團「火」，跟姐姐爭吵

起來。我們你一句，我一句地大聲吵架。 

 最後，我一氣之下回到房間，扔下功課袋，突然，有一

本功課簿從功課袋裏滑了出來。我才發現，原來那是我遺失

的功課簿，是我錯怪了姐姐。雖然我到現在也沒有勇氣跟姐

姐說對不起，但我們卻已冰釋前嫌了。 

 



23 
 

(17-18)6C巫筱晴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同學》 

 同學們，在多年的學習生活中，有一位同學令我最敬

佩，最值得我學習的，她就是劉芷欣。 

 劉芷欣長得不算高，圓圓的臉上掛着可愛的樣子。她有

一頭烏黑黑的頭髮，十分漂亮，她的性格十分內向和文靜，

上課的時候經常舉手回答問題。 

 劉芷欣是一個上課專心、樂於助人、處事認真、成績良

好和畫畫很漂亮的人。無論多麼困難的主題，她也可以畫得

十分漂亮。 

 劉芷欣在六年級上學期的全級排名是第二十四名。每次

考試，她都會取得優秀的成績，十分厲害！ 

 我很欣賞她是因為她每天都會溫習和看課外書，非常勤

奮。另一方面，她上課的時候十分專心，即使我想和她談天，

她也不會回答我。此外，劉芷欣的畫畫技術十分厲害！她學

畫畫已經五年了，而我只學了兩年，不過，我是不會輕易輸

給她的。 

 除此之外，劉芷欣也是一位樂於助人的人，每次別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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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她都會立刻走上前幫助他們，很多老師和同學都很喜

歡她。 

 最後，我要向劉芷欣學習，學習她的優點、專長、處事

和為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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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C任倩儀  

《我對補習的看法》 

 現在有很多的父母都將自己的子女送去補習社補習，說

補習可以提升成績，但有一項調查顯示，逾百分之六十三有

補習的受訪小學生說此舉對成績只有少許幫助，甚至毫無作

用，所以我是反對小學生上補習班的。 

 首先，小學生在上補習班時，有些補習老師會幫學生做

功課，甚至拿答案給學生抄，令學生覺得自己不需用心做功

課，補習老師給答案就可以了，使他們欠缺獨立的思考能力。 

 此外，上補習班會減少學生的私人時間。很多家長認為

只要將子女送到補習班，就能令他們的成績進步，其實，小

學生每天要上課、做功課等等，都已經很疲累了，還要上補

習班，這就減少了他們很多的私人時間，沒有放鬆的時間，

生活過於繃緊，會令學習效率大減。 

 另一方面，小學生上補習班會浪費金錢，因為學生補習

時，家長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做甚麼，說不定他們只是在

玩，而沒有好好學習，那實在浪費金錢！ 

 可是，有人說補習不會給予學生壓力，但有些補習班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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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做很多練習。學生在學校上課已經很累了，下課後還要

做練習，那就是在讓學生的壓力百上加斤，令壓力更大。 

 根據以上的論據，我是堅決反對小學生上補習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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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C 陳泳雅  

《我生病了》 

 唉！我生病了！我的心情就像雨天一樣灰暗，我頭痛、

咳嗽、嘔吐等等，但有着媽媽的陪伴，我的心情也逐漸隨着

病而好轉了。 

 幾天前，我在車上玩手機，原本我已生病了，加上我易

暈車，這使我火上加炭，病情加重。一會兒後，我便出現頭

暈，還不時嘔吐，但附近又沒有醫生。看着我難受的樣子，

家人都很苦惱。 

 好不容易到家了，我卻又睡不着，但已是晚上了，其他

人都睡着了，只有我仍未入睡，我在不顧他人感受的情況下

煩着媽媽，使她更加苦惱了。 

 以前我生病都是立即去看醫生的，但現在因為太晚了，

媽媽雖然想睡覺，但看着我一個人受苦，心裏也不忍心，便

給我吃下感冒藥，並冒著傳染的風險陪着我。 

 一天後，在媽媽的陪伴下，我的病好轉了，不再嘔吐，

咳嗽也少了，但頭依舊痛，媽媽便帶我去看病。 

 媽媽常因事業忙而無法陪伴我，因此我便常常生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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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認為她的事業比我重要，但通過這件事，我明白了：她

因為想給我無憂無慮的生活才這樣忙碌，以後她生病了，我

也會照顧她，直到她的病情有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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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D 黃啟明 

《一位我尊敬的長輩》 

 說到我最尊敬的長輩，那就當然是由小養育我，教會我

許多人生道理的大恩人——爸爸。 

 我的爸爸擁有一張非凡的臉，他的眼睛雖然小但烔烔有

神，他高挺的鼻子和外國人的神似，兩旁長長大大的耳朵彷

彿是如來佛祖的轉世，頭上還有一粒痣呢！他還有濃黑的眉

毛，配上薄但紅的嘴唇。 

 爸爸做事整整齊齊，有條不紊。有一次，公司給了他一

些公司收入和支出的資料，叫他做成一份詳細的報告，爸爸

爽快地答應了。在那一晚，爸爸為了順便教導我，就把那份

報告給我看。我看了之後，我驚呆了，那份報告的資料雖然

多，但整齊得可以讓人

一目了然，然後他語重

心長地說：「兒子啊！

你平日做事馬馬虎

虎，隨隨便便，將來是

做不了大事的！就像

這份報告一樣，未來上

司給你一些資料時，叫你做成報告，但像你這樣馬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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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會賞識你嗎？人生不是這樣的！」我恍然大悟，做事馬

虎的話，人生就沒有意義了。從此之後，我做事變得精、準、

快。 

 我的爸爸為人既高尚，也低調。他在一間運送公司工

作，那裏的人經常說一些粗言穢言和做一些不雅動作，連我

也怕了去那裏。即使如此，爸爸是個有教養、高尚的人，從

不會說或做一些不雅用語或動作。他的駕駛技術也非常了

得，但當別人在他面前稱讚他時，他卻只會謙遜地說：「不

過如此罷了！」 

 爸爸是如此高尚、低調！

他教會了我許多人生道理，他

自己也就更有教養了，真令我

肅然起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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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D 林志華 

《小學生應否有零用錢》 

 零用錢是甚麼？家長作為獎金奬勵給孩子的金錢？可

以滿足孩子慾望的財富？相信很多小學生都知道其實這些

都是，也可以說它是透過小學生在學習上的努力換取的「工

資」。你認為小學生應該有零用錢嗎？我就認為小學生應該

有零用錢。 

 小學生有了零用錢有許多好處。首先，擁有適量的零用

錢可以鍛鍊小學生正確支配金錢的能力，讓他們在使用零用

錢的過程中樹立正確的經濟觀念和金錢觀念，訓練他們正確

的存錢和用錢的方法，並使他們明白到父母的錢是靠勞動所

賺取的。其次，在遇到緊急情況可以供他們應急，例如坐巴

士時，八達通的餘額不足，少許的零用錢可以用來抵用。此

外，家長可以讓孩子為了零用錢從而讓他們在學習上更用

功，推進他們學習的動力。最後，我們還可以利用零用錢來

做善事，例如捐款、買旗等。 

 有利就有弊，有零用錢也有許多壞處。首先，有零用錢

會使小學生產生攀比的心理，有的人會用零用錢的多少來評

價和對待他人，從而傷害他人的自尊心，令他們的心靈受到

傷害，產生陰影。此外，小學生可能會扭曲對財富正確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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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認為父母所給的零用錢是供他們隨意使用，從而胡亂揮

霍。最後，他們可能養成亂花金錢的習慣。 

 著名的作家納‧霍桑說：「金錢是一切邪惡的根源，唯

有對金錢的貪慾，既是對金錢過分的、自私的、貪婪的追求，

會使你誤入歧途。」其實，只要家長從小灌輸孩子正確的理

財觀念，就可以使他們避免染上許多惡習。 

 總的來說，只要灌輸孩子正確的理財觀念，例如告訴孩

子只要買自己需要用的物品，就可以讓子女學到許多理財知

識，又可避免許多惡習，一舉兩得。難道小學生不應該有零

用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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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D 李卓玥 

《難於啟齒的說話——對不起！》 

 「對不起」，這一句簡單的話，對多數人來說，都是難

於啟齒的，即使這句話很常用。當你做錯事，害怕被人責罵

時，「對不起」是難於啟齒的，而我，當然也做過錯事了。 

    記得上一個月，我們進行了小學生涯裏最重要的一場考

試——呈分試，然而我的常識科考試成績卻未如理想，只有

八十七分！我看到成績後，嚇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立即

擦擦我雪亮的眼睛。不過，這並沒有甚麼作用。驚訝的表情

隨即一閃即逝，取而替之的是一副失望而且內疚的表情。 

    回到家裏後，我吞吞吐吐地把這一個壞消息告訴媽媽，

我低下了頭，不敢正視她的眼睛，因為我知道，肯定又免不

了一番批評。怎知，媽媽只輕輕地責備了我，這像根刺般刺

進我的心裏，令我更內疚了。我沒有在考試前努力溫習，本

該要被懲罰的…… 

    不爭氣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鼻頭一酸，眼淚竟不自主

地流了下來。媽媽見狀，摟了摟我，說道：「不要緊，下次

再努力吧！」我說：「對……對不起，媽媽。」她摸摸我的

頭，笑而不語。 

    我如釋重負，心裏高興極了。雖然我失去了高分，但我

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以後在

考試前一定要努力溫習，才能取得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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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D 周尚  

《我生病了》 

 前天晚上，我睡得昏沉沉的，突然驚醒，我感覺到自己

有點兒想嘔吐，便叫喚媽媽。媽媽聽到後，立刻拿了一些嘔

吐袋和一個垃圾筒過來給我。吐完後，我感到自己舒服多了，

洗完手之後，我又躺在牀上睡着了。 

 昨天一早，媽媽走進我的房間，想喊我起床上學，她一

走進房間，我便對她説：「媽媽，我……我覺得我……全身

都在發熱，剛……剛剛還一直咳嗽呢！」媽媽看到我沒精打

采的樣子，便打了電話跟老師請假。生病了的我跟平時那個

活潑的我相比，彷彿老了五十歲。 

 一會兒後，媽媽帶我去看醫生，經過醫生的一番觀察

後，他説：「你平時肯定穿很少衣服，這才染上了感冒，我

給你一些藥，回家準時服用就可以了。」我真後悔那時沒有

多穿衣服啊！ 

 回到家中，媽媽就拿了一些藥給我吃，還拿了一條熱毛

巾給我敷。看着媽媽辛勞的背影，我的心不禁湧上了一股暖

流。 

 今天，我的病痊癒了，這都要感謝媽媽，我從這件事明

白到：即使怎樣痛苦，家人也會永遠在我的身邊，不離不棄

地照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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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D 廖海嫻  

《一個值得我學習的同學》 

 在多年的學習生活中，我結識了不少同學，但説起最值

得我學習的同學，我內心冒出的第一個人無容置疑是蕭穎

枝。爲甚麼？因爲她品學兼優、脾氣好、平易近人…… 

 蕭穎枝戴着一副眼鏡，看起來充滿了學問，但這樣也擋

不住她那炯炯有神的雙眼。她就像彌勒佛一樣，臉上常常掛

着笑容，看起來很親切。她有一個能言善辯的嘴巴，甚麼事

都難不倒她。 

 她勤奮好學，每次在學習新的知識前都會先預習。有一

次，老師在教新的課文前問有誰知道人口老化是甚麼意思？

我們全班同學都一臉茫然，只

有蕭穎枝立刻舉起手，並説出

正確的答案。我問她爲甚麼會

知道，她說因爲她早已提前預

習過課文了。這時，我就知道

她是個熱愛學習的人了。 

 她待人有禮，遇到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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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會主動和他們打招呼。一天，我和她一起放學，她跟一

個婆婆打招呼，我問：「她是你的外婆嗎？」蕭穎枝卻説那

是她住的大廈的清潔工人。我很疑惑，心想：她又不是親朋

好友，爲甚麼要跟她打招呼。蕭穎枝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

說：「這是一種禮貌，尊老愛幼其實是一種美德！」 

 蕭穎枝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們學習的對象，我要以她為榜

樣，學習她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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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D 黃銘渝  

《我是一個環保袋》 

 我的容量很大，可以幫主人盛載許多物品，我還可以循

環再用，讓主人減少使用一次性的即棄塑膠袋，減輕堆填區

的壓力，為環保出一分力。哈哈！我的功用是不是很大呢？

你猜中我是甚麼嗎？不錯！我就是一個環保袋。 

 我身體大大的，全身都是淡淡的粉紅色，肚子上有一隻

掛着笑容的小熊和一行英文字，設計簡約又可愛，風格獨特

有個性。也許是因為我的設計與眾不同，也許是因為我的設

計十分符合現代風格，一個衣着時尚的女士一眼就看中了

我，更毫不猶豫地買下了我，這令我充滿自信，開心地跟着

主人走了，留下了流露着羨慕眼神的同伴。 

 被主人購買後，主人經常帶着我幫她盛載物品，無論是

平時在超級市場裏買的日常用品，還是在愉快、開心的同學

聚會中，我都會被他重用，我也很高興能為主人爭光和替主

人減輕負擔。 

 然而，即使最實用的物品也會又被損壞的一天。有一

天，主人買了一個尖尖的物品，並如常一樣將它放進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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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可是這物品卻戳穿了我的皮囊，形成了一個極為難看

的破洞，這使我十分難過，甚至以為主人會因此丟掉我。 

 沒有想到，主人竟然沒有丟掉我，還細心地為我的破洞

縫補，主人十分聰明，用一個愛心遮掩了我的破洞。這樣不

但可以重用我，還能將我變得更加美觀，真是一舉兩得啊！

我很開心我又能幫主人盛載物品，替她減輕負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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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E 李曉瑩 

《我得到了一件法寶》 

 當我獲得隨意門後，我覺得又刺激，又興奮，能像《叮

噹》裏的情節一樣，隨意進出另外一個地方。 

 有一天，當我放學回家，我在房間裏吃着茶點，突然身

後傳來「砰」的一聲，竟出現了一扇門在我眼前，突然，媽

媽說：「曉瑩，幫我拿燕窩湯到外公家裏！」之後，我便把

門先收進衣櫃，打算回來再研究。 

 有一次，我因為考試成績很差，正被媽媽追打，在情急

之下，我快速地躲在衣櫃裏，嘴巴說着：「我要逃到其他地

方去，不讓媽媽發現！」突然，這扇神奇的門發出一道光芒，

然後把我帶到另一個地方。我因害怕，所以閉上了眼睛跳進

去，當我一睜開眼睛，便到了一個世外桃源似的地方，那裏

有很多好看的花呢！我還看到滿街的櫻花樹，於是，我便躺

在草地上，睡了個甜滋滋的午睡。 

 我發現這扇門的功能後，便經常利用它來跟媽媽玩捉迷

藏，當媽媽責罵或找我做事情時，我便從這扇門逃到另一個

地方去。而這扇「神奇」的門每天都會帶我到不同地方去獵

奇探險。像是昨天，它帶我到了非洲樹林探險，還遇到了一

隻老虎，把我嚇得立即逃回家。但是，漸漸地我發現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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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好像減少了，明明下午四時去探險，只去了三十分鐘，

回來時卻已是晚上七時半了。 

 最後，為了免生意外，我決定把這扇門收藏起來，以後

再也不拿出來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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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E 余詩琦 

《沒有電力供應的日子》 

 如果沒有了電力供應，世界到底會變成怎樣呢？ 

 今天是假期，我不用上學。我正在看電視節目，突然電

視自動關閉了，全世界都沒有了電力供應。 

 快到午餐時間，由於沒有電力供應，媽媽不能用電磁爐

來煮食，我們只能外出吃飯了。晚上四周漆黑一片，因為沒

有電燈照亮道路。在家裏，我不能看電視節目，只能用手提

電話僅有的一點電來照明，我用那些光來看書。 

 我現在才明白電有多麼重要。我回想起有電力供應的日

子，我能使用電腦來玩遊戲；漆黑一片的晚上，道路旁都矗

立着筆直的電燈，為道路照明。 

 突然，我被一陣刺耳的聲音打斷了回憶，原來是兩輛汽

車因為沒有電燈照亮道路而相撞，造成兩個司機都受傷的意

外。 

 沒有電力供應，不但對我們在飲食和娛樂方面有影響，

也對交通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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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E 林倪 

《智能手機的好處和壞處》 

 現在智能手機非常普及，功能繁多，除了基本的語音通

話外，還包含了遊戲，音樂播放等功能。但你們知道智能手

機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嗎？ 

 首先，在好處方面：智能手機的使用令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成了隨時可做的事。另外，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方便，

因為它的功能繁多，比如上網、日曆、鬧鐘、計算器、錄音、

影片播放器……簡直就像一部迷你電腦。此外，手機還可以

用來在消費購物時付款，使我們在逛街時不用帶備現金。 

 不過，在壞處方面：如我們長時間使用手機，除了會影

響眼睛的健康外，還會令肩頸酸痛。另外，手機產生的輻射

也威脅著我們的健康，所以不宜長時間使用。而且部分人變

得對手機依賴，經常機不離手，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

離。 

 總的來說，我贊同人們使用手提電話，但是必須正確地

使用，這樣它就能為我們帶來不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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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E 陳澄  

《環保活動》 

 回顧過去六年的小學生活中，我參加過不少的環保活

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動就是五年級時老師帶我們到

粉嶺環保資源中心參觀。 

 首先，那裏有很多互動活動給我們參加，令我學到很多

不同範疇的知識，而其中的「淨化海港計劃」，讓我瞭解到

政府如何改善維多利亞港的水質。 

 其次，我還參加了幾個講座，令我最深刻的是光污染的

講座，因為這讓我知道在城市看不到星星的原因。 

 總括而言，這個活動令我認識到很多關於環保的知識，

令我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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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一起的時光》 

 我最珍惜和家人一起做的事就是游泳，每逢星期日，我

們一家人都會到小區的游泳池游泳。 

 首先，在炎熱的夏天游泳是消暑的最好方法，爸爸和媽

媽只有星期日才有空閒時間，其餘的時間都要上班，所以我

十分珍惜和家人游泳的時間。 

 其次，我們在游泳時還會玩自己創作的遊戲。例如：五

十米游泳比賽、搶球比賽等，我們都會玩得十分開心。 

 總括而言，我十分珍惜和家人一起游泳的時光，因為這

使我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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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E 周君蓮  

《我生病了》 

 在這次生病的經歷中，我學懂了不少東西。起因是有一

天我吃了太多冰淇淋，所以我的肚子在第二天便鬧了起來。 

 這天早上一起床，我的肚子便鬧個不停，我的肚子十分

痛，四肢麻痺，不能走路，只好要媽媽把早餐拿來房間給我

吃。但是，我吃了一口便吐了出來，頭也開始痛了。她摸了

摸我的頭，驚訝地大叫：「好燙！是發燒了！」然後便帶了

我到醫院去。雖然醫院就在我家旁邊，但是，在我走到醫院

的路途上，就像在攀上山頂一樣，既艱難又辛苦。 

 經過不斷的努力，我終於到了醫院。醫生說我吃了太多

冰淇淋，所以才會肚子痛的。他開了點藥給我，也提醒我以

後少吃生冷食品。我和媽媽取了藥後，便回家去了。我一回

到家，便看到爸爸一副擔心的樣子。他看到我這副病容便馬

上叫我回房間休息，然後媽媽便到市場去買東西，只有爸爸

一個人照顧我。他在我頭痛的時候給我按摩，在我肚痛的時

候給我說故事，以分散我的注意力，直到我睡着為止。 

 我醒來後，發現他睡在我旁邊，這時候，我哭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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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聲驚醒了他，爸爸只是對着我微笑，用手抹去我的眼淚，

並說，「兒子，你好些了嗎？」我笑着點頭。 

 經過這件事後，我發現我平日常常和他吵架，但是他卻

在我生病的時候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我以後也不會跟他吵架

了，還要好好孝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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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E 戚美恩  

《我是一個環保袋》 

 大家好！我叫小芳，是一個外表平平凡凡的環保袋，但

我的一生卻獨一無二，絕對不平凡。我的主人是在一間小店

裏買我回家的。她是一位小說家，十分善良。我全身都是粉

紅色的，身上有一個十分可愛的獨角獸圖案，還有一個大大

的蝴蝶結。 

 自從主人買了我回家，她就天天用我來裝着她創作的小

說，我也十分喜歡為主人效勞。主人有一個頑皮而可愛的女

兒，我也經常幫主人的女兒裝課本回校。主人一家也十分喜

歡我。 

 直到有一天，主人的女兒用水彩筆畫花了我，我十分無

奈。因此，主人的媽媽不想要我了，因為我那時十分髒，所

以把我遺棄在垃圾站裏。那兒臭氣熏天，還有很多蟲子在

爬，令我十分難受。 

 主人回到家後才知道我的遭遇，她立即走到垃圾站找回

了我，還把我清洗乾淨，令我變回和原本一樣，雖然我的獨

角獸圖案已被弄髒了。但是主人很用心地畫了一個圖案來遮

蓋骯髒的位置。 

 從此，我就永永遠遠地和主人在一起了，真是十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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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S 鄧嘉樂  

《我生病了》 

 早上，天氣很寒冷，我準備出門的時候，媽媽叫我多穿

一點衣服，我卻沒有聽她的話，媽媽再次催促我要快點兒穿

上衣服，我卻跟媽媽賭氣說我不穿了。之後我就生氣地出門

了。 

 晚上，我回家了，我覺得很不舒服，又覺得很冷，然後

媽媽就拿探熱針來幫我量體溫，之後媽媽就一邊吩咐我要多

穿衣服，一邊帶我到醫院去。 

 到了醫院後，醫生說：「你發燒、流鼻水和咳嗽。你患

上感冒了，你要多穿衣服和不要出去玩，要留在家裏休息。」

之後媽媽就聽醫生的指示去拿藥，拿完藥後，媽媽便帶我回

家，我覺得非常痛苦。 

 回家後，媽媽就叫我在床上休息。在我最難受的時候，

媽媽細心地照顧我，我覺得非常開心。 

 過了幾天，我終於痊癒了。這次生病，讓我學到了要聽

媽媽的話，不要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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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6S 蔡志豪 

《智能手機的好處和壞處》 

 現在，智能手機的使用非常普遍，究竟智能手機有甚麼

好處和壞處呢？讓我來告訴你吧！ 

 首先，智能手機令我們可以隨時得到不同的樂趣，因為

智能手機的功能多樣化，除了基本的語音通話功能外，還包

含了遊戲機、音樂播放器、照相機、攝錄機、錄音機、全球

定位系統和連接互聯網、社交網站等功能，我們可隨時用這

些功能而得到不同的樂趣。 

 其次，智能手機有全球定位系統和連接互聯網，如果我

們迷路了，就可以看全球定位系統找出路，為我們的生活帶

來很多方便。 

 雖然智能手機有好處，但是也有壞處。長時間使用智能

手機會使我們的眼睛受損，因為智能手機會發出藍光，有損

視力。 

 總括而言，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我們

正確運用智能手機，就能獲得好處，如果不當使用就有壞

處。因此我們要善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