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月佳作 題目:買醬油  

學生姓名: 3A 邱珮珊 

 

今天我剛做完功課，媽媽焦急地跟我說:「你幫我買一

瓶醬油吧﹗」說完，媽媽給我 20 元，我心想:醬油只賣 10

元，餘下的十元還可以讓我買玩具呢! 

途中，我看見了一部扭蛋機，我想:咦!這不是我渴望已

久的玩具嗎?我要快點把十元硬幣投進去，取得我心愛的玩

具。 

於是我就毫不猶豫地把十元硬幣投進扭蛋機裏，我抽

到了我喜愛的玩具，我笑逐顏開地抱着玩具都超級市場

去 ，誰知，醬油的價格升至 15元，我驚惶失措的。 

我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回到家中，媽媽看到我空手

而回，便問:「醬油呢?」聽到媽媽這樣問法，我便啞口無

言，然後媽媽看見了我手裏的玩具，便責備我說:「你為什

麼會買玩具而不買醬油呢?」我後悔地說:「對不起!媽媽我

知道錯了。」 



十二月佳作 買醬油  

3A關凱濤 

 

星期六的晚上，媽媽在廚房忙著做晚飯，突然發現沒有

醬油了，便給我 20元硬幣，她吩咐我買一瓶醬油回來，我

心想:買醬油那麼簡單，我一定能夠完成的。 

在去超級市場的途中，我發現了一台扭蛋機，走過去一

看，原來是我最喜歡的扭蛋玩具，心想:一個扭蛋只需要 10

元，媽媽給我 20 元，我即使買了一個扭蛋，應該還能購買

一瓶醬油吧!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把十元硬幣投進扭蛋機裏，

我用力一扭，我最喜歡的玩具就從機口滾出來。 

我拿着玩具興高采烈地向超級市場去，到達超級市場

後，我才發現媽媽叫我買的醬油已經賣 15元，於是我垂頭

喪氣地回家。 

回到家後，媽媽看見我手上沒有醬油，便生氣地問:

「醬油在哪裏?」 我後悔地說:「媽媽，對不起﹗我用 10元

扭了一個扭蛋，剩下十元不足夠買醬油，我知道錯了，下

次我一定不敢了。」 



                      買醬油 

 

3C 王莊霽 

 

    昨天黃昏，媽媽在廚房做飯，他發現家裏的醬油已經
用光了，於是她吩咐我：「這裏有十塊錢，你去超市買瓶
醬油吧！我心想：太棒了！我正想出去走走，我便笑眯眯
地答應媽媽。 

 
    我到超市途中，看見一部扭蛋機，我心想：太好了！
這部扭蛋機有我渴望已久的模型玩具啊！我喃喃自語：
「究竟要不要扭蛋好呢？但是我要到超市去買醬油啊！我
在心裏掙扎了很久，最後我心想：我把這十元投進去，便
能得到玩具，還是不買醬油了！於是我把十元硬幣投進機
內，扭蛋機便滾出一個玩具。「這玩具是我最想要的！」
我不禁讚歎道。之後我得意忘形地拿著玩具回家去。 

 
    回到家後，媽媽發現我空手歸來，他生氣地責駡我：
「你這壞孩子！那十塊錢都哪裏去了？」我慚愧地說：
「對不起！我拿了十塊錢去扭蛋！請原諒。」媽媽溫柔地
輕撫我的臉頰：「不要緊，改過就行了！我們現在重新出
門去買醬油吧。」 

 

                      

                      

 



                            逛商場       

 

3C 林凱晴 
 
   星期日，爸爸媽媽帶我和哥哥去 鑽石山 逛商場，我滿懷期
待。 
 
   商場分兩層，第一層主要是賣珠寶首飾和化妝品，第二層比較
多選擇，各式各樣的商店都有，如書店服裝店，電器產品，餐廳
等，應有盡有。 
 
   我們來到一家書店，看見商店門外貼着大減價的字樣，我拉着
媽媽過去看看。逛了一會，我對媽媽說：「下星期就是哥哥的生
日，我想用零用錢買一本他喜歡的漫畫書送給他，可以嗎？」媽
媽溫柔地說：「當然可以！你真是個好孩子。」 
 
   離開書店後，看見爸爸和哥哥站在電器店門外看電視，原來是
門外櫥窗放了一臺最新款的電視機，裏面正播放卡通片呢。 
 
   這時一陣香味傳來，原來是從電器店旁邊的餐廳傳來的，餐廳
門口的服務員姐姐還親切地和我們打招呼。門外左邊放着一張餐
牌，上面寫着食物的名稱和價錢，最左面有一個櫥窗，裏面有各
種食物模型，看得我垂涎欲滴。 
 
    我正猶豫是否要進去進餐，外面卻傳來一陣陣歡呼聲，我們
走過去一看，原來一樓有魔術表演，附近的遊人紛紛倚在欄杆邊
觀看。樓下再無虛席，現場十分熱鬧。不久，表演開始了，魔術
師首先把藍色的絲巾捲成一團，交給一位觀眾，接着把紅色的布
拿在空中一甩，變成一隻白鴿，大家都拍手叫好，哥哥說真是太
神奇了。 
 
    時間過得真快，看完魔術表演我們回家了。回家後我把新買
的圖書送給哥哥，哥哥收到圖書後非常高興。 
 



    今天逛商場既買了禮物又看了魔術表演，令我十分滿足呢！ 
 



                            逛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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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商場                    3D陳泓峰(3) 

 

    星期六，天氣真好啊!我、媽媽、哥哥和爸爸一起去逛商場，因為今天

是我的生日呢!我和家人笑容滿面地出門。 

 

    我們一進入商場，就看見了我最喜歡的魔街表演。首先，魔術師把一

條藍絲巾向上一抛，變成兩條藍絲巾。他又把兩條藍絲巾搓在一起，中間

多了一條紅絲巾。最後，他把所有絲巾搓在一起，最精彩的是——竟然變

出了一雙會飛的白鴿!觀眾們一邊熱烈地拍掌，一邊叫好，覺得十分精彩。 

 

    因為家裏的電視機剛好壞了，所以我們一起進入達文電器。我們一進

去，推銷員就向我們介紹他們最新的產品——小米手提電話!不久，爸爸買

了它給我作為生日禮物。接着，我們選購了一部三十三寸的電視機，現在

店鋪進行優惠活動，買電器，有七折，更有送貨服服務，所以我們用了五

千元的值惠價便買了手提電話和電視機。 

 

    今天竟然收到爸爸的小米手提電話當生日禮物，我真的很驚喜呢！ 
 



                                逛商場             3D楊諾勤(26) 

 

    今天的天氣十分晴朗，而且是妹妹的生日，所以我和家人一起逛商

場。 

 

    到達商場後，我們在商場裹看見很多人，原來有魔術表演。魔術師把

桌子凌空升起來，觀眾立刻一邊拍掌，一邊拍照，覺得十分精彩。我們都

拍手叫好。 

 

    然後，爸爸帶妹妹到博學書店買書本作禮物。妹妹說:「爸爸，我想

買《三隻小豬》。」那時，老闆大叫:「大減價!大減價!全場七七折。」爸

爸便送了那本書給妹妹。 

 

    之後，我們到美斯餐廳吃晚餐。妹妹吃了一份兒童餐，有可樂、布

丁，意大利粉，十分豐富，所以我也吃了一份兒童餐。我們吃得很飽，也

很滿足。妹妹十分高典。 

 

    最後，我感到 分快樂，因為可以和家人一起狂商場，既可看到精彩的

魔術表演，又可吃到美味的食物。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莊汶翹 

4A莊汶翹《旅行日》 

  學校的旅行日那天，天氣很熱，太陽火辣辣地照着。我和同學

組成了一組，老師點名後，我們乘坐旅遊巴出發了。 

  到達了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優美的景色，樹

木上的葉子是一片黃澄澄的。康樂中心的負責人為我們簡介場地的

守則和資料。之後，我們便開始自由活動去。 

  首先，我和同學去遊樂場玩。我和文慧一起玩搖搖板，而芷

澄和家瑜就玩捉迷藏，我們也很高興。 

  然後，我們便參加「箭藝場」的活動。教練耐心地教我們怎樣

去射箭和撿箭。接着，我們便上「箭場」了。先由我開始試射箭，

我全神貫注地盯着箭靶，但射了數箭還是失敗了。我感到很失望，

垂頭喪氣。但朋友卻在旁為我氣，說：「加油啊！」終於，我也成功

把箭射到圓心上，我感到興高采烈，因為我終於成功了，在旁的好

朋友也為我感到高興。 

  最後我們吃過午飯後，便乘坐旅遊車回去。我們感到依依不

捨，因為這次旅行讓我珍貴的友誼更進一步。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鄭菁翹 

《小元闖禍了》 

  昨天，小元在課室踢球，但他並沒想到會發生意外。 

  在小息時，因為課室沒有人，小元拿起一個足球便興奮地玩起

來。他心想：哈哈，足球真好玩啊！如果同學能跟我一起踢便好

了。他雖然覺得很寂寞，可是他還是很享受踢球的樂趣。 

  他一轉身，心想：呀！為甚……甚麼會聽到『呯』的一聲呢？

不會是……發生了意外吧！他轉身一看，發現窗戶已被自己打破

了！他不知所措，只好一直在原地轉圈，自言自語：「怎麼辦？死定

了！」他又想：啊！我快離開課室，否則會被老師責罰呢！可是，

他又再想：不行，如果我沒有告訴老師，這裏就會滿地碎片，很危

險呢！他心裏浮現了一隻魔鬼跟一隻天使一直在吵架。 

  最後他想：好！我現在就去跟老師認錯吧！我要走快點！如果

有同學受傷就不好了！於是他馬上跑去告訴老師，老師聽到他的話

後，便摸摸小元的頭說：「小元，我是不會責罰你的，因為你是個

誠實的孩子，只不過下次不要再在課室踢球了！」 

  小元在這次意外明白了要做個誠實的孩子，不再說謊。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羅睿琳 

         《我和多啦 A夢的一天》 

  今天一早起床梳洗後，我回到房間開始做功課。突然，我發現

書櫃在慢慢地移動，一隻藍色的狸貓從櫃子裏跳出來。當時我十分

迷惘地說：「你好，藍色的狸貓。」那隻狸貓卻生氣地回答說：「我

是多啦 A夢，不是藍色的狸貓！」聽到眼前的東西自稱自己是多

啦 A夢，我不知所措地拍打自己，我是不是正在作夢呢？然後我向

多啦 A夢請求：「求你帶我去未來世界吧！」然後我倆便坐時光機

到二十二世紀的香港。 

  到達後，我們在二十二世紀著名的衛星餐廳吃意粉和壽司，十

分美味。一會兒，多啦 A夢便提議帶我到我未來的家去。未來的我

住在香水樓的二號室，我走進家裏看見牆上掛滿我兒時的照片，也

看見我成為了記者跟爸爸的合照。多啦 A夢說：「我們還是快點瞧

瞧其他的房間吧！」我走到客廳，看見年老父親的身影，他白髮蒼

蒼坐在輪椅上，正獨個兒看電視，看起來十分寂寞的樣子，這時候

我想趕快離開……天也黑了，我們便乘坐時光機回到現在去。 

  回到家後，我決定不再跟多啦 A夢遊山玩水，便馬上向多啦

A夢道別，因為我知道，我要好好珍惜跟爸爸相處的每一天。 



                                     4B  張淨宜 

我哭了 

 

  聖誕假期中，我和小狗一起去公園散步，牠本來就有病，醫生建

議要多出去戶外呼吸新鮮空氣。 

  當我和小狗拋球的時候，牠突然心臟病病發，呼吸很困難，當我

看到牠的樣子十分辛苦的時候，我十分擔心。我馬上帶牠到診所醫

病。 

  當小狗進入手術室的時候，牠還向着我汪汪的叫，好像跟我說:

「淨宜，我很不舒服呢﹗」 

  當我坐在手術室門外，我顯得坐立不安，心想:我越想越難過，

眼睛開始紅起來。 

  不久，牠做完手術了，醫生走出來跟說:「你的小狗死了……」

我大哭起來。 

  回家後，我忍不住淚流滿面。 

 
 



                                           4B  陳致榮 

旅行日 

十一月六日星期一，我們高年級同學一起到 元朗大棠渡假村 旅

行 。 

 

   到達後，我和同學一起看看周圍的環境。那天秋風送爽，感覺真

涼快，周圍都有花草樹木，令人心曠神怡。 

 

    到自由活動的時候，我和同學一起跳彈床。開始是我有點害怕，

因為怕會跌下來。但當我上彈床的時候，不知不覺便跳了起來。當時

教練說：「你跳得好好啊！」下來的時候，我發現本來很害怕的我，

想不到能夠身手敏捷地跳了起來。 

 

    當要離開的時候，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這一天我嘗試了新事物，開闊了自己眼界，我覺得自己進步了。 

 



《我和多啦 A 夢的一天》 4C 張華健 

 

    星期天的早上，我一如既往在家裏吃早餐。誰料，多啦Ａ

夢突然出現在客廳裏，頓時，看得我目瞪口呆。 

  於是，我和多啦Ａ夢說：「不如我們到天空上飛一飛

吧！」我自小以來的夢想，就是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

看一看整個香港的美麗風景。多啦Ａ夢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然後，我們兩個便戴上「竹蜻蜓」飛了很多地方，例如：

飛鵝山、獅子山、大霧山 ‥‥‥接著，我還請多啦Ａ夢帶我到

海底世界探險。我們潛入了海底一百米，在那裏看見很多活生

生的海洋生物，例如：小丑魚，海星、八爪魚等等。正當我在

和牠們打招呼時，突然一條鯊魚張大嘴巴，迅速地向我們迎面

游來，嚇得我們落荒而逃，還差點吃掉我們。 

  到了晚上，多啦Ａ夢要走了，我十分不捨。臨別前，我

們互相擁抱大家，最後還送上一張合照給他留念。 

  多啦Ａ夢，謝謝你！雖然我們只相處了一天的時間，但

你會永永遠遠留在我心中！再會了！ 

 

 



 

 

 

 



   《我和多啦 A 夢的一天》 4C 鄺以軒 

 

  鈴鈴鈴‥‥‥我聽到一把聲音在叫我：「小軒，小軒，快起

床！七時半了，快要遲到了。」我一睜開眼，「嘩」的一聲大

叫起來，原來是多啦Ａ夢叫我起床上學去。 

  我跟多啦Ａ夢說：「今天是星期六，我不用上學，但是

要去上數學興趣班，你在家裡等我回來，好嗎？」「好啊！我

邊看漫畫，邊等你回家吧！」多啦Ａ夢笑瞇瞇地對我說。 

  上完興趣班後，我馬上飛奔回家，深怕多啦Ａ夢會原消

失得無影踪。回家後，我發現多啦Ａ夢真的在等我。他對我

說：「既然你已上完課了，那我們去哪裏玩呢？」我心想：太

好了！有多啦Ａ夢的法寶，想去哪裏就去哪裏！於是，我就

向多啦Ａ夢建議，去東京看富士山。多啦Ａ夢二話不說地

答應了。     

  接著，多啦Ａ夢就拿出「隨意門」，準備出發去東京的

富士山。「咻」的一聲，我一打開門，便看見一座白茫茫的

富士山，我興奮得大叫起來。多啦Ａ夢說：「我們一起去看

看！」然後，多啦Ａ夢拉夢就拿出「竹蜻蜓」，還叫我飛上

去看一看整座山吧！我看到了整座富士山，就像一幅圖畫那



麼漂亮！到了下午，多啦Ａ夢提議一起坐「時光機」回去恐

龍時代探訪恐龍，我光想已覺得刺激無比了！ 

  到了晚上，當我回想起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實在太不

可思議了！就在這時候，耳邊突然又傳來了鈴‥‥‥鈴的聲音，

我再睜開眼才發現原來這一切都不過只是一場夢，實在太唏噓

了！如果這是真的，那該有多好呢！ 

 



余文鑫 (4D-26) 

我和多啦 A夢的一天 

今天，我和 多啦 A夢 一起到 元朗濕地公園 觀察一些濕地動物和稀有動物。我們

做好準備，帶好充足的裝備。 

多啦 A夢 使用牠的法寶「隨意門」，大門一開，就到了濕地公園的出入口了，真

是方便啊！我們來到觀鳥屋觀察黑臉琵鷺的姿態，多啦 A夢 給用「超級大放鏡」來觀

察黑臉琵鷺。 

    下一個地點就是荷花池。那裏有粉紅色的荷花和青綠色的荷葉，還有鯉魚。 

    最後，我們去看彈塗魚。我們使用「翻譯糕」來嘗試和牠溝通，真是難忘的一

刻。 

    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我和多啦 A夢的一天 

葉雙瑜 (4D-25) 

今天,我起床的時候,聽到抽屜裏傳來古怪的聲音。 

突然,一隻藍色的狸貓從我的抽屜裏跳出來,他介紹他的名字叫 多啦 A夢。我介紹

我的名字叫 雙瑜。 

多啦 A夢 說:｢請多多指教。」 

媽媽說；｢雙瑜 你差不多遲到了!」 

多啦 A夢 就拿出他的法寶｢隨意門」帶我到學校去。多啦 A夢 這件法寶真有用。 

放學的時候,多啦 A夢 到學校門口接我回家。多啦 A夢 說他頭上的法寶叫｢竹蜻

蜓」,把它放在頭頂就可以飛了,我覺得真有趣 。 

我做完功課後,多啦 A夢 便帶我坐｢時光機」看看我小時候的樣子。到達目的地,

多啦 A夢 叫我穿著｢隱形斗篷」, 避免被別人發現。 

忽然,我醒來了,原來只是一場夢,我感到太可惜了。 

我希望真的可以見到 多啦 A夢 呀! 

 

 



               我想變成…… 
5A 蔡禮謙 

 

    大家想知道我最想變成什麼卡通人物嗎？他就是有很多法

寶的 哆啦 a夢 了。 

 

    我想變成他的原因是它可以利用法寶減少恐怖襲擊所造成

的傷亡，又可以幫助一些貧困的人得到溫飽。 

 

    例如我可以用「隨意門」和「美食桌布」來幫助別人。

「隨意門」可以讓我隨意到任何地方，「美食桌布」能變出美

味的食物。 

 

    我可以將它們的功能合併一起使用，例如用「隨意門」到

一些比較貧困的地方，然後再用「美食桌布」，給那些貧困的

人製作美食，令他們得到溫飽。 

 

    我也可以合併使用「隱身斗篷」，「隨意門」和「空氣炮」

保持世界和平。例如我可以用「隨意門」直接到達恐怖分子的

基地，然後用「隱形斗篷」隱身，安全地進入核心範圍。最後

用「空氣炮」破壞他們的重要資料或裝備，令他們不能再發動

任何恐怖襲擊。 

 

由上文可見，如果我能夠變成 哆啦 a 夢，我便能夠令世界變

得更美好，這樣我也會更快樂了！ 

             



               我想變成…… 

 

5A 魏子宏 

 

    我最希望變成名偵探 柯南，因為 香港 有很多棘手的案

件至今仍未破案，我很想出一份力減輕警方的工作壓力，將壞

人繩之於法。 

 

    身為名偵探 柯南，我擁有一流的推理技巧，可以幫助警

方找出犯人。加上我跑步的速度也超乎常人一定能幫助警方捉

拿罪犯。 

 

    例如我翻查警方懸案記錄，找到一個令我很感興趣的案

件，那就是香港四大懸案之一，大嶼山 的無頭無手無腳男性

屍體懸案，這是我大顯身手的好機會！變身 柯南 的我，首先

會仔細檢查屍體，根據死者身上的刀痕，由此我可以推斷出是

由豬肉刀做成的，由於切口相當齊整，顯示兇手非常大力，因

此我便能推斷出兇手就是豬肉店的老闆。接著我和警方便能計

劃合作捉拿豬肉店的老闆。我們會先在豬肉店埋伏，等待那老

闆出現，他發現我們後一定會立即逃走，我便用我驚人的速度

追上去，一定能夠一下子捉到他，成功破案。 

 

    由於近日這類案件愈來愈多，我很想助警方一臂之力，所

以我需要變身名偵探 柯南。 

 



 

5A 魏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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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那就是香港四大懸案之一，大嶼山 的無頭無手無腳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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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仔細檢查屍體，根據死者身上的刀痕，由此我可以推斷出是

由豬肉刀做成的，由於切口相當齊整，顯示兇手非常大力，因

此我便能推斷出兇手就是豬肉店的老闆。接著我和警方便能計

劃合作捉拿豬肉店的老闆。我們會先在豬肉店埋伏，等待那老

闆出現，他發現我們後一定會立即逃走，我便用我驚人的速度

追上去，一定能夠一下子捉到他，成功破案。 

 

    由於近日這類案件愈來愈多，我很想助警方一臂之力，所

以我需要變身名偵探 柯南。 

 



十二月佳作 5B 徐梓倖 

題目:假如我變成多啦 a夢 

 

我最希望變成的卡通人物是多啦 a夢，我想變成他不

但是因為它可以利用法寶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而且可以

幫助別人。 

假如我是多啦 a 夢，我會利用我的特殊技能「隨意

門」， 上班、上學、外出時，善用「隨意門」，這樣我既可

以節省車資，又可以更方便快捷到達目的地。特別是在巴

士倒車及地鐵發生故障的特別情況下，「隨意門」更可以便

利大家的生活。 

假如我是多啦 a 夢，我會利用我的特殊法寶「放大電

筒」，由於香港地少人多，人口密度又高，很多低收入人

士都住在「劏房」，我可以用「放大電筒」把他們的房子放

大， 讓他們擁有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 

正所謂「施比受更為有福」，假如我是多啦 a 夢，我不

但會變你自己更會幫助別人。 



十二月佳作           5B許卓軒 

題目:假如我變成多啦 A夢 

    相信多啦 a夢是陪伴不少小朋友的卡通人物，而我當

然亦不例外。 

    假如我是多啦 a 夢，我會從百寶袋裏拿出「遺忘草」， 

「遺忘草」是一棵神奇的小草，只要有人問到它的氣味，

然後你再向那個人說出任何話，他都會必信無疑。我會向

世上的壞人使用「遺忘草」，使他們忘記曾經所作的惡行， 

同時灌輸給他們要作為一個好人的意識，這樣這個世界就

再也沒有為非作歹的惡人了。 

    假如我是多拉 a 夢，我會從百寶袋拿出「隨意門」，利

用它到達 非洲，然後把我從家裏帶來的食物分享給當地飽

受飢餓困擾的小朋友和他們的家人，那麼他們就不會再挨

餓了。 

    假如我是多啦 a 夢，我會運用百寶袋裏林林總總的法

寶使世界變得更為美好。 

 



學校旅行的地點 
5C 伍卓琦 

我會選擇渡假營作為學校旅行的地點。 

首先， 我們可以在渡假營內玩集體遊戲，因為營內有大

型場地供應。我們可透過遊戲，培養團體精神和增進友誼。此

外，我們還可以享用營地設施，例如射箭場、攀石牆等，這些

設施在市區不常見，只有在營地才可以使用。 

另一方面， 渡假營的入場費便宜，大約十至四十元。至於

車程方面，大約三十至四十分鐘便到達營地，非常短，因此有

足夠的時間讓我們盡情享用營地設施。 

我不選擇郊野公園和主題公園，是因為郊野公園多蚊，容

易患上登革熱病。至於主題公園的門票非常昂貴，不是所有同

學也可以負擔。 

從上文可見 ，渡假營是比較適合學生去的。 

 
 



小病是福 

5C  徐陳慧珊 

 

今天放學時，我途經醫院，忽然令我想起發生在四年級的

一件事情。 

那天，我因發高燒而留在家休息。媽媽寧願犧牲上班賺取

金錢的機會，也要留在家裏細心地照顧我。每隔半小時，她就

幫我更換放在額頭上的濕毛巾，一臉擔心的樣子坐在我身旁，

愁眉不展地看着我。 

過了一會，我的病情仍未好轉，媽媽決定帶我去看病。由

於我力氣不足，所以她就背着我出門。伏在她背上，看着她臉

上留着一滴一滴的汗水，我真的非常感動，因為每一滴汗珠，

都代表着她對我的愛， 讓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 

這一次生病後，讓我深深感受到媽媽對我的愛。媽媽，我

也愛你，感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悉心照顧。長大後，我一定會

報答你對我的養育之恩。 

 



小病是福 

5C  梁嚴尹 

今天，我去超級市場幫媽媽買東西時，看見一位媽媽背着

女兒。這個情景，令我回想起那次生病的經歷。 

由於我發燒，媽媽為了給我降溫，每隔一小時就幫我換上

濕毛巾，並坐在床邊陪伴我。 

由於我病重，媽媽未能分身照顧妹妹，因此把妹妹交託給

外婆照顧，專心地照料我。 

晚上，我又再發燒起來，媽媽擔心我有事，二話不說便背

着我跑去醫院。到達醫院時，看見她額頭上除了汗，眼角還流

出滴滴的眼淚，看得我心也酸起來。 

經診治後，醫生要我留院觀察。在這段住院的日子裏，媽

媽犧牲了上班賺取金錢的機會，還我怕我吃不慣醫院的飯菜，

每天早上六點就起床為我親手製作早餐，然後送到醫院，更一

口一口的餵我吃。我心想：媽媽是我的守護天使。 

雖然生病很辛苦，但由此事何知，我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

孩子。 
 

 



 
 
 



第一次學做蛋糕 
 5C  黃建豪 

有一天，我在網站上看見一段小朋友教做蛋糕的影片，看

似很容易，所以，我也來跟着做。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學做蛋糕，但我相信應該不太難吧！我

按着影片的指示，到超級市場買齊所有材料，便正式起動了。 

我跟着影片一步一步的進行，每個步驟也小心翼翼地處理。

但漸漸地，我發展跟不上進度，心裏不停地問自己：麪粉下多

了嗎？牛奶要加多少？我究竟下了多少隻鷄蛋……腦海一片

混亂。好不容易把材料倒進模具中，然後放進了烤爐。 

當我把蛋糕從烤爐取出來的時候，我的人生突然變得黑暗，

就像眼前的蛋糕一樣。我這才發現，原來做蛋糕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我嘗試切開蛋糕，取了中間一小塊來吃，發覺非常美味。

這事讓我明白到，凡事不要只看表面。我相信，只要我多練習，

一定可以做出一個色香味俱全的蛋糕來。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區逸謙 

《我希望變成的卡通人物》 

    我最希望變成 叮噹，因為他擁有很多特殊技能，例如有:穿越時

空、飛行、預知未來、隱形、瞬間轉移……我希望變成他，可以憑着

這些特殊技能來幫助別人。 

    首先，我可以用飛行的技能，飛到天上，再用望遠鏡看看有沒有

人需要幫助或遇到危險，如果有，我就會以瞬間轉移到達該處，用法

寶幫助他們。 

    此外，我會以預知未來的技能探測何時會遇到危險，例如知道將

會發生地震，颳颱風等，我就會在事情發生前到達現場，安排市民預

早撤離，減少人命傷亡。 

    我想變成他的原因，是因為我希望憑著特殊技能去幫助別人。「贈

人玫瑰，手有餘香」，我希望幫了別人後，他們也會感到開心呢！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陳海晴 

《我想變成多啦美》 

    在眾多卡通人物中，你最希望變成哪個？而我最希望可以變成的

卡通人物就是 多啦美。因為 多啦美 擁有非凡的特殊技能，因此我選

擇了她。 

    多啦美 擁有預知未來的特殊技能。如果我變成 多啦美，我就能夠

預知未來的危險，儘早通知將會遇到危險的人逃避現場，減少人命的

傷亡。 

 其次，我擁有穿越時空這項特殊技能。這樣，我就可以穿越時 

空，到發生災難一小時前的場景，運用時光機帶領市民離開現場，到

二十二世紀安全的環境，免得遇到火山爆發，海嘯或地震的災害。 

    此外， 我擁有在空中飛行這項特殊技能。我便可以在空中飛行， 

看看周圍有沒有人受傷，我便可以加以援助。 

    如果我變成 多啦美，我就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正所謂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 



彩雲聖若瑟小學    5D  蔡凱晴 

《我想變成……(卡通人物)》 

    你們最希望變成哪個卡通人物呢？讓我告訴你我最希望變成哪個

卡通人物吧！ 

    我最希望變成 露亞，這個角色是來自《珍珠美人魚》的卡通片。

可能有些人會問為何我希望變成她？這是因為我希望變身成美人魚。 

如果我變身成美人魚，我會游到大海去，看看有沒有細小的魚兒被大

魚襲擊，我便會去保護那些細小的魚兒，也可以看到漂亮的大海和美

麗的海洋生物，同時更可以學習多一點有關海洋的知識呢！  

    此外，我還可以用悅耳的歌聲打敗壞人。當我看到有人在打架

時，我可以用甜美的歌聲停止正在做壞事的人，令他們醒覺，不要繼

續錯下去。如果有人感到不快樂的時候，我也可以用歌聲去舒緩他們

不安的情緒。 

    總括而言，我希望變成 露亞，帶給大家歡樂。 



C.W.S.J.                               6A  林曉浩 (  12  ) 
 

自食其果  
                          

一天， 李主任在上課的時候，講解如何作《飛蟑螂》這篇作 
文。當時我一個貪玩的念頭湧上，心想：我也要買一些十分逼真 
的假蟑螂來嚇一嚇同學呢！ 
 

放學後，我趕快做完功課，然後就在街上買假蟑螂。我挑選了
一隻十分逼真的假蟑螂，連我知自己也會受騙。 
 

第二天小息，由於是用雨天安排，所以我們在課室小息。我認
為這時候是我最佳下手的時間。首先，我用手拿着它，然後給一個
女同學看，她嚇得用手遮着眼，一邊說：「不要拿過來，不要拿過
來！」「這是假蟑螂，你害怕什麼？」説罷，我在她面前把它甩一
甩，她更是嚇得走掉了。 
 

之後，我又向正在談天的人羣扔那蟑螂過去。一個男同學一看
見蟑螂飛到他們中間一個男同學一看見蟑螂飛到他們中間，就一腳
踩下去。不過他發現踩不爛，就知道是一隻假蟑螂。於是他拾起
它，隨手一扔，就扔到我的桌上。我一看到它，也就往後退，卻不
小心跌倒，頭撞得很痛，手因擦傷而流血。 
 

因為我嚇那位女同學，她把事情告訴給老師知道。老師就想上
來問我為甚要麼這樣做。但老師一看到我這樣子，就送我去包紮。 

 
最後，我被老師罰了一個星期小息去反思，手還痛死了，真

慘！我真是害人終害己。我知道不能因為一時貪玩而捉弄別人，最
終只會害苦了自己呢！ 



C.W.S.J.                               6A  林曉浩 (  12  ) 
 

飛蟑螂  
                          

一天， 今天上課的時候，一隻蟑螂從窗外無聲無息地飛進了課室。 
 

起初，我看見一個黑影飛了進來，不過我沒有為意，直到幾分鐘後，一把
尖叫聲打破了寧靜的課室。「啊！蟑⋯⋯蟑⋯⋯蟑螂啊，救命呀！」我這時才知
道，原來那個黑影是一隻蟑螂！牠飛到一個女同學的臉上，嚇得她昏了過去。
幾個同學手忙腳亂地把她抬到醫療室，順便逃離「戰場」。之後蟑螂又飛到另
一位女同學的書上，她嚇得把書一推，牠又飛到空中了，其間還撞到另一位女
同學，一聲尖叫，那女同學有昏過去了。於是，她又被送去醫療室。 
 

這是，有些同學躲在角落，有些移開書包丶桌子和椅子以免被蟑螂接觸。
蟑螂飛到天花板時，有男同學想成為「救世英雄」，立刻脫下自己的孩子，用
力地扔上去。他滿以為可以把牠扔死，誰不知，鞋子不但扔不中，還卡在風扇
上，大家找方法把鞋子弄下來。 

 
接着，蟑螂又在我們之間飛行。有一個男同學一轉身，手就碰到那位黑色

的「空中飛行員」。那男同學一邊衝出去，一邊説了一句英文髒話，然後飛奔
去洗手間洗手。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想讓老師叫同學肅靜，好讓我觀察蟑螂的位置，然後
拍死牠。沒想到，老師不見了。正當我煩惱的時候，我發現蟑螂在我的腳邊停
下來，我一個踏步，就把牠踩死了。我大叫：「蟑螂被我踩死了！」碰同學紛
紛拍手叫我，並以感激的眼神看着我。我成為了「救世英雄」。 
 

我們收拾完殘局後，班長就去找老師。與此同時，昏過去的女同學都上來
了。三分鐘後班長上來了，身後是我們的老師。他一進來，我就問老師為甚麼
不見了。原來，老師還比我們害怕蟑螂，他一聽到蟑螂就溜出去了。  



    一切恢復正常，鞋子也叫校工幫忙拿下來，大家繼續上課。 



C.W.S.J.                               6A  馬詠怡 (  22  ) 
 

自食其果  
                          

    唉，每當我看到我白滑的手臂上那道礙眼的疤痕時，就會想 
起兩年前那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 

 
   兩年前的某一天，媽媽出門買菜前千叮萬囑對我説：「你千萬不

要在家做危險的事，我很快便會回來。」我便爽快地答應了 
她，她就放心地出門了。 

 
   我當時決定在家用心地溫習，可是過了一會兒後，我已經感到十

分無聊，於是，我就在家裏到處東翻翻，西找找，看看有甚 
麼新奇的玩意。終於我在櫃子裏找到了一個打火機。 
 

我認為把打火機用來燒東西一定很有趣，所以我拿了一張紙
巾，並用打火機把它點燃了起來。我拿着正在燃燒的紙巾，手一
熱，忽然感到很害怕，於是便急忙把紙巾扔到桌子上。 

 
    怎料，那張紙巾竟點燃了旁邊的那盒紙巾。一下子便產生了熊
熊烈火，我感到更驚慌，一時不知所措。在情急之下，我竟用 

手把那張紙巾撥開。 
    「啊—」我大聲地尖叫，我只感到手臂一陣刺痛，我立刻把手
縮了回來，並大哭了起來。這時我聽到「咔嚓」的聲音，媽媽終於
回來了，她看到桌子上的情況後，就馬上用水把火撲熄，然後她立

刻看看我有沒有受傷，又帶了我到診所檢查我的傷口。那 
位醫生對我説：「小朋友，你的傷雖然沒有大礙，但痊癒後會留下疤
痕。」 

 
   當我看到媽媽臉上擔心的表情後，我頓時感到內疚和慚愧極了，

我心想：早知道就聽媽媽的話不要玩火了，我真是自食其果 



啊！我感到非常後悔。 
 

   這件事真令我畢生難忘啊！透過這件事，我學會了要聽媽媽的
話，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學會了自食其果的道理，我一定不會 

再犯這種錯誤的。     



C.W.S.J.                               6A  黃念卓 (  30  ) 
 

自食其果  
                          

  今天，我在醫院裏凝視着我那被繃帶包裹得嚴嚴密密的左 
手，反問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愚蠢⋯⋯ 

 
  九月二十四日，那天是中秋節。我和朋友約好了在平台玩 

耍，打算玩到深夜⋯⋯正當我們的興高采烈時，小明提議不如一起來
「煲蠟」。眼見其他人都拿着打火機，點燃了蠟燭。我在好奇心的誘
惑下，我也躍躍欲嘗試。 
 

   一點燃了蠟燭，只見火花四濺，十分刺激。我迫不及待地點 
燃了第二枝，第三枝⋯⋯甚至摘下了一把樹葉，往蠟燭裏扔。 

  
  「吼」！突然，一陣強風吹來，令火焰瞬間升到三十公分的高
度。在大家瘋狂的歡呼聲下，樂極忘形的我把手放在火上，向朋 

友示威，顯示我的「勇敢」。 
 

   突然，火焰覆蓋在我的手上方，嚇得我把手縮回來。但一切 
為時已晚，我的手燙極了！像被岩漿包圍，痛不欲生⋯⋯ 

 
    最後，我被送到醫院，嚇得家人半死。我在醫院躺着，心裏真
是覺得自己很愚蠢，為什麼要換貨呢？我發誓以後不能再被好奇心

驅使去做傻事，並要注意自身安全啊！我以後任何事情，都 
要小心謹慎，否則便會自食其果。   

   



C.W.S.J.                               6A  黃穎怡 (  32  ) 
 

自食其果  
                          

   你有沒有試過一次因為貪玩而自食其果的經歷呢？我曾經嘗 
試過，現在就讓我告訴你吧！ 
 

   我在班上結識了一個與我關係很好的好友—小美。那一天， 
我無所事事，於是起了一個作弄她的念頭，我心想：我和她的關 

係那麼好，她應該不會責怪我的吧！ 
 

   於是，我打電話邀請她來我家，她並沒有多想，便立刻答應 
我了。我趁着他來我家時，走到門口外，放了一隻香蕉皮在地上，
打算讓她滑倒在地上。可是事與願違，小美發現了，她說：「誰這麼
沒有公德心，竟把香蕉皮扔在地上？」我心虛極了！ 
 

   我和小美玩得十分高興，一早就把這件事拋諸腦後，把香蕉 
皮忙得一乾二淨了。當我送小美出門口時，一個不留神， 
 

「砰！」的一聲巨響，我摔個四腳朝天，頭破血流，還把手腳
摔斷了。 

 
   這件事令我印象十分難忘，不只是因為我有一個「慘痛」的 

教訓，更是因為我學會到不能純粹因為貪玩而罔顧後果。   
   



6B 林金弘   
 

作文︰《飛蟑螂》 
 

    今天上中文課的時候，老師說︰「天氣變冷，

不用開空調開窗吧。」不知甚麼時候，有一隻蟑螂

突然從窗口飛進了課室。有兩位女同學看到蟑螂，

我就聽到尖叫聲。 
 

我一看她們，就看到非常大的蟑螂在其中一位女

同學的頭上。她不斷大叫，又跳來跳去，所有男同

學都過來，想打死牠，但是蟑螂又飛到別處，所以

男同學打不到牠。我心想︰糟糕了！ 
 

這時候，勇敢又冷靜的杜老師一拳打向蟑螂，但

是蟑螂「神走位」。於是，老師一下「飛鷹龍爪手」

就把蟑螂打死。女同學們終於鬆一口氣。 
 

 經過今天的事，我才知道杜老師很厲害，身手很

敏捷。 

 

  



再一次鳴謝 林金弘 同學把我寫得如此勇

猛。 如果上課時真的有蟑螂出現在教室

裏，要我一腳踩死牠是沒問題的，但用手

就…… 

 
 

杜老師



 

 



6B 黃御航   
 

作文︰《飛蟑螂》 
 

    今天上視藝課的時候，老師叫我們畫自己討厭

的昆蟲。 
 

 我畫了一隻蟑螂，轉眼間，我看到我的畫紙上多

了一隻蟑螂，我覺得很奇怪，不禁伸手摸牠，嘩！

原來是真的，牠飛到我的臉上，我一手撥開牠，可

是，我不小心把蟑螂撥到 嘉晴 的臉上，她嚇得大叫

起來。老師聽到 嘉晴 尖叫，看看她發生甚麼事，發

現她臉上有一隻蟑螂，叫她自己把蟑螂撥走，但是

她太害怕了，只是在大叫。 
 

這時候，我拿出紙巾，小心翼翼地捉牠，但不成

功，牠飛到黑板上。我再接再厲，我第二次成功捉

住牠了，我把牠壓扁，再把牠丟進垃圾箱裏。同學

看見了都歡呼起來，又稱讚我勇敢。小息時，同學

還請我吃零食呢！ 
 

今天，我很有成就感，因為我消滅了一隻害蟲，

還得到同學的歡呼聲。 



彩雲聖若瑟小學  王灝謙 P.6C （22） 

飛蟑螂 

今天，當我們在上課時，突然有位同學大叫：「飛蟑螂啊！」有

的同學頓時害怕得驚慌失措；有的同學嚇得躲在桌椅下；有的同學

把課本放在頭上，就像頭盔一樣保護自己，以免蟑螂飛到頭上。 

 

「居然擾亂我們上課！看我怎樣消滅你！」勇敢的 林浩譽 大

叫。當我們亂叫亂嚷的時候，林浩譽 手上拿着「武器」——尺子，

想對付那隻又骯髒又嘔心的蟑螂。但他每次凖備「出招」的時候，

狡猾的蟑螂都避過了，這個情況真令人煩惱！於是，有人嘗試用水

瓶把蟑螂吸住，但是結果也一樣。 

 

這時，容副校長不慌不忙地説：「同學們不要慌張，把桌上的雜

物放進抽屜裏，方便我們尋找牠的蹤影。」老師指揮我們有秩序地

離開課室，並吩咐女班長去通知校工來清理蟑螂。同學們在等待過

程中議論紛紛。 

 

校工終於趕到，剛才那羣「勇士」自告奮勇地走進課室幫忙。

走廊外的同學七嘴八舌地嚷著：「在黑板上！不⋯不⋯在老師桌上！⋯

⋯」「大家保持冷靜。」老師這一說，這個像炸開鍋的走廊，頓時鴉

雀無聲。校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蟑螂消滅了。這時大家都拍掌歡

呼。 

 

當老師打算繼續上課時，突然下課鐘響了，老師無奈地説：「大

家下課吧！」 

 

一隻頑強的蟑螂把我們的中文課浪費了！ 



彩雲聖若瑟小學  吳嘉穎 P.6C  

《飛蟑螂》 

 

今天發生的事情把我們課堂弄得一塌糊塗，因為⋯⋯ 

 

小息時，同學在課室裏吃零食，不幸的是他們不小心把餅乾碎

屑掉到地上，卻沒有人清理，於是我們的教室裏充滿了食物的香

味。 

 

小息後再次上課。同學們正在用心地上課時，忽然，一位女同

學尖叫：「啊，有蟑螂啊！」原來有一隻蟑螂在她旁邊的地上吃着餅

乾碎！她被嚇得不知所措，還有一些膽小如鼠的同學躲到桌椅下，

有一些驚慌失措的同學在課室裏跑來跑去，把課室弄得十分混亂。 

 

突然，老師大叫：「安靜！」全班頓時嚇呆了，看來蟑螂也被嚇

怕了，飛了起來。牠飛的時候就像一架小型的戰鬥機，一些無所畏

懼的男同學用筆記本和文具向蟑螂擲去，筆記本和文具滿天飛，把

蟑螂也嚇得徬徨失措，牠很想逃出這個「地獄」，但找不到出路。 

 

猛然間，一位冰雪聰明的同學靈機一動,說:「我們可以把門打

開，然後把蟑螂引出門外，再把門關上不就可以了嗎？」我們照着

做，最後蟑螂終於被我們引出課室去了，所有同學都鼓掌歡呼。 

 

今天，我學會了我們應注意衛生，把課室保持整齊清潔，就再

也不用見到蟑螂了。 

 

 



彩雲聖若瑟小學  吳穎樺 (6C-14) 

 

自食其果的一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因為貪玩而自食其果呢？ 

記得星期天的早上，我去了圖書館看書，剛巧遇見了一位朋

友。她走過來說:「你下午是不是會來圖書館？」我回應她說:

「嗯！有事嗎？」 

「我記得你是也玩網絡遊戲的，下午要不要一起玩遊戲？」 

「對不起！我下午要做功課，恐怕玩不了。」 

「沒事的，遊戲後再做功課也不遲。」 

「那好吧！」 

到了下午，我遵守約定跟她玩遊戲，但......我一開始了玩遊

戲，便忘了功課的存在。到了圖書館快關門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

的功課還沒做完。我急忙完成功課。我一邊低頭做功課一邊抱怨朋

友:「都怪你，如果不是你，我的功課應該都做完了。」 

「與其埋怨我，倒不如趕在關門前做好功課吧！」 

圖書館關門後，我還沒有做完功課。回到家中，我瘋狂的趕做

功課，連吃飯都在做。家人問我為什麼到現在還做不完，我一五一

十把事情告訴了她，換來了一頓責罵。 

結果到凌晨十二點時我還在努力。到了最後一份，我拼盡全力

的做完了它。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我無精打采，甚至忘了上課做筆記。 

經過這件事，我感受到了自食其果的滋味，真不好受呢！ 



彩雲聖若瑟小學     6C  周夏珊 

 

飛蟑螂 

 

    “啊！小型戰鬥機啊！”班裏傳來刺耳的叫聲，全班同學的目

光不約而同地望向在教室天花板下橫衝直撞的"小型戰鬥機”。我毫

不畏懼的望著同學所説的"小型戰鬥機”--飛蟑螂。蟑螂是黑色的，

加上牠的翅膀，張開的時候真像一架在空中飛著的戰鬥機。 

     

   在我仔細地觀察蟑螂的時候，教室裏的同學已經從平靜變得混

亂，有些抱成一團，有些把自己藏在桌子下面，有些同學試圖把蟑

螂趕跑，我就是其中一名。我看著蟑螂在空中飛來飛去十分倡狂。

在我忍不住想把蟑螂消滅的時候，蟑螂已經向我這個方向飛來，當

蟑螂離我還有一段距離的瞬間，我就已經聞到一陣陣臭味。我想把

蟑螂趕跑的時候，手掌不小心接觸到蟑螂。蟑螂的身體很冰冷--"

啊！”我下意識的叫喊，慌忙的離開了蟑螂的所在地--原來我並不

是這樣勇敢。 

 

   在全班都已經失控的時候，班主任進來了，她像個衛兵一樣勇

敢，她手中的殺蟲水就像一把寶刀，她說:“不用怕，待我來消滅

牠！"班主任把殺蟲水對著天空中的蟑螂射去。蟑螂在地上倒下，班

上充滿了歡呼聲。 

 

   通過這一事件，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仔細地把每個不乾淨

的地方打掃乾淨，不能再讓蟑螂在我們教室肆意妄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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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果 

 

     今天，媽媽和我去公園散步的時候，我看到了一隻烏龜。這時

我想起了一件令我羞愧不已的事情。事情是這樣的...... 

 

     上學的某一天，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時間好像過得很慢，

很沈悶，便想找點新意思。這時我看見一位同學在休息，便在一張

紙上畫了一隻烏龜，在他不留神的時候，貼到他背上去。我看見他

滑稽的樣子，心中暗暗自喜。我在想着一會兒同學看見的時候，他

們的反應會怎樣呢？但是一些默不作聲的同學都看在眼裏了...... 

 

     終於有別的同學發現了他背後貼了一張大烏龜，可是事情卻出

乎意料......同學們並沒有哈哈大笑，反而把視線轉到我身上。我

還像一個傻瓜地問:「甚麼事？」同桌的同學告知我，原來我這個冒

失鬼忘了把我的姓名在紙上擦掉，而我的姓名還在烏龜的中間。這

時我的臉像紅雞蛋一樣紅，我害羞得無地自容。結果，我受盡同學

的白眼，還被老師罵了一頓。 

 

    真是自食其果啊！經過這件事，我不會再因一時貪玩而拿同學

來開玩笑，最後還不是讓自己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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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蟑螂》 

 

     在寧靜的課室裏，一場「老師與飛蟑螂的大戰」開始了！事情

是這樣的…… 

 

     今天小休後，一隻蟑螂突然從窗口飛進了教室。教室就像一個

睡火山突然爆發，所有的同學像看到了戰機一樣。有的害怕得大叫

起來，甚至逃出了課室，喊着：「救命啊！」有的像看到了十年沒見

的仇人一樣，追着牠來打。整個課室亂成一團。 

 

    這時，臨危不亂的老師大叫一聲：「安靜！」然後，拿起了一本

同學的課本，叫了一聲：「發射！」可是……書本沒有擲中蟑螂，反

而擊中了一名在「看戲」的同學。全班同學鴉雀無聲…… 

 

    這時，一名剛完成風紀當值的同學回來，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戰機」向他迎面而來……這位原本膽小如鼠的同學，一招

「金剛腿」解決了飛蟑螂。明顯地，這場比賽的勝利者就是這位同

學了。 

 

    其實，蟑螂「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些同學把吃不完的東西沒收

好，就會引來蟑螂。只要我們注意整潔，這位「客人」便不會再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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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 (6D-15)  《環保的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是垃圾的製造者。為了減少垃，我們應該從

「環保 4R」着手，分別是減才使用、物盡其用、循環再造、替

代使用。 

首先，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減少不必要的物品。我們可

以減少購買獨立包裝的食物和用品，可以選購家裝或補充裝，

還可以少用塑料袋，自備購物袋。另外，我們還可以少用即棄

的物品，以減少垃圾的產生。 

其次，我們還需要物盡其用。我們可以把不要的東西轉贈

予其他有需要的人，比埋在堆填區更有偠值。 

此外，我們還可以把廢物循環再造。我們可以支持綠色消

費，購買可以循環再造的用品，我還可以把垃圾分類放進回收

箱，以減少廢物。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把東西替代使用，例如用蛋殼代替

化學肥料、用天然物料和用品，可減少對環境造成損害。 

總括而言，我們應該減少垃圾的數量，節省處理垃圾的成

本，以支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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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希 (6D-7)  《自食其果》 

時光匆匆，許多事情隨着時間洗禮而漸漸變得模糊不清，

但仍有一件事一直在我腦海中不斷重現，令我難以忘懷，因為

它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教訓。 

數年前考試的前一天，我還在興勃勃地玩着我的手機，媽

媽回到家看到我在玩手機便問︰「明天的數學考試，你温了沒

有?」我王在意地回答:「我數學成績向來也不錯，温習和不温

習，都不會差太多的。」媽媽聽了只失望地嘆了一聲便離開

了。 

數學考試當日，我信心滿滿回到學校，本以為我一定可以

考到個好成績。然而事與願違，當我一看到派回來的成績單

時，嚇了一跳，居然只得五十五分，當刻心情就像跌入谷底一

樣。看到其他同學居得好成績，我的心更酸溜溜。 

回到家，我戰戰兢兢地把考試成績拿給媽媽簽署。原來媽

媽早就預料之內，她不但沒有責罵我，還語重心長地勉勵我。 

這一次我真的是自食其果，下次我一定會好好温習，不用

讓這些蠢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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