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麗蝴美麗蝴美麗蝴美麗蝴蝶蝶蝶蝶》》》》            2222A A A A 李祉昊李祉昊李祉昊李祉昊    

    

美麗的蝴美麗的蝴美麗的蝴美麗的蝴蝶蝶蝶蝶，，，，    

在花間中飛舞在花間中飛舞在花間中飛舞在花間中飛舞。。。。    

既像一架架小飛機既像一架架小飛機既像一架架小飛機既像一架架小飛機，，，，    

又像一片片小荷葉又像一片片小荷葉又像一片片小荷葉又像一片片小荷葉。。。。    

 

 



 

《《《《蝴蝴蝴蝴蝶蝶蝶蝶》》》》            2B 2B 2B 2B 鍾蕙婷鍾蕙婷鍾蕙婷鍾蕙婷    

    

小小的蝴蝶小小的蝴蝶小小的蝴蝶小小的蝴蝶，，，，    

在森林中飛翔在森林中飛翔在森林中飛翔在森林中飛翔。。。。    

既像一朵朵花朵既像一朵朵花朵既像一朵朵花朵既像一朵朵花朵，，，，    

又像一個個風箏又像一個個風箏又像一個個風箏又像一個個風箏。。。。    

 

 



 

    

《《《《甲蟲甲蟲甲蟲甲蟲》》》》                2C 2C 2C 2C 趙迦悅趙迦悅趙迦悅趙迦悅    
    

小小的甲蟲小小的甲蟲小小的甲蟲小小的甲蟲，，，，    

在樹上掛着一點一點紅在樹上掛着一點一點紅在樹上掛着一點一點紅在樹上掛着一點一點紅。。。。    

既像一堆小火點既像一堆小火點既像一堆小火點既像一堆小火點，，，，    

又像一隻蟬又像一隻蟬又像一隻蟬又像一隻蟬。。。。    

 



 

《《《《小蜻蜓小蜻蜓小蜻蜓小蜻蜓》》》》                2C2C2C2C    陳澤源陳澤源陳澤源陳澤源    

    

活潑的小蜻蜓活潑的小蜻蜓活潑的小蜻蜓活潑的小蜻蜓，，，，    

在池在池在池在池塘塘塘塘面起舞面起舞面起舞面起舞。。。。    

既像一台風扇既像一台風扇既像一台風扇既像一台風扇，，，，    

又像天空中的小飛機又像天空中的小飛機又像天空中的小飛機又像天空中的小飛機。。。。    

 



《《《《螞螞螞螞蟻蟻蟻蟻》》》》                2C2C2C2C    陳肇庭陳肇庭陳肇庭陳肇庭    

    

小小螞小小螞小小螞小小螞蟻蟻蟻蟻，，，，    

在泥土裏工作在泥土裏工作在泥土裏工作在泥土裏工作。。。。    

既像在走動的黑色小珠既像在走動的黑色小珠既像在走動的黑色小珠既像在走動的黑色小珠，，，，    

又像一條長長的河流又像一條長長的河流又像一條長長的河流又像一條長長的河流。。。。    

 

 

 

 

 

 

 

 

 

 

 



    

《《《《不敢玩火不敢玩火不敢玩火不敢玩火》》》》                2B 2B 2B 2B 黃曉瑩黃曉瑩黃曉瑩黃曉瑩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媽媽和爸爸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媽媽和爸爸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媽媽和爸爸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媽媽和爸爸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

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在家裏很寂寞在家裏很寂寞在家裏很寂寞在家裏很寂寞，，，，他很貪玩他很貪玩他很貪玩他很貪玩，，，，拿出火柴來點蠟拿出火柴來點蠟拿出火柴來點蠟拿出火柴來點蠟

燭玩火燭玩火燭玩火燭玩火。。。。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一陣大風吹來一陣大風吹來一陣大風吹來一陣大風吹來，，，，吹倒了蠟燭吹倒了蠟燭吹倒了蠟燭吹倒了蠟燭，，，，燒着了燒着了燒着了燒着了

桌布桌布桌布桌布。。。。火勢猛烈火勢猛烈火勢猛烈火勢猛烈，，，，冒出濃煙冒出濃煙冒出濃煙冒出濃煙，，，，鄰居看見了就立即鄰居看見了就立即鄰居看見了就立即鄰居看見了就立即

報警報警報警報警。。。。    
    

消防員立即趕到火場消防員立即趕到火場消防員立即趕到火場消防員立即趕到火場，，，，然後勇敢的消防員救然後勇敢的消防員救然後勇敢的消防員救然後勇敢的消防員救

出出出出小明小明小明小明，，，，並且滅了火並且滅了火並且滅了火並且滅了火。。。。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小明小明小明小明燒傷了燒傷了燒傷了燒傷了，，，，被救護車送到醫院被救護車送到醫院被救護車送到醫院被救護車送到醫院，，，，他以他以他以他以

後不敢再玩火了後不敢再玩火了後不敢再玩火了後不敢再玩火了。。。。    

 

 

 

 

 



 

《《《《一個快樂的星期天一個快樂的星期天一個快樂的星期天一個快樂的星期天》》》》                2B 2B 2B 2B 袁靖然袁靖然袁靖然袁靖然    

    

每逄每逄每逄每逄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和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和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和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和妹妹到公妹妹到公妹妹到公妹妹到公

園玩一會兒園玩一會兒園玩一會兒園玩一會兒。。。。    

    

                有一個星期天有一個星期天有一個星期天有一個星期天，，，，我感到十分難忘我感到十分難忘我感到十分難忘我感到十分難忘，，，，因為媽媽因為媽媽因為媽媽因為媽媽

帶我和朋友到帶我和朋友到帶我和朋友到帶我和朋友到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的冒險樂園玩耍的冒險樂園玩耍的冒險樂園玩耍的冒險樂園玩耍。。。。那裏雖然那裏雖然那裏雖然那裏雖然

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但是也挺好玩但是也挺好玩但是也挺好玩但是也挺好玩，，，，大部分時間大部分時間大部分時間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和朋我都是和朋我都是和朋我都是和朋

友在玩具屋玩耍友在玩具屋玩耍友在玩具屋玩耍友在玩具屋玩耍。。。。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我要離開冒險樂園了我要離開冒險樂園了我要離開冒險樂園了我要離開冒險樂園了，，，，我跟我跟我跟我跟大家依依大家依依大家依依大家依依

不捨地道別不捨地道別不捨地道別不捨地道別，，，，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到那兒玩耍吧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到那兒玩耍吧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到那兒玩耍吧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到那兒玩耍吧﹗﹗﹗﹗    

 

 

 

 

 

 



    

《《《《親子運動會親子運動會親子運動會親子運動會》》》》                2B 2B 2B 2B 陳子橋陳子橋陳子橋陳子橋    
 

三月十七日星期四三月十七日星期四三月十七日星期四三月十七日星期四，，，，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青衣運動場青衣運動場青衣運動場青衣運動場舉舉舉舉    

行一年一度的親子運動會行一年一度的親子運動會行一年一度的親子運動會行一年一度的親子運動會。。。。當天天氣晴朗當天天氣晴朗當天天氣晴朗當天天氣晴朗，，，，大大大大    

家心情十分興奮家心情十分興奮家心情十分興奮家心情十分興奮。。。。    
    

當校長宣佈比賽開始後當校長宣佈比賽開始後當校長宣佈比賽開始後當校長宣佈比賽開始後，，，，我便立即到運動我便立即到運動我便立即到運動我便立即到運動    

場的中央進行擲豆袋比賽場的中央進行擲豆袋比賽場的中央進行擲豆袋比賽場的中央進行擲豆袋比賽。。。。參加比賽的同學們參加比賽的同學們參加比賽的同學們參加比賽的同學們    

略顯緊張略顯緊張略顯緊張略顯緊張，，，，而而而而台上的啦啦隊不停為大家加油台上的啦啦隊不停為大家加油台上的啦啦隊不停為大家加油台上的啦啦隊不停為大家加油    

打氣打氣打氣打氣，，，，氣氛十分熱鬧氣氛十分熱鬧氣氛十分熱鬧氣氛十分熱鬧。。。。    
    

經過了幾場激烈的比賽經過了幾場激烈的比賽經過了幾場激烈的比賽經過了幾場激烈的比賽，，，，雖然我沒得到獎雖然我沒得到獎雖然我沒得到獎雖然我沒得到獎

項項項項，，，，但是我仍然很開心但是我仍然很開心但是我仍然很開心但是我仍然很開心，，，，還很期待明年的親子運還很期待明年的親子運還很期待明年的親子運還很期待明年的親子運

動會動會動會動會。。。。最後最後最後最後，，，，運動會在一片歡呼聲下結束運動會在一片歡呼聲下結束運動會在一片歡呼聲下結束運動會在一片歡呼聲下結束，，，，同學同學同學同學

依依不捨地離開會場依依不捨地離開會場依依不捨地離開會場依依不捨地離開會場。。。。    

 

 

 

 

 



《《《《到沙灘遊玩到沙灘遊玩到沙灘遊玩到沙灘遊玩》》》》                        2B 2B 2B 2B 陳芯螢陳芯螢陳芯螢陳芯螢    
    

在暑假在暑假在暑假在暑假裏裏裏裏，，，，我和家人決定到沙灘遊玩我和家人決定到沙灘遊玩我和家人決定到沙灘遊玩我和家人決定到沙灘遊玩。。。。    
    

這天天氣這天天氣這天天氣這天天氣晴朗晴朗晴朗晴朗，，，，我們到達了沙灘我們到達了沙灘我們到達了沙灘我們到達了沙灘，，，，這裏的風這裏的風這裏的風這裏的風

景很美麗景很美麗景很美麗景很美麗，，，，水清沙幼水清沙幼水清沙幼水清沙幼。。。。我們懷着又緊張又興奮的我們懷着又緊張又興奮的我們懷着又緊張又興奮的我們懷着又緊張又興奮的

心情心情心情心情，，，，迫不及待地換上泳衣及塗上太陽油迫不及待地換上泳衣及塗上太陽油迫不及待地換上泳衣及塗上太陽油迫不及待地換上泳衣及塗上太陽油，，，，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跳進海裏去跳進海裏去跳進海裏去跳進海裏去。。。。    
    

我和哥哥一起合力堆沙我和哥哥一起合力堆沙我和哥哥一起合力堆沙我和哥哥一起合力堆沙，，，，堆了一個又高又大堆了一個又高又大堆了一個又高又大堆了一個又高又大

的城堡的城堡的城堡的城堡。。。。我看見沙灘上有不同的遊人我看見沙灘上有不同的遊人我看見沙灘上有不同的遊人我看見沙灘上有不同的遊人，，，，有的人在有的人在有的人在有的人在

玩沙灘玩沙灘玩沙灘玩沙灘球球球球，，，，有的人在曬太陽有的人在曬太陽有的人在曬太陽有的人在曬太陽，，，，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游泳，，，，真真真真

熱鬧啊熱鬧啊熱鬧啊熱鬧啊﹗﹗﹗﹗    
    

時間過得很快時間過得很快時間過得很快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到了黃昏不知不覺就到了黃昏不知不覺就到了黃昏不知不覺就到了黃昏，，，，我們懷我們懷我們懷我們懷

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我最難忘的是和哥哥我最難忘的是和哥哥我最難忘的是和哥哥我最難忘的是和哥哥

一起堆了一個又高又大的城堡一起堆了一個又高又大的城堡一起堆了一個又高又大的城堡一起堆了一個又高又大的城堡。。。。希望下次可以和希望下次可以和希望下次可以和希望下次可以和

家人一起再來玩家人一起再來玩家人一起再來玩家人一起再來玩。。。。    

 

 

    



《《《《愉快的一天愉快的一天愉快的一天愉快的一天》》》》                2B 2B 2B 2B 彭俊僑彭俊僑彭俊僑彭俊僑    
 

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媽媽帶媽媽帶媽媽帶媽媽帶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和弟弟到公園玩耍和弟弟到公園玩耍和弟弟到公園玩耍和弟弟到公園玩耍。。。。    
    

在公園的入口處在公園的入口處在公園的入口處在公園的入口處，，，，小青小青小青小青興奮地跑去盪秋千興奮地跑去盪秋千興奮地跑去盪秋千興奮地跑去盪秋千，，，，

她使勁的擺盪她使勁的擺盪她使勁的擺盪她使勁的擺盪，，，，愈盪愈高愈盪愈高愈盪愈高愈盪愈高，，，，弟弟膽子小弟弟膽子小弟弟膽子小弟弟膽子小，，，，不敢玩不敢玩不敢玩不敢玩。。。。

後來後來後來後來，，，，他提議姐姐陪他在空地打羽毛球他提議姐姐陪他在空地打羽毛球他提議姐姐陪他在空地打羽毛球他提議姐姐陪他在空地打羽毛球，，，，弟弟不弟弟不弟弟不弟弟不

懂懂懂懂打球打球打球打球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在亂揮球拍在亂揮球拍在亂揮球拍在亂揮球拍，，，，又不聽從姐姐指又不聽從姐姐指又不聽從姐姐指又不聽從姐姐指

導導導導，，，，讓她十分生氣讓她十分生氣讓她十分生氣讓她十分生氣。。。。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弟弟和小朋友在公園一起吹泡弟弟和小朋友在公園一起吹泡弟弟和小朋友在公園一起吹泡弟弟和小朋友在公園一起吹泡

泡泡泡泡，，，，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有的在追逐泡泡有的在追逐泡泡有的在追逐泡泡有的在追逐泡泡，，，，有的在拍打泡泡有的在拍打泡泡有的在拍打泡泡有的在拍打泡泡，，，，他他他他

們真可愛們真可愛們真可愛們真可愛。。。。小青小青小青小青過了愉快的一天過了愉快的一天過了愉快的一天過了愉快的一天。。。。    

 

 

 

 

 

 

 



    

    

《《《《守株待兔結局篇守株待兔結局篇守株待兔結局篇守株待兔結局篇》》》》    2C 2C 2C 2C 陳肇庭陳肇庭陳肇庭陳肇庭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他終他終他終他終於於於於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沒沒沒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有不勞而獲的事有不勞而獲的事有不勞而獲的事，，，，現在十分後現在十分後現在十分後現在十分後

悔了悔了悔了悔了！！！！他馬上勤力地把荒了的田重他馬上勤力地把荒了的田重他馬上勤力地把荒了的田重他馬上勤力地把荒了的田重

新耕種起來新耕種起來新耕種起來新耕種起來，，，，開開心心地等待農作物開開心心地等待農作物開開心心地等待農作物開開心心地等待農作物

的收成的收成的收成的收成。。。。    



        

    

《《《《守株待兔結局篇守株待兔結局篇守株待兔結局篇守株待兔結局篇》》》》        2C2C2C2C    陳澤源陳澤源陳澤源陳澤源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他就他就他就他就

想想想想：：：：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

蘿蔔蘿蔔蘿蔔蘿蔔和乾草和乾草和乾草和乾草，，，，一邊安裝兔子籠一邊安裝兔子籠一邊安裝兔子籠一邊安裝兔子籠引引引引誘很誘很誘很誘很

多兔子來多兔子來多兔子來多兔子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

於於於於是是是是他實行了他的計劃他實行了他的計劃他實行了他的計劃他實行了他的計劃，，，，努力辛勤地努力辛勤地努力辛勤地努力辛勤地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守株待守株待守株待守株待兔結局篇兔結局篇兔結局篇兔結局篇》》》》    2C2C2C2C    趙珈悅趙珈悅趙珈悅趙珈悅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然後他然後他然後他然後他

就問鄰居拿些種子來種田就問鄰居拿些種子來種田就問鄰居拿些種子來種田就問鄰居拿些種子來種田。。。。他每天勤他每天勤他每天勤他每天勤

力地去耕種力地去耕種力地去耕種力地去耕種，，，，他把蔬他把蔬他把蔬他把蔬果果果果收成後送到巿收成後送到巿收成後送到巿收成後送到巿

場賣場賣場賣場賣，，，，他靠自他靠自他靠自他靠自己己己己的能力去賺錢的能力去賺錢的能力去賺錢的能力去賺錢，，，，他就他就他就他就

可以開心地生活了可以開心地生活了可以開心地生活了可以開心地生活了。。。。    



        

    

《《《《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新篇新篇新篇新篇                2C 2C 2C 2C 張靖風張靖風張靖風張靖風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突然突然突然突然，，，，

有老有老有老有老虎虎虎虎在草在草在草在草叢叢叢叢跑出來跑出來跑出來跑出來，，，，牠張牙舞爪地牠張牙舞爪地牠張牙舞爪地牠張牙舞爪地

撲向農撲向農撲向農撲向農夫夫夫夫的面前的面前的面前的面前，，，，他嚇得他嚇得他嚇得他嚇得｢｢｢｢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大大大大

叫叫叫叫！！！！農夫立刻逃跑了農夫立刻逃跑了農夫立刻逃跑了農夫立刻逃跑了，，，，他不敢再偷懶他不敢再偷懶他不敢再偷懶他不敢再偷懶

在樹下乘涼在樹下乘涼在樹下乘涼在樹下乘涼，，，，他以後要勤力種田他以後要勤力種田他以後要勤力種田他以後要勤力種田。。。。    



        

    

《《《《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新篇新篇新篇新篇                    2C2C2C2C    許修榕許修榕許修榕許修榕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忽然忽然忽然忽然，，，，

一隻老虎跑出來向農一隻老虎跑出來向農一隻老虎跑出來向農一隻老虎跑出來向農夫張舞爪夫張舞爪夫張舞爪夫張舞爪，，，，農夫農夫農夫農夫

嚇得立刻逃跑嚇得立刻逃跑嚇得立刻逃跑嚇得立刻逃跑。。。。然後他躲在樹下睡然後他躲在樹下睡然後他躲在樹下睡然後他躲在樹下睡

覺覺覺覺，，，，天空突然打雷把農夫轟暈了天空突然打雷把農夫轟暈了天空突然打雷把農夫轟暈了天空突然打雷把農夫轟暈了。。。。自自自自

此之後此之後此之後此之後，，，，農夫就勤力種田農夫就勤力種田農夫就勤力種田農夫就勤力種田，，，，很快農作很快農作很快農作很快農作

物收成了物收成了物收成了物收成了，，，，每天他有很多美味的食每天他有很多美味的食每天他有很多美味的食每天他有很多美味的食

物物物物。。。。    

    



        
    

《《《《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新篇新篇新篇新篇                    2C2C2C2C    何文君何文君何文君何文君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就就就就在這在這在這在這

個時個時個時個時候候候候，，，，他他他他看看看看到有一隻張舞爪的老虎到有一隻張舞爪的老虎到有一隻張舞爪的老虎到有一隻張舞爪的老虎

跑出來跑出來跑出來跑出來，，，，他嚇得驚他嚇得驚他嚇得驚他嚇得驚慌慌慌慌逃跑逃跑逃跑逃跑。。。。之後之後之後之後，，，，他他他他

很後悔自己的懶惰和想不勞而獲的很後悔自己的懶惰和想不勞而獲的很後悔自己的懶惰和想不勞而獲的很後悔自己的懶惰和想不勞而獲的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還差一點還差一點還差一點還差一點令令令令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被被被被老虎吃了老虎吃了老虎吃了老虎吃了。。。。

經過這次教訓後經過這次教訓後經過這次教訓後經過這次教訓後，，，，他比以前更加勤力他比以前更加勤力他比以前更加勤力他比以前更加勤力

耕種農作物耕種農作物耕種農作物耕種農作物，，，，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他活得很幸他活得很幸他活得很幸他活得很幸福福福福。。。。    

    



        

    

《《《《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新篇新篇新篇新篇            2C2C2C2C    陳澤源陳澤源陳澤源陳澤源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他就他就他就他就

想想想想：：：：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一邊辛勤地種植兔子最喜歡的紅

蘿蘿蘿蘿蔔蔔蔔蔔和乾草和乾草和乾草和乾草，，，，一邊安裝兔子籠引誘很一邊安裝兔子籠引誘很一邊安裝兔子籠引誘很一邊安裝兔子籠引誘很

多兔子來多兔子來多兔子來多兔子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這樣就可以一舉兩得了，，，，

於事他實行了他的計劃於事他實行了他的計劃於事他實行了他的計劃於事他實行了他的計劃，，，，努力辛勤地努力辛勤地努力辛勤地努力辛勤地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新篇新篇新篇新篇                        2A2A2A2A    王晞彤王晞彤王晞彤王晞彤    

    

    

                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肚子快要餓扁了。。。。農夫想農夫想農夫想農夫想：：：：

這樣下去會餓死的這樣下去會餓死的這樣下去會餓死的這樣下去會餓死的，，，，我還是回去種田我還是回去種田我還是回去種田我還是回去種田

吧吧吧吧！！！！    
                    

                後來後來後來後來，，，，他回到自己的農田他回到自己的農田他回到自己的農田他回到自己的農田，，，，開始辛開始辛開始辛開始辛

勤地種田勤地種田勤地種田勤地種田。。。。一個月後一個月後一個月後一個月後，，，，他的農作物可以他的農作物可以他的農作物可以他的農作物可以

收成了收成了收成了收成了，，，，他高興極了他高興極了他高興極了他高興極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這個故事告訴我這個故事告訴我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們們們，，，，不要有不勞而不要有不勞而不要有不勞而不要有不勞而

獲的想法獲的想法獲的想法獲的想法。。。。    

    



《《《《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新篇新篇新篇新篇                            2A2A2A2A    劉穎羲劉穎羲劉穎羲劉穎羲    

    

    

                農夫的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子快要餓扁了農夫的子快要餓扁了。。。。農夫後悔地說農夫後悔地說農夫後悔地說農夫後悔地說：：：：

｢｢｢｢不應該老是想着不勞而獲不應該老是想着不勞而獲不應該老是想着不勞而獲不應該老是想着不勞而獲。｣。｣。｣。｣    
    

                農夫回去種田時農夫回去種田時農夫回去種田時農夫回去種田時，，，，發現田荒發現田荒發現田荒發現田荒廢廢廢廢了了了了。。。。他就他就他就他就

問鄰居借糧食問鄰居借糧食問鄰居借糧食問鄰居借糧食，，，，然後便開始清除雜草然後便開始清除雜草然後便開始清除雜草然後便開始清除雜草，，，，翻鬆翻鬆翻鬆翻鬆

泥土泥土泥土泥土，，，，播種子播種子播種子播種子，，，，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終於終於終於

有收成了有收成了有收成了有收成了！！！！這時這時這時這時，，，，他除了能歸還他除了能歸還他除了能歸還他除了能歸還糧食糧食糧食糧食給鄰居給鄰居給鄰居給鄰居

外外外外，，，，自己自己自己自己也能吃得飽飽的也能吃得飽飽的也能吃得飽飽的也能吃得飽飽的。。。。    
    

                他終於明白不可以有不勞而獲的想他終於明白不可以有不勞而獲的想他終於明白不可以有不勞而獲的想他終於明白不可以有不勞而獲的想

法法法法。。。。要有收成要有收成要有收成要有收成，，，，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

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    

 

 

 

 

    



    

《《《《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                        2222E E E E 張家齊張家齊張家齊張家齊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老師和同學們在足球場上玩吹老師和同學們在足球場上玩吹老師和同學們在足球場上玩吹老師和同學們在足球場上玩吹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徐徐徐徐老師給我一瓶肥泉水老師給我一瓶肥泉水老師給我一瓶肥泉水老師給我一瓶肥泉水，，，，接着接着接着接着，，，，

我吸一口氣用力吹泡泡棒我吸一口氣用力吹泡泡棒我吸一口氣用力吹泡泡棒我吸一口氣用力吹泡泡棒，，，，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吹出四個吹出四個吹出四個吹出四個

圓圓的泡泡圓圓的泡泡圓圓的泡泡圓圓的泡泡。。。。    
    

            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像葡像葡像葡像葡

萄萄萄萄﹔﹔﹔﹔有的五有的五有的五有的五顏六顏六顏六顏六色色色色，，，，像玻璃球像玻璃球像玻璃球像玻璃球。。。。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    

    



 

《《《《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                            2222E E E E 林詩藍林詩藍林詩藍林詩藍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泡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泡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泡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泡

泡泡泡泡。。。。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我吹了一個七彩繽我吹了一個七彩繽我吹了一個七彩繽我吹了一個七彩繽紛紛紛紛的泡的泡的泡的泡

泡泡泡泡，，，，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我用了泡泡棒吹了很不同大我用了泡泡棒吹了很不同大我用了泡泡棒吹了很不同大我用了泡泡棒吹了很不同大

小的泡泡小的泡泡小的泡泡小的泡泡，，，，最後最後最後最後，，，，所有泡泡在天空中自所有泡泡在天空中自所有泡泡在天空中自所有泡泡在天空中自

由自在的飛由自在的飛由自在的飛由自在的飛，，，，真美麗啊真美麗啊真美麗啊真美麗啊！！！！    
    

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圓又大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圓又大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圓又大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圓又大，，，，像像像像

一個氣球一個氣球一個氣球一個氣球﹔﹔﹔﹔有的五顏六色有的五顏六色有的五顏六色有的五顏六色，，，，像一道彩虹像一道彩虹像一道彩虹像一道彩虹。。。。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    

    



 

《《《《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                        2222E E E E 潘葆樺潘葆樺潘葆樺潘葆樺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我和同學們在足球場玩吹泡泡泡泡

泡泡泡泡。。。。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我把泡泡棒放到嘴邊我把泡泡棒放到嘴邊我把泡泡棒放到嘴邊我把泡泡棒放到嘴邊，，，，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輕輕一吹輕輕一吹輕輕一吹輕輕一吹，，，，吹出了泡泡吹出了泡泡吹出了泡泡吹出了泡泡。。。。    
    

        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又小又密，，，，像像像像

一串串水泡兒一串串水泡兒一串串水泡兒一串串水泡兒;;;;有的在陽光下閃閃發有的在陽光下閃閃發有的在陽光下閃閃發有的在陽光下閃閃發

亮亮亮亮，，，，像一顆顆鑽石像一顆顆鑽石像一顆顆鑽石像一顆顆鑽石。。。。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    

    



 

《《《《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                        2222E E E E 莫奕楠莫奕楠莫奕楠莫奕楠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我和同學在球場玩吹泡泡我和同學在球場玩吹泡泡我和同學在球場玩吹泡泡我和同學在球場玩吹泡泡。。。。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老師倒一些泡泡水在杯子老師倒一些泡泡水在杯子老師倒一些泡泡水在杯子老師倒一些泡泡水在杯子

裏裏裏裏。。。。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老師分一杯杯泡泡水給同學老師分一杯杯泡泡水給同學老師分一杯杯泡泡水給同學老師分一杯杯泡泡水給同學。。。。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同學一個個去吹同學一個個去吹同學一個個去吹同學一個個去吹，，，，大家有的大家有的大家有的大家有的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吹吹吹吹到到到到，，，，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卻失敗了卻失敗了卻失敗了卻失敗了。。。。    
    

                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顏六色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顏六色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顏六色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顏六色，，，，像像像像

顆顆亮晶顆顆亮晶顆顆亮晶顆顆亮晶晶晶晶晶的鑽石的鑽石的鑽石的鑽石;;;;有的大小不一有的大小不一有的大小不一有的大小不一，，，，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像燈泡像燈泡像燈泡像燈泡，，，，小的像珍珠小的像珍珠小的像珍珠小的像珍珠。。。。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                        2222E E E E 潘栢翹潘栢翹潘栢翹潘栢翹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我和我和我和我和文浩文浩文浩文浩在遊在遊在遊在遊樂樂樂樂場玩吹泡泡場玩吹泡泡場玩吹泡泡場玩吹泡泡。。。。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我拿起泡泡棒慢慢地吹我拿起泡泡棒慢慢地吹我拿起泡泡棒慢慢地吹我拿起泡泡棒慢慢地吹。。。。接接接接

着着着着，，，，文浩文浩文浩文浩再使勁地吹再使勁地吹再使勁地吹再使勁地吹。。。。最後最後最後最後，，，，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吹出吹出吹出吹出

了很多七彩繽了很多七彩繽了很多七彩繽了很多七彩繽紛紛紛紛的泡泡的泡泡的泡泡的泡泡。。。。    
    

        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我吹出來的泡泡有的五顏六顏六顏六顏六色色色色，，，，像像像像

一隻隻水母一隻隻水母一隻隻水母一隻隻水母;;;;    有的又小又密有的又小又密有的又小又密有的又小又密，，，，像一串串像一串串像一串串像一串串

葡葡葡葡萄萄萄萄。。。。    
            

        今天真是愉今天真是愉今天真是愉今天真是愉快快快快的一天的一天的一天的一天！！！！    

 

 

 

 

 

 

 



《《《《弟弟的西瓜弟弟的西瓜弟弟的西瓜弟弟的西瓜皮皮皮皮》》》》                        2222E E E E 陳子游陳子游陳子游陳子游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這個西瓜這個西瓜這個西瓜這個西瓜

又甜又甜又甜又甜又又又又多汁多汁多汁多汁，，，，弟弟吃得津津有味弟弟吃得津津有味弟弟吃得津津有味弟弟吃得津津有味。。。。他吃完這個西瓜後他吃完這個西瓜後他吃完這個西瓜後他吃完這個西瓜後，，，，

就貪方便就貪方便就貪方便就貪方便把西瓜皮把西瓜皮把西瓜皮把西瓜皮丟到街道上丟到街道上丟到街道上丟到街道上，，，，便若便若便若便若無其事地走開了無其事地走開了無其事地走開了無其事地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她不小心踩在她不小心踩在她不小心踩在她不小心踩在

西瓜皮上西瓜皮上西瓜皮上西瓜皮上，，，，摔倒在地上摔倒在地上摔倒在地上摔倒在地上，，，，她痛苦地喊她痛苦地喊她痛苦地喊她痛苦地喊：：：：「「「「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呀呀呀呀！！！！」」」」她痛苦地摸着腰她痛苦地摸着腰她痛苦地摸着腰她痛苦地摸着腰，，，，感到很感到很感到很感到很痛痛痛痛呀呀呀呀！！！！    

    

        這時這時這時這時候候候候，，，，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她看到老奶奶坐在她看到老奶奶坐在她看到老奶奶坐在她看到老奶奶坐在

地上說地上說地上說地上說：：：：「「「「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姐姐趕快跑去扶起老奶姐姐趕快跑去扶起老奶姐姐趕快跑去扶起老奶姐姐趕快跑去扶起老奶

奶說奶說奶說奶說：：：：「「「「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有有有有沒沒沒沒有事呀有事呀有事呀有事呀？？？？要要要要帶你去看醫生帶你去看醫生帶你去看醫生帶你去看醫生嗎嗎嗎嗎？｣？｣？｣？｣

老奶奶說老奶奶說老奶奶說老奶奶說：：：：「「「「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姐姐一邊扶起老奶奶姐姐一邊扶起老奶奶姐姐一邊扶起老奶奶姐姐一邊扶起老奶奶，，，，

一邊把一邊把一邊把一邊把果皮果皮果皮果皮丟進垃圾箱裏丟進垃圾箱裏丟進垃圾箱裏丟進垃圾箱裏。。。。    

    

        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西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西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西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西瓜瓜瓜瓜皮皮皮皮，，，，他他他他

趕快地跑過來趕快地跑過來趕快地跑過來趕快地跑過來，，，，立刻扶立刻扶立刻扶立刻扶着着着着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慚慚慚慚愧愧愧愧地說地說地說地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請你原諒我吧請你原諒我吧請你原諒我吧請你原諒我吧！！！！我以後不會亂拋垃我以後不會亂拋垃我以後不會亂拋垃我以後不會亂拋垃圾圾圾圾，，，，會會會會把把把把

垃垃垃垃圾圾圾圾放在垃放在垃放在垃放在垃圾圾圾圾箱箱箱箱裏裏裏裏。。。。」」」」老奶奶聽了後老奶奶聽了後老奶奶聽了後老奶奶聽了後，，，，她很高興她很高興她很高興她很高興﹗﹗﹗﹗    

 

 

 

 

 

 

 

 
    



    

《《《《西瓜皮的教訓西瓜皮的教訓西瓜皮的教訓西瓜皮的教訓》》》》                        2E2E2E2E    潘葆樺潘葆樺潘葆樺潘葆樺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他吃得津他吃得津他吃得津他吃得津

津有味津有味津有味津有味。。。。他說他說他說他說：：：：「「「「又甜又多汁的西瓜真好吃又甜又多汁的西瓜真好吃又甜又多汁的西瓜真好吃又甜又多汁的西瓜真好吃！！！！」」」」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他用力一拋他用力一拋他用力一拋他用力一拋，，，，就把西瓜拋出窗外的街道就把西瓜拋出窗外的街道就把西瓜拋出窗外的街道就把西瓜拋出窗外的街道。。。。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一腳踏在一腳踏在一腳踏在一腳踏在果果果果皮皮皮皮

上上上上，，，，滑了滑了滑了滑了一一一一跤跤跤跤，，，，她痛苦地大喊她痛苦地大喊她痛苦地大喊她痛苦地大喊：：：：「「「「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    

    

            這時這時這時這時候候候候，，，，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看見老奶奶看見老奶奶看見老奶奶看見老奶奶，，，，再再再再看看看看

了看老奶奶腳下的果皮了看老奶奶腳下的果皮了看老奶奶腳下的果皮了看老奶奶腳下的果皮，，，，立刻把老奶奶扶起來立刻把老奶奶扶起來立刻把老奶奶扶起來立刻把老奶奶扶起來，，，，並把並把並把並把

果果果果皮丟到垃圾箱裏皮丟到垃圾箱裏皮丟到垃圾箱裏皮丟到垃圾箱裏。。。。    

    

            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果皮而摔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果皮而摔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果皮而摔弟弟知道老奶奶因為踩到自己丟下的果皮而摔

倒倒倒倒，，，，他迅他迅他迅他迅速速速速衝衝衝衝下樓梯下樓梯下樓梯下樓梯，，，，向老奶奶道向老奶奶道向老奶奶道向老奶奶道歉歉歉歉。。。。姐姐知道後姐姐知道後姐姐知道後姐姐知道後，，，，

氣得七氣得七氣得七氣得七竅竅竅竅生煙生煙生煙生煙，，，，不但責罵他不但責罵他不但責罵他不但責罵他，，，，還罰弟弟一個月不准看還罰弟弟一個月不准看還罰弟弟一個月不准看還罰弟弟一個月不准看

他最愛的卡通片他最愛的卡通片他最愛的卡通片他最愛的卡通片《《《《小車子小車子小車子小車子》》》》呢呢呢呢！！！！    



        

    

《《《《西瓜皮的教訓西瓜皮的教訓西瓜皮的教訓西瓜皮的教訓》》》》                        2E2E2E2E    潘栢翹潘栢翹潘栢翹潘栢翹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弟弟坐在家裏的窗邊吃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    

又甜又多汁又甜又多汁又甜又多汁又甜又多汁，，，，所以弟弟吃得津津有味所以弟弟吃得津津有味所以弟弟吃得津津有味所以弟弟吃得津津有味。。。。他吃完西他吃完西他吃完西他吃完西    

瓜把果皮拋到窗外瓜把果皮拋到窗外瓜把果皮拋到窗外瓜把果皮拋到窗外。。。。果皮被弟弟丟到街道上果皮被弟弟丟到街道上果皮被弟弟丟到街道上果皮被弟弟丟到街道上，，，，他他他他    

便便便便若若若若無其事地走開了無其事地走開了無其事地走開了無其事地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有一位老奶奶經過，，，，她踩到她踩到她踩到她踩到果果果果    

皮皮皮皮，，，，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感到十分痛楚感到十分痛楚感到十分痛楚感到十分痛楚，，，，然後大叫一聲然後大叫一聲然後大叫一聲然後大叫一聲    

「「「「哎唷哎唷哎唷哎唷！！！！」」」」但但但但沒沒沒沒有人聽到有人聽到有人聽到有人聽到。。。。    

    

                            這時這時這時這時候候候候，，，，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姐姐剛巧放學回家，，，，看見老奶奶坐看見老奶奶坐看見老奶奶坐看見老奶奶坐    

在在在在街道上街道上街道上街道上。。。。姐姐立即上前把她扶起姐姐立即上前把她扶起姐姐立即上前把她扶起姐姐立即上前把她扶起，，，，並把地上的並把地上的並把地上的並把地上的    

果果果果皮丟進垃圾箱裏皮丟進垃圾箱裏皮丟進垃圾箱裏皮丟進垃圾箱裏。。。。    

    

                            弟弟知弟弟知弟弟知弟弟知道道道道老奶奶因老奶奶因老奶奶因老奶奶因為為為為踩到自己丟下的踩到自己丟下的踩到自己丟下的踩到自己丟下的果果果果皮而皮而皮而皮而    

跌倒受傷跌倒受傷跌倒受傷跌倒受傷，，，，感到十分慚感到十分慚感到十分慚感到十分慚愧愧愧愧。。。。於是弟弟連忙對老奶於是弟弟連忙對老奶於是弟弟連忙對老奶於是弟弟連忙對老奶    

奶說奶說奶說奶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知錯了我知錯了我知錯了我知錯了！」！」！」！」最後老奶奶原諒最後老奶奶原諒最後老奶奶原諒最後老奶奶原諒    

了弟弟了弟弟了弟弟了弟弟。。。。從此從此從此從此，，，，弟弟再不敢亂拋垃弟弟再不敢亂拋垃弟弟再不敢亂拋垃弟弟再不敢亂拋垃圾圾圾圾了了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