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紀臻翹紀臻翹紀臻翹紀臻翹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特首我是一個特首我是一個特首我是一個特首，，，，    

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    

    

我會為孩子提供教育我會為孩子提供教育我會為孩子提供教育我會為孩子提供教育，，，，    

我會為老人家提供醫療我會為老人家提供醫療我會為老人家提供醫療我會為老人家提供醫療，，，，    

我會為市民提供住屋我會為市民提供住屋我會為市民提供住屋我會為市民提供住屋。。。。    

    

我是一個特首我是一個特首我是一個特首我是一個特首，，，，    

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我是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一定做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一定做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一定做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女特首。。。。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韋易成韋易成韋易成韋易成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    

我是一個高大的我是一個高大的我是一個高大的我是一個高大的、、、、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    

    

我會迅速撲滅大火我會迅速撲滅大火我會迅速撲滅大火我會迅速撲滅大火，，，，    

我會及時救援有需要的人我會及時救援有需要的人我會及時救援有需要的人我會及時救援有需要的人，，，，    

我會教育小朋友防火的知識我會教育小朋友防火的知識我會教育小朋友防火的知識我會教育小朋友防火的知識。。。。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    

我是一個高大的我是一個高大的我是一個高大的我是一個高大的、、、、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高大的一定做一個高大的一定做一個高大的一定做一個高大的、、、、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勇敢的消防員。。。。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花綽衡花綽衡花綽衡花綽衡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    

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    

    

我會滅猛烈大火我會滅猛烈大火我會滅猛烈大火我會滅猛烈大火，，，，    

我會拯救被困的人我會拯救被困的人我會拯救被困的人我會拯救被困的人，，，，    

我會防止猛烈的火出現我會防止猛烈的火出現我會防止猛烈的火出現我會防止猛烈的火出現。。。。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    

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我是一個盡責的消防員。。。。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盡責的消防員一定做一個盡責的消防員一定做一個盡責的消防員一定做一個盡責的消防員。。。。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黎穎然黎穎然黎穎然黎穎然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    

我是一個勇敢的消防員我是一個勇敢的消防員我是一個勇敢的消防員我是一個勇敢的消防員。。。。    

    

我會不斷宣揚防火知識我會不斷宣揚防火知識我會不斷宣揚防火知識我會不斷宣揚防火知識，，，，    

我會奮不顧身地救人我會奮不顧身地救人我會奮不顧身地救人我會奮不顧身地救人，，，，    

我會勇敢地撲火我會勇敢地撲火我會勇敢地撲火我會勇敢地撲火。。。。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是一個消防員，，，，    

我是一個出色的消防員我是一個出色的消防員我是一個出色的消防員我是一個出色的消防員。。。。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英勇的消防員一定做一個英勇的消防員一定做一個英勇的消防員一定做一個英勇的消防員。。。。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何啟康何啟康何啟康何啟康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飛機師我是一個飛機師我是一個飛機師我是一個飛機師，，，，    

我是一個威風凜凜的飛機師我是一個威風凜凜的飛機師我是一個威風凜凜的飛機師我是一個威風凜凜的飛機師。。。。    

    

我會飛去我會飛去我會飛去我會飛去夏威夷夏威夷夏威夷夏威夷滑浪滑浪滑浪滑浪，，，，    

我會飛去我會飛去我會飛去我會飛去埃及埃及埃及埃及看金字塔看金字塔看金字塔看金字塔，，，，    

我會飛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我會飛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我會飛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我會飛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我是一個飛機師我是一個飛機師我是一個飛機師我是一個飛機師，，，，    

我是一個具領導能力我是一個具領導能力我是一個具領導能力我是一個具領導能力的飛機師的飛機師的飛機師的飛機師。。。。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盡責的飛機師一定做一個盡責的飛機師一定做一個盡責的飛機師一定做一個盡責的飛機師。。。。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莫芊陶莫芊陶莫芊陶莫芊陶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鋼琴家我是一個鋼琴家我是一個鋼琴家我是一個鋼琴家，，，，    

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    

    

我會彈出動聽的樂章我會彈出動聽的樂章我會彈出動聽的樂章我會彈出動聽的樂章，，，，    

我會使手指在琴鍵上跳出美妙的舞我會使手指在琴鍵上跳出美妙的舞我會使手指在琴鍵上跳出美妙的舞我會使手指在琴鍵上跳出美妙的舞步步步步，，，，    

我會在台上發光發熱我會在台上發光發熱我會在台上發光發熱我會在台上發光發熱。。。。    

    

我是一個鋼琴家我是一個鋼琴家我是一個鋼琴家我是一個鋼琴家，，，，    

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我是一個出色的鋼琴家。。。。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出色的鋼琴家一定做一個出色的鋼琴家一定做一個出色的鋼琴家一定做一個出色的鋼琴家。。。。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孫銘葵孫銘葵孫銘葵孫銘葵    4A4A4A4A    

    

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等我也長大了    

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    

我我我我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是一個出色的演員。。。。    

    

我會令笑容掛在人們臉上我會令笑容掛在人們臉上我會令笑容掛在人們臉上我會令笑容掛在人們臉上，，，，    

我會令人們感動得流淚我會令人們感動得流淚我會令人們感動得流淚我會令人們感動得流淚，，，，    

我會做一個盡責的演員我會做一個盡責的演員我會做一個盡責的演員我會做一個盡責的演員。。。。    

    

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    

我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我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我是一個出色的演員我是一個出色的演員。。。。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我真想真想    

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快點長大！！！！    

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到時候，，，，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不騙你，，，，    

一定做一個出色的演員一定做一個出色的演員一定做一個出色的演員一定做一個出色的演員。。。。    
 

 

 

 

 

 

 

 

 

 



 

 

《《《《辛勤的園丁辛勤的園丁辛勤的園丁辛勤的園丁》》》》                 紀臻翹紀臻翹紀臻翹紀臻翹 4A4A4A4A    

    

我們每個人身邊我們每個人身邊我們每個人身邊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辛勤的園丁都有一個辛勤的園丁都有一個辛勤的園丁都有一個辛勤的園丁，，，，教教教教

授我們知識授我們知識授我們知識授我們知識。。。。除了父母外除了父母外除了父母外除了父母外，，，，你猜猜他是誰你猜猜他是誰你猜猜他是誰你猜猜他是誰？？？？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人就是老師人就是老師人就是老師人就是老師。。。。    

    

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您們每天站在黑板您們每天站在黑板您們每天站在黑板您們每天站在黑板

前前前前，，，，聲情並茂地為我們講課聲情並茂地為我們講課聲情並茂地為我們講課聲情並茂地為我們講課。。。。在這課堂的背後在這課堂的背後在這課堂的背後在這課堂的背後，，，，

您們付出了多少心血您們付出了多少心血您們付出了多少心血您們付出了多少心血？？？？    

    

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您們白天除了您們白天除了您們白天除了您們白天除了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還要處理大大小小的班務還要處理大大小小的班務還要處理大大小小的班務還要處理大大小小的班務，，，，直至深夜直至深夜直至深夜直至深夜，，，，桌邊桌邊桌邊桌邊

仍有您們的身影在批改作業仍有您們的身影在批改作業仍有您們的身影在批改作業仍有您們的身影在批改作業、、、、試卷試卷試卷試卷……………………    

    

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老師的工作非常辛苦！！！！您們生病感冒時您們生病感冒時您們生病感冒時您們生病感冒時，，，，仍仍仍仍

要撐着要撐着要撐着要撐着疲倦的身軀疲倦的身軀疲倦的身軀疲倦的身軀，，，，用沙啞的聲線為我們講課用沙啞的聲線為我們講課用沙啞的聲線為我們講課用沙啞的聲線為我們講課。。。。    

    

當我們犯錯時當我們犯錯時當我們犯錯時當我們犯錯時，，，，您們會嚴厲地責備我們您們會嚴厲地責備我們您們會嚴厲地責備我們您們會嚴厲地責備我們，，，，眼眼眼眼

神卻隱含慈愛神卻隱含慈愛神卻隱含慈愛神卻隱含慈愛。。。。當我們遇到挫折時當我們遇到挫折時當我們遇到挫折時當我們遇到挫折時，，，，你們會耐心你們會耐心你們會耐心你們會耐心

的開解我們的開解我們的開解我們的開解我們，，，，眼神卻充滿憐愛眼神卻充滿憐愛眼神卻充滿憐愛眼神卻充滿憐愛。。。。當我們學有所成當我們學有所成當我們學有所成當我們學有所成

時時時時，，，，您們會高興的祝賀我們您們會高興的祝賀我們您們會高興的祝賀我們您們會高興的祝賀我們，，，，眼神裏眼神裏眼神裏眼神裏洋溢洋溢洋溢洋溢着着着着喜悅喜悅喜悅喜悅。。。。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感謝您們感謝您們感謝您們感謝您們！！！！您們用知識的種子培育我您們用知識的種子培育我您們用知識的種子培育我您們用知識的種子培育我

們們們們，，，，使我們茁壯成長使我們茁壯成長使我們茁壯成長使我們茁壯成長，，，，您真是一個辛勤的園丁您真是一個辛勤的園丁您真是一個辛勤的園丁您真是一個辛勤的園丁！！！！    
 



    

《《《《敬師愛師敬師愛師敬師愛師敬師愛師》》》》                    莫芊陶莫芊陶莫芊陶莫芊陶 4A4A4A4A    

    

    

自古以來自古以來自古以來自古以來，，，，老師是一個備受尊崇的高尚事業老師是一個備受尊崇的高尚事業老師是一個備受尊崇的高尚事業老師是一個備受尊崇的高尚事業。。。。以以以以

前前前前，，，，人們人們人們人們都會尊稱老師為師傅都會尊稱老師為師傅都會尊稱老師為師傅都會尊稱老師為師傅，，，，因為老師是我們人生因為老師是我們人生因為老師是我們人生因為老師是我們人生

的師傅的師傅的師傅的師傅。。。。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孔子不辭勞苦的教學孔子不辭勞苦的教學孔子不辭勞苦的教學孔子不辭勞苦的教學，，，，深受萬人的愛深受萬人的愛深受萬人的愛深受萬人的愛

戴戴戴戴，，，，所以就被後人推崇備至所以就被後人推崇備至所以就被後人推崇備至所以就被後人推崇備至，，，，作為永遠學習的對象作為永遠學習的對象作為永遠學習的對象作為永遠學習的對象。。。。    

    

現今社會競爭激烈現今社會競爭激烈現今社會競爭激烈現今社會競爭激烈，，，，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老師們的壓力老師們的壓力老師們的壓力老師們的壓力也隨之也隨之也隨之也隨之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再說再說再說再說，，，，許多家長望子成龍許多家長望子成龍許多家長望子成龍許多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望女成鳳望女成鳳望女成鳳，，，，經常需經常需經常需經常需

要老要老要老要老師額外輔導師額外輔導師額外輔導師額外輔導，，，，所以老師的工作範圍也因此擴大所以老師的工作範圍也因此擴大所以老師的工作範圍也因此擴大所以老師的工作範圍也因此擴大。。。。

老師不但要教學老師不但要教學老師不但要教學老師不但要教學、、、、輔導輔導輔導輔導、、、、開會和帶隊比賽開會和帶隊比賽開會和帶隊比賽開會和帶隊比賽，，，，也需要用也需要用也需要用也需要用

額外的時間與家長溝通交流額外的時間與家長溝通交流額外的時間與家長溝通交流額外的時間與家長溝通交流，，，，多關多關多關多關顧有特殊需要的學顧有特殊需要的學顧有特殊需要的學顧有特殊需要的學

生和家庭生和家庭生和家庭生和家庭。。。。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因社會大眾對老師有更多的要求和因社會大眾對老師有更多的要求和因社會大眾對老師有更多的要求和因社會大眾對老師有更多的要求和

期望期望期望期望，，，，所以老師更所以老師更所以老師更所以老師更要抽時間要抽時間要抽時間要抽時間去進修去進修去進修去進修，，，，令自己與時俱進令自己與時俱進令自己與時俱進令自己與時俱進。。。。    

    

記得在我二年級時的班主任記得在我二年級時的班主任記得在我二年級時的班主任記得在我二年級時的班主任，，，，他很受我們他很受我們他很受我們他很受我們同學同學同學同學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每逢午息每逢午息每逢午息每逢午息，，，，我們都會呆在課我們都會呆在課我們都會呆在課我們都會呆在課室室室室裏聽他說故事和講裏聽他說故事和講裏聽他說故事和講裏聽他說故事和講

述人生述人生述人生述人生大道理大道理大道理大道理。。。。在他教書的時候在他教書的時候在他教書的時候在他教書的時候，，，，他也非常認真他也非常認真他也非常認真他也非常認真，，，，他他他他

教了我們許多有趣的中文知識和小遊戲教了我們許多有趣的中文知識和小遊戲教了我們許多有趣的中文知識和小遊戲教了我們許多有趣的中文知識和小遊戲，，，，讓我們在學讓我們在學讓我們在學讓我們在學

習過程中十分愉快習過程中十分愉快習過程中十分愉快習過程中十分愉快，，，，相信他對我們的愛相信他對我們的愛相信他對我們的愛相信他對我們的愛，，，，大家都不會大家都不會大家都不會大家都不會

忘記忘記忘記忘記。。。。    

    

我希望藉我希望藉我希望藉我希望藉着着着着這篇文章這篇文章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感激老師感激老師感激老師感激老師們不辭勞苦們不辭勞苦們不辭勞苦們不辭勞苦，，，，以以以以

生命影響生命去培育下一代生命影響生命去培育下一代生命影響生命去培育下一代生命影響生命去培育下一代，，，，您您您您默默耕耘的努力是不默默耕耘的努力是不默默耕耘的努力是不默默耕耘的努力是不

會白費的會白費的會白費的會白費的。。。。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我最喜歡的老師我最喜歡的老師我最喜歡的老師我最喜歡的老師》》》》                何啟康何啟康何啟康何啟康 4A4A4A4A    

    

從幼稚園到現在從幼稚園到現在從幼稚園到現在從幼稚園到現在，，，，有多位老師教過我有多位老師教過我有多位老師教過我有多位老師教過我，，，，而我而我而我而我

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我二年級的班主任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我二年級的班主任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我二年級的班主任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我二年級的班主任————————陳陳陳陳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他的身形瘦削他的身形瘦削他的身形瘦削他的身形瘦削，，，，    一頭黑漆漆的頭髮一頭黑漆漆的頭髮一頭黑漆漆的頭髮一頭黑漆漆的頭髮，，，，臉上臉上臉上臉上

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個高高的鼻子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個高高的鼻子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個高高的鼻子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個高高的鼻子。。。。他熱他熱他熱他熱

愛運動愛運動愛運動愛運動，，，，最喜歡踢足球最喜歡踢足球最喜歡踢足球最喜歡踢足球。。。。    

    

陳陳陳陳老師樂於助人老師樂於助人老師樂於助人老師樂於助人。。。。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我和同學我和同學我和同學我和同學卓軍卓軍卓軍卓軍一一一一

起在操場上跑步起在操場上跑步起在操場上跑步起在操場上跑步。。。。突然突然突然突然，，，，卓軍卓軍卓軍卓軍一不小心滑倒一不小心滑倒一不小心滑倒一不小心滑倒，，，，腳腳腳腳

受傷了受傷了受傷了受傷了，，，，他坐在地上嗚嗚大哭他坐在地上嗚嗚大哭他坐在地上嗚嗚大哭他坐在地上嗚嗚大哭。。。。陳陳陳陳老師知道後老師知道後老師知道後老師知道後，，，，

就立即跑來就立即跑來就立即跑來就立即跑來。。。。接接接接着着着着，，，，他溫柔地他溫柔地他溫柔地他溫柔地安慰安慰安慰安慰卓軍卓軍卓軍卓軍。。。。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扶他到醫務室扶他到醫務室扶他到醫務室扶他到醫務室。。。。    

    

每隔兩個月每隔兩個月每隔兩個月每隔兩個月，，，，陳陳陳陳老師都會在老師都會在老師都會在老師都會在課課課課室室室室裏裏裏裏為同學舉為同學舉為同學舉為同學舉

行生日派對行生日派對行生日派對行生日派對。。。。他會買一個巨型他會買一個巨型他會買一個巨型他會買一個巨型生日蛋糕和汽水生日蛋糕和汽水生日蛋糕和汽水生日蛋糕和汽水，，，，

而我們就會帶一些零食回校分享而我們就會帶一些零食回校分享而我們就會帶一些零食回校分享而我們就會帶一些零食回校分享。。。。每次生日會結每次生日會結每次生日會結每次生日會結

束後束後束後束後，，，，我們都會期待下次的生日會我們都會期待下次的生日會我們都會期待下次的生日會我們都會期待下次的生日會。。。。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陳陳陳陳老師現在不是我的班主任老師現在不是我的班主任老師現在不是我的班主任老師現在不是我的班主任，，，，但是有時但是有時但是有時但是有時

遇見他遇見他遇見他遇見他，，，，他都會微笑他都會微笑他都會微笑他都會微笑着鼓勵我認真讀書着鼓勵我認真讀書着鼓勵我認真讀書着鼓勵我認真讀書。。。。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他他他他

能再次當我的班主任能再次當我的班主任能再次當我的班主任能再次當我的班主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韋韋韋韋易成易成易成易成 4A4A4A4A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您就像春天的雨水您就像春天的雨水您就像春天的雨水您就像春天的雨水、、、、秋季秋季秋季秋季

的大樹的大樹的大樹的大樹、、、、嚴冬的炭火嚴冬的炭火嚴冬的炭火嚴冬的炭火，，，，一年又一年地一年又一年地一年又一年地一年又一年地教導我們教導我們教導我們教導我們，，，，

使我們健康長大使我們健康長大使我們健康長大使我們健康長大。。。。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每年新生來到學校每年新生來到學校每年新生來到學校每年新生來到學校，，，，老師就像春風化老師就像春風化老師就像春風化老師就像春風化

雨雨雨雨，，，，滋潤萬物滋潤萬物滋潤萬物滋潤萬物，，，，使一顆顆小苗鑽出泥土使一顆顆小苗鑽出泥土使一顆顆小苗鑽出泥土使一顆顆小苗鑽出泥土，，，，發出嫩發出嫩發出嫩發出嫩

芽芽芽芽。。。。每一位一年級新生都感受到老師溫柔細緻的每一位一年級新生都感受到老師溫柔細緻的每一位一年級新生都感受到老師溫柔細緻的每一位一年級新生都感受到老師溫柔細緻的

教導教導教導教導，，，，漸漸適應小學生活漸漸適應小學生活漸漸適應小學生活漸漸適應小學生活。。。。    

    

老師又像老師又像老師又像老師又像夏日的驕陽夏日的驕陽夏日的驕陽夏日的驕陽，，，，對犯錯的同學十分嚴對犯錯的同學十分嚴對犯錯的同學十分嚴對犯錯的同學十分嚴

厲厲厲厲。。。。您時常教導我們做事要持之以恆您時常教導我們做事要持之以恆您時常教導我們做事要持之以恆您時常教導我們做事要持之以恆，，，，不要半途不要半途不要半途不要半途

而廢而廢而廢而廢，，，，又讓我們力爭上游又讓我們力爭上游又讓我們力爭上游又讓我們力爭上游，，，，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您的嚴格您的嚴格您的嚴格您的嚴格，，，，

使我們做得更好使我們做得更好使我們做得更好使我們做得更好。。。。    

    

老師又像秋季的大樹老師又像秋季的大樹老師又像秋季的大樹老師又像秋季的大樹，，，，每年班每年班每年班每年班裏裏裏裏的同學都會的同學都會的同學都會的同學都會

升班離開升班離開升班離開升班離開，，，，就像樹葉離開大樹的枝椏就像樹葉離開大樹的枝椏就像樹葉離開大樹的枝椏就像樹葉離開大樹的枝椏。。。。但樹葉總但樹葉總但樹葉總但樹葉總

是想念大樹是想念大樹是想念大樹是想念大樹，，，，紛紛飄落樹根紛紛飄落樹根紛紛飄落樹根紛紛飄落樹根。。。。    

    

冬天來了冬天來了冬天來了冬天來了，，，，真冷真冷真冷真冷！！！！老師給遇到難題的同學雪老師給遇到難題的同學雪老師給遇到難題的同學雪老師給遇到難題的同學雪

中送炭中送炭中送炭中送炭，，，，耐心的為我們解答耐心的為我們解答耐心的為我們解答耐心的為我們解答難題難題難題難題。。。。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辛苦年了辛苦年了辛苦年了辛苦年了！！！！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年復一年的辛年復一年的辛年復一年的辛年復一年的辛

勞勞勞勞！！！！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劉友謙劉友謙劉友謙劉友謙 4A4A4A4A    

    

是誰把無知的我們引領到寬敞的教室是誰把無知的我們引領到寬敞的教室是誰把無知的我們引領到寬敞的教室是誰把無知的我們引領到寬敞的教室，，，，    

教教教教給我們豐富的知識給我們豐富的知識給我們豐富的知識給我們豐富的知識？？？？    

是您是您是您是您！！！！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您用辛勤的汗水您用辛勤的汗水您用辛勤的汗水您用辛勤的汗水，，，，    

哺育剛破土的嫩苗哺育剛破土的嫩苗哺育剛破土的嫩苗哺育剛破土的嫩苗。。。。    

    

是誰把頑皮的我們是誰把頑皮的我們是誰把頑皮的我們是誰把頑皮的我們，，，，    

變成體貼熱心助人的學生變成體貼熱心助人的學生變成體貼熱心助人的學生變成體貼熱心助人的學生？？？？    

是您是您是您是您！！！！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您的關心就像溫暖的陽光您的關心就像溫暖的陽光您的關心就像溫暖的陽光您的關心就像溫暖的陽光，，，，    

溫暖了我們的心靈溫暖了我們的心靈溫暖了我們的心靈溫暖了我們的心靈。。。。    

    

是誰把幼小的我們是誰把幼小的我們是誰把幼小的我們是誰把幼小的我們，，，，    

培育成成熟穩重的少年培育成成熟穩重的少年培育成成熟穩重的少年培育成成熟穩重的少年？？？？    

是您是您是您是您！！！！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您的保護讓我們能健康成長您的保護讓我們能健康成長您的保護讓我們能健康成長您的保護讓我們能健康成長。。。。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辛苦了！！！！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把青春無私的奉把青春無私的奉把青春無私的奉把青春無私的奉獻給我們獻給我們獻給我們獻給我們！！！！我們向您表示最高我們向您表示最高我們向您表示最高我們向您表示最高

的敬意的敬意的敬意的敬意！！！！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姜焯鈞姜焯鈞姜焯鈞姜焯鈞 4A4A4A4A    

    

當這題目映入我眼簾當這題目映入我眼簾當這題目映入我眼簾當這題目映入我眼簾，，，，我腦海便浮現了老師我腦海便浮現了老師我腦海便浮現了老師我腦海便浮現了老師

無怨無悔無怨無悔無怨無悔無怨無悔、、、、默默耕耘的身影默默耕耘的身影默默耕耘的身影默默耕耘的身影……………………    

    

從我踏進校園的那一刻開始從我踏進校園的那一刻開始從我踏進校園的那一刻開始從我踏進校園的那一刻開始，，，，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是您把是您把是您把是您把

我們帶進知識的海洋我們帶進知識的海洋我們帶進知識的海洋我們帶進知識的海洋，，，，豐富我豐富我豐富我豐富我們的心靈們的心靈們的心靈們的心靈，，，，增添我增添我增添我增添我

們的智慧們的智慧們的智慧們的智慧。。。。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您就像一位辛勤的園丁您就像一位辛勤的園丁您就像一位辛勤的園丁您就像一位辛勤的園丁，，，，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辛勤地辛勤地辛勤地辛勤地灌溉灌溉灌溉灌溉，，，，希望把幼小的樹苗培養成一棵棵參希望把幼小的樹苗培養成一棵棵參希望把幼小的樹苗培養成一棵棵參希望把幼小的樹苗培養成一棵棵參

天大樹天大樹天大樹天大樹。。。。您們不僅教導我們無邊的知識您們不僅教導我們無邊的知識您們不僅教導我們無邊的知識您們不僅教導我們無邊的知識，，，，還時常還時常還時常還時常

鼓勵我們不斷進步鼓勵我們不斷進步鼓勵我們不斷進步鼓勵我們不斷進步。。。。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您在講臺上用粉筆默默地授課您在講臺上用粉筆默默地授課您在講臺上用粉筆默默地授課您在講臺上用粉筆默默地授課，，，，下課下課下課下課

後後後後，，，，您孜孜不倦地為我們批改作業您孜孜不倦地為我們批改作業您孜孜不倦地為我們批改作業您孜孜不倦地為我們批改作業，，，，我們怎麼能我們怎麼能我們怎麼能我們怎麼能

不感動呢不感動呢不感動呢不感動呢？？？？在您的循循善誘下在您的循循善誘下在您的循循善誘下在您的循循善誘下，，，，我們收起調皮我們收起調皮我們收起調皮我們收起調皮，，，，

專心讀書專心讀書專心讀書專心讀書，，，，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懂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懂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懂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懂事，，，，一點一點積一點一點積一點一點積一點一點積

累累累累更多的寶貴財富更多的寶貴財富更多的寶貴財富更多的寶貴財富。。。。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您們一生都貢獻在講臺上您們一生都貢獻在講臺上您們一生都貢獻在講臺上您們一生都貢獻在講臺上。。。。「「「「桃李滿桃李滿桃李滿桃李滿

天下天下天下天下」」」」應該就是您們最大的自豪了應該就是您們最大的自豪了應該就是您們最大的自豪了應該就是您們最大的自豪了！！！！您們無私的您們無私的您們無私的您們無私的

付出付出付出付出，，，，不求回報地培育着不求回報地培育着不求回報地培育着不求回報地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

子子子子。。。。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您們真的辛苦了您們真的辛苦了您們真的辛苦了您們真的辛苦了！！！！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4B 4B 4B 4B 阮昊彥阮昊彥阮昊彥阮昊彥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小羊在回家途中經過一個洞小羊在回家途中經過一個洞小羊在回家途中經過一個洞小羊在回家途中經過一個洞，，，，    看見老虎看見老虎看見老虎看見老虎

掉進那個洞裏掉進那個洞裏掉進那個洞裏掉進那個洞裏。。。。老虎看見牠後老虎看見牠後老虎看見牠後老虎看見牠後，，，，立即苦苦哀求小羊把立即苦苦哀求小羊把立即苦苦哀求小羊把立即苦苦哀求小羊把

牠救出來牠救出來牠救出來牠救出來。。。。原本小羊想救牠原本小羊想救牠原本小羊想救牠原本小羊想救牠，，，，但小羊想但小羊想但小羊想但小羊想：：：：如果我救了如果我救了如果我救了如果我救了

牠出來牠出來牠出來牠出來，，，，牠會不會吃掉我呢牠會不會吃掉我呢牠會不會吃掉我呢牠會不會吃掉我呢？？？？小羊頓時不知所措小羊頓時不知所措小羊頓時不知所措小羊頓時不知所措。。。。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小羊回到家後小羊回到家後小羊回到家後小羊回到家後，，，，便愁眉苦臉地跟爸爸媽媽便愁眉苦臉地跟爸爸媽媽便愁眉苦臉地跟爸爸媽媽便愁眉苦臉地跟爸爸媽媽

說說說說：「：「：「：「我看見老虎掉進洞裏我看見老虎掉進洞裏我看見老虎掉進洞裏我看見老虎掉進洞裏，，，，我應不應該救牠呢我應不應該救牠呢我應不應該救牠呢我應不應該救牠呢    ？」？」？」？」

爸爸說爸爸說爸爸說爸爸說：「：「：「：「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我們不能見死不救，，，，但是我們怎麼救呢但是我們怎麼救呢但是我們怎麼救呢但是我們怎麼救呢？」？」？」？」

小羊一家急得團團轉小羊一家急得團團轉小羊一家急得團團轉小羊一家急得團團轉。。。。過了一會過了一會過了一會過了一會，，，，媽媽便提議媽媽便提議媽媽便提議媽媽便提議：「：「：「：「不不不不

如我們把藤枝拋進洞裏如我們把藤枝拋進洞裏如我們把藤枝拋進洞裏如我們把藤枝拋進洞裏，，，，叫老虎抓叫老虎抓叫老虎抓叫老虎抓着着着着一端一端一端一端，，，，    我們則用我們則用我們則用我們則用

口咬口咬口咬口咬著著著著另一端另一端另一端另一端，，，，便能拉牠上來了便能拉牠上來了便能拉牠上來了便能拉牠上來了！」！」！」！」小羊聽到後立即小羊聽到後立即小羊聽到後立即小羊聽到後立即

雀躍萬分雀躍萬分雀躍萬分雀躍萬分。。。。爸爸就高興地說爸爸就高興地說爸爸就高興地說爸爸就高興地說：「：「：「：「那麼我們去找藤枝吧那麼我們去找藤枝吧那麼我們去找藤枝吧那麼我們去找藤枝吧！」！」！」！」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牠們就在森林深處找到一條長長的牠們就在森林深處找到一條長長的牠們就在森林深處找到一條長長的牠們就在森林深處找到一條長長的

藤枝藤枝藤枝藤枝，，，，小羊一家立即帶小羊一家立即帶小羊一家立即帶小羊一家立即帶着藤枝走着藤枝走着藤枝走着藤枝走到那個洞到那個洞到那個洞到那個洞。。。。牠們把它牠們把它牠們把它牠們把它

拋進洞裏拋進洞裏拋進洞裏拋進洞裏，，，，便叫老虎抓緊那條藤枝便叫老虎抓緊那條藤枝便叫老虎抓緊那條藤枝便叫老虎抓緊那條藤枝。。。。牠們一起咬牠們一起咬牠們一起咬牠們一起咬着着着着藤藤藤藤

枝枝枝枝，，，，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牠拉上來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牠拉上來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牠拉上來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牠拉上來。。。。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老虎被小羊一家救了上來老虎被小羊一家救了上來老虎被小羊一家救了上來老虎被小羊一家救了上來。。。。牠激動牠激動牠激動牠激動地道謝地道謝地道謝地道謝

說說說說：「：「：「：「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救命之恩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救命之恩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救命之恩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救命之恩！！！！我答應不會傷害我答應不會傷害我答應不會傷害我答應不會傷害

你們你們你們你們，，，，並和你們做好朋友並和你們做好朋友並和你們做好朋友並和你們做好朋友！！！！然後就和小羊握手然後就和小羊握手然後就和小羊握手然後就和小羊握手。。。。小羊小羊小羊小羊

的父母都感到很欣慰的父母都感到很欣慰的父母都感到很欣慰的父母都感到很欣慰，，，，因為牠們的兒子很有愛心因為牠們的兒子很有愛心因為牠們的兒子很有愛心因為牠們的兒子很有愛心。。。。    

    

                經歷了這次事件後經歷了這次事件後經歷了這次事件後經歷了這次事件後，，，，小羊明白到凡事要小羊明白到凡事要小羊明白到凡事要小羊明白到凡事要「「「「互相幫互相幫互相幫互相幫

忙忙忙忙，，，，互助互愛互助互愛互助互愛互助互愛」」」」這個道理這個道理這個道理這個道理。。。。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4B 4B 4B 4B 胡希樂胡希樂胡希樂胡希樂    

    

    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小羊到樹林散步小羊到樹林散步小羊到樹林散步小羊到樹林散步。。。。正當牠走到大正當牠走到大正當牠走到大正當牠走到大草原的草原的草原的草原的

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突然聽見一把求救的聲音突然聽見一把求救的聲音突然聽見一把求救的聲音突然聽見一把求救的聲音：「：「：「：「請問有人嗎請問有人嗎請問有人嗎請問有人嗎？？？？可否救救我啊可否救救我啊可否救救我啊可否救救我啊？？？？」」」」

小羊四處張望小羊四處張望小羊四處張望小羊四處張望，，，，終於發現小老虎終於發現小老虎終於發現小老虎終於發現小老虎，，，，原來原來原來原來牠牠牠牠掉進一個深洞裏掉進一個深洞裏掉進一個深洞裏掉進一個深洞裏。。。。    

    

小老虎一看到小羊便苦苦哀求牠幫忙小老虎一看到小羊便苦苦哀求牠幫忙小老虎一看到小羊便苦苦哀求牠幫忙小老虎一看到小羊便苦苦哀求牠幫忙。。。。此時此時此時此時，，，，小羊有點猶豫不小羊有點猶豫不小羊有點猶豫不小羊有點猶豫不

決決決決，，，，心想心想心想心想：：：：如果我救了如果我救了如果我救了如果我救了牠牠牠牠，，，，牠牠牠牠會否吃掉我呢會否吃掉我呢會否吃掉我呢會否吃掉我呢？？？？小羊想不通小羊想不通小羊想不通小羊想不通，，，，便轉身跑便轉身跑便轉身跑便轉身跑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小羊回家後小羊回家後小羊回家後小羊回家後，，，，把把把把事事事事情情情情及及及及自己的擔心告訴爸自己的擔心告訴爸自己的擔心告訴爸自己的擔心告訴爸媽媽媽媽。。。。媽媽說媽媽說媽媽說媽媽說：「：「：「：「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我明白你的擔心我明白你的擔心我明白你的擔心我明白你的擔心，，，，但是當別人需要幫忙時但是當別人需要幫忙時但是當別人需要幫忙時但是當別人需要幫忙時，，，，我們應該盡力幫忙我們應該盡力幫忙我們應該盡力幫忙我們應該盡力幫忙。」。」。」。」爸爸爸爸

爸說爸說爸說爸說：「：「：「：「救虎要緊救虎要緊救虎要緊救虎要緊，，，，我們快趕去草原吧我們快趕去草原吧我們快趕去草原吧我們快趕去草原吧！」！」！」！」    

    

小羊一家來到草原小羊一家來到草原小羊一家來到草原小羊一家來到草原，，，，由於洞口太深由於洞口太深由於洞口太深由於洞口太深，，，，牠牠牠牠們顯得不知所措們顯得不知所措們顯得不知所措們顯得不知所措。。。。就在這就在這就在這就在這

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羊爸爸急中生智羊爸爸急中生智羊爸爸急中生智羊爸爸急中生智，，，，在附近找來一條藤枝在附近找來一條藤枝在附近找來一條藤枝在附近找來一條藤枝。。。。他們用力銜他們用力銜他們用力銜他們用力銜着着着着，，，，齊心齊心齊心齊心

合力合力合力合力，，，，把小老虎拉上來把小老虎拉上來把小老虎拉上來把小老虎拉上來。。。。    

    

救起小老虎後救起小老虎後救起小老虎後救起小老虎後，，，，小羊一家都很高興小羊一家都很高興小羊一家都很高興小羊一家都很高興。。。。小老虎很感激小羊一家的幫小老虎很感激小羊一家的幫小老虎很感激小羊一家的幫小老虎很感激小羊一家的幫

忙忙忙忙，，，，向羊爸媽道謝向羊爸媽道謝向羊爸媽道謝向羊爸媽道謝，，，，還向小羊說還向小羊說還向小羊說還向小羊說：「：「：「：「我我我我可以跟可以跟可以跟可以跟你你你你做朋友嗎做朋友嗎做朋友嗎做朋友嗎？」？」？」？」小羊微小羊微小羊微小羊微

笑點頭笑點頭笑點頭笑點頭。。。。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小羊對媽媽說小羊對媽媽說小羊對媽媽說小羊對媽媽說：「：「：「：「原來幫人是一件原來幫人是一件原來幫人是一件原來幫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很快樂的事很快樂的事很快樂的事。」。」。」。」

媽媽回應說媽媽回應說媽媽回應說媽媽回應說：「：「：「：「對對對對，，，，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你要記你要記你要記你要記着着着着，，，，有能力幫有能力幫有能力幫有能力幫

就要幫人就要幫人就要幫人就要幫人，，，，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以貌取人以貌取人以貌取人以貌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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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天朗氣清一個天朗氣清一個天朗氣清一個天朗氣清的早上的早上的早上的早上，，，，小羊在回家途中小羊在回家途中小羊在回家途中小羊在回家途中，，，，在山下在山下在山下在山下

看見一隻老虎掉進又黑暗又深的洞穴裏看見一隻老虎掉進又黑暗又深的洞穴裏看見一隻老虎掉進又黑暗又深的洞穴裏看見一隻老虎掉進又黑暗又深的洞穴裏，，，，樣子十分驚樣子十分驚樣子十分驚樣子十分驚

慌慌慌慌。。。。老虎誠懇地哀求小羊拯救牠老虎誠懇地哀求小羊拯救牠老虎誠懇地哀求小羊拯救牠老虎誠懇地哀求小羊拯救牠，，，，讓牠讓牠讓牠讓牠離開這個洞穴離開這個洞穴離開這個洞穴離開這個洞穴。。。。

小羊心裏暗暗地想小羊心裏暗暗地想小羊心裏暗暗地想小羊心裏暗暗地想：：：：如果我救了牠如果我救了牠如果我救了牠如果我救了牠，，，，牠會把我吃掉嗎牠會把我吃掉嗎牠會把我吃掉嗎牠會把我吃掉嗎？？？？

不如不如不如不如，，，，回家跟爸爸媽媽商量吧回家跟爸爸媽媽商量吧回家跟爸爸媽媽商量吧回家跟爸爸媽媽商量吧！！！！    

    

                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小羊便立即告訴爸爸媽媽小羊便立即告訴爸爸媽媽小羊便立即告訴爸爸媽媽小羊便立即告訴爸爸媽媽：「：「：「：「我在回家我在回家我在回家我在回家

途中途中途中途中，，，，看見一隻老虎掉進一個洞穴裏看見一隻老虎掉進一個洞穴裏看見一隻老虎掉進一個洞穴裏看見一隻老虎掉進一個洞穴裏。。。。我又想拯救牠我又想拯救牠我又想拯救牠我又想拯救牠，，，，

但又怕牠把我吃但又怕牠把我吃但又怕牠把我吃但又怕牠把我吃掉掉掉掉，，，，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媽媽便對牠媽媽便對牠媽媽便對牠媽媽便對牠說說說說：：：：

「「「「乖孩子乖孩子乖孩子乖孩子，『，『，『，『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

救牠吧救牠吧救牠吧救牠吧！」！」！」！」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小羊一家走到洞穴旁邊小羊一家走到洞穴旁邊小羊一家走到洞穴旁邊小羊一家走到洞穴旁邊，，，，牠們想出一個辦牠們想出一個辦牠們想出一個辦牠們想出一個辦

法法法法。。。。首先首先首先首先，，，，牠們摘下一條長長的藤枝牠們摘下一條長長的藤枝牠們摘下一條長長的藤枝牠們摘下一條長長的藤枝，，，，並用嘴巴緊緊並用嘴巴緊緊並用嘴巴緊緊並用嘴巴緊緊

地銜地銜地銜地銜着着着着。。。。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放下藤枝放下藤枝放下藤枝放下藤枝，，，，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上來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上來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上來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上來。。。。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小羊一家成功拯救老虎小羊一家成功拯救老虎小羊一家成功拯救老虎小羊一家成功拯救老虎，，，，牠們覺得很高興牠們覺得很高興牠們覺得很高興牠們覺得很高興。。。。

老虎對小羊老虎對小羊老虎對小羊老虎對小羊說說說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能你能你能你能

做我的好朋友嗎做我的好朋友嗎做我的好朋友嗎做我的好朋友嗎？」？」？」？」小羊答應了小羊答應了小羊答應了小羊答應了。。。。    

            

                這次經歷令小羊明白到這次經歷令小羊明白到這次經歷令小羊明白到這次經歷令小羊明白到，，，，遇見別遇見別遇見別遇見別    

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人需要幫助的時候，，，，要伸出援手要伸出援手要伸出援手要伸出援手。。。。幫幫幫幫    

助了別人助了別人助了別人助了別人，，，，自己也會開心自己也會開心自己也會開心自己也會開心。。。。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4B 4B 4B 4B 陳衍柏陳衍柏陳衍柏陳衍柏    

    

            從前從前從前從前，，，，在一個森林裹住了一隻老虎在一個森林裹住了一隻老虎在一個森林裹住了一隻老虎在一個森林裹住了一隻老虎。。。。一天早上一天早上一天早上一天早上，，，，

老虎一不留神老虎一不留神老虎一不留神老虎一不留神，，，，掉到一個又大又深的洞掉到一個又大又深的洞掉到一個又大又深的洞掉到一個又大又深的洞。。。。剛巧剛巧剛巧剛巧，，，，一隻一隻一隻一隻

小羊散步經過小羊散步經過小羊散步經過小羊散步經過，，，，看見老虎的樣子又可憐又痛苦看見老虎的樣子又可憐又痛苦看見老虎的樣子又可憐又痛苦看見老虎的樣子又可憐又痛苦。。。。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跪跪跪跪着着着着哀求小羊救牠哀求小羊救牠哀求小羊救牠哀求小羊救牠，，，，小羊想小羊想小羊想小羊想：：：：我想救牠我想救牠我想救牠我想救牠，，，，但牠會吃掉但牠會吃掉但牠會吃掉但牠會吃掉

我嗎我嗎我嗎我嗎？？？？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小羊急忙小羊急忙小羊急忙小羊急忙地跑回家地跑回家地跑回家地跑回家，，，，立刻把剛才發生的事立刻把剛才發生的事立刻把剛才發生的事立刻把剛才發生的事

情告訴爸爸媽媽情告訴爸爸媽媽情告訴爸爸媽媽情告訴爸爸媽媽，，，，小羊道小羊道小羊道小羊道：「：「：「：「老虎要幫忙老虎要幫忙老虎要幫忙老虎要幫忙，，，，求求你們求求你們求求你們求求你們

救牠救牠救牠救牠！」！」！」！」雖然爸爸媽媽都半信半疑雖然爸爸媽媽都半信半疑雖然爸爸媽媽都半信半疑雖然爸爸媽媽都半信半疑，，，，但也跟小羊去救但也跟小羊去救但也跟小羊去救但也跟小羊去救

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小羊一家去到大洞旁邊小羊一家去到大洞旁邊小羊一家去到大洞旁邊小羊一家去到大洞旁邊，，，，準備救老準備救老準備救老準備救老

虎虎虎虎。。。。牠們起初都不知所措牠們起初都不知所措牠們起初都不知所措牠們起初都不知所措，，，，但後來發現了藤枝但後來發現了藤枝但後來發現了藤枝但後來發現了藤枝，，，，於是於是於是於是

用嘴巴銜用嘴巴銜用嘴巴銜用嘴巴銜着着着着藤枝藤枝藤枝藤枝，，，，三三三三隻羊齊心合力隻羊齊心合力隻羊齊心合力隻羊齊心合力拉老虎上來拉老虎上來拉老虎上來拉老虎上來。。。。    

    

            小羊一家成功把老虎救出小羊一家成功把老虎救出小羊一家成功把老虎救出小羊一家成功把老虎救出，，，，覺得覺得覺得覺得    

很快樂很快樂很快樂很快樂。。。。這時候這時候這時候這時候，，，，老虎友善地伸出手老虎友善地伸出手老虎友善地伸出手老虎友善地伸出手，，，，    

向小羊說向小羊說向小羊說向小羊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們們們們一一一一家的救命之恩家的救命之恩家的救命之恩家的救命之恩！」！」！」！」    

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無論對方是誰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無論對方是誰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無論對方是誰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無論對方是誰，，，，都都都都    

要盡力幫助要盡力幫助要盡力幫助要盡力幫助。。。。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4B 4B 4B 4B 彭萃心彭萃心彭萃心彭萃心    

    

        一天的早上一天的早上一天的早上一天的早上，，，，小羊在草原散步小羊在草原散步小羊在草原散步小羊在草原散步。。。。途中途中途中途中，，，，牠看見一個牠看見一個牠看見一個牠看見一個

很深很深的大洞很深很深的大洞很深很深的大洞很深很深的大洞，，，，裏面坐了一隻可憐的老虎裏面坐了一隻可憐的老虎裏面坐了一隻可憐的老虎裏面坐了一隻可憐的老虎，，，，牠對小羊牠對小羊牠對小羊牠對小羊

說說說說：「：「：「：「請你救救我吧請你救救我吧請你救救我吧請你救救我吧！！！！」」」」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小羊心想    : : : : 牠會不會把我吃掉牠會不會把我吃掉牠會不會把我吃掉牠會不會把我吃掉

呢呢呢呢？？？？小羊的爸爸常常都叫小羊要樂於助人小羊的爸爸常常都叫小羊要樂於助人小羊的爸爸常常都叫小羊要樂於助人小羊的爸爸常常都叫小羊要樂於助人，，，，但媽媽又叫但媽媽又叫但媽媽又叫但媽媽又叫

小羊要小心行事小羊要小心行事小羊要小心行事小羊要小心行事，，，，不要被騙不要被騙不要被騙不要被騙，，，，令小羊不知所措令小羊不知所措令小羊不知所措令小羊不知所措。。。。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小羊便立即回家問爸爸媽媽小羊便立即回家問爸爸媽媽小羊便立即回家問爸爸媽媽小羊便立即回家問爸爸媽媽。。。。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小羊小羊小羊小羊

焦急地說焦急地說焦急地說焦急地說    : : : : 「「「「外面有一隻糊塗的老虎掉進一個又深又大外面有一隻糊塗的老虎掉進一個又深又大外面有一隻糊塗的老虎掉進一個又深又大外面有一隻糊塗的老虎掉進一個又深又大

的洞的洞的洞的洞，，，，我應不應該幫助牠呢我應不應該幫助牠呢我應不應該幫助牠呢我應不應該幫助牠呢？？？？」」」」爸爸想了不久爸爸想了不久爸爸想了不久爸爸想了不久，，，，便說便說便說便說：：：：

「「「「我們去救牠吧我們去救牠吧我們去救牠吧我們去救牠吧！！！！我們救了牠我們救了牠我們救了牠我們救了牠，，，，牠不會傷害我們的牠不會傷害我們的牠不會傷害我們的牠不會傷害我們的。。。。」」」」    

    

        牠們想到了一個辦法牠們想到了一個辦法牠們想到了一個辦法牠們想到了一個辦法。。。。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小羊在草原找小羊在草原找小羊在草原找小羊在草原找

到了一條長長的藤枝到了一條長長的藤枝到了一條長長的藤枝到了一條長長的藤枝。。。。牠們帶牠們帶牠們帶牠們帶着着着着藤枝到了那個洞藤枝到了那個洞藤枝到了那個洞藤枝到了那個洞，，，，牠們牠們牠們牠們

把藤枝拋給老虎把藤枝拋給老虎把藤枝拋給老虎把藤枝拋給老虎。。。。接接接接着着着着，，，，牠們用嘴巴咬牠們用嘴巴咬牠們用嘴巴咬牠們用嘴巴咬着着着着藤枝藤枝藤枝藤枝，，，，齊心協齊心協齊心協齊心協

力把老虎拉上來力把老虎拉上來力把老虎拉上來力把老虎拉上來。。。。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牠們成功了牠們成功了牠們成功了牠們成功了！！！！小羊一家救了老虎小羊一家救了老虎小羊一家救了老虎小羊一家救了老虎，，，，十分開心十分開心十分開心十分開心。。。。

老虎說老虎說老虎說老虎說：：：：「「「「謝謝你們啊謝謝你們啊謝謝你們啊謝謝你們啊！！！！你可放心你可放心你可放心你可放心，，，，我不會吃掉你們的我不會吃掉你們的我不會吃掉你們的我不會吃掉你們的！！！！」」」」

牠們便做了好朋友牠們便做了好朋友牠們便做了好朋友牠們便做了好朋友。。。。    

    

        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兩個道理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兩個道理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兩個道理這件事令小羊明白到兩個道理：：：：就是要互相幫助及就是要互相幫助及就是要互相幫助及就是要互相幫助及

樂於助人樂於助人樂於助人樂於助人。。。。親親親親愛的讀者愛的讀者愛的讀者愛的讀者，，，，希望你們都可以明白到這兩個希望你們都可以明白到這兩個希望你們都可以明白到這兩個希望你們都可以明白到這兩個

道理啊道理啊道理啊道理啊！！！！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4B 4B 4B 4B 羅紫欣羅紫欣羅紫欣羅紫欣    

    

一天早上一天早上一天早上一天早上，，，，小羊很早小羊很早小羊很早小羊很早便便便便起床起床起床起床，，，，當時爸爸媽媽當時爸爸媽媽當時爸爸媽媽當時爸爸媽媽還沒起床還沒起床還沒起床還沒起床，，，，

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其實早起的感覺也不錯其實早起的感覺也不錯其實早起的感覺也不錯其實早起的感覺也不錯，，，，不但可以呼吸不但可以呼吸不但可以呼吸不但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清新的空清新的空清新的空

氣氣氣氣，，，，而且還能夠聽到小鳥美妙的歌聲而且還能夠聽到小鳥美妙的歌聲而且還能夠聽到小鳥美妙的歌聲而且還能夠聽到小鳥美妙的歌聲。。。。    

    

        接接接接着着着着，，，，牠獨自到森林找食物吃牠獨自到森林找食物吃牠獨自到森林找食物吃牠獨自到森林找食物吃。。。。在途中在途中在途中在途中，，，，牠發現了一牠發現了一牠發現了一牠發現了一

個洞個洞個洞個洞，，，，牠看見一隻老虎掉進洞裏牠看見一隻老虎掉進洞裏牠看見一隻老虎掉進洞裏牠看見一隻老虎掉進洞裏，，，，老虎看見小羊就跪老虎看見小羊就跪老虎看見小羊就跪老虎看見小羊就跪着着着着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哀求牠哀求牠哀求牠哀求牠，，，，老虎說老虎說老虎說老虎說::::「「「「求求你快救我出來吧求求你快救我出來吧求求你快救我出來吧求求你快救我出來吧!!!!」」」」小羊很想幫牠小羊很想幫牠小羊很想幫牠小羊很想幫牠，，，，

但心想但心想但心想但心想::::牠會不會用這個圈套來騙我牠會不會用這個圈套來騙我牠會不會用這個圈套來騙我牠會不會用這個圈套來騙我? ? ? ?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牠牠牠牠決定立即跑回決定立即跑回決定立即跑回決定立即跑回

家問爸媽的意見家問爸媽的意見家問爸媽的意見家問爸媽的意見。。。。    

    

                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回家後，，，，牠就問牠的父母牠就問牠的父母牠就問牠的父母牠就問牠的父母::::「「「「我剛才在森林裏看我剛才在森林裏看我剛才在森林裏看我剛才在森林裏看見有一見有一見有一見有一

隻老虎掉進洞隻老虎掉進洞隻老虎掉進洞隻老虎掉進洞裏裏裏裏，，，，我想救牠我想救牠我想救牠我想救牠，，，，但又怕牠但又怕牠但又怕牠但又怕牠騙我騙我騙我騙我，，，，想吃掉我想吃掉我想吃掉我想吃掉我，，，，我我我我

應不應該救應不應該救應不應該救應不應該救牠牠牠牠呢呢呢呢????」」」」爸爸和媽媽二話不說便拉爸爸和媽媽二話不說便拉爸爸和媽媽二話不說便拉爸爸和媽媽二話不說便拉着着着着小羊跑回小羊跑回小羊跑回小羊跑回森森森森

林林林林。。。。    

    

到了洞附近到了洞附近到了洞附近到了洞附近，，，，羊媽媽正羊媽媽正羊媽媽正羊媽媽正急忙地想急忙地想急忙地想急忙地想着着着着用什麼辦法救老虎用什麼辦法救老虎用什麼辦法救老虎用什麼辦法救老虎，，，，

小羊急中生智小羊急中生智小羊急中生智小羊急中生智，，，，立刻拿立刻拿立刻拿立刻拿着着着着旁邊的藤枝跟牠的父母說旁邊的藤枝跟牠的父母說旁邊的藤枝跟牠的父母說旁邊的藤枝跟牠的父母說::::「「「「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我們快用嘴巴咬我們快用嘴巴咬我們快用嘴巴咬我們快用嘴巴咬着着着着藤枝藤枝藤枝藤枝，，，，把老虎拉上來吧把老虎拉上來吧把老虎拉上來吧把老虎拉上來吧。」。」。」。」牠們齊牠們齊牠們齊牠們齊

心合力拉呀拉心合力拉呀拉心合力拉呀拉心合力拉呀拉，，，，拉呀拉拉呀拉拉呀拉拉呀拉，，，，老虎終於回到地面了老虎終於回到地面了老虎終於回到地面了老虎終於回到地面了。。。。牠心想牠心想牠心想牠心想::::回回回回

到地面踏實的感覺真舒服到地面踏實的感覺真舒服到地面踏實的感覺真舒服到地面踏實的感覺真舒服！！！！    

    

                小羊一家因為幫助了老虎而感到非常高興小羊一家因為幫助了老虎而感到非常高興小羊一家因為幫助了老虎而感到非常高興小羊一家因為幫助了老虎而感到非常高興，，，，還為小羊的還為小羊的還為小羊的還為小羊的

機智而驕傲機智而驕傲機智而驕傲機智而驕傲，，，，最後老虎握最後老虎握最後老虎握最後老虎握着着着着小羊的手跟他說小羊的手跟他說小羊的手跟他說小羊的手跟他說::::「「「「親愛的小羊親愛的小羊親愛的小羊親愛的小羊，，，，

謝謝你們一家人的幫助謝謝你們一家人的幫助謝謝你們一家人的幫助謝謝你們一家人的幫助，，，，我一定會感恩圖報我一定會感恩圖報我一定會感恩圖報我一定會感恩圖報，，，，將來如果你們將來如果你們將來如果你們將來如果你們

需要幫助需要幫助需要幫助需要幫助，，，，我一定會幫助你們的我一定會幫助你們的我一定會幫助你們的我一定會幫助你們的。」。」。」。」    

    

                親愛的讀者們親愛的讀者們親愛的讀者們親愛的讀者們，，，，看了這篇有趣的文章後看了這篇有趣的文章後看了這篇有趣的文章後看了這篇有趣的文章後，，，，你們明白這個你們明白這個你們明白這個你們明白這個

故事背後的道理嗎故事背後的道理嗎故事背後的道理嗎故事背後的道理嗎? ? ? ? 其實道理是其實道理是其實道理是其實道理是::::不管他是好人還是不管他是好人還是不管他是好人還是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壞人壞人壞人，，，，

如果他身處危險中需要幫忙如果他身處危險中需要幫忙如果他身處危險中需要幫忙如果他身處危險中需要幫忙，，，，我們都應該要幫助他們我們都應該要幫助他們我們都應該要幫助他們我們都應該要幫助他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像小羊像小羊像小羊像小羊一樣猶豫不決啊一樣猶豫不決啊一樣猶豫不決啊一樣猶豫不決啊!!!!    
    



   

《《《《小羊救老虎小羊救老虎小羊救老虎小羊救老虎》》》》                        4C4C4C4C 陳柏澔陳柏澔陳柏澔陳柏澔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小羊在草原散步小羊在草原散步小羊在草原散步小羊在草原散步，，，，看到一隻可憐的老虎掉看到一隻可憐的老虎掉看到一隻可憐的老虎掉看到一隻可憐的老虎掉

進地洞裏進地洞裏進地洞裏進地洞裏。。。。老虎裝出可憐的樣子老虎裝出可憐的樣子老虎裝出可憐的樣子老虎裝出可憐的樣子，，，，並向小羊求救並向小羊求救並向小羊求救並向小羊求救，，，，道道道道：「：「：「：「求求求求

你救我吧你救我吧你救我吧你救我吧！」！」！」！」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小羊心想：：：：如果我救了牠上來如果我救了牠上來如果我救了牠上來如果我救了牠上來，，，，牠牠牠牠

會不會把我吃掉會不會把我吃掉會不會把我吃掉會不會把我吃掉？？？？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小羊馬上回家小羊馬上回家小羊馬上回家小羊馬上回家，，，，便跟爸爸媽媽說便跟爸爸媽媽說便跟爸爸媽媽說便跟爸爸媽媽說：「：「：「：「我看見一我看見一我看見一我看見一

隻可憐的老虎掉隻可憐的老虎掉隻可憐的老虎掉隻可憐的老虎掉進地洞裏進地洞裏進地洞裏進地洞裏，，，，我們應不應該救牠我們應不應該救牠我們應不應該救牠我們應不應該救牠？」？」？」？」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說媽媽說媽媽說媽媽說：「：「：「：「我們應該救老虎我們應該救老虎我們應該救老虎我們應該救老虎！」！」！」！」    

    

                小羊一家決定去救老虎小羊一家決定去救老虎小羊一家決定去救老虎小羊一家決定去救老虎，，，，於是就拋下又粗又長的藤於是就拋下又粗又長的藤於是就拋下又粗又長的藤於是就拋下又粗又長的藤

枝枝枝枝，，，，齊心協力把老虎拉上來齊心協力把老虎拉上來齊心協力把老虎拉上來齊心協力把老虎拉上來。。。。    

    

                小羊一家很開心小羊一家很開心小羊一家很開心小羊一家很開心，，，，因為牠們辛辛苦苦地救了老虎上因為牠們辛辛苦苦地救了老虎上因為牠們辛辛苦苦地救了老虎上因為牠們辛辛苦苦地救了老虎上

來來來來。。。。老虎感激地跟小羊說老虎感激地跟小羊說老虎感激地跟小羊說老虎感激地跟小羊說：「：「：「：「謝謝你救了我出來謝謝你救了我出來謝謝你救了我出來謝謝你救了我出來！」！」！」！」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還做了小羊的好朋友呢還做了小羊的好朋友呢還做了小羊的好朋友呢還做了小羊的好朋友呢！！！！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小羊明白到不可以見死不救小羊明白到不可以見死不救小羊明白到不可以見死不救小羊明白到不可以見死不救，，，，要幫助有需要要幫助有需要要幫助有需要要幫助有需要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小羊救老虎小羊救老虎小羊救老虎小羊救老虎》》》》                4C4C4C4C 張景茜張景茜張景茜張景茜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小羊在森林裏散步的時候小羊在森林裏散步的時候小羊在森林裏散步的時候小羊在森林裏散步的時候，，，，看見有看見有看見有看見有

一隻老虎掉進深坑裏去一隻老虎掉進深坑裏去一隻老虎掉進深坑裏去一隻老虎掉進深坑裏去，，，，老虎說老虎說老虎說老虎說：「：「：「：「小羊小羊小羊小羊，，，，你可你可你可你可

以救我嗎以救我嗎以救我嗎以救我嗎？」？」？」？」小羊想小羊想小羊想小羊想：：：：究竟究竟究竟究竟救不救老虎呢救不救老虎呢救不救老虎呢救不救老虎呢？？？？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我救了牠我救了牠我救了牠我救了牠，，，，牠可能把我吃掉牠可能把我吃掉牠可能把我吃掉牠可能把我吃掉；；；；不救牠不救牠不救牠不救牠，，，，牠就會死牠就會死牠就會死牠就會死。。。。

小羊不知所措小羊不知所措小羊不知所措小羊不知所措。。。。    

    

                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小羊回家問爸爸媽媽救不救老虎小羊回家問爸爸媽媽救不救老虎小羊回家問爸爸媽媽救不救老虎小羊回家問爸爸媽媽救不救老虎。。。。爸爸爸爸

爸說爸說爸說爸說：「：「：「：「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小羊一家到深坑去小羊一家到深坑去小羊一家到深坑去小羊一家到深坑去，，，，並在附近並在附近並在附近並在附近

找來一條藤枝找來一條藤枝找來一條藤枝找來一條藤枝，，，，然後叫老虎用牠鋒利的爪子抓然後叫老虎用牠鋒利的爪子抓然後叫老虎用牠鋒利的爪子抓然後叫老虎用牠鋒利的爪子抓着着着着

藤枝藤枝藤枝藤枝，，，，小羊一家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了上來小羊一家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了上來小羊一家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了上來小羊一家齊心協力地把老虎拉了上來。。。。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老虎被救上來了老虎被救上來了老虎被救上來了老虎被救上來了。。。。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跟小羊說跟小羊說跟小羊說跟小羊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小羊一家小羊一家小羊一家小羊一家    

很高興很高興很高興很高興，，，，老虎跟小羊握手道謝老虎跟小羊握手道謝老虎跟小羊握手道謝老虎跟小羊握手道謝。。。。    

    

                小羊明白了要互相幫助小羊明白了要互相幫助小羊明白了要互相幫助小羊明白了要互相幫助，，，，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以見死以見死以見死以見死不不不不救救救救；；；；老虎也明白了不可以老虎也明白了不可以老虎也明白了不可以老虎也明白了不可以    

恩將仇報的恩將仇報的恩將仇報的恩將仇報的。。。。    
 
 

 

 

 

 



 
 

 

《《《《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        4C4C4C4C 黃小敏黃小敏黃小敏黃小敏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我起床後我起床後我起床後我起床後，，，，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竟然發現自己變竟然發現自己變竟然發現自己變竟然發現自己變

成一隻很可愛的兔子成一隻很可愛的兔子成一隻很可愛的兔子成一隻很可愛的兔子，，，，還有長長的貓鬚還有長長的貓鬚還有長長的貓鬚還有長長的貓鬚。。。。我全身都是我全身都是我全身都是我全身都是

粉紅色的毛粉紅色的毛粉紅色的毛粉紅色的毛，，，，還有像松鼠一樣長的尾巴還有像松鼠一樣長的尾巴還有像松鼠一樣長的尾巴還有像松鼠一樣長的尾巴，，，，我的嘴巴有我的嘴巴有我的嘴巴有我的嘴巴有

一對一對一對一對又白又可愛的小門牙又白又可愛的小門牙又白又可愛的小門牙又白又可愛的小門牙。。。。    
    

                我非常開心我非常開心我非常開心我非常開心，，，，在樹林高興地跟我的同伴在美麗的在樹林高興地跟我的同伴在美麗的在樹林高興地跟我的同伴在美麗的在樹林高興地跟我的同伴在美麗的

森林玩耍森林玩耍森林玩耍森林玩耍。。。。我說我說我說我說：「：「：「：「不如我們玩一個叫不如我們玩一個叫不如我們玩一個叫不如我們玩一個叫『『『『選美大賽選美大賽選美大賽選美大賽』』』』的的的的

遊戲遊戲遊戲遊戲，，，，遊戲規則是男生做評判遊戲規則是男生做評判遊戲規則是男生做評判遊戲規則是男生做評判，，，，女生女生女生女生就就就就回家打扮得漂回家打扮得漂回家打扮得漂回家打扮得漂

漂亮亮漂亮亮漂亮亮漂亮亮。。。。」」」」我的同伴我的同伴我的同伴我的同伴妙思妙思妙思妙思說說說說：「：「：「：「快點開始吧快點開始吧快點開始吧快點開始吧！！！！」」」」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

情馬上很緊張了情馬上很緊張了情馬上很緊張了情馬上很緊張了！！！！    

    

                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過了一會兒，，，，全部女生都在家裏打扮完畢全部女生都在家裏打扮完畢全部女生都在家裏打扮完畢全部女生都在家裏打扮完畢，，，，男生男生男生男生

看見都讚不絕口看見都讚不絕口看見都讚不絕口看見都讚不絕口，，，，我們的男同伴我們的男同伴我們的男同伴我們的男同伴惠強惠強惠強惠強說說說說：「：「：「：「她她她她們都各有們都各有們都各有們都各有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儀態萬千儀態萬千儀態萬千儀態萬千啊啊啊啊！！！！」」」」    

    

                經過一輪經過一輪經過一輪經過一輪評審評審評審評審後後後後，，，，各位評判已經選出一位最具特各位評判已經選出一位最具特各位評判已經選出一位最具特各位評判已經選出一位最具特

色的兔小姐了色的兔小姐了色的兔小姐了色的兔小姐了，，，，她就是我的好朋友她就是我的好朋友她就是我的好朋友她就是我的好朋友妙思妙思妙思妙思，，，，大家都為大家都為大家都為大家都為她她她她

歡呼拍掌歡呼拍掌歡呼拍掌歡呼拍掌。。。。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原原原原

來剛才的一切都是一場夢罷了來剛才的一切都是一場夢罷了來剛才的一切都是一場夢罷了來剛才的一切都是一場夢罷了。。。。    

    
    

    

    

    



   

《《《《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                4C4C4C4C 黃柏毅黃柏毅黃柏毅黃柏毅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我起床後我起床後我起床後我起床後，，，，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竟然發現自竟然發現自竟然發現自竟然發現自

己變成了一隻兇猛的鱷魚己變成了一隻兇猛的鱷魚己變成了一隻兇猛的鱷魚己變成了一隻兇猛的鱷魚。。。。鏡鏡鏡鏡中的我身上長滿了中的我身上長滿了中的我身上長滿了中的我身上長滿了

綠色的鱗片綠色的鱗片綠色的鱗片綠色的鱗片，，，，有鋒利的牙齒和長長的尾巴有鋒利的牙齒和長長的尾巴有鋒利的牙齒和長長的尾巴有鋒利的牙齒和長長的尾巴。。。。我害我害我害我害

怕被人發現怕被人發現怕被人發現怕被人發現，，，，會被捉去動物園會被捉去動物園會被捉去動物園會被捉去動物園，，，，失去自由失去自由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我向我向我向我向

森林的方向逃跑森林的方向逃跑森林的方向逃跑森林的方向逃跑，，，，途中遇見一隻小羊途中遇見一隻小羊途中遇見一隻小羊途中遇見一隻小羊，，，，小羊看見小羊看見小羊看見小羊看見

我很凶猛我很凶猛我很凶猛我很凶猛，，，，感到很驚慌感到很驚慌感到很驚慌感到很驚慌，，，，立即拔腿便逃立即拔腿便逃立即拔腿便逃立即拔腿便逃。。。。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小小小小羊羊羊羊不小心掉到河裏去不小心掉到河裏去不小心掉到河裏去不小心掉到河裏去。。。。小羊嚇得大叫小羊嚇得大叫小羊嚇得大叫小羊嚇得大叫：「：「：「：「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呀呀呀呀！！！！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這個時候這個時候這個時候這個時候，，，，我立即跳進河去我立即跳進河去我立即跳進河去我立即跳進河去救救救救小小小小

羊上岸羊上岸羊上岸羊上岸。。。。小羊被小羊被小羊被小羊被救救救救後後後後，，，，拉着我的手說拉着我的手說拉着我的手說拉着我的手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聽到鬧鐘的響聲，，，，我立刻驚醒過我立刻驚醒過我立刻驚醒過我立刻驚醒過

來來來來，，，，原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原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原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原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    

    
 

 

 

 

 

 

 

 

 

 

 

 

 

 



   

《《《《一次難忘的旅行一次難忘的旅行一次難忘的旅行一次難忘的旅行》》》》                4D4D4D4D 陳裕太陳裕太陳裕太陳裕太    

    

                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爸爸媽媽帶我和哥哥結伴爸爸媽媽帶我和哥哥結伴爸爸媽媽帶我和哥哥結伴爸爸媽媽帶我和哥哥結伴

到到到到澳門澳門澳門澳門一天遊一天遊一天遊一天遊。。。。    

    

                陽光普照下陽光普照下陽光普照下陽光普照下，，，，我們一家人很早便起床我們一家人很早便起床我們一家人很早便起床我們一家人很早便起床。。。。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我我我我

們懷們懷們懷們懷着着着着希望的心情一同乘車到希望的心情一同乘車到希望的心情一同乘車到希望的心情一同乘車到上環上環上環上環的港澳碼頭乘船前的港澳碼頭乘船前的港澳碼頭乘船前的港澳碼頭乘船前

往往往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我們乘船的途中我們乘船的途中我們乘船的途中我們乘船的途中，，，，天空突然烏雲密佈天空突然烏雲密佈天空突然烏雲密佈天空突然烏雲密佈，，，，我想我想我想我想：：：：為為為為

什麼天空像晚上來臨什麼天空像晚上來臨什麼天空像晚上來臨什麼天空像晚上來臨似的似的似的似的。。。。    

    

                這時這時這時這時，，，，爸爸說爸爸說爸爸說爸爸說：「：「：「：「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快下雨快下雨快下雨快下雨！！！！怎麼怎麼怎麼怎麼

辦辦辦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在途中在途中在途中在途中，，，，我們只好繼續坐船到了我們只好繼續坐船到了我們只好繼續坐船到了我們只好繼續坐船到了澳門澳門澳門澳門。。。。可是可是可是可是，，，，這這這這

裏又突然掛起三號風球裏又突然掛起三號風球裏又突然掛起三號風球裏又突然掛起三號風球，，，，我們只有在碼頭等消息我們只有在碼頭等消息我們只有在碼頭等消息我們只有在碼頭等消息。。。。但但但但

是是是是，，，，等了很久還是大風大雨的等了很久還是大風大雨的等了很久還是大風大雨的等了很久還是大風大雨的。。。。到了黃昏到了黃昏到了黃昏到了黃昏，，，，媽媽嘆一媽媽嘆一媽媽嘆一媽媽嘆一

口氣說口氣說口氣說口氣說：「：「：「：「我們回家吧我們回家吧我們回家吧我們回家吧！」！」！」！」這時這時這時這時，，，，我們只好懷我們只好懷我們只好懷我們只好懷着着着着失望的失望的失望的失望的

心情坐船回家去心情坐船回家去心情坐船回家去心情坐船回家去。。。。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4D4D4D4D 黃曉瑩黃曉瑩黃曉瑩黃曉瑩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可愛的小羊在草原吃嫩綠的草可愛的小羊在草原吃嫩綠的草可愛的小羊在草原吃嫩綠的草可愛的小羊在草原吃嫩綠的草。。。。小羊看到小羊看到小羊看到小羊看到

不遠處有一個坑洞不遠處有一個坑洞不遠處有一個坑洞不遠處有一個坑洞，，，，牠走到牠走到牠走到牠走到坑洞旁邊坑洞旁邊坑洞旁邊坑洞旁邊，，，，發現裏面發現裏面發現裏面發現裏面，，，，一一一一

隻老虎隻老虎隻老虎隻老虎，，，，老虎一見小羊老虎一見小羊老虎一見小羊老虎一見小羊，，，，便哀求小羊救牠出去便哀求小羊救牠出去便哀求小羊救牠出去便哀求小羊救牠出去但小羊但小羊但小羊但小羊

沒有理會沒有理會沒有理會沒有理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小羊害怕老虎會吃掉牠小羊害怕老虎會吃掉牠小羊害怕老虎會吃掉牠小羊害怕老虎會吃掉牠。。。。    

    

                接接接接着着着着，，，，小羊回到家小羊回到家小羊回到家小羊回到家，，，，牠就對爸媽說牠就對爸媽說牠就對爸媽說牠就對爸媽說：「：「：「：「我在草原吃我在草原吃我在草原吃我在草原吃

草時草時草時草時，，，，看到一隻老虎掉進洞裏去看到一隻老虎掉進洞裏去看到一隻老虎掉進洞裏去看到一隻老虎掉進洞裏去，，，，牠哀求我去救牠牠哀求我去救牠牠哀求我去救牠牠哀求我去救牠。」。」。」。」

小羊的爸爸說小羊的爸爸說小羊的爸爸說小羊的爸爸說：「：「：「：「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呢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呢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呢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呢！」！」！」！」小羊媽媽小羊媽媽小羊媽媽小羊媽媽

點了點頭點了點頭點了點頭點了點頭。。。。    

    

                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小羊一家去到草原小羊一家去到草原小羊一家去到草原小羊一家去到草原，，，，牠們找到一根藤枝牠們找到一根藤枝牠們找到一根藤枝牠們找到一根藤枝，，，，

牠們才走到洞邊牠們才走到洞邊牠們才走到洞邊牠們才走到洞邊，，，，小羊把藤枝拋到老虎身旁小羊把藤枝拋到老虎身旁小羊把藤枝拋到老虎身旁小羊把藤枝拋到老虎身旁，，，，並並並並叫牠叫牠叫牠叫牠

捉緊藤枝捉緊藤枝捉緊藤枝捉緊藤枝。。。。牠們用嘴巴銜牠們用嘴巴銜牠們用嘴巴銜牠們用嘴巴銜着着着着藤枝藤枝藤枝藤枝，，，，齊心協力救了老虎齊心協力救了老虎齊心協力救了老虎齊心協力救了老虎

出來出來出來出來！！！！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老虎老虎老虎老虎成功離開坑洞成功離開坑洞成功離開坑洞成功離開坑洞。。。。小羊一家笑了小羊一家笑了小羊一家笑了小羊一家笑了，，，，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握握握握着着着着小羊的手說小羊的手說小羊的手說小羊的手說：「：「：「：「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我我我我一一一一定不會恩將定不會恩將定不會恩將定不會恩將

仇報的仇報的仇報的仇報的！」！」！」！」    

    

                小羊明白到要樂於助人小羊明白到要樂於助人小羊明白到要樂於助人小羊明白到要樂於助人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    

    

    
    

    

    



  

 

 

《《《《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            4D4D4D4D 鄧舒玲鄧舒玲鄧舒玲鄧舒玲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我起床後我起床後我起床後我起床後，，，，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竟然發現竟然發現竟然發現竟然發現    

自己變成了一隻小貓自己變成了一隻小貓自己變成了一隻小貓自己變成了一隻小貓。。。。    

    

                                鏡中的我鏡中的我鏡中的我鏡中的我有有有有一身雪白的毛一身雪白的毛一身雪白的毛一身雪白的毛，，，，尖尖的耳朵尖尖的耳朵尖尖的耳朵尖尖的耳朵，，，，眼眼眼眼    

                睛亮晶晶的像兩顆綠寶石睛亮晶晶的像兩顆綠寶石睛亮晶晶的像兩顆綠寶石睛亮晶晶的像兩顆綠寶石，，，，尾巴長長的尾巴長長的尾巴長長的尾巴長長的，，，，可愛可愛可愛可愛    

                極了極了極了極了！！！！    

    

                                                        我感覺太好了我感覺太好了我感覺太好了我感覺太好了，，，，終於不用聽爸爸媽媽終於不用聽爸爸媽媽終於不用聽爸爸媽媽終於不用聽爸爸媽媽    

                                            的嘮叨的嘮叨的嘮叨的嘮叨，，，，做貓真自由做貓真自由做貓真自由做貓真自由！！！！中午的時候中午的時候中午的時候中午的時候，，，，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從市場買了一條又大又肥從市場買了一條又大又肥從市場買了一條又大又肥從市場買了一條又大又肥又又又又新鮮的魚新鮮的魚新鮮的魚新鮮的魚，，，，我我我我    

                                看到魚看到魚看到魚看到魚，，，，高興極了高興極了高興極了高興極了，，，，饞得我口水饞得我口水饞得我口水饞得我口水直直直直流流流流，，，，捧起捧起捧起捧起    

            魚大口大口地吃魚大口大口地吃魚大口大口地吃魚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津津有味。。。。這時這時這時這時，，，，媽媽發現媽媽發現媽媽發現媽媽發現    

            了了了了，，，，馬上手裏拿起棍子打我馬上手裏拿起棍子打我馬上手裏拿起棍子打我馬上手裏拿起棍子打我，，，，我只好跳窗而出我只好跳窗而出我只好跳窗而出我只好跳窗而出，，，，逃逃逃逃    

                            命去了命去了命去了命去了！！！！我一直我一直我一直我一直在街上在街上在街上在街上流浪流浪流浪流浪，，，，肚子餓肚子餓肚子餓肚子餓得隆隆作得隆隆作得隆隆作得隆隆作    

        響響響響！！！！我開始懷念以前的生活了我開始懷念以前的生活了我開始懷念以前的生活了我開始懷念以前的生活了，，，，每天都有豐盛的食每天都有豐盛的食每天都有豐盛的食每天都有豐盛的食    

        物可以盡情地享用物可以盡情地享用物可以盡情地享用物可以盡情地享用，，，，現在只能自己去找食物現在只能自己去找食物現在只能自己去找食物現在只能自己去找食物。。。。在附在附在附在附    

                    近垃圾桶裏近垃圾桶裏近垃圾桶裏近垃圾桶裏，，，，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條又大又肥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條又大又肥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條又大又肥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條又大又肥的    

魚魚魚魚，，，，正正正正在這時在這時在這時在這時，，，，卻看到一隻長相兇惡的野狗向我撲卻看到一隻長相兇惡的野狗向我撲卻看到一隻長相兇惡的野狗向我撲卻看到一隻長相兇惡的野狗向我撲了了了了

上來上來上來上來，，，，我被咬得遍體鱗傷我被咬得遍體鱗傷我被咬得遍體鱗傷我被咬得遍體鱗傷。。。。原原原原來貓的世界如此可怕來貓的世界如此可怕來貓的世界如此可怕來貓的世界如此可怕！！！！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我聽到鬧我聽到鬧我聽到鬧我聽到鬧鐘鐘鐘鐘響聲響聲響聲響聲，，，，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原來原來原來原來

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    
    

 

 



   

《《《《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變形記》》》》            4D4D4D4D 鄧康廉鄧康廉鄧康廉鄧康廉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起床後起床後起床後起床後，，，，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看看鏡子，，，，竟然發現自己變成竟然發現自己變成竟然發現自己變成竟然發現自己變成

了一隻啄木鳥了一隻啄木鳥了一隻啄木鳥了一隻啄木鳥。。。。    

    

                鏡中的我鏡中的我鏡中的我鏡中的我，，，，有一個尖銳堅硬的啄有一個尖銳堅硬的啄有一個尖銳堅硬的啄有一個尖銳堅硬的啄，，，，還有一張長長還有一張長長還有一張長長還有一張長長

的嘴巴和一雙的嘴巴和一雙的嘴巴和一雙的嘴巴和一雙烏烏烏烏溜溜的眼睛溜溜的眼睛溜溜的眼睛溜溜的眼睛。。。。我的身上長滿了色彩繽我的身上長滿了色彩繽我的身上長滿了色彩繽我的身上長滿了色彩繽

紛的羽毛紛的羽毛紛的羽毛紛的羽毛，，，，真漂亮啊真漂亮啊真漂亮啊真漂亮啊！！！！從所有從所有從所有從所有特徵特徵特徵特徵看來看來看來看來，，，，我知道我成我知道我成我知道我成我知道我成

為了為了為了為了「「「「樹木醫生樹木醫生樹木醫生樹木醫生」」」」----------------啄木鳥啄木鳥啄木鳥啄木鳥。。。。我心想我心想我心想我心想：：：：今天是我第今天是我第今天是我第今天是我第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替替替替樹木看病樹木看病樹木看病樹木看病。。。。    

    

                從早上到下午從早上到下午從早上到下午從早上到下午，，，，我一邊飛我一邊飛我一邊飛我一邊飛，，，，一邊到處尋找一邊到處尋找一邊到處尋找一邊到處尋找「「「「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但是這兒但是這兒但是這兒但是這兒到處都到處都到處都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是高樓大廈是高樓大廈是高樓大廈，，，，我的肚子十分餓了我的肚子十分餓了我的肚子十分餓了我的肚子十分餓了。。。。突突突突

然然然然，，，，我看見一棵老榕樹在大叫我看見一棵老榕樹在大叫我看見一棵老榕樹在大叫我看見一棵老榕樹在大叫：「：「：「：「哎喲哎喲哎喲哎喲，，，，哎喲哎喲哎喲哎喲……………………」」」」我我我我

立刻飛到立刻飛到立刻飛到立刻飛到他他他他面前說面前說面前說面前說：「：「：「：「樹爺爺樹爺爺樹爺爺樹爺爺，，，，您您您您怎麼怎麼怎麼怎麼了了了了？」？」？」？」樹爺爺說樹爺爺說樹爺爺說樹爺爺說：：：：

「「「「我生病了我生病了我生病了我生病了，，，，請你救救我吧請你救救我吧請你救救我吧請你救救我吧！」！」！」！」我我我我二二二二話不說地東敲敲話不說地東敲敲話不說地東敲敲話不說地東敲敲

西敲西敲西敲西敲敲敲敲敲，，，，發出了咚咚的發出了咚咚的發出了咚咚的發出了咚咚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不一會兒不一會兒不一會兒不一會兒，，，，我就把所有我就把所有我就把所有我就把所有

小蟲吃掉了小蟲吃掉了小蟲吃掉了小蟲吃掉了。。。。樹爺爺十分開心樹爺爺十分開心樹爺爺十分開心樹爺爺十分開心，，，，因為我把因為我把因為我把因為我把他他他他的病治好的病治好的病治好的病治好

了了了了。。。。我也十分高興我也十分高興我也十分高興我也十分高興，，，，因為我是一隻出色的喙木鳥因為我是一隻出色的喙木鳥因為我是一隻出色的喙木鳥因為我是一隻出色的喙木鳥。。。。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我聽到鬧鍾我響聲我聽到鬧鍾我響聲我聽到鬧鍾我響聲我聽到鬧鍾我響聲，，，，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我立刻驚醒過來，，，，原原原原

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來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