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安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西多士和弟

弟最愛吃的西蘭花。我們吃後都感到很高興。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傷心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不要

難過，下次考試盡力考好點就可以了，我對你

有信心的，加油！」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畫了一幅畫送給媽媽，媽媽收到

後，立即親了我們。  



趙悦晴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紫菜飯卷和

弟弟最愛吃的日本拉麪。我們吃後都感到很滿

足和快樂。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沮喪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別難

過，只要不斷努力，用心學習，媽媽相信你必

定做得到。」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節

當天，我們親親媽媽，然後説：「媽媽，我愛您。」  



方梓晴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色香味俱全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魚肉

和弟弟最愛吃的雞翅膀。我們吃後都感到很幸

福。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難過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晴晴，

別難過，只要你努力和加油，下次一定可以取

得好成績。」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用心畫了一幅漂亮的畫送給她。 

  



呂梓朗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出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炒蛋和弟

弟最愛吃的雞翅膀。我們吃後都感到很幸福。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失落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盡力

了嗎？下次再努力吧！」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一起吃母親節蛋糕，我也送了一

支花朵給媽媽。 

  



蕭爾軒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烏冬和弟弟

最愛吃的牛排。我們吃後都感到很滿足。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失望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不用

失望！下次再努力好了。」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送了一束美麗的玫瑰花給她。 

  



馮曉晴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羊排和弟弟

最愛吃的炒蛋。我們吃後都感到很開心。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苦惱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孩子，

你不用苦惱，下次再努力吧！」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送給她一條美麗的裙子。 

  



池宗熹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豐富又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煙三

文魚和弟弟最愛吃的牛排。我們吃後都感到很

滿足。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慚愧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這次

考試成績不理想，就要繼續努力，下次再考取

好成績。」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擁着媽媽親吻她的臉龐，並向媽

媽説：「母親節快樂，媽媽！我愛您！」  



何悦希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豐富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壽喜燒

和弟弟最愛吃的番茄意粉。我們吃後都感到很

滿足。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失落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我知

道你已經盡力了，我們想想辦法，希望下次可

以考到好成績。」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畫了一幅美麗的畫給媽媽來傳遞

對她的愛意。  



林配名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豐富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雞肉和弟弟

最愛吃的魚肉。我們吃後都認為食物很美味。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失望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失敗

乃成功之母，盡力而為便可以了」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幫助媽媽一起清潔家居。 

  



 

林煥然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雞翅膀和弟

弟最愛吃的蔬菜。我們吃後都感到很温暖。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沮喪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不要

怕，下次努力些，總會有好成績。」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做了一個蛋糕送給媽媽，並和她

説：「媽媽，我愛您。」 

  



鄭晉勤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雞翅膀和弟

弟最愛吃的牛排。我們吃後都感到很開心。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失落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只要

不放棄，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送了她一束花和一個緊緊的擁抱。 

  



施錦川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營養豐富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三明治

和弟弟最愛吃的熱狗。我們吃後都感到很高興。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灰心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不要

緊！下次繼續努力。」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會送一束康乃馨給她。 

  



鄭康程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西

蘭花和弟弟最愛吃的玉米豬肉餃子。我們吃後

都感到很幸福。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沮喪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我的

孩子，不要氣餒，只要盡了力就可以了！下次

再努力吧！加油！」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預備了一張心意卡，還送上我和

弟弟精心製作的愛心三明治。 

  



譚睿晞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紅蘿蔔和弟

弟最愛吃的牛肉。我們吃後都感到很開心。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難過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努力

學習，我相信你會取得好成績。」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會寫一張感謝卡送給媽媽。 

  



楊皓堯 

  我的媽媽有一雙既靈巧又温柔的手。 

  每天，媽媽都會用她那靈巧的手來為我們

煮美味的食物，例如有我最愛吃的壽司和弟弟

最愛吃的牛排。我們吃後都感到很滿足。 

  當我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感到失望時，

媽媽總會用温柔的手安撫我，並對我説：「不要

緊，下次再努力。」 

  為了感謝媽媽平日對我們的關愛，在母親

節當天，我們親自設計一張母親節卡送給媽媽。 

 

 

 

 

 

 

 

 

 



張海進 

  昨天，我和奶奶在香港仔遇見一位依靠拾紙

皮維生的老婆婆。 

  當時，我準備過馬路時，那位老婆婆的紙皮

全掉在地上了，我幫她拾起所有紙皮後，我把背

包裏的果汁送給婆婆，然後婆婆連聲説：「謝謝

你！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回家後，我和姑母説了這件事的經過之後，

姑母讚我：「你真的是一個好孩子啊！」我回答：

「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完婆婆後，我反而覺得更

開心呢！」 

 

  



陳嘉俊 

  今天下午，我和媽媽一起去天水圍探望姨婆。

首先，我們要乘坐港鐵。由於今天是假期，港鐵

裏有很多乘客，車廂中人山人海，我們好不容易

才可以找到座位。 

  過了幾個站，有一位婆婆上車，我留意到她

行動不便，因為我看見她扶着拐杖。她一直站在

原地，我對她説：「婆婆，你累嗎？我把座位讓給

你吧！」婆婆説：「不用了，你年紀還小。」我笑

着説：「我已經長大了！」婆婆很開心，她摸了摸

我的頭，並説：「小朋友，你真乖！」 

  晚上回家後，媽媽對我説：「嘉俊，你長大了！

今天早上你主動讓座給婆婆，樂於幫助有需要的

人，媽媽為你感到驕傲！」我也非常開心，因為

我不但可以去姨婆的家，還可以幫助別人。我終

於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這個道理！ 



鄉芷晴 

  有一天，我在跆拳道班下課後，天已經黑了，

並且還下着毛毛雨。路面上車很少。對面馬路有

一間中醫診療所，外面站着一對老公公和老婆婆。

他們東張西望，好像很擔心的樣子。 

  於是我便走過去關心他們，我問：「你們為甚

麼看起來好像很擔心？」老公公説：「我們剛看完

中醫，老婆婆行動不便，我們等了很久都沒有的

士或巴士。」我很同情他們，所以我便問：「你們

住在哪裏？」老公公回答説：「我們住在置富花

園。」我很興奮地告訴他們：「我也住在置富花園

啊！」於是我便請求爸爸：「既然他們也住在置富

花園，我們就順道載他們回家吧！」爸爸很樂意

地答應了。 

  我們送他們回到置富花園。老公公和老婆婆

非常感激我們的幫忙。能夠幫助別人，令我感到

非常快樂。 

  這件事情令我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周文浠 

  星期五，我在補習社做功課，鄰座是一位跟

我同校的一年級同學。 

  我們做功課的時候，我留意到她做英文功課

時好像遇到困難，然後我問她：「有甚麼可以幫

忙？」她對我説：「有啊！我不知道怎樣串一個英

文生字。」我就用紙寫給她看，她説：「謝謝妳。」 

  我感到很開心，以後我會專心上課，學更多

知識，下次有同學需要幫忙，我就可以幫助他們

了。 

  



賴灝朗 

  媽媽在香港防癌會工作已六年多，在這段時

間裡，我也會到她公司參與一些義務工作，例如：

慈善活動，我在她公司裏幫忙包裝關懷防疫包，

為一些有需要的癌症病人而設，令我感到極具意

義。 

  雖然我不認識那些病人，但知道那些防疫包

是專為他們進出醫院時加強保護，有助減低他們

感染的機會時，我便為自己能給他們送上幫忙而

感到無比的快樂。 

  



梁剛領 

  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媽媽帶我到公園

玩。 

  我在公園正玩得興高采烈，突然，看見一

個小妹妹跑去溜滑梯時不小心摔倒了，哇哇地

哭了起來，我連忙跑過去把她扶起來，安慰她︰

「不要哭。」這時，小妹妹的媽媽才走過來看

望她，還謝謝我，我説不用謝。 

  今天，我感到特別高興，因為我做了一件

好事，媽媽還誇獎我呢！ 

  



吳柏諾 

  「助人為快樂之本」是甚麼意思呢？幫助人又為甚麼開心呢？ 

  記得去年的暑假，媽媽帶了我參加義工服務活動。我們需要

搜集快將超過食用限期的食物，以及到街市，超級市場、麪包店

等店舖收集賣剩的東西。我們要將收集回來的東西，重新整理和

包裝好後，便要派發給屋邨裏的獨居老人。當我知道活動的工作，

心想：甚麼！在這炎熱的夏天，要四處向陌生人收集不要的食物！

我只想一邊享受空調，一邊打遊戲機！另外，食物快將過期，不

是應該將它們送往堆填區嗎？ 

  到了活動當天，我們便準備大袋小袋物品送給屋邨的老人家。

所有老人家看見我們送上的物品，臉上都掛着衷心的微笑，紛紛

向我們道謝。我們有説有笑，當中有位九十八歲的老婆婆對我説：

「我平時要非常節儉才能得到温飽。我覺得你有一顆善良和樂於

助人的心，要繼續努力！」聽到這番話，我的臉紅了。 

  雖然幫助別人或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可以令人很快樂，

樂於助人的感覺真好！這次的經歷令我很滿足，令我明白「助人

為快樂之本」。  



周宴希 

  當我還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學校向

我們派了一張關於賣旗的通告。那天晚上，我

和爸爸媽媽商量後，決定了要參與這次有意

義的活動。 

  終於到了賣旗當日，那天是星期六，我們

很早便起牀準備。吃過早餐後，我們便到達賣

旗的地方。爸爸負責揹旗袋，我負責拿貼紙，

當有人經過的時候，我便會和爸爸落力地叫

喊：「叔叔、姨姨，請幫忙買旗呀！」叔叔、

姨姨們都是善心人，他們都會停下來幫我們

買旗，很快旗袋便變得很重了。 

  最後，我們把這個裝滿善款的旗袋，交到

負責的銀行裏。這次的賣旗活動，除了可以幫

助有需要的人，更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活動。希

望這次的賣旗活動，可以幫助那些有需要的

人。 

  



葉天賞 

  關心和幫助別人的確會感到快樂。記得

在唸小一的時候，英文科老師吩咐我幫助一

位同學明白怎樣完成功課。 

  於是，老師安排了我們在小息的時候，由

我講解題目，讓那位同學更詳細地知道應該

如何回答題目。 

  後來那位同學真的可以自行完成功課。

我們都體會到同學們互相幫助是一件非常快

樂的事情。原來，這種快樂比用二十分鐘小息

時間來玩耍更快樂。日後如有機會，我也願意

繼續幫助別人。 

  



劉哲熙 

  小志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

有一天，我們在課室上中文課的時候，老師要

求我們把重點記錄下來，突然，我聽到小志説：

「噢！我的鉛筆不見了！」 

  我看見他焦慮的表情，便立刻翻查一下

自己的文具袋，看到有多一枝鉛筆，就立即把

筆借給他。 

  他接到我的鉛筆後，像放下心頭大石般，

對我説謝謝。我能幫助他，我覺得很快樂呢！ 

  



陳志謙 

  事情發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時候，

全港市民都爭相搶購口罩。 

  有一天，我和媽媽買東西回家的時候，途

中遇見一位老婆婆沒有戴口罩，就上前問她：

「為甚麼你沒有戴口罩？」老婆婆説：「因為

我家裏的口罩已經用光了。」我們立刻送給她

送上一個口罩，她很開心，還多謝我們。 

  我幫助了這位老婆婆，感到很快樂。 

  



吳天琪 

〈賣旗日〉 

  記得去年的九月份，我參加了學校舉行

的賣旗活動。 

  那天是星期六，太陽還未升起，媽媽就帶

我到香港仔人流最多的位置，展開「賣旗三小

時之旅」。 

  我背着旗袋，興奮地走向人來人往的陌

生人面前，面帶笑容地説：「叔叔、姨姨，早

安！請幫忙買旗吧！」就這樣，這句話在賣旗

的三小時內不停重覆，終於，我的旗賣光了，

我的旗袋也漲鼓鼓的。 

  完成這次的賣旗活動後，我體會到原來

幫助別人是這麼有意義，也明白了甚麼叫「助

人為快樂之本」了！  

  



陳思彤 

〈雨天〉 

  今天，烈日炎炎，連風也是熱的。我走在

路上不時擦額頭上的汗珠，果然是盛夏的季

節啊！突然，烏雲滾滾，不一會更下起傾盆大

雨，我趕緊抱頭鼠竄。 

  就在這時，我看見一位老婆婆，一手提着

一袋水果和蔬菜，一手打着傘，吃力地在雨中

行走着。我趕緊走上前對婆婆説：「讓我來幫

你拿吧！」我一邊説着，一邊從她的手中接過

沉甸甸的袋子。 

  我們一起打着傘，在雨中走在往回家的

路上，婆婆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説：「可真要

謝謝你了，小朋友。」走了一會，終於到了老

婆婆的家。我和她説了聲「再見」就往回走了。 

  外面的雨依然那麼大，雖然身上被雨淋

到感覺有點冷，但是心裏卻無比温暖和高興，

因為幫助別人，快樂的是自己！ 

 



梁恩瑜 

〈快樂的星期天〉 

  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我和媽媽去

公園遊玩。 

  公園裏遊玩的人很多，有散步的老人們，有在跳

舞的阿姨們，還有嬉戲的小朋友們。我和媽媽也跳進

這幅美麗的圖畫中。 

  黃昏時，我依然意猶未盡。媽媽説：「天快黑了，

該回家了。」雖然我有一點不高興，可是依然跟隨媽

媽離開。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發現路旁的草叢裏有

一個白色的東西，我走近一看，原來是個小兔娃娃，

啊！我記得這個娃娃是剛才一起在公園裏玩耍的那

個妹妹的心肝寶貝！於是，我馬上撿起娃娃，和媽媽

一起返回公園，四處尋找那位妹妹的蹤影。我們找了

很久，終於找到了那位妹妹，她正在哭泣，可是，她

一見到小白兔娃娃，就馬上破涕為笑。那一刻，我的

心裏甜絲絲的…… 

  再次離開公園後，我踏着快樂的腳步，蹦蹦跳跳

地回家了。  



黃煒晉 

  記憶中有件刻骨銘心的事情，令我感到樂於助人的快樂。 

  在我還是唸幼稚園的時候，老師詢問哪位同學願意賣旗籌款，那

時，對賣旗一無所知的我，竟然自告奮勇地站起來説「願意」，我現

在回想起來，真是一頭無緒呢！ 

  賣旗當天，天氣十分悶熱，有三十多度高温，媽媽和我清早八時

多便出門了。我身上掛着旗袋，媽媽手上則拿着賣旗貼紙。我帶着新

奇無比的心情賣旗，一見途人便衝上前叫賣，媽媽邊追我邊替途人貼

上賣旗貼紙，真是好不容易呢！就這樣便耗了一小時，由最初奮鬥的

心情變成疲倦，再也提不起旗袋了。我背着沈甸甸的旗袋，再看着媽

媽手上的數張貼紙，頓時發覺自己又涸又累，抱怨為甚麼幹這蠢事

呢？真是自討苦吃！ 

  我正打算放棄之際，媽媽拿出涼透心的冰水給我，令我甘之如

飴，一飲而盡。這時媽媽用嚴肅的語氣告訴我不可半途而廢，因有很

多山區的小孩和弱小社群正需要這些善款來解決燃眉之急呢！她又

用手機給我觀看他們的貧困苦況，我頓時覺得臉紅耳熱和無地自容，

有一種説不出的慚愧。於是，我抖擻精神，完成第一次的賣旗經歷。 

這是一件令我感到快樂、舒心和難忘的經驗。 

  



倫珮瀅 

    在疫情期間，爸爸、媽媽、妹妹和我一起去了屯

門安老院探望姑婆。 

    我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去安老院，因為我是

第一次去安老院。當我一踏入姑婆的房間時，姑婆立

刻抱我入她懷裏，我問媽媽︰「為甚麼姑婆看見我們

會這樣熱情？」媽媽説：「可能長時間沒有人探望姑婆，

令她感到很寂寞，所以一看見我們才會這麼快樂。」

我知道後，就做了一位小助手。為姑婆做點事情。然

後，我就餵姑婆吃藥、幫姑婆按摩和吃飯。我還送了

一張慰問卡給姑婆呢！ 

    姑婆看見後，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説：「你真孝

順呢！謝謝你們！」我滿心歡喜，很快樂！ 

    最後，快樂的時刻過得很快，姑婆送了幾顆糖果

給我，説：「記得用功讀書啊！」然後，我們向姑婆道

別便走了。 

    我幫助完姑婆後，覺得很快樂。這件事令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希望我和姑婆的關係可以更親密！ 

  



吳徑昊 

    某星期天，我和弟弟到樓下平台騎自行車。 

    他一直跟着我。在一個急轉彎時，我突然聽

到一輛自行車翻側的聲音。接着，又聽到一陣哭

泣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弟弟摔倒在地上，他

的腿還流出血，於是我扶着他去找媽媽，然後回

頭取回他的自行車。 

    在同一時間，媽媽就為弟弟消毒傷口。我將

自行車停泊在一旁。然後問他：「傷口還痛嗎？」

他搖了搖頭。他向我説了聲「謝謝」，然後又再開

始騎自行車。幸好這次弟弟不是受了重傷，否則

就要留在家裏休養好幾個星期了。 

    經過這次經歷，我感受到助人的快樂。 

  



洪詩翹 

    兩星期前，我和家人、親戚一起到香港仔 富

嘉食堂提早慶祝父親節。 

    到門口後，我們發現乘升降機前要登上幾層

階梯。因為婆婆行動緩慢，上樓梯較吃力，所以

我提點她上樓梯要捉穩扶手。之後她坐回輪椅上，

我們再乘升降機到富嘉食堂。 

    最後，婆婆跟我説：「謝謝你。」然後我也説：

「不用客氣。」 

    當我關愛家人後，我感到很開心，而且我體

會到樂於助人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區曉彤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後，看見妹妹坐在沙發

上悶悶不樂。 

    之後，我過去了解一下，我問：「妹妹，你是

不是不開心？」這時，媽媽在客廳裏跟我説：「妹

妹在學校裏給人欺負。」當時我心想：媽媽明明

在房間，為甚麼媽媽會忽然在客廳？真奇怪！ 

    我知道妹妹在學校給人欺負後，就立刻安慰

她，還陪她一起玩不同類型的遊戲，之後更跟她

一起洗澡呢！ 

    吃完晚飯，我們就去睡覺，睡覺前她還跟我

説：「姐姐，謝謝你！」我感到十分開心。 

    最後，因為妹妹稱讚我，所以我高興得無法

入睡，我和妹妹今天過得十分充實！ 

  



周楚蕎 

    有一次，媽媽帶我和妹妹到公園玩耍。 

    我們到了公園後，我和妹妹很快就跑去溜滑

梯。可是，妹妹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她馬上哇哇

大哭起來。一聽到她哭，我就立即跑去安慰她，

可是，她還是哭個不停。 

    過了沒多久，我想到了一個妙計：如果我請

妹妹吃她非常愛吃的牛奶糖，她應該就會停止哭

泣了。 

    於是，我就跑去找媽媽，對媽媽説：「媽媽，

您可不可以給兩顆牛奶糖我嗎？」媽媽答應了我。

我把糖果遞給妹妹，她吃了後，果然不哭了，還

笑容滿臉呢！看見她那麼高興，我也高興起來了。 

    最後我們一起在沒有悲傷和哭聲，只有快樂

和笑聲的公園裏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