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韋澄  (3A)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有一次，我看見了一位需要幫助的男同學宋鑫文。 

  他雙手都拿着幾本書，可他還有十本書要拿，我看着他那被書本遮擋視線而彷徨無措的

樣子忍不住問他：「你需要幫忙嗎？」他對我説：「可……可以幫我拿一下那些書嗎？」我看

了看錶，幸好還有幾分鐘才上課，我轉過頭對他説：「可以呀，你告訴我你的教室在哪兒

吧！」接着，我便和他一起走到他的教室門口。 

  我把那幾本書放在他教室裏的教師桌上，他為了感謝我還特地拿了一包餅乾送給我。 

  最後，我跟他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那件事也告訴了我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助了人還可能

認識一位新朋友呢！ 

 

 

張海進  (3A)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有一次，我幫助了一個我平常不跟他玩的同學，之後，我跟他成了好朋友！ 

  還記得那天，我和朋友在操場上玩耍，我們玩得十分高興。突然，我看到不遠處的地上

有幾滴深色的液體。我走近一看，發現一個在玩紙飛機的同學正在流鼻血！我二話不説便走

過去，正準備帶他去校務處。當我告訴他時，他還一頭霧水，不知道我為甚麼要這樣做。我

問道：「你在流鼻血，你怎麼自己都還不知道？」這時，他才恍然大悟。 

  很快，我們便到了校務處。老師看到了他正在流鼻血，所以他馬上拿了一張紙巾遞給

他，讓他把頭抬起來止血。過了一會兒後，老師囑咐我陪同學回到課室，讓他在座位上休息

一下。這段時間我跟他聊了一會兒，他的名字叫志明。上課後，我把這件事告訴班主任老

師，她稱讚我是一個乖孩子。 

  最後，我和志明成了好朋友，我感到十分快樂。 

 

  



 

麥穎熙  (3A)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記得有一次我幫助了我的同學小美。 

  一次小息時，我們班的同學小軒不小心把小美推倒了，小美受傷了，小軒不但沒有説對

不起，還嘲笑小美。看到這個情景，我很生氣。 

  我立刻和小美決定把事情的經過告訴老師，小軒聽後生氣得暴跳如雷。我和小美回去課

室等我們班的老師來。 

  小息結束後，老師和同學都回來了，我立刻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老師，他立刻請校

工叔叔把小美送去醫療室。小美回來課室的時候，傷口都已經包紮好了。我和老師都鬆了一

口氣，小美向我道謝，我的臉立刻像蘋果一樣紅，我説：「不客氣，這是我應該做的事。」 

  我回家後把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爸爸媽媽，他們説我長大了！我也很快樂，那天我感受

到的快樂不是普通的快樂，是幫助別人後感受到的快樂。那天，我體會到了「助人為快樂之

本」這句話的意思。 

 

 

洪梓朗  (3B)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人與人之間因為關愛，才會感到溫暖。在生活中，有很多人需要我們的關愛。 

  有一天，我和同學在操場打籃球。正當我們玩得興致勃勃之際，一個籃球擊中志勇。我

心想：「他一定很痛。」他忍着淚説：「我有一點頭痛。」 

  我和同學們馬上帶他到校務處接受治療。當值老師看到志勇小心翼翼地幫他包紮傷口。

之後，我們便扶他到課室。他感動地對我們説：「謝謝。」我和同學異口同聲地回答：「不用

謝，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讓我們關愛身邊的每一個人，世界就會充滿愛和歡笑聲。 

 

  



 

鄺心悠  (3B)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今天，烈日當空，我和同學在小息的時候，都感到興高采烈，但悦澄卻整天悶悶不樂,

不知發生甚麼事呢？ 

  就在這個時候，我忍不住走過去慰問她，她説：「我的外婆昨天在家裏昏迷不醒，現在

進了醫院，我感到十分擔心。」我恍然大悟，溫柔地對她説：「原來是這樣，不如你今天到

我家一起做功課，好嗎？」她高興地説：「好啊！謝謝你。」 

  放學後，我帶悦澄到我家，我們在途中有説有笑的，很快，我們就回家了。我們坐在椅

子上一起做功課。 

  直到下午二時，媽媽下班回家了，她看到悦澄説：「你好，悦澄，很久沒見了，你在這

裏是不是有甚麼事？」悦澄説：「我的外婆進了醫院，心悠帶我回來，陪伴我做功課。」媽

媽説：「那麼你就留在這裏吧！」 

  直到下午五時，悦澄才依依不捨地回家。雖然我不能夠醫治她外婆的病，但是我能陪伴

悦澄，使她感到愉快，我也感到很快樂。 

 

 

李悦澄  (3B)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我和心悠是好朋友。 

  一天，小息的時候心悠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靜悄悄地哭，她淚流滿面地哭着，我便走過

問：「心悠，你遇到甚麼不高興的事呢？」心悠一邊哭，一邊回答：「因為我……我在唱歌比

賽，失敗了。」我心想：不如我幫她練習唱歌吧！我告訴她，我會在每天小息時幫她練習，

她高興得像兔子一樣跳起來呢！ 

  在練習中，我不停地向她説：「心悠，你要加油努力啊！」心悠被我説的話感動了，她

對我説：「悦澄，你鼓勵的話像火星一樣『嗖』的一聲走進我的心田。」只要心悠得到我的

鼓勵，就會加倍努力，刻苦練習。 

  最後，心悠在另一個唱歌比賽取得亞軍，她在台上説：「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我和心悠是一對互相支持，關愛永遠形影不離的好朋友，我希望升上四年級，心悠仍會和我

在一起啊！ 

 

  



 

林皓  (3C)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我的好朋友是小明，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頭髮短短的，還擁有一把悦耳的聲音。 

  記得有一次，他因為成績不理想就哇哇大哭起來，他哭得就像一隻受傷的小狗一樣，我

見狀，就立刻上前安慰他：「不要緊，只要再努力，就會有理想的成績。」在我一番勸告

下，他不再哭了。 

  中午，小明一邊吃東西，一邊走路。突然他不小心跌倒了，他痛不欲生地又哭起來了。

幸好我經過，看到後立刻遞上一張紙巾，讓他抹去腳上的血，這刻，他喜極而泣地對我説：

「謝謝你，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我們相親相愛，大家都非常開心。經過這一天，我學會了要

用真心誠懇地對待他人，尤其是你的好朋友。 

 

 

郭心悠  (3C)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上星期五的導修課，班主任老師跟我説：「心悠，請把這些功課放進四年級課室，謝

謝。」我説：「好的！」然後便拿着這些功課離開課室了。 

  當我走在走廊上的時候，我看見一位同學坐在地上，我馬上上前看看是怎麼回事。原來

是他不小心跌倒了。 

  於是，我馬上把這些功課放在一旁的椅子上。然後，跑回課室找老師：「蔡老師，門外

有一位同學跌倒了！」班主任一聽後便着急地説：「快帶我去看看那位同學。」我們走到那

位同學的跟前説：「不用擔心，老師會幫你。」之後，班主任把同學帶到課室，然後替他檢

查傷口。 

  一番檢查後，蔡老師説：「那位同學的傷口好多了。」聽到這一句，我才放心。 

  回到家後，我跟媽媽説了今天發生的事，我開心得手舞足蹈，因為我真的幫助了有需要

的人。 

 

  



 

王濤  (3C)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今天，我校來了一位新同學，他的名字叫小樂，他性格文靜，所以在班上結識不到朋

友。 

  小息的時候，由於同學都不太認識小樂，除了不理會他外，還想趁機欺負小樂，把他的

筆袋藏在不起眼的地方，一心戲弄他。 

  當小樂從洗手間回課室的時候，發現他最心愛的筆袋不見了！於是他很着急地四處找筆

袋。 

  這時，我從英語室回來，看見小樂在焦急地找東西。我便上前問他要找甚麼。知道事情

後，我請了我的三個朋友過來，幫小樂一起找回筆袋，我們五人一起同心協力找筆袋。 

  最後，我到閲讀角找到了小樂的筆袋，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還很感謝我。 

  今天，我們學到了互相幫助，也與小樂成為了好朋友。 

 

 

周宴希  (3D)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我有一個同學叫黃文稀。有一次，因為他在船上跌倒，所以他的手受傷了，我們都很關

心他。 

  不過起初我有點不開心，因為我坐在他旁邊，所以他每次回到學校後我都要幫他打開書

包，拿筆盒和功課袋。 

  但是過了幾天，我發現雖然幫助他有時很辛苦，但是我卻感受到快樂。我還學會到一個

道理，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如果以後其他人有困難的話，我很會樂意幫助他們，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 

 

  



 

鄭希悦  (3D)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昨天，我去洗手間的時候，有一位三年級的女同學跑進來。地上有一些水漬，女同學不

小心滑倒了。我立刻扶起她，我發現她擦傷了左腳，正在流血。 

  我帶她到校務處，一邊幫她包紮傷口，一邊關心她。 

  過了一會兒，等我幫她包紮好了傷口，她對我説：「謝謝你！幸好有你扶我到校務處包

紮傷口。」我回答説：「舉手之勞！」 

  到了今天小息時，她送了一張心意卡給我，上面畫着我和她高興的樣子，我被她深深感

動了。 

  自此，我和她就是互相幫助的好朋友。 

 

 

何心瑜  (3D)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考完試後，英文課李老師發正派發考試前做的溫習卷。 

  第一份卷子派發到我手裏，我發現自己合格，但是，我的朋友周宴希不合格。於是，在

老師派發第二份卷子前，周宴希已經開始小聲哭了起來。 

  出去拿試卷的時候，周宴希一邊哭一邊走出去。下課後，我便去安慰她：「下次再努力

一點就可以了。」 

  之後，李老師看到了周宴希在哭，便説：「不要哭，下次再努力一些！」最後，周宴希

笑了。 

 

  



 

呂文軒  (3E)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關愛，顧名思義就是關心和愛護。得到他人的關心是一種幸福，關愛他人更是一種幸

福。 

  星期三下午，我們在上體育課，大家正進行跳繩練習。大家都一邊跳，一邊數着自己跳

的次數。突然，我耳邊傳來「哎呀！」一聲，只見我旁邊的小明摔倒在地上，抱着腿呻吟

着。我立刻丟下手上的繩子，走過去關心地問道：「你好還嗎？我扶你起來。」他抬起頭紅

着眼睛説：「我的腿好庝。」「呀！你的腿流血啦！我去叫老師！」老師過來看到後説要清理

傷口才行。 

  過了一會兒，老師拿來了棉花棒、酒精和膠布，準備為小明清理傷口。在老師為小明清

理傷口的過程中，看着小明咬緊牙忍着庝的樣子，我感同身受，便安慰他説：「再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小明説：「好的，謝謝你。」老師清理好傷口後，我們把小明扶回課室。 

  這次經歷使我和小明成了好朋友，我們一同玩耍，一同努力。這次經歷讓我明白，只要

大家多一點關愛，世界就能更美好。 

 

 

陳思彤  (3E)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關愛是甚麼？有人説是一縷陽光照在身上，有人説是幫助別人……我覺得關愛是為同學

遮風擋雨。 

  今天下午放學後，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雨點如豆子般落了下來。有的同學兩個人撐着

一把傘，有的人捂着頭匆匆忙忙地往家跑，還有的人躲在走道上避雨。 

  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的視線裏。「哦！原來是同桌小意。只見她東張西望，無

助地看着對面巴士站。我三步併作兩步跑了過去，為她打傘。我們手拉着手到了巴士站。她

連聲向我道謝，我説：「同學相互幫助是應該的！」雖然我的書已經被雨淋了，但是我的心

裏美滋滋的！ 

  關愛是一束陽光給你的溫暖，關愛是一面鏡子照見另一個自己，關愛是一種令人回味無

窮的味道。這樣的舉手之勞，同學間的互助互愛讓我收穫了一份可貴的友誼。 

 

  



 

鄉芷晴  (3E) 

 

  ＜記一次我關愛ＸＸ（校園裏的一個人物）的經歷＞ 

 

  每當老師説我們要互相關愛，樂於助人時，我都會想起一次關愛同學的經歷。別着急，

且聽我與你一一道來。 

  記得上個學期，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上，太陽公公正對着我們微笑，小息的鈴聲「叮

叮」響起，同學們就一窩蜂湧到操場上。有的同學在嬉戲，有的同學在吃茶點。 

  我東張西望地尋找一張桌子來吃茶點，正當我要坐下來時，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嗚嗚」

的哭聲。轉頭一看，我的同學小美站在一旁哭。 

  我三步併作兩步地跑過去問：「小美，你為甚麼哭？為甚麼地上佈滿了食物？」 

  「嗚……剛才有一位大哥哥不小心撞到我，我的茶點全都糟蹋了。」小美難過地回答。 

  我十分同情小美，就安慰她：「我媽媽為我準備了很多茶點，我一個人吃不完，不如我

和你一起分享。」 

  小美聽了，破涕為笑，我們高高興興地坐下來一起吃茶點。 

  從此以後我和小美就成了好朋友，我們經常一起分享茶點。這件事令我領悟到關愛別人

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情。我們要時時刻刻地關愛別人，並不要求任何回報。 

  



何正陽 5A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愛，包括了不同的愛，有關愛、憐愛等，但是，這都不是我今天要說的愛。 

    嚴格上，我認為友誼也是一種愛，因為在我傷心時，他們都會陪我聊天，在我想放棄

時，他們也會在背後默默地支持我，令我感到非常温暖，好像一個大家庭，大家互相幫助大

家。 

    我在田始裏找到的愛不止這些，還有關愛。老師對我們的關愛，令我感到很温暖。 

 

 

 

黃希晴 5A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前年，我第一次入這所新學校時，我一個人也不認識。這時，我只有一個目標：完成

五、六年級，和升到一間好中學。 

    我的第一個朋友就是董澄，然後，我也認識了心兒、芍叡和思美。所以，我就越來越喜

歡上學。 

    但是，我不會只因為有朋友就開心，我也認識了一位善良的班主任，一位有趣的中文老

師，和一位細心的英文老師。我十分感恩有她們教導我。 

    因此，我在田始找到愛 – 老師和朋友的愛。現在，五年級快完結了，我希望六年級也

會像五年級一樣開心呢! 

 

 

 

黎心兒 5A 

    「黎心兒」!當我在學校聽到別人喊我的名字時，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可能是同學喊

我一起玩耍，或是老師的讚賞，儘管有些「黎心兒」是令我開心的，但是有些「黎心兒」可

能是同學的爭執、老師的責罵，但是這都是我成長的經歷，其實都是充滿愛的。 

     在每日的清晨，我都會穿好校服上學。一走進學校大門，看到幾朵紅色的小花和牆上

的陶瓷畫，色彩繽紛，都令我賞心悅目，偶然能遇上同學，和她一起談天，真是歡樂。友善

的老師和同學打招呼，真是充滿愛啊! 

     當我不開心的時候，都會有同學安慰我，當我遇到不懂的問題時，同學會主動幫忙

我，當我被同學欺凌的時候，很多同學會關心我，老師會罵欺凌的人，這大概是愛了吧! 

     我在學校裏找到愛，我愛我的同學和老師，在學校裏找到歡樂，我愛田始! 

  



陳穎彤 5D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時光飛逝，我已經在學校裏度過了愉快的校園生活。五年間，我真是獲益良多，除了學

習到豐富的知識，還在學校裏找到「愛」。 

   「愛」可以分成很多種，而我在校園裏找到的，是師生情和友情。 

    師生情，顧名思義就是老師對學生的愛。雖然有時候老師也會嚴厲地訓示我們，但他們

也是出於對我們愛，想糾正我們的錯誤。 

    友情，就是朋友之間的愛。這五年來，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雖然我們有時會吵架，但

是我們很快就會和好如初。朋友之間，會互相幫忙，互相傾訴心事，還會互相慰問，這就是

我所經歷的友情。 

    雖然有時老師訓示我們，朋友之間會吵架，但是這些舉動或行為，還有朋友之間的愛，

老師對我們的愛，都是我在田始找到的，我會銘記於心。 

 

 

李倩甄 5D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時間猶如箭般飛逝，不知不覺五年級的校園生活已經靜悄悄地過去了。在這五年裏，我

感受到田始不同的愛。 

    在學校裏，我感受到老師的愛。考試前夕，老師都會對我們說一些鼓勵的說話(例如

「加油站」)，與及陪我們一起複習課文，使我們能有更大的信心應付考試。 

    除此之外，如果同學生病了，不能回校上課，老師都會打電話給他的家長，慰問他的病

情。當他康復回來上課，老師也會和他跟進已教授了的東西。 

    除了老師的愛，我還在這五年裏結識了一些好朋友。我們經常促膝談心，互相訴說心

事，結下情同手足的友誼。其中，我有一位莫逆之交 – 葉思憫，她由一年級至六年級都和

我同班，是一位陪着我成長的好伙伴。 

    其實，學校每一個角落都充滿愛，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黃皓儀 5D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愛，在我們田始裏無處不在。特別是友情，可以在同學間的行動或言語裏顯現出來…… 

    還記得不久之前，我家大廈需進行強制檢測，導致我有兩天不能上學，吸收的知識少了

很多，但我的同學都很關心我，幫我寫手冊，甚至幫我抄下筆記。 

    另外，我考試的成績一向都不太好，當我將我的煩惱告訴我最好的同學時，她不但沒有

取笑我，也沒有向同學透露我的成績，更加沒有因我成績差而不靠近我。當我有功課不明白

時，她總會不厭其煩地教導我，這一切都體現了珍貴的友情。 

    還有一次，我在體育課上摔倒了，血像急流一樣不停地從小腿湧現。老師二話不說把我

扶到醫療室去，他十分擔心我的傷勢。當我回到課室時，大家都一直問我有沒有事。那一

刻，我實在太感動了。 

    學校，就像我的家；同學，就像我的家人。這份愛，温暖無比；這份愛，令我留下無數

感動的時刻…… 

 

  



梁靜琪 5E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人間處處有真情，真情時時暖人心，世界充滿了各種愛，例如：父母的愛，老師的愛，

田始也不例外，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友愛。 

    記得在我唸三年級的時候，我成績總是不理想，一開始我以為只是用錯了温習方法。直

到我運用了不同的方法來温習，成績還是亳無進展，我就知道並不是用錯了方法。正當我在

懷疑自己的能力時，我的同桌就向我伸出援手，說：「我來幫你吧!」 

    聽到她這一句，我就知道我的成績一定會進步，因為她成績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她告訴

我，她會先預習課文，這樣就可以在上課時更明白相關的學習內容。 

    之後，她每逢小息都會拉着我温習。我知道她為了和我温習，連玩樂的時間也犧牲了。

最後，我依從她的建議來學習和温習，結果成績真的進步了很多，我和她也成為了最好的朋

友。 

    以前，我不知道甚麼是愛，經過這次親身經歷，我終於知道甚麼是愛，甚麼是友愛，甚

麼是最無私的友愛! 

 

 

 

周耀浩 5E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今年是我在田始的第二年了。過去，我曾是一個頑皮的小孩，愛惡作劇，惹人討厭，因

此不開心。不過，其實我一直有個目標，就是在田始裏找到愛，所以我一直在尋找愛。 

    後來，我試着改變自己，我每天主動服務老師，幫助同學清潔校園和專心上課，希望同

學可以多給我關愛。 

    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我漸漸地開始被人注意，開始有人和我聊天，當時我開心極

了!  

    到最後，我才知道原來行為良好才會得到愛。過去我錯用了方法，只得到別人的注意，

而不是別人的愛。 

 

 

 

朱清羽 5E 

    <我在田始裏找到愛> 

    我在田始裏找到不同的愛，例如：關愛、友愛等等，全因為得到朋友和老師的關心和支

持，才成就今天的我。 

    如果沒有老師的教導，現在的我還是懵懵懂懂，甚麼也不認識。雖然有些老師比較嚴

厲，不過，這也是一種愛的表達方式，正所謂：「嚴師出高徒」嘛! 

    如果沒有朋友的友愛，就沒有現在充滿顏色的校園生活。愛像一個填色盤，可以為我們

原本暗啞的校園生活填上七彩繽紛顏色，為我們創造一次又一次獨一無二的學習體驗。 

    愛，是一種無影無跡的東西，它難以觸摸，可是它就一直在我們的心裏。我邀請你來田

始，一起去感受一下愛的感覺吧! 

  



吳芷晴 6A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林老師是我最想感謝的老師，她令我成為了一個充滿好奇心和具創造力的

人。 

 林老師任教六甲班的宗教科和視藝科。上宗教課時，她給我們介紹了天父

爸爸和上帝的兒子耶穌，分享神蹟，又把上帝救世人類的故事告訴我們，由於

她說故事說得十分生動，令我對上帝的神蹟充滿好奇心。 

 林老師任教我們的視藝科也十分有趣。在上視藝科時，林老師會先詳細地

介紹我們將會學的課題，然後會分享有關課題的一些有趣影片。在看影片時，

我們會一面聽林老師的解說，一面欣賞精彩的影片，過程中，我們的心情不僅

可以放鬆，還可以學會一些藝術知識。之後，就到了我們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大家都利用自己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做出了獨一無二的作品。 

 林老師是一個愛主愛人的好老師，我真想對她說聲：「謝謝你！」 

  



林斯愉 6A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中，我要感謝馮家盈同學，是她讓我成為正直的人。 

在一次放學回家的途中，我看見馮家盈幫助了一個正在被欺負的小朋友。

那天，一個小朋友在便利店購買了一條冰棍。當那小朋友在便利店門口準備吃

的時候，有一個大姐姐搶過冰棍，還放進口裏。馮家盈看見了，便上前與那位

大姐姐理論。 

馮家盈說︰「你為甚麼要搶走小朋友的冰棍，你沒有錢去便利店買嗎？」

大姐姐強詞奪理地說︰「有，但我不喜歡自己去買，我就是喜歡搶，不可以

嗎？」馮家盈聽後感到十分氣憤，便和大姐姐爭論着。最後大姐姐抵不住馮家

盈的指責，賠了錢，便氣急敗壞地離開。 

第二天，我回到課室後便立刻上前稱讚馮家盈，那時我這才知道原來那位

大姐姐是她的朋友，就是因為她剛正不阿，大公無私的性格，令我也想要成為

一個正直的人。 

  



王楚軒 6B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校園的大門依舊在那兒。六年前，它還是新簇簇的；六年後，它已經鏽跡

斑斑。在畢業典禮上，聽到司儀說要頒發「長期服務獎」，我的眼淚就滲出眼

眶，為甚麼呢？ 

 獲得「長期服務獎」的其中一位老師是何劍橋主任，他年已花甲，看起來

飽歷滄桑的樣子，可見他為「田始」付出了多少時間和心血，他就是令我成為

一個有道德的人。 

 何主任的臉上總是掛着微笑，給人溫暖的感覺。這個和煦的太陽會經常主

動向學生打招呼，也會主動關心學生，因此他與學生的關係也頗為熟稔，從他

身上我學會了有禮待人之餘，也要多關心周邊的人。 

 「幽默大師」這個稱號很適合來形容何主任。記得有個星期三，剛上完體

育課，汗流浹背的感覺令我和幾個朋友挺不舒服，因此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脫下

脖子上名牌。那時候，要放學了，何主任看見我們，便說笑：「為何你們都變

成了『冒牌貨』？」，我們幾個呵呵大笑，並感謝何主任的提醒。從中，我也

體會到人保持樂觀的心態也非常重要。 

 其中那個抹不掉的回憶會一直藏在我心中。四年級時，我參加了「領袖訓

練計劃」，何主任是這個計劃的導師，我們其中一個遊戲是由何主任抽出一個

數字，如果我們猜中那個數字，他就會弄爆氣球。那緊張的時刻使同學們興奮

得尖叫起來。洞悉一切的何主任立時有兩個應對方法︰一是安靜下來，讓我們

心情平伏；二是大聲提醒，使我自律起來。 

 司儀繼續說︰「恭喜您，何劍橋主任！」我聽到同學們響徹雲霄的拍手

聲，聽到老師的歡呼聲，也聽到我心裏無窮無盡的感激說話。這時，我潸然淚

下，何主任把他的青春都放在這小學上，對我們悉心的照顧，令我成為一位品

格優良的學生。何主任要榮休了，相信他已桃李滿天下，「多謝您！何主

任！」 

  



梁譽慇 6B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在校園生涯中，一位老師改變了我。 

還記得低年級時，我是一個驕傲自大的學生。我經常認為自己是一個

「小天才」，不需要上課，也能考得優異的成績。 

四年級時，我和那位改變了我的老師──蔡詠儀老師，在一次手鐘隊

的面試中相遇。那時，也許是因為上天的安排，我在音樂方面的才華，剛

好被蔡老師發現了，就被邀請加入手鐘隊。知道這個消息後，我一點也不

感到意外，心想︰像我這樣優秀的學生是難得一遇的，被選中是理所當然

的！就是這樣，我成為了手鐘隊的一員。 

在第一次訓練時，蔡老師教導我和成員演奏手鐘的方法。我發現這可

比我想像中的容易得多！於是在往後的日子裏，訓練時，我總是漫不經心

的。 

手鐘比賽的日子步步逼近，蔡老師對我們的態度也愈來愈嚴謹了。一

次，我自信滿滿地要求蔡老師單獨聆聽我的演奏。她聆聽後，皺了皺眉，

一針見血地說︰「你在拍子、節奏和旋律方面，都未盡完善，我在訓練時

提醒成員們要注意的事項，你記住了嗎？」 

聽到這句話後，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淚水像瀑布般湧了出來，感到

羞恥、害伯和慚愧。 

蔡老師看到我這副模樣，便叫其他隊員先離開音樂室，讓我自己平伏

一下情緒。她說︰「我發現你最近訓練時總是漫不經心的，哭過以後，是

否要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想想辦法改善？」 

蔡老師便離開後，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問題，發現原來自己太過自大

了，認為自己無人能及。我決定要改過自新，用謙虛的態度去對待一切。 

果然，學習的態度改變後，我的演奏悅耳了許多。比賽時，也發揮了

我應有的水平。最後，手鐘隊成功奪冠。在公佈比賽結果後，蔡老師和成

員們說︰「大家為這次比賽付出了許多努力，特別是譽慇，她認真學習的

態度值得我們學習！」那時，我的嘴角被發自內心的喜悅，推得微翹的，

開心極了。 

感謝蔡老師，讓我成為一個謙虛的人，沒有她，就沒有今天的我。 

  



黎步德 6C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想感謝的人，而我也有一個人，他每次都對我忍讓，

因一次事故，他令我懂得忍耐，他就是江柏晞。 

江柏晞為人大方，人們很容易和他相處，當他有零食，他都會大方地和我

們分享。他還是個心胸廣闊的人，每當我們惹怒了他，他都會馬上原諒我們。 

除此之外，他有優秀的成績，在英文方面，他在我們班可說是無人能及，

「坐一望二」，如果他是第二，沒有人敢搶當第一。在這裏不難看出，他是個

品學兼優的人。 

在幾個月前，我不小心絆倒了他，我當時心裏感到不寒而慄，心想害怕他

那麼強壯，看來結果是凶多吉少了。他一起來，便對我說︰「下次小心一點

啊！」 

我當時心裏放下了心頭大石，我被他的外表嚇倒，但他內心卻十分温柔，

自那件事情之後，我便和他交了朋友，從此，他令我成為一個懂得忍耐的人。 

  



李穎童 6C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感謝黃俊儒老師，讓我成為一個不會輕易放棄的人。 

在這六年的校園時間，轉眼間就過去了。我在小時候，遇到困難時就

常常都輕易放棄。黃老師常常提點我們不要輕易放棄。 

有一次，我在數學考試裏的成績不太理想，我看到成績後垂頭喪氣。

黃老師看到我整天都悶悶不樂的樣子，就跟我說︰「穎童，不要放棄，有

句金句叫『失敗乃成功之母』，雖然這次數學科考試的成績不太理想，但只

要你能檢討失敗的原因，繼續努力，必定會成功！」 

於是，我在第二次的數學科考試前，我日以繼夜和鍥而不捨地温習，

做好準備。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在第二次考試的成績有了進步。 

我感謝黃老師的悉心教導，讓我成為不輕易放棄的人，凡事只要有毅

力，就可以做到。加上一句「一分天才，加上九十九分努力，就是成功的

訣竅。」只要不易放棄，繼續努力，就能成功。 

雖然黃俊儒老師已不在校園裏工作，但我會把你的教導銘記於心，多

謝！希望我可以像你一樣做老師，希望能「青出於藍，勝於藍」，教育出更

優秀的下一代。 

 

  



李諾晴 6C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每當我看見照片中的人，我都會十分感謝「她」讓我成為有自信心的

人。 

那個「她」曾經是我最好的朋友蔡若彤，她是一個很温柔的人，會在

我傷心的時候安慰我。 

在我三年級的時候，我自信心特別弱，也比較內向，不敢和其他人說

話，但蔡若彤卻沒有因此無視我或恥笑我，反而經常和我在一起玩耍，和

我一起看書，一起做很多事情，因為她的陪伴，令到我變得更有信心和其

他人溝通。她也經常會讚賞我的畫功，令我對自己的自信提高了很多，也

逐漸變得開朗了。 

但人生總會在你幸福的時候給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在五年級的

時候轉學了。 

在我們最後見面的一天裏，我們都很珍惜那一天，我努力地保持笑

容，我很想讓她在最後一天裏可以帶着美好的回憶去另一所校園。 

可是在最後一刻，我還是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把我對她的感謝全都說

了出來，她也對我說要在新的班級裏要和同學好好溝通，要對自己有信

心。我們都因為不捨對方而哭了。 

我非常感謝若彤能夠在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在我身邊，令我可以對自

己再添自信心。 

  



黎泳琳 6D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畢業將至，我要感謝的人真是數之不盡，但如說是影響我最多的，仍

然是這位…… 

董老師，她是我五六年級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數學和視藝老師。在我

五年級的時候，我是一位既膽小怕事，又不敢說話的人，但是她也沒有因

此而放棄我，反而給我更多的機會訓練。 

每一次數學課堂的時候，董老師經常都點名我為數學題目匯報且解

釋，從而大大提升我的說話能力，更因為這樣，我變得更加主動和踴躍地

舉手發問和回答問題。 

最令我感到深刻一次，要回想起幾個月前……當時有一個演說比賽，

考核參賽者的領導才能和說話能力，當時我抱着以為董老師不會選我的心

態，無視了老師的說話，但董老師突然對我說︰「泳琳，你代表學校出賽

吧！」當時我真是感到驚喜，而且班上有很多優秀的同學，竟然在茫茫人

海中選了一位平平無奇的人參賽？我真的難以置信。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後，比賽結果終於公佈了，「我……竟然得了金獎和

『最佳演說家』？」我感到喜出望外呢！ 

董老師，我非常感謝你兩年而來的諄諄教誨，讓我由一位膽怯怕事的

人變成開朗、主動而且口才橫溢的人。我會一直將你的教導銘記於心，感

謝你，董老師。 

  



梁日蒿 6E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在校園裏，我非常感謝林老師讓我成為一個誠實的人。 

 記得在一年級的時候，我常常說謊，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因為這樣，我的

朋友漸漸離我而去。但是當時的我卻不以為言。 

 之後，我更變本加厲，向林老師說謊，可是林老師一下子就拆穿了我的謊

言，並教訓了我。經過那次教訓，我才發現，其實說謊是一個傷害別人的行

為。 

 從此之後，我改過自新，不再說謊。我去找之前的舊朋友，希望可以和好

如初，可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沒有一個朋友接受我，或許我說謊說得太多

了，他們不會再信任我。因此我傷心了，不再像以前每天開開心心的。林老師

見狀後就問：「你還好嗎﹖最近發生甚麼事了嗎？」我跟林老師道出了事情的

來過去脈，林老師聽後耐心地教導我怎樣才可以得到別人的信任。 

 經過林老師的幫助後，朋友們都願意再次信任我，我也沒有再說謊了。我

非常感謝林老師，讓我成為誠實的人。 

  



吳懿芯 6E 

<感謝 XX(校園裏的一個人物)，讓我成為 XX(性格強項的人)的人> 

《感謝朱老師讓我成為有幽默感的人》 

在我的記憶裏，有許多要感謝的人。我要感謝我的媽媽，是她給予了我寶

貴的生命；我要感謝我的爸爸，是他帶給我很多的快樂；我要感謝……這樣沒

完沒了地說下來，就會永遠說不完，但是在我六年的小學生涯裏，我最想感謝

的人，就是我三年的班主任—朱惠芬老師。 

朱老師是一位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她不但能夠令到別人感到快樂，而且令

我成為一個比以前更有幽默感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要上三節中文課，上到第三節的時候，所有同學都已經

感到納悶了，當時朱老師只是說了一個笑話，就把原本「死氣沈沈」的課室回

復到原來「生氣勃勃」的樣子，所有同學變得精神奕奕的。那一刻，我就立志

要做一個和朱老師一樣具幽默感的人。 

所以，在那之後，我就向朱老師請教如何提升自己的幽默感。一開始，我

還以為她不會和我分享，但意外的是，她竟然把所有方法都豪無保留地告訴

我。她還期望我成為一個更有幽默感的人。日子久了，我已經比自己以前更加

幽默了，不過我希望在未來的路上，我會愈來愈有幽默感，把歡樂帶給身體的

人，不要辜負朱老師的期望。 

最後我想對朱老師說︰「你像蠟燭一樣默默燃燒自己，為我們在茫茫學海

指明道路，你細雨輕柔的語言，滲透我的心扉，滋潤我的心靈……更讓我成為

具幽默感的人，朱老師，我衷心感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