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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李文軒 《愛心姨姨》 

 

    過去一年，我感謝所有愛我的人，帶給我溫暖，「感恩」

這個詞語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領略到呢

——包括我自己。 

 

    我家附近有一間古怪的大屋，每次我和媽媽路經此屋時，

我都會有一大堆的抱怨，因為這裏常常發出陣陣的惡臭，所

以我極不喜歡經過這間大屋。 

 

    回家的時候，媽媽說了一個感人的故事給我聽。原來這

裏的屋主是一個善良又充滿愛心的姨姨，她把自己的大屋當

作收留中心，收留了附近所有的流浪狗，她給了這些流浪狗

一個溫暖的家。聽完媽媽訴說這個感人的故事後，我不但愛

上了這間屋，而且更愛這個姨姨。 

 

    今天，我和媽媽再路經這間大屋，真奇怪！我不再抱怨

這股怪味，反而愛上了這股味道。我和媽媽非常感恩這位善

心的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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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吳恩泉 《爸爸媽媽，感謝您！》 

 

    過去一年，我感謝爸爸和媽媽，帶給我很多喜悦。 

 

    首先，我感謝爸爸給我和家人不同的生活體驗，讓我們

快樂地成長。他會帶我們踏單車，騎到那裏，睡到那裏，十

分難忘。他又會帶我們去海灘玩水，還自製木筏呢！我們還

去過迪士尼樂園，那裏的機動遊戲是多麼刺激、好玩呢！我

們一直玩到樂園關閉才願離開。 

 

    説多一件事，爸爸知道我和弟弟喜歡閱讀，便帶我們到

書展看書。那裏真的有很多精彩的圖書，我們看得如痴如醉。

可惜的是，我們整天找不到可以坐下的地方，站得我們腿都

酸了。 

 

    説到我的媽媽，她為我們做了很多家務，例如：洗衣服、

煮飯、打掃等。媽媽真的很辛勤啊！ 

 

   我很感恩爸爸和媽媽十分疼愛我們。 

4



5 
 

3B 吳恩豐 《幸福的家庭》 

 

    過去一年，我感謝爸爸、媽媽和兩個哥哥，帶給我多姿

多彩的生活。 

 

    爸爸常常帶我們上山下海。有一次，我們去單車旅行，

騎了兩天兩夜單車。旅程完結後，我們餓了，便去一家餐廳

吃飯。爸爸點了許多道美味的菜式，例如：泰式燒魚和菠蘿

炒飯…⋯還有特式飲品——紅豆沙冰，我們吃得很開心啊！ 

 

    至於媽媽，她經常做很多家務，例如：洗衣服、煮飯和

打掃等等。他們還會教導我們做功課，實在勞心勞力！ 

 

    哥哥如何幫助我呢？他常常和我玩耍、教我做功課、説

故事給我聽……有一次，我們一起玩桌上遊戲，我贏了很多

回合，但是他們仍替我開心，繼續跟我玩耍。 

 

    我感恩有這個幸福的家庭。 

  

5



6 
 

4A 陳鈺珺 《謝謝你，我的好友！》 

 

    過去這一年，我感謝我班上的黃詩雯。她每天都會教我

做功課、和我一起玩等等……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我們在同一天腳受傷，同一天康

復了。高興時，我們會互相送禮物，為對方慶祝；難過時，

我們會互相安慰，一起解決困難。我們也會互相幫助，每次

選班長時，我們都選對方。 

 

每次老師一説完「再見」，她總會馬上走過來我身旁，

細訴學校的所見所聞。我們還會向對方提出願望，盡力滿足

對方的需要，畢竟我們認識很多年了。「友誼」不是隨便說

說就算的，而是要靠真心和喜愛！謝謝你，我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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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吳恩鳴 《感恩》 

 
 

    過去一年，我感謝學校、向老師和爸爸。他們對我的學

習和生活給予很大的幫助。 

 
 

    首先，我感謝學校讓圖書館重開，還添置了很多新書回

來。館內的《福爾摩斯》系列，是我最喜愛的圖書之一，現

在我已全部看完了！ 

 
 

    其次，我要多謝向老師，他經常在圖書館幫助我們收拾

書本、辦理借書、還書等等。有時候，他還向我們推介不同

圖書，辛苦他了！ 

 
 

    最後，我感謝爸爸帶我們到處遊玩，使我們有豐富多彩

的體驗。我最深刻的是參加了一次難忘的「單車旅行」。我們

和朋友騎單車，騎到一個海灘，並在那裏露營。第二天早上，

我們一覺醒來，看到潮水漲了許多，快要逼近我們的帳幕了！

那時，我們真慶幸晚上事先預備，將帳幕紮在較高的地方，

否則我們的帳幕早就被淹了！ 

 
 

    感恩，在我生命中擁有這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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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孫俊承 《白衣天使》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 

「疫」路上，歌聲鼓舞人心，給人正能量， 

催人奮前！ 

 

    在過去一年，感謝危難中有你——白衣天使， 

    戴上口罩、藥品，穿上防護衣， 

    戴上簡單的行囊， 

    頂着風雨默默前行 

    到武漢、塞爾維亞、意大利…… 

    送去溫暖， 

    也送去希望， 

    你將驅逐霧霾的和風、麗日， 

    傳遞愛的真諦， 

    在過去一年，感謝「疫」路上走來陪伴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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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莊佳琦 《感謝你，我的同學！》 

 
 

    過去一年，我非常感謝呂嘉欣。 

 
 

    有一次，小息的時候，我們互相討論寫作技巧、心得……

使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令我的寫作能力增加了不少。 

 
 

    到了寫作的那天，我不但沒有緊張，而是自信十足。當

我看了題目後，滿腦子是靈感，真的想急不及待地寫下去呢！

於是，我用嘉欣跟我說的技巧照寫下去。 

 
 

    寫完的第二天，出成績了！真沒想到我會取得九十多分

啊！ 

 

    因此，我非常感謝呂嘉欣。我一定要好好向她學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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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陳廷軒 《感謝你，張老師！》 

 

    過去一年，我感謝我的班主任——張老師，她是 4C班教

得最多主科的老師。 

 

    假如我經常欠交功課，她一定會給我機會，耐心地教導

我。我默書及考試不合格時，她總會說：「分數不重要。盡了

力就好。」她經常安慰我和其他同學，鼓勵我們努力向上。 

 

    雖然她仍在讀書，但她不會不理會我們，而是更細心地

教導我們。即使有些同學不專心、不交功課、不聽從老師的

話等等，她也不會不給機會，反而在小息時細心教導他們。 

 

    她比其他老師更貼心，其他班沒有的東西，我班也有的。

例如：漂亮的紙和書都是她在書局買給同學用的。 

 

    她就是我最感謝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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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蔡國銘 《感謝身邊愛我的人》 

 

    過去這一年，我感謝同學、媽媽和老師。我和同學會

在操場上玩耍，玩得很開心。媽媽教我寫字要漂亮，所以

每一樣功課，她都會提醒我寫得整齊。我很感謝他們。 

 

最後，我要感謝教過我的老師，因為老師時常教我們

要尊重別人和幫助別人，也告訴我們要專心致志地上課，

不要談天說地。老師教導我們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們要認

真地上課，報答他們。 

 

我真的感謝身邊愛我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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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呂嘉欣 《感謝您，媽媽！》 

 

    過去這一年，我感謝我的媽媽。有一次，我發燒了，特

別厲害。那時候是晚上，又是冬天，我的手和腳十分冷，媽

媽隨即把她的被子給我蓋上，我瞬間感到溫暖，彷彿像在北

極感受到溫暖一樣。 

 

    第二天，媽媽急急忙忙地送我到醫院。護士幫我量體溫，

竟然達到三十九度，媽媽的神情顯得十分緊張。不一會兒，

我住院了！我不喜歡吃醫院的飯菜，於是媽媽辛苦地弄有營

養的飯菜，送來醫院給我吃。我十分喜歡吃她煮的菜。媽媽

每天忍受着寒冷的天氣來陪我，還在晚上抽空來探望我。我

十分感謝媽媽！當然，爸爸也經常來醫院探望我。 

 

    終於有一天，我康復了！我十分感謝這段時間陪伴我的

媽媽。快要上學了！媽媽悉心教導我，補回學校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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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余若馨《感謝您，媽媽！》 

 

    過去這一年，我感謝我的媽媽，我覺得她是世界上最好

的媽媽。由於疫情原因，爸爸和媽媽都不能回香港工作，所

以我們家的經濟受了很大影響。因此，媽媽只能在深圳拚命

地工作掙錢。然而，每個月的收入也不多，除去家庭開支，

錢也所剩無幾了。無論媽媽怎樣掩飾，我都看得出來，媽媽

為了這個家有多辛苦。 

 

    媽媽，感謝您為了我那麼辛勤地工作；感謝您為了家庭

付出了那麼多；感謝您省吃儉用，只為了讓我擁有舒適的生

活。 

 

    媽媽總是對我說：「寶貝，媽媽再苦，也不會苦了您的。」

母愛，真是偉大啊！媽媽，感謝您，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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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阮浩 《感謝您，媽媽！》 

 

    鮮花感謝雨露，高山感謝大地，雄鷹感謝長空，我感謝

我的媽媽，給了我無私的愛。 

 

    在過去的一年裏，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的關係，我們只能

留在家裏上網課，而媽媽也成了我的課後輔導老師。雖然媽

媽對我的學業要求很嚴格，但從來沒有因為考試成績打罵過

我。每次考試過後，她會跟我一起分析錯誤的題目，找出應

該注意的地方。為了我的學業，她還給我報了補習班，每天

都是風雨無阻地接送我上課、下課。 

 

    在生活上，她會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由於我體弱多病，

媽媽常常為我操心，帶我求醫問藥，調理身體，為的就是想

我快高長大、健康成長。 

 

    媽媽的愛是無私、偉大的，傾心盡力地呵護着我的成長。

在過去的一年，我感謝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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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林婷婷 《感謝您，媽媽！》 

 

    過去這一年，我要感謝很多人，最要感激的就是我的媽

媽。她的「好」其實我以前是不知道，她的「好」是無聲的，

是不會告訴我的。 

 

    她老是口是心非，例如：有一次，我跑步跌破了頭，回

家跟媽媽說，媽媽說：「沒關係，過兩天就好了。」待我睡

覺後，她便默默地幫我擦藥。還有一次，我和姐姐吵架了，

她口上說着「不管」，其實她已經私下告訴姐姐做得不對的

地方。 

 

    因為她的「好」，我這一年改變了成績、性格……我感謝

上天給我一位好媽媽。我愛我的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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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張婞原 《感謝你，我的同學！》 

 

     在過去那一年，我有一個無私奉獻、與我同甘共苦的同

學，她就是葉婷婷。 

 

    她是多麼無私奉獻又樂於助人啊！有一次，因疫情已半

年沒見的同學們在樂活城歡聚一堂，但這一見卻導致我在電

梯上摔傷了，婷婷攙扶我來到樓上的座位，看着我的傷口，

她卻頭也不回地跑開了。看到這幕，真是對我雪上加霜。五

分鐘後，只見葉婷婷氣喘吁吁地跑回來，原來她是幫我買藥

呀！ 

 

    考試前，婷婷陪我複習，我才會成為同學眼中的「模範

生」。 

 

    過去一年，我有一個對我無私奉獻，陪我走過重重難關

的同學。感謝你，葉婷婷！沒有你，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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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黃諾希 《感謝您，媽媽！》 

 

    在過去這一年，我特別要感謝媽媽。因為在這次新冠肺

炎疫情期間，爸爸因工作太忙，媽媽身兼數職，在生活上無

微不至地照顧我；在學習上耐心地教導我。她對我的愛實在

多得數不清。 

 

    媽媽為人有原則，遵守「今日事，今日畢」這道理。就

因為這樣，我沒少吃苦頭。在疫情期間，我只是早上在家上

網課，下午不用上課，於是我便看電視、看課外書，把功課

拋到九霄雲外。等到睡覺前，我才想起功課沒做。媽媽知道

後，讓我必須做完才可以睡覺。自此以後，我上完課就第一

時間完成作業。 

 

    還有一次，那天晚上已經九點半了，我還在看電視，媽

媽親切地對我說：「已經很晚了，您可以睡了，要不然明早

起不來，上課又要遲到了。」當時我很不服氣地想，連看個

電視都要管，煩不煩？現在我才明白，媽媽這樣做是希望我

能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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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突然發現媽媽的頭上已經有了幾根白髮，這都

是為我而長出來的。在此，我真心地對您說：「謝謝您，媽媽，

辛苦您了！有您，我感到很幸福，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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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葉婷婷 《感謝您，媽媽！》 

 

    媽媽，您不但給了我生命，還撫養我長大，我只以一聲

媽媽為報酬，向您索要一切。 

 

    在過去一年，您不但要上班，還要送我上學、買菜做飯、

打掃衛生；在我的學習上，您更是花了很多心血，每天晚上，

認認真真地給我檢查作業，耐心地給我解答我遇到的每到難

題；記得有一次，我深夜發高燒了，恍惚中，我感覺到媽媽

一直在我身邊忙碌，一會兒給我測體溫，一會兒又給我胃藥，

一會兒又給我用毛巾敷額頭。等我醒來，看到媽媽您通紅的

雙眼和擔憂的眼神，心中千言萬語也抵不上一聲：「媽媽，

我愛您！」這一年，看到媽媽您原本烏黑的頭髮多了些許銀

絲，添了幾道皺紋。 

 

    媽媽，謝謝您！我答應您成長的道路上我不叛逆，您好

好保養，我好好成長，長長的路，我陪着您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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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林文怡 《感謝您，媽媽！》 

 

    過去這一年，我感謝的人多不勝數，但我最感謝的人還

是媽媽。 

 

    有一次，老師交給我一個「任務」，在升旗禮那天上台發

表一段感言，當時的我嚇壞了，沒有任何經驗的我，怎敢在

眾目睽睽下發言？可當我看到老師對我露出相信的笑容時，

我就無奈接受了。 

 

回到家，我無精打彩地坐在沙發上，媽媽笑着走來，知

道我一定遇上「難題」了。於是，她耐心地聽完我說：「這其

實是件很輕鬆的事，只要你把台下的人想成青菜，恐懼就會

被擊退了。而且你在家要多練習，就萬無一失了！」經過練

習，上台時我應付自如，順利完成演出，我成功了！我迎來

了同學熱烈的掌聲和老師的認可，心裏多麼高興呢！ 

 

   過去這一年，我感謝媽媽，她讓我樹立自信，克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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