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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一個無限創意的空間，讓同學自由翱翔。這是他們努力的成果，讓我們一同分享吧！中文科組

各位家長： 

本校將會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品，製成

文刊，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望在孩子的成長

路中，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1B 郭芷晴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是梁巧芝。她有一雙又明亮又烏黑的眼

睛，她有一把短短的頭髮。她最愛吃雪糕和布甸。 

小息時，我們愛在課室裏一同玩玩具，一同玩布

偶，大家玩得很開心。我的校園生活樂趣多。 

 

1E 陳思漫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是藍駿翔。他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

一把短短的頭髮。他最愛吃芒果和雪糕。 

小息時，我們最愛在課室裏一同聊天，一同溫習，

大家玩得很開心。我的校園生活樂趣多。 

 

4A施朗逸 學校旅行 

今天是學校旅行的大日子，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回

到學校集合。 

我們浩浩蕩蕩地乘坐旅遊車前往目的地—西貢保

良局北潭涌度假營。說說笑笑間，轉眼就到達目的地了，

我們一拍完大合照就迫不及待地進行分組活動。 

北潭涌度假營環境優美，鳥語花香。營地裏有很多

設施，我決定今天要在這裏「大展身手」。 

我們先到籃球場打籃球。我和組員們進行了一場既

好玩又激烈的比賽。大家都打得很投入，十分享受大汗

淋漓的感覺呢！ 

接着，我們又去了兒童遊樂場玩捉迷藏。我們在遊

樂場裏跑呀跑！追呀追！大家都玩得汗流浹背，好不痛

快。 

最後，我們去了羽毛球場打羽毛球。我們和老師進

行了一場雙打比賽。雙打比賽不但看重球技，而且雙方

要有默契和合作精神。想不到我和老師們配合得不錯

呢！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轉眼間就到了集合的

時間，我們意猶未盡地離開了，期待學校下一年旅行的

到來！ 
 

 2A 甘穎烯 我生病了 

昨天早上，我一放學回家，就覺得肚子很痛，很想

嘔吐，真是難受極了！ 

 媽媽看見我痛苦的樣子，她馬上帶我到藍田診所看

醫生，醫生叮囑我要多休息，按時服藥和多喝水。因為

我生病了，所以不能回校上課。我只好聽從醫生的說

話，留在家裏好好休息。 

 幸好得到爸爸媽媽的照顧，我的肚子沒有再痛，我

很快就康復了，我很感謝爸爸媽媽對我的愛護。我愛我

的爸爸媽媽！ 

 

2E 余采瑩 聖誕聯歡會 

十二月二十日是學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的日子。 

聖誕聯歡會前夕，老師和同學一起商量和準備，決
定每人各自帶食物回校和其他人分享。 

聖誕聯歡會那天，我和同學先到課室舉行課室聯
歡。我們一起分享美味的果汁和蛋糕，還一起玩集體遊
戲和抽獎。 

接着，我們到禮堂欣賞同學合唱聖誕歌和話劇表
演。聖誕老人來了，原來是外籍老師扮演聖誕老人，他
和同學一起玩遊戲。最令人期待的是各級抽獎，我們大
聲喊自己的班號，希望成為幸運兒，可以上台接受禮物。 

這天，大家都玩得很開心。我祝老師和同學聖誕快
樂，新年進步！ 

 
 

1A 劉永濂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爸爸帶我到觀塘海濱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青草和花兒，真

是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爸爸一

起玩耍，一起聊天。 

大家過了開心的一天。 

 

1C 陳詩喬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媽媽帶我和朋友到秀茂坪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小鳥和松鼠，真是

漂亮。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媽媽一起

玩耍，一起吃東西。 

大家過了開心的一天。 
 

 
 

1D 楊聰渝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爸爸帶我到香港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朵和大樹，真

是漂亮。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爸爸一

起玩耍，一起吃東西。 

大家過了開心的一天。 

2B 趙俊浩 記一次幫助別人的經歷 

    今天放學的時候，我看見一位拿着柺杖的老伯伯在

馬路邊東張西望，他好像想過馬路。 

    我看見了，馬上去幫助他，扶他過馬路。老伯伯受

到我的幫助後，就對我說：「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聽完這句說話後，我心裏甜滋滋的。 
 

2C 劉曉彤 我的家人—媽媽 

 我的媽媽是一位善良的人。媽媽的身材胖乎乎的，

有一頭又黑又長的頭髮，還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和一張大

大的嘴巴，她非常温柔。 

 媽媽很愛我，她每天早上起來給我做既美味又豐盛

的早餐。 

 媽媽是一個有耐性的人，她每天都輔導我做功課和

陪我一起默寫中英文。 
 我愛我的媽媽。我長大以後也要做一個好媽媽。 



3D 王梓茵 學校旅行 

 今天是學校旅行日子，我懷着開心的心情回到學

校，我們去的目的地是北潭涌度假營。 

 我們先乘搭旅遊巴，我們可以在旅遊巴上細聲地

聊天。到了目的地，我們立刻下車，到演講廳聽老師講

解，老師就安排我們去活動。 

 我們先去一個又闊又大的遊樂場，旁邊有一棵很

大的樹，那棵樹長得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尾雞泡魚。它

的旁邊還有一個鞦韆，我們玩得滿頭大汗。接着，同學

們去小食店買雪糕，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後來，我們看

見離公園不遠有一個湖，清澈的湖水像一面鏡子，湖邊

有一隻鴨子游過，還嘎嘎地叫，好像在跟我們打招呼。

這時，我們又去了沙瓶店，沙瓶店店員說︰「你們要買

什麼呢？」我們說要買花瓶。那個店員就立刻拿一個花

瓶給我，並讓我把瓶子裝滿彩沙，真是很好玩呢！ 

 不一會兒，集合的時間到了，同學們紛紛回到集

合地點，等呀等，等呀等……旅遊巴來到了。 

 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4B 林海量 學校旅行 

學校旅行那天，我興致勃勃地回到學校集合，經

老師的安排，我們乘坐旅遊巴前往目的地—北潭涌度

假營。 

經過大約一小時車程，我們終於到達了。下車後，

首先由場地人員給我們講解營地規則和介紹營內各種

康樂設施。然後老師便讓同學們自由活動。於是我和組

員們四處參觀，在小賣部，我們買了海綿槍玩「兵捉賊」

遊戲。到了中午，我們到飯堂吃小食和休息。 

下午，我跟組員不知不覺來到一個花園，這裏美

麗得像世外桃源，處處都長滿五顏六色的花朵，十分漂

亮，而且花香撲鼻，令人心曠神怡。離開花園後，我們

來到足球場。在這裏，我們跟幾個五年級的同學踢足

球，我們玩得十分開心。 

開心的時光過得特別快，轉眼間，回校的時間到

了，我依依不捨地登上旅遊巴回校。 

我希望下次再來這裏，因為還有很多設施我也未

曾玩過。 

 

3B 林沛孜 小狼的故事 

 上午，小狼興高采烈地去公園玩耍。牠走着走着

就看見一隻小龜。接着，小狼就想小龜是不是不想讓路

給牠。然後，小狼就對着烏龜哈哈大笑，二話不說就把

小龜踢走了。小龜很不開心，牠垂頭喪氣地回家去了。 

 某一天上午，小狼又到公園玩耍了。途中又遇見

了小龜。小狼看見了小龜怒氣沖天的樣子，全身傷痕累

累，小狼感到莫名其妙。接着，小龜說︰「你……你……」

然後，小狼就想了前幾天自己的所作所為，小狼問︰「我

做錯了甚麼事令你感覺不太好？」 

 最後，小狼願意承認錯誤，牠跟小龜道歉。從此，

小狼就是一個有禮貌的孩子。牠知錯能改，所有的動物

都很喜歡他呢！ 

 

3A 曾玟綺 我會珍惜 

 我會珍惜生命，因為生命只有一次。媽媽給我生

命，有了生命我才可以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才可以看

見那麼美麗的地球。 

 地球上也有很多其它生命，比如動物的、植物

的……我們要保護牠們，不要踐踏草地、採摘花朵、虐

待動物等。因為全球暖化，導致住在南極和北極的小企

鵝和小海豹逐漸減少，這是大自然對人類不珍惜生命發

出的警報。 

 所以我不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地球上

萬物的生命！ 
 

2D 劉逸霏 聖誕聯歡會 

十二月二十日是學校舉行聖誕聯歡會的日子。 

聖誕聯歡會前夕，老師和同學一起商量明天會吃

甚麼食物。 

聖誕聯歡會那天，同學先到課室把食物放出來。

我們一起分享食物，還一起玩集體遊戲。 

接着，我們到禮堂欣賞表演節目。聖誕老人來了，

原來是外籍老師扮演聖誕老人，他和同學一起派聖誕禮

物。最令人期待的是各級抽獎，同學們都非常期待，希

望抽到自己喜愛的聖誕禮物。 
這天，大家都很開心，祝大家聖誕快樂。 

 

4D吳振朗 如何做個好學生 

我認為一個好學生必須品學兼優、好學不倦、遵守

秩序、樂於助人和尊敬師長。 

    在學習方面，好學生必須在上課時專心聽講，準時

交功課，努力學習，才能跟上進度。就算成績優異也不

能驕傲，要保持謙虛。 

    在品德方面，好學生必須孝順父母和尊敬師長。對

朋友和同學要有禮貌，還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會繼續努力，希望有一天也能成為一位好學生。 

 

3C 章嘉軒 小狼的故事 

 有一天，小狼到公園玩耍，途徑公園時遇見小烏

龜，小狼不但沒有理會小烏龜，還狠狠地把牠踢到草叢

裏，令烏龜四腳朝天。 

 第二天，小狼又到公園玩耍，在公園路上，牠又

遇見小烏龜，小烏龜傷痕累累。當小烏龜看見小狼時，

便生氣地說︰「你這隻可惡的小狼，昨天為什麼踢我？

你使我受傷，十分痛啊！」小狼知道自己做錯事，對小

烏龜說︰「我知錯了，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吧！」 

 小烏龜看見小狼很有誠意地認錯，便原諒了牠。

最後，牠們成為了好朋友。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對朋友要互相尊重，不會傷害

別人，還要懂得知錯能改。 

 3E湯岸霖 學校旅行 

 昨天是星期五，天氣晴朗，我們學校舉行一年一

度的秋季旅行。今次的目的地是西貢。早上八時半，我

們全校師生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了。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去籃球場，解散之後，我

和同學一起去公園玩。我們玩了滑梯和捉迷藏，還一起

分享了食物。 

 到了中午，我拿出了媽媽給我準備的三文治做午

餐，好吃極了！ 

 這次的旅行我們都十分開心，不但親近了大自

然，還學會了與人分享。 
 



 

5B  陳恩琪  假如我有超能力 

假如我有超能力，我希望令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一天，我起床，身上好像有一股力量。我梳洗後，

正準備到圖書館借書，突然聽到有人說：「回去房間看

看吧。」我依着「神秘人」的指示回到房間。看到一副

面具和一張紙條，紙條上寫：好孩子，你被聖多拉母后

選為守護者，你亦會擁有穿梭時空、分身術和瞬間轉移

的能力。當然這些並不足夠，你可以利用你的超能力，

幫助自己和別人。 

於是，我走到街上，聽到一名小朋友在哭。我不知

不覺地走進小朋友家裹，原來小朋友的媽媽生病了，但

因家境貧窮，所以沒錢看病。我偷偷地拿出五百元給他。 

接着，我走到一條人山人海、熙來攘往的街道上，

看見一名老人家，在街道上跌倒了，卻沒有人去幫助

他。我馬上扶他起來。不知不覺，我已幫助了很多人，

並發現原來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幫助，大家缺少了一份

關愛。 

「起床了！起床了！」原來我在做夢。  
 

 

5A  曾穎琳  我眼中的姐姐 

我的姐姐今年十二歲，是一位中一學生。她有一張

瓜子臉，蓄着一頭濃密的長髮，架着一幅眼鏡，眼鏡背

後有一雙精靈的大眼睛。她喜歡彈琴，因為她覺得彈琴

可以舒緩壓力。 

姐姐待人誠懇又樂於助人，所以有很多朋友，而她

常掛在口邊的金句是「有甚麼事情找茵姐」。有一次小

息的時候，她旁邊的同學突然感到不適，姐姐二話不說

就扶她到醫療室，並找老師幫忙。又有一次，我的考試

成績不太好，她便前來安慰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

只要你專心上課，用心温習，付出最大的努力，那一定

會有進步的，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是簡

單的幾句話，已叫我信心滿滿。  

姐姐十分好學，記得她在考六年級呈分試的時候，

媽媽要求她四科主科成績都要在九十分以上，面對這樣

的高難度，她心想：壓力是推動我邁向成功的動力。然

後不斷埋頭苦讀，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向老師和補習老

師請教。「皇天不負有心人」，姐姐果然在呈分試中拿

得非常好的成績，升到理想的中學。 

我要以姐姐為榜樣，學習她的優點，謝謝她一直無

微不至的照顧、在我做錯時提醒我、當我傾訴心事的對

象，姐姐我愛你。 

 

4E 吳子軒 日記一則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放學回到家，媽媽告訴我今晚我們要外出吃

飯，吩咐我要盡快完成功課。 

到了晚上，我們一家人去得寶商場的薩莉亞意式餐

廳吃飯。我們吃了不同種類的食物，例如：薄餅、意粉、

小食、焗飯……最後還吃了甜品，一家人都吃得津津有

味，回味無窮。 

吃過晚飯後，爸爸和媽媽便帶我到玩具店選購禮

物。不一會兒，我便找到了我心愛的玩具。最後，我們

就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家。回到家我就和家人一起切蛋

糕，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就這樣，我過了一個既難忘又特別的生日。 
 

6C 陳海琦 我最敬愛的爸爸 

 每天爸爸都是最後一個回家的人，每次回家後都會

問我和姐姐：「零用錢夠用嗎？」我每次都會說夠用，

因為我想爸爸那麼辛苦工作，應該留點給自己用，又或

者可以休息一兩天，和我及姐姐一起散散步或在家睡

覺。 

某天晚上，我發燒了，爸爸立即抱着我到聯合醫院

看醫生，但醫生給我吃了一粒藥，就叫我等一下。等着

等着，足足六小時才叫我，但在等的時候，我一直在睡

覺，爸爸卻坐在我旁邊等。然後，醫生就給我量體温，

說差不多退燒了，拿完藥就可以走。回家已經凌晨三時

了，但爸爸說：「你明天休息一天，我睡三小時就上班，

你快吃藥，然後快睡覺。」我真的很感激爸爸為我做的

一切，因為爸爸這麼累也不能休息。 

很感謝爸爸為我和姐姐做的所有事情，你真是全世

界最好的爸爸，我愛你！ 
 

 

4C趙震煥 學校旅行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我懷着興奮的心情

回到學校。當禮堂的簡介會完了後，老師便帶領我們乘

坐旅遊巴前往北潭涌度假營旅行。那天天氣十分晴朗。 

北潭涌渡假營的風景十分優美，空氣十分清新。

附近有涼亭供遊人休息，更有不同的遊樂設施讓遊人玩

耍。 

我們到營地的禮堂聽職員講解後便到處遊玩。我

們先到繩網陣，這裏有一位導師教導我們玩的方法。當

我踏上了繩網的時候，卻不小心跌了下來。接着，我們

急忙跑去夾娃娃。我們每人拿出五元銀幣來夾娃娃，然

後去飯堂吃午飯。我隨即把飯盒打開，一看，原來是香

噴噴的炒飯。最後，我們到公園玩耍，真開心。 

轉眼就到集合的時間了，旅遊車也來了，大家都

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到學校。大家都十分疲倦和玩得

很盡興。希望明年的學校旅行快快到來。 
 

6B 林恩希 我最敬愛的媽媽 

 在我記憶中的海洋中，你是多麼温柔，多麼美麗，

你嘔心瀝血，不辭勞苦地撫育我，只為了把我教育成一

位好孩子。你，就是我最敬愛的媽媽。 

 在每一天早上，你總是精心為我炮製各式各樣的早

餐，以前的我不懂事，還常常抱怨：「吃早餐真麻煩！」

我卻不知道，那是你冒着寒冬中的冷風，特意提早起牀

為我準備的呢！ 

 媽媽，無論我做了甚麼錯事，你都不會向我發脾

氣，而是耐心地教導我正確的態度，每一次都令我頑石

點頭。 

 時間不斷地流逝，你也漸漸老去，我十分清楚終有

一天，你會離我而去，但我卻終究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 

 媽媽，你為我無私地付出，卻不求任何回報，這為

的不是其他，只是一份簡單的愛，這份簡單的愛裏，包

涵了很多，很多……在這裏，我必須向我的媽媽說一

聲：「我愛你！」 
 



 
 
 

6A 李正充 日記一則 

十月四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當了一名義工，初次為慈善團體籌款。我

和媽媽吃過早餐後，滿有信心和熱誠地跑進校門。經社

工詳細講解後，我們領取了旗袋，一大夥人浩浩蕩蕩走

上街頭。 

    我左右思量，哪裏人流是最多呢？最後我和媽媽決

定朝向商場門前賣旗，那裏果然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真是一個賣旗的熱點。由於我是第一次賣旗，要向陌生

人兜售一枚枚「貼紙」，真不容易，難以啟齒，我害羞

得半躲在媽媽背後。媽媽鼓勵我要拿出勇氣，並說幫助

人是不用害羞。媽媽簡短的一句話，猶如一枝「打氣針」

喚醒我要勇往直前，無懼人家的拒絕。 

我渾身滿有幹勁，為了出一點綿力，我對媽媽說：

「我要走前一步，鼓起勇氣兜售一枚枚『貼紙』。」說

時遲，那時快，一位儀容端莊的姨姨朝向我，我不加思

索上前對姨姨說：「姨姨，請您買一枚旗，幫助有需要

的人。」她二話不說便從錢包掏出一枚十元硬幣投入錢

袋裏，我連忙向她說謝謝。聽到姨姨娓娓道來的稱讚，

我開心得差點要在街頭上手舞足蹈。媽媽的鼓勵，姨姨

的讚賞，我的笑容和勇氣令我繼續勇往直前，一而再，

再而三向途人賣旗，原來樂善好施的人真的不少。不用

一會，錢袋已滿滿了。我和媽媽交還善款後，便到快餐

店用膳，眼前擺放的粟米玉粒飯，這是我慣吃的午餐，

為何今天特別香甜呢？  

    第一次當義工，第一次去賣旗，第一次幫助有需要

的人，內心滿有成功感和喜樂。別人快樂，自己也快樂，

我要讓這快樂延續下去。 
 

6D 林梓桐 好書分享 

親愛的妺妹： 

    你最近學習生活怎樣？適應了香港的課程安排嗎？ 

    今天我想和你介紹一本名為《恐怖闖關遊戲》的書

本。內容是講述一位新同學來到一所小學，在那裏，他每

天都過得很不開心，因為同學總是説三道四：他媽媽因為

給老師送禮物，收買老師，所以他能夠順利入讀這間學

校……每次新同學都否認，讓他和同學們的關係弄得很

僵，甚至還有同學欺凌他。不過，自從他遇見了兩位好朋

友後，從始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 

    有一次，那裏發生了大地震，他們被困在一間傳聞被

詛咒過的密室裏。他們很害怕，於是想盡辦法去找出口，

希望可以逃避密室。他們經歷了重重的闖關遊戲，過程中

雖然險象環生，但憑着他們團結友愛的精神，終於克服困

難，找到光明的出口。 

    看完這本書後，我要很多人生的啟發：在你的心目

中，你最在乎的人是誰？除了家人和老師之外，我想應該

是朋友了吧！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個人都需要有友情，一

同分享喜悅，一起分擔苦惱。猶記得我初由內地來港讀

書，人生路不熟，幸好有同學的熱情幫助，令我很快適應

香港的學習模式。所以閱讀這本書，我很有共鳴。「朋友

是最寶貴的心靈財富，友情是最稀缺的再生能源。」我知

道你正在努力適應小學生活，相信你會喜歡這本書。 

    祝 

廣結善緣！ 

姐姐 

梓桐 

 十二月十五日 

5C  徐莉雅  我學會 

一天清晨，家裏的門鈴響了起來，我馬上跑到門

前，快遞員拿了一個大大的箱子。我關好門，就問爸爸

這是什麼，爸爸二話不說就打開了。啊！是我期待已久

的吉他！我立刻叫爸爸去幫我報班，開始了艱辛的學習

體驗了！ 

一開始時我學會了一首簡單的歌曲《小星星》，覺

得不是很困難。但是，當學到和弦轉換，我的手就痛到

不行！有想過放棄，但為了自己的夢想！還是堅持了下

來！ 

最後我明白了「如果夢想有捷徑，那一定會是堅

持。」現在我已經可以流暢地彈一首歌了！ 

 

 
6E 黃賢熙 閱讀好處多 

 閱讀是一種良好的習慣，我認為是不可缺少的。 

從小，我們就應該培養閱讀這個好習慣，因為這一

個好習慣不但可以幫助我們增加更多課外知識，還可以

使我們不至於成為現今社會的「井底之蛙」。 

此外，如果想學好英文的話，只要多閱讀英文書

籍，這樣我們的英文成績就會慢慢進步。 

還有，正所謂「走萬里路，不如讀萬卷書！」意思

是說，上課堂時，我們所學的知識是有限的，而世界上

的知識是無窮無盡的，加上老師也不是「萬能」的，未

必對全世界的事都瞭如指掌，所以我們如果想學到更多

知識，可以透過閱讀更多課外書本，從而汲取更多知識。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閱讀不但讓我們補充更多課外

知識，更能幫助我們提高語文能力，所以「閱讀好處多」

這一句話說得一點都沒有錯呢！ 
 

5E  陳柏軒  我眼中的媽媽 

我的媽媽名字叫黃鳳儀，臉圓圓的、眉毛彎彎的，

像月亮、有一雙閃亮亮的眼睛、有清爽的短直髮，還有

一張和藹的臉兒。 

她的個子不高，胖胖的身形有點像叮噹。晚上媽媽

工作完回家後，便會和我們一起吃飯，然後馬上替我檢

查家課。雖然功課上我有很多錯處，但她沒有發脾氣責

罵我，相反她會温柔和藹地教導我改過。 

做完功課後，她會和我一起玩耍、談天，看見她開

心的笑臉，很像一個活潑開朗的大孩子。 

我很喜歡媽媽，她一直十分信任我，每次測驗考試

都會給我自己安排時間表，給我無比的信任。 

媽媽，謝謝你給我的愛和温暖的呵護，我會永遠好

好孝順你的。 

 

5D  連可欣  我眼中的小表弟 

我的小表弟今年五歲了，還在上幼兒園。他有着白皙

的膚色，一張圓圓的小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一個小

鼻子和一張櫻桃小嘴。 

我的小表弟是個「小話癆」。他說起話來奶聲奶氣的，

嘰哩呱啦的，說個不停。 

每當沒人陪小表弟玩的時候，他總坐在地板上，拿着

機器人，小卡車。在那打來打去，嘴裏還自言自語的嘀咕

着：「機器人加油，卡車裏有壞蛋，快打死他，加油！」 

小表弟還有個好習慣—睡前閱讀。每次睡覺前，不管
有多睏倦，只要想起幼兒園裏的閱讀獎勵計劃表，就會立

即打起十二分精神，到書房閱讀二十分鐘，才心甘情願地

去睡覺。 

這就是我眼中的小表弟，一個天真又可愛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