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A陳頌澄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有一天，我家桌子的抽屜突然打開，有隻藍色的狸貓走出來，看真點，原來是多啦 A夢。

多啦 A夢說自己有個妹妹，叫多啦美。他帶我和家人去未來見識見識。原來未來的科技很發

達，但我家在未來是公廁。多啦 A夢在百寶袋拿出反重力太空船，帶我們去宇宙旅行，我見

火星很近地球，真的好像是「火星撞地球」，回程時，太空船着火了，多啦 A夢拿出芭蕉扇把

火扇熄了。 

    最後多啦 A夢依依不捨地回未來。我的夢也醒了。 

 

4A鄭梓軒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多啦 A夢來了我家。我很想去日本的環球影城遊玩，於是請多啦 A夢用「隨意門」

帶我到影城遊玩。不一回，他就把我送到日本。我在環球影城玩了很多機動遊戲和觀看了 4D

電影，坐上了哈利波特過山車，感到興奮極了！還和卡通人物拍照，真的很開心。 

    不知不覺已到了晚上，樂園要關閉。我亦感到又疲倦又肚餓，很想回家去，又很想念媽

媽。我害怕得哭起來，大叫多啦 A夢帶我回家。他終於帶我回到家裏，我一看到媽媽正在燒

飯給我吃，我便向她道歉，因為我沒有爸媽的批准，就自己離家去玩，讓他們擔心，我以後

一定要聽爸媽的話。 

 

4B陳若儒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媽媽份外囉嗦。她竟然在早上六時就叫我起牀了！我好不容易才起了牀。接着，

她吩咐我不能玩遊戲機或看電視，反而要練習鋼琴和做功課！我不情不願地開始練習鋼琴。

一個小時後，我終於完成了媽媽叫我做的事。我正想躺在沙發休息片刻時，沒想到，媽媽又

對我說：「快幫我到菜市埸買點食物吧！」 

    我歎了一口氣，向大門走去。當我準備走出門口時，看見著名的卡通人物多啦 A夢站在

我家的大門外。他說：「我透過時光機看見你有點不開心。你是不是遇到困難？或許我可以幫

助你。」我對他說：「我不知道為甚麼媽媽那麼囉嗦，她常常喋喋不休地對我說話。我也受不

住了，你有法寶可以令她消失嗎？」多啦 A夢沒有說話，他從百寶袋拿出一件東西，對我說：

「這是失蹤機。」他用手按了一顆紅色的按鈕後，在屋內的媽媽果然消失了。 

    我高興地歡呼起來，為了謝謝多啦 A夢，我熱情地招待他來我家玩耍，還送了他最喜歡

吃的豆沙包給他吃。之後，我趕緊開啟了我的遊戲機，痛快地玩了一頓。跟著，我致電給所

有朋友，邀請他們來我家玩耍。直至晚上七時，朋友們才開始陸續離開。 

    就在這時，我的肚子突然「咕」了一聲。我才想起自己整天都沒吃過任何東西。平時媽

媽會煮熱騰騰的食物給我吃，但現在沒了媽媽，我又沒有任何食物充餓，只能餓着肚子了。

此刻我突然覺得媽媽很重要，便問多啦 A夢：「我的媽媽甚麼時候才能回來？」多啦 A夢說：

「大概在深夜十二時。我差不多要離開了，你回去睡覺吧，再見。」「再見。」我說。。我在

牀上躺了很久都睡不着，老是惦掛着媽媽。過了一會兒，我看見家門打開了，有一個人走了

進來。心想：現在已經是深夜了，剛走進來的人應該是媽媽。我向那個人走去，在微弱的光

線下，我見那個人果然是媽媽！我立刻跑上前，擁抱着媽媽，並激動地大喊：「媽媽，你終於

回來了！」媽媽只撫摸着我的頭，沒有說話。 

    從這次經驗中，我學會要珍惜每一個家人，失去後便後悔莫及。 



 

4B何泳儀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我靜靜地站在教員室門前被老師責罵，都怪我…… 

    今天早上風和日麗，太陽伯伯慈祥地看着他的「人民」，我趁着天氣好，到公園散步，怎

知一出門口，就見到一個古靈精怪的「神秘人」，整個「人」只包着紗巾，就像木乃伊一樣，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動也不動，腳都軟了。「他」看到我那麼害怕，於是便脫下紗巾，

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原來那人是…… 

    多啦 A夢！多啦 A夢不就是那個有很多法寶的機械貓嗎？我那貪婪的心出來了，我向多

啦 A夢要這要那，又要食物，又要遊戲機，又要……玩樂至晚上，我才記得要做功課，於是

便向多啦 A夢要一部完成功課機，放在桌子上，讓它幫我完成功課，我便可以安心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便準備將功課放進書包，怎知功課不但沒有完成，而且還被撕得粉碎。

我便去質問功課機，它說：「這世界沒有不勞而獲的，這是我給你的懲罰，懶惰蟲！」我頓時

很後悔，決定不讓這種事情再次發生。 

 

4B伍懿心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呯……啪……」不好了！當我和妹妹在家中一起打球時，一不小心打破了爺爺最心愛

的寶貝──從英國買回來的古董花瓶。這個花瓶全球只有這一個，我們竟然把它打破了！我

心想：這次爸爸、媽媽和爺爺都一定會很生氣呢！怎麼辦？ 

    突然，我看見窗外有一隻小鳥從遠處飛過，當牠飛得愈來愈近的時候，看起來好像是一

架藍色的直升機，向着我家飛過來。當我再看清楚一點時，竟然是多啦 A夢來的。我真的難

以置信呢！那時他已經來到我的房間了。 

    當多啦 A夢看到我既驚訝又煩惱的樣子時，便問：「請問我有什麼事情可幫你？」於是，

我便將剛才發生的事情告訢他。多啦 A夢從他的「百寶袋」中取出一個機械人，並告訴我這

件法寶名叫「心想事成機械人」。他說：「你只要讓這個機械人看相片或圖像一眼，並說『我

想要啊』，它便可以立刻把圖像中的物品複製出來。」接着，多啦 A夢吩咐機械人複造一個豆

沙包，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示範，我看得目瞪口呆呢！ 

    於是，我便給機械人看一張我在五歲時跟古董瓶所拍的合照，並說：「我想要啊」。一瞬

間，一個一模一樣的花瓶就在我眼前出現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花瓶放回原位，並把碎片掃走，

一切跟之前沒有兩樣。 

    之後，機械人還幫了我很多的忙。記得有一次，我班舉行聖誕聯歡會時，我請同學們不

用帶備任何食物。回家後，我請多啦 A夢再次把機械人借給我，並給它看一張酒店自助餐的

廣告相片。翌日，同學們便可以在聯歡會中，享用五星級酒店的美食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

味呢！ 

    多啦 A夢和機械人漸漸成了我們家中的一份子，常常陪伴我。直到一天晚上，我跟機械

人一起看電視新聞，講述美國正受龍捲風吹襲。我不禁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們這裏也有龍

捲風就好了。我想要啊！那麼明天便不用測驗了。」突然，我感到好像愈來愈涼快，一陣風

把我從沙發上捲起來了。哎喲！原來我的說話被機械人聽見了。幸好，多啦 A夢馬上取出一

些法寶來制止那陣風，我才沒有被捲出窗外呢！ 

    自此以後，我對之前請機械人做的一切事感到非常後悔。我深深明白到自己要對自己所

作的事負責任，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呢！ 



4B彭婩妃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你好！我是多啦 A夢，請多多指教。」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壞了，戰戰兢兢地東

張西望，尋找聲音的來源，最後我的目光落在抽屜裏。我探頭一看，發現了我最愛的卡通人

物──多啦 A夢！ 

    「嘿！我們是好朋友啊！借『算啦棒』給我好嗎？媽媽正在生氣呢。」誰料，多啦 A夢

竟然不肯借出。我氣得火冒三丈，在「百寶袋」裏硬搶。 

    媽媽看見我便破口大駡：「你數學測驗怎麼只有八十八分……」我笑瞇瞇地把「算啦棒」

放在媽媽的嘴唇上，說：「算啦，算啦，算啦……」果然，媽媽心平氣和地說：「不要緊，下

次努力吧！」 

    這時，多啦 A夢追了出來，要取回「算啦棒」。我立即調頭就跑，我到公園裏撩事鬥非，

然後再使用「算啦棒」平息他們的怒氣。我花了整個下午來做惡作劇，作弄別人。 

    一進家門，多啦 A夢便取走了「算啦棒」，並語重心長地勸說：「作好心理準備吧。」我

聽得一頭霧水，到底作甚麼心理準備啊？不管了！ 

    翌日，我被媽媽的求救聲吵醒了。我驚慌地下樓看看發生甚麼事。不出多啦 A夢所料，

果然有一大堆見識過「算啦棒」威力的人湧過來我家。媽媽嚇得昏倒；多啦 A夢則阻止人們

進家來。 

    經過這次教訓，我明白了凡事都要考慮別人的感受和多聽取建議。 

 

4B仇諾詩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放學後，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因為，我家今天來了一位特別的客人──擁有許

多「法寶」的多啦 A夢！他將會在我家「寄宿」一個星期一個月，甚至一年！ 

    終於，我回到家了！咦！多啦 A夢還沒到來呢！不如趁他還沒到，先洗個澡，再慢慢等

他吧！於是，我便拿着大毛巾和將會更換的衣服，走到浴室裏去了。 

    我在浴室裏，一邊洗澡，一邊想着以後該怎樣開口向多啦 A夢借「法寶」。突然，「叮噹」

一聲，多啦 A夢來到了，我連忙關掉水喉，用我最快的速度更換衣服，像一陣風似的跑到客

廳。只見多啦 A夢坐在沙發上，他那又胖又藍的身子令我心裏直想發笑。當我正想把多啦 A

夢拉出門外，到公園玩耍時，聽到了一把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說：「仇──諾──詩──！

還不快點去做功課？」它又換了一把比較「温柔」的聲音，說：「多啦 A夢！不要理她！咱們

先喝個下午茶，談談天吧！」原來，是一向不苟言笑的媽媽！於是，我只好把多啦 A夢拉進

書房，讓他陪我做功課。 

    一進房間，我便央求多啦 A夢把他的「法寶」──「功課機」借給我。多啦 A夢想了想，

說：「當然行。」他從「百寶袋」中取出「功課機」，並教我怎樣使用。我學會後，便迫不及

待地用「功課機」「做」功課。哇！它做功課的速度真快！只需要兩分鐘，我可能需要三小時

呢！我想，如果永遠都使這個「功課機」來做功課，一直到考試…… 

    終於到了考試這一天，我偷偷地把「功課機」放進書包，然後上學去。我走進課室，把

文具和「功課機」拿出來及開啟它。考試開始了，我暗中把試卷放進「功課機」，突然，我聽

到一把聲音，是從「功課機」中傳出來的，它說：「對不起！我不能幫您完成這份試卷，因為

這份不是功課。」這時，全班同學和老師都看着我！我害怕極了！ 

    結果，我既被老師和媽媽責駡，又被記大過！唉！誰叫我當初這樣做呢！自此以後，我

明白了做人要腳踏實地，才會有好結果的！唉 



 

4B徐子豐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這個聖誕節，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幫助我和弟弟。 

    事情本來很開心，但我沒料到今天弟弟的肚子會脹得很大，動也動不了，他哭着告訴我，

原來…… 

    當我和朋友出外打羽毛球時，弟弟趁我不在家，要多啦 A夢給他一張「美食桌布」，那神

奇的桌布能變出各式各樣的山珍海味。 

    貪心的弟弟從上午吃到下午，結果，他的肚子脹了起來。 

    後來，我帶他去看醫生，吃了藥才能消除肚脹之苦。他以後再也不敢了。我趁機教導他

凡事要適可而止。回家後多啦 A夢提議我們可以用「美食桌布」幫助有需要人士。我覺得這

個主意不錯。 

    我們跟着多啦 A夢的指示，幫助一些露宿人士。看到他們的笑容，我也感到很開心。我

終於明白什麼是「助人為快樂之本」了。 

 

 

4B黃允麑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昨天晚上，我發了一個關於多啦 A夢的夢。在夢中，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並幫助我完

成很多事。 

    第二天，多啦 A夢真的來到我的家。難道我在做夢？我拍一拍自己的臉，興奮地問：「你

可不可以幫我做一樣事情？」多啦 A夢好奇地問：「是甚麼事？」我愁眉苦臉地說：「我的中

文測驗成績較差，求你可不可以找一些法寶來協助我？」「好吧！」他說。我興奮得跳起來。

他從自己的法寶袋中找到一些麫包，原來這些是記憶麪包。多啦 A夢說：「首先，你拿出你的

筆記或課本，然後把記憶麪包印在你的筆記或課本的紙頁上，最後吃了記憶麪包。」我按照

他的指示後，多啦 A夢問了我幾道題目。我竟然答對了！ 

    經過幾天吃麪包的日子後，我終於對中文測驗充滿信心。到了測驗那天，我緊張得面紅

耳赤，那天竟然是數學測驗。我只好亂猜答案。最後，取得零分。 

    經過這次的教訓，我學會了要努力耕耘，才有收穫的道理，我希望自己可以改掉懶惰這

個壞習慣。 

 

 

 

 

 

 

 

 

 

 

 

 



4C朱泳怡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有一天，我的衣櫃裏突然發出一道耀眼的光芒。我打開一看，跳出一隻機械狸貓。他自

我介紹是多啦 A夢。我問他：「你來這裏有什麼目的？」他說：「目的是送給你一個願望」，我

聽到非常興奮。 

    我立刻告訴他我願望是考試科科一百分。他立刻在法寶袋裏拿出一件法寶──願望瓶。

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那個瓶子，心想：「真的可以完成我的願望嗎？」 

    我喝掉願望瓶裏的願望水，跟着温習，所有考試範圍的內容竟然全部都記熟了，感覺很

神奇。 

    到了考試，我看着試卷，很快便寫上答案，而且準確無錯誤。我充滿信心，這次一定取

得好成績。 

    到了取成績表時候，我真的拿到了科科一百分，我的願望實現了，我真的很多謝多啦 A

夢的幫助。 

 

4C羅頌聲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某一天，我一睜開眼便看見一隻貎似雪人的東西。 

    他的樣子很可愛，身體胖胖的，手和腳短短的。他介紹自己是來自二十二世紀的機械貓

──多啦 A夢。他說來這個世界是幫助我，我感到十分高興。 

    他看一看我的房間，說：「我睡在哪裏呢？」我說：「隨你喜歡。」他說睡在衣櫃裏也可

以。他想吃豆沙包，我說沒有，他隨即十分憤怒，把我的房間搗亂，幸好我沒有損傷。我要

他把我的房間維修，當時他顯得不好意思，拿出他的法寶──自動復原機。 

    不到一秒鐘，房間已經回復早前一樣。這時我十分興奮，因為第二天我可以把他的百寶

帶回學校玩。 

    就在這時候，多啦 A夢發現原來弄錯了時間，他向我道別便消失了。直到現在，我跟同

學說多啦 A夢曾到我家，但沒有人相信。 

 

 

4C王晞楠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在假期裏，我做完假期功課後，便拿出一本媽媽給我新買的圖書──多啦 A夢。我一頁

一頁地讀了起來，讀到《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時，書中的多啦 A夢突然彈了出來，那時我

覺得很神奇，心裏在想：「為什麼多啦 A夢會來到我的房間呢？」就在這時，多啦 A夢對我說：

「你好，我是多啦 A夢，我來到這裏是因為我想看一下你們平時做些什麼。」我便對他說：「我

平時最喜愛畫畫、看書、看電視、玩遊戲……」多啦 A夢聽到我說後便決定留下來和我一起

玩五子棋、大富翁、竹蜻蜓、卡通拼圖……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很快到了晚上。「晞楠，

要吃飯了。」媽媽說。我聽到後，便對多啦 A夢說：「你肚子餓嗎？」多啦 A夢說：「我的肚

子餓啊！」於是，我便拿東西給他吃。吃完飯後，我和多啦 A夢看了一會兒電視。時間過得

很快，一轉眼多啦 A夢便要回去他的世界了。他對我說：「謝謝你。」然後就坐着時光機走了。 

 

 

 



 

4D陳至華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當我在看多啦 A夢這部電視卡通片時，門鈴「叮噹！」一聲，正在摺衣服的爸爸

媽媽趕緊開門看看，一位自稱是開心百貨公司的速遞員說：「聖誕快樂！這是免費的聖誕禮物，

我代表全公司的人向您們一家送上這件聖誕禮物。」 

    我和爸爸媽媽、弟弟收了禮後，把這個大大的禮物箱子打開，突然，一個東西在箱裏跳

出來了。「多啦 A夢？」我們說：「你好嗎？聖誕快樂！」多啦 A夢說：「他說自己能幫助我們

家做家務，他看到剛收回的一疊衣物，便把衣服摺起來，很快就完成了。他看到廚房的餸菜，

又在他的「法寶袋」裏找出一堆法寶，然後說：「食物噴霧！」，他對着餸菜噴一下，還沒有

煮熟的餸菜，就立刻變成香噴噴的晚餐。 

    當我們吃晚餐的時候，電話「鈴、鈴、鈴」地響起，我聽到電話裏的人說：「你是多啦 A

夢禮物的收信人，是嗎？」「我是……」媽媽說是送錯了禮物，我們十分感謝那送貨員，要不

是他送錯郵件，我們可沒機會見多啦 A夢呢！ 

 

4D 伍均浩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在我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動畫多啦 A夢的主角多啦 A夢乘着時光機來

到我家，跟我共渡一天的愉快生活！ 

    我立刻通知爸爸媽媽這個消息，他們都感到很驚訝。我們盡地主之誼，帶他到香港的名

勝逛逛。我們走到街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多啦 A夢建議使用他的法寶「隨意門」，一眨眼，

我們就到達目的地海洋公園。晚上到珍寶海鮮舫吃晚飯。多啦 A夢提醒我們他只吃豆沙包，

於是爸爸叫我到附近的麪包店買豆沙包給他吃。可是海鮮舫在海中心，只怕乘船回岸邊，麪

包店已經關門了。於是多啦 A夢拿出另一件法寶「竹蜻蜓」，在空中飛翔的感覺實在太興奮！ 

    最後，我們跟多啦 A夢道別！大家都依依不捨，我跟他來一個深情擁抱後，他便坐回時

光機離開了。今天真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天！ 

 

4D 林予希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放學後，我回到了家，發現了有一個藍色、紅色鼻子和像一隻狸貓似的神秘生物在

我的房間裏。我立刻大叫：「怪物啊！」那個生物就說：「我的名是多啦 A夢，是來幫有需要

的人。」幸好他的樣子也很可愛，所以就請他留在這裡作客。 

    接下來的幾天，多啦 A夢拿出「法寶袋」的「法寶」來幫助我。例如上學時會拿出「隨

意門」，讓我一秒就能回到學校；吃飯時會拿出「美食桌布」，令我想吃甚麼美食，就能吃到

那些美食；睡覺時會拿出「選凙夢境機」，讓我天天發美夢。就是這樣持續了一個月。 

    多啦 A夢離開後，我不但上學遲到，又忘記怎麼煮飯，所有事情都弄得一團糟。 

    這件事令我學會了不可以依賴別人幫助，凡事要親力親為。 

 

 

 

 

 



 

4D 高澤舜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今天，我做功課的時候，多啦 A夢竟然來到我的家，還說了很多冷笑話，弄得我很「冷」。

我不懂做功課，他便教我做，我跟他說：「我是不會使用任何一件法寶的，我只會靠自己做所

有事情，但不懂做的時候我會問你。」 

    我告訴媽媽多啦 A夢來到我家了，媽媽問多啦 A夢有沒有法寶，我說沒有，因被我沒收

了，因為不用法寶能做的事就不用法寶來做。「吃晚飯了。」我跟多啦 A夢說。多啦 A夢說媽

媽煮的東西很好吃，媽媽很喜歡他。 

    今天，我問多啦 A夢為甚麼要來，他問：「你讀書和運動差嗎？」我回答：「兩方面也不

算差。」那「我應該要走了，我來錯時空。」他說完便和我道別，還稱讚我堅強。 

 

 

 

 

4E劉卓文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一天深夜時，我正在睡覺，突然被衣櫃裏發出來的一道道強光驚醒了，當時我驚訝得目

瞪口呆，以為是外星人侵略地球。我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多啦 A夢，我心想：如果有了他的

幫忙，給我一些在測驗中拿一百分的法寶，這樣就不用温習了。我根據電視的說法給他一些

紅豆包，以討他的歡心，但他竟然說不喜歡吃紅豆包，喜歡吃綠豆包。我反問自己是不是記

錯呢？ 

    第二天是學校的測驗日，我請多啦 A夢給我一些拿一百分的法寶，他說：「我雖然長得像

多啦 A夢，其實我是多多啦。」我失叫：「你是甚麼？」他答：「我是來幫助有需要的人的機

械人。」我問：「你可幫助我拿一百分嗎？」他說不可以！成績是要自己努力温習得來的。自

此，我不再偷懶，所以在第二次測驗中取得了好成績。 

    這事情令我明白到世界不會有不勞而獲，要取得好結果，就要付出努力。 

 

4E韓嚴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假如多啦 A夢來到我家，會發生甚麼事呢？ 

    如果多啦 A夢來到我家，我會好好地善用他，不過可能也會像大雄媽媽一樣要他做家務。 

    我把多啦 A夢的法寶送給人！當然不是送給小朋友當玩具，更不是給壞人做壞事，而是

給警察、消防員等。因為他們要「救人」，我會把竹蜻蜓送給警察或消防員，幫助警察追捕小

偷；消防員可以戴  

    我會善用法寶，不會做損人利己的事，也不會靠法寶來做功課，要學會做有意義的事。 

    其實，我覺得世上不應有法寶，用自己的雙手做的事情才是最實際的！ 

 

 

 

 

 



4E方曉琳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如果有一天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我一定會借他的法寶來用。 

    首先，我會借用「時光機」，回到恐龍時代，屆時便可以看見很多恐龍：有三角龍、翼龍、

暴龍……還可以用放大鏡細看恐龍蛋的構造。 

    然後，我會借用「傳送門」去到受戰火洗禮的地區，將快樂帶給當地的小朋友，也幫助

受戰爭影響的人，如有能力帶他們離開戰區。 

    希望多啦 A夢的百寶袋能帶給大家快樂。 

 

4E方皓浚 

《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 

    這一天，多啦 A夢來到我的家，我非常開心，因為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就是他。 

    第二天，家裏的洗衣機突然壞了，於是我叫多啦 A夢拿「時間布」出來把洗衣機修理好，

媽媽就可以洗衣食服了。第三天放學後，我感到十分疲倦，不想做功課，便想起多啦 A夢的

法寶，就請求他幫忙。他拿出一個機械人來幫我做功課，怎知道機械人把我的功課全部做錯

了，害得我給老師責罵一頓。事後檢討我感到後悔，功課要自己做才可以得益，而不是倚靠

別人，我向多啦 A夢道歉，發誓不再有無謂的要求。過兩天，多啦 A夢離開了，我衷心地希

望多啦 A夢可以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