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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中文科《柴米報》出版到了第十期！提到「十」

字，你會想起哪些四字詞？十全十美、一目十行、五光十色？

這期《柴米報》除了精選了二至六年級同學的佳作，更增加

了有趣的猜猜成語遊戲，考考大家呢！ 

 
 

                 《分享日誌》           2A 文政堯     

九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天 

在小二開學前的暑假裏，我終於學懂了游泳！從前不敢潛

水的我，現在已學懂了呼吸、踢水和自由式。雖然還要利用浮板

輔助，但相比最初已經大有進步了。我希望不久將來，再學會蛙

式，也不需要其他工具輔助自己了！ 
 

                 《分享日誌》            2A 黃歷謙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勇於迎接挑戰的事…… 

    上星期四，媽媽和我送弟弟上學，在銅鑼灣港鐵站乘電梯時，我

要自己走上樓梯。那條樓梯又長又暗，令我十分害怕。 

    第二天，我跟媽媽說要挑戰自己，再走那條樓梯多一遍。結果，

我挑戰成功了，媽媽和我都覺得很高興。 

 

《分享日誌》         2A 司徒巧柔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天 

  暑假時，家人帶我到野生動物園裏看動物。 

    在野生動物園裏，我看到很多動物，例如：獅子、老虎、豹和狼等等。其中，

最難忘的是我能夠近距離餵飼長頸鹿，牠呼吸時的氣體竟然噴到我的臉上。幸

好，我沒有驚慌。 

    那天，我覺得自己很勇敢，也玩得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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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挑戰》             2B 藍雋雅  

每當聽到爺爺優美的琴聲時，我總是想：「我一定要好

好地學習。」爺爺教我鋼琴，對我要求很高，我的手指放得

不好，他便會嚴格地督促我。在這一年裏鋼琴陪伴着我成長，

我現在已學會彈數首動聽的歌曲了。  

 

                    《勇於挑戰》              2B 梁爔元   

學校舉辦英語時裝比賽，老師選了我代表自己班參加，我非常高興。每

次練習的時候，我都十分認真，因為老師想大家做到最好。表演的那天，我

十分緊張。後來，我順利過了關，還得到了第三名，可以和校長合照，十分

高興。 

            《分享日誌》            2C 何朗琪 

七月九日      星期日     晴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勇於接受挑戰的事。有一次，爸

爸媽媽叫我參加數獨比賽。由於我未曾接觸過數獨，十分

擔心，後來，爸爸媽媽給我一些數獨練習。最後，我得到

銅獎。我很開心，這件事讓我明白到「世上無難事，只怕

有心人。」 
 

《人動句》       2D 潘晞堯 

清晨的時候，祖母

和祖父在公園裏慢

慢地散步，他們覺

得很輕鬆。 

 

《人說句》      2D 郭柏崇 

晚飯的時候，弟弟問媽媽可不可以吃

漢堡飽和薯條，媽媽說：「不可以，

那些都是不健康的

食物。」 

試根據以下圖畫猜成語。(答案在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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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醬油》              3A 陳哲 

今天下午，媽媽要我到超級市場買東西。她把一些硬幣交給我，吩咐

我買一瓶醬油回家。 

途中經過文具店門外，我看見一部扭蛋機器，裏面有我渴望已久的玩

具，我開心得兩眼發光。遲疑了一會，我看看手中的硬幣，還是忍不住把

它們投進扭蛋機器裏。我終於得到那夢寐以求的玩具，實在感到喜出望外，

太好了！但是此時，我發現手中的硬幣已全部被花光了，怎樣買醬油呢？

我的心情立刻由興奮變成苦惱。 

回到家中，我低頭向媽媽道歉，但還是被她責罵了一頓。經過這件事後，我決心

以後做事不要衝動，會先想清楚才行動。 

 

                   《我們常常做運動》          3B 何寶儀 

    昨天，我和爸爸一起到排球場打排球。 
 

    在排球場裏，我充滿活力，爸爸先開了一球，我興奮地跑去接球，

全場比賽十分激烈，爸爸還稱讚我打得很好呢! 
 

    接着，我們托球，我把球扔給爸爸,他奮力地跑去接球，我們連續

打了很多球，大家都打得十分興奮啊！打完排球後，我們氣喘喘呼呼地

繞着排球場走了一圈。走完，我們都十分疲倦。我滿頭大汗，爸爸幫我擦汗，然後對

我說：「你打得很好啊！下次我們再來打球吧！」我愉快地點點頭。 
 

    這次運動後，我體會到做運動雖然很疲累，但是能讓我們得到健康和快樂。 
           

                 《校園的一角——操場》    3C 黃俊泓 

每當我走到學校的操場上，就看見一棵壯麗的大榕樹。大榕樹

青翠碧綠，枝葉茂密，枝椏交錯着生長，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大迷宮。 

大榕樹下有幾張凹凸不平的石椅和長凳。石椅後有一片美麗的

花叢，花叢裏的花兒色彩繽紛，有紅彤彤的大紅花、鮮紅色的玫瑰

花和一些五顏六色的牡丹花等。如果你走近花叢邊，還能嗅到陣陣的花香。 

小息時，我最喜歡坐在大榕樹下的石椅上，聽着同學們嘻嘻哈哈的笑聲傳遍了整

個校園，還能不時聽到樹上的鳥兒吱吱喳喳的歌聲，就像一個歌手在唱着歌呢！鳥兒

的歌聲伴着同學們的歡笑聲，讓校園瞬間熱鬧起來！ 
 

                   《打乒乓球》       3D 鄭子翀 

一個風和日麗、天朗氣清的下午，我和哥哥一起到小西灣

綜合大樓打乒乓球。 

到達這裏的時候，我就急不及待放下球套，與哥哥來一場決戰。一開始我先連輸

兩局，但我沒有放棄，集中精神追回兩局。我們鬥到第五局的時候，戰況十分激烈，

鬥得難分難解。當時我領先一分，心想：這場比賽我贏定了，但又害怕被哥哥反勝。

果然，我先被哥哥追和，我只好咬緊牙關，最終我贏了這場比賽。 

自從這次比賽之後，我愛上了這項運動，因為我享受勝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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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煩惱》       4A 鍾華恩 

    昨天是老師派發中文試卷的日子，看到老師拿着一大疊卷子進來。

我心裏像一個頑皮的小和尚不停地用木魚敲打我的心臟，撲通地響着，

我擔心得很。我心想：要是我這次考試的成績不理想，我就完蛋了！ 
 

    忽然，老師站到課室中央說：「這次中文科考試全班最高分的是小

英同學。」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很高興，巴不得立刻飛到外國跟親愛的爸爸說這

件歡樂的事。我滿懷喜悅地接過試卷，老師還送了我一份小禮物。 
 

     當時，我真的十分快樂，但這種快樂維持不了多久，因為當我核對試卷時，才知

道老師多給了我四分，那時，我像掉進了萬丈深淵裏。我心想：要是我把這件事告訴

老師，我的分數便不再是全班最高分的，也會失去這份精美的小禮物。我左思右想，

想到頭也快要爆炸了，但我一想起爸爸常常跟我說：「做人多聰明也沒用，最重要是有

誠信。」立即明白自己應該怎樣做。 
 

     終於我鼓起了勇氣，誠實地向老師說出真相，老師沒有要求我把禮物交還給他，

因為這是她欣賞我誠實的禮物。這一刻，我心裏覺得十分舒暢。 

                    《東郭先生和老鼠》       4B 周思辰 

有一天，東郭先生在後院遇到一隻老鼠。牠一邊喘氣一邊說：「有一隻貓想把我吃

掉，可惜我受了傷，不能快速地逃走，請你幫幫忙吧!」 

東郭先生想了一想，說：「好的，我答應你，如果我不幫助你的話，就成了一個見

死不救的人。」於是，東郭先生把老鼠帶回家療傷，老鼠對東郭先生感激不盡。 

三個星期後，老鼠已經完全康復了。這天，老鼠看到東郭先生的廚房

裏有很多食物：茄子、香蕉、蛋糕……當然還有牠最愛吃的乳酪！老鼠不

但偷吃了東郭先生的食物，還叫來其他老鼠一起吃。 

食物吃光後，老鼠們飽得走不動了。東郭先生回來後，看到牠們把家

裏的食物全都吃光，生氣極了。他把老鼠們困在籠子裏，說：「你們這些忘恩負義的傢

伙，我要把你們送到我的鄰居何太太那裏，她的家裏養了一隻貓，貓兒最喜歡吃老鼠！」 

老鼠們嚇得紛紛向東郭先生求饒：「求求你，不要把我們送到那裏！」東郭先生沒

有聽從牠們的話，果然把牠們送到何太太家裏，從此以後再不相信忘恩負義的老鼠了。 

               《東郭先生和小熊貓》       4C 蔡子琦 

    有一天，東郭先生在竹林裏遇到一隻受傷的小熊貓，牠可憐地表

示，正被一隻凶神惡煞的老虎追殺。 

    小熊貓看見東郭先生背着裝書的布袋，就說：「你可以讓我躲進這

個布袋裏嗎？我以後會報答你的。」東郭先生不想見死不救，就答應了，

讓牠躲進布袋裏。 

    之後，草叢裏突然撲出一隻兇惡的老虎，問東郭先生有沒有看到一隻小熊貓，他

說沒有，老虎只好掉頭就走了。 

    過了不久，兩隻大熊貓走了過來，原來是小熊貓的父母啊！小熊貓就跟隨牠的父

母回家去。小熊貓告訴父母和朋友關於東郭先生做過的好事。熊貓們為了報答東郭先

生，就送了很多竹子給他。之後，東郭先生還建了一間竹子屋。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好人有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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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太陽》  4D 姚學琳 

我是太陽 

我是一個大大的，光燦燦的太陽 
 

我的亮光，照耀大地的城市 

我的温暖，流進人們的心窩 

我給春日萌芽的小草帶來生機 

我給冬天勤勞的工人暖和 

我使睡夢中的人甦醒 

我使迷路的客旅踏上正途 
 

我是太陽 

我是一個大大的，光燦燦的太陽 
 

《我是星星》  4D 鍾幸傑 

我是星星 

我是一顆小小的，亮晶晶的星星 
 

我的光芒，照亮漆黑的夜空 

我的身影，匯成無邊的銀河 

我給迷路的行者指引方向 

我給好奇的科學家帶來啟發 

我使思鄉的詩人抒解愁緒 

我使失眠的孩子進入夢鄉 
 

我是星星 

我是一顆小小的，亮晶晶的星星 

 

             《第一次籃球比賽》     5A 梁皓寧 

昨天，我和籃球隊隊員到小西灣運動場準備參加一年一度的校際籃

球比賽。我那時緊張得四肢僵硬，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參加的籃球比賽。 
 

那天早上，當我們到達比賽場地時，發現那裏有兩隊球員正在比

賽，所以我和隊員就坐在長椅上等待。我等待得十分焦急，所以便站起

來做熱身運動。 

不久，比賽開始了，我方球員都變得精神抖擻，拚命向敵方籃底進攻。正當我方

球員飛快地跑向敵方籃底時，一不小心被敵方的一員絆倒了。這時，裁判立刻跑到她

跟前，問她有否受傷。 
 

此時此刻，教練低聲跟我說:「你上場代替她吧！」他見我猶豫不決便說︰「只要

嘗試，凡事都能發生。」於是我便上場參加比賽。突然，我看到敵方球員沒有守住籃

底，所以便像火箭一樣衝到籃底，幸運地我入了球，順勢幫球隊贏了這場比賽呢！ 
 

最後，我最感謝的就是教練給我的一番鼓勵︰「只要嘗試，凡事都能發生。」要

不是有他的鼓勵，我就不能入球了。 
 

               《我的爸爸》      5B 徐天揚 

我最欣賞的人身材高大，頭髮濃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他

就是我的爸爸，一位辛勤工作的老師。 

有一晚，我深夜起來去洗手間，不料看見客廳亮着燈，便膽

顫心驚地去看一看，原來爸爸正在批改試卷。我帶着惺忪的睡眼走去，說：「爸爸，你

為甚麼深夜仍在工作啊？」爸爸回答道：「孩子，因為我要準時完成批改試卷的工作。」

正是這種態度，爸爸每次都準時完成他的工作。這種勤奮盡責的精神真值得我學習呢！ 

爸爸也是一個孝順的兒子，無論他多麼忙碌也好，他也會堅持每星期到沙田探望

爺爺。我有一次好奇地問爸爸：「爸爸，你明明還有很多工作沒做，為甚麼每個星期仍

要去探望爺爺呢？」爸爸語重心長地說：「探望爺爺是兒女的責任，是孝順父母的表現。

你長大後也要孝順父母呀！」 

爸爸勤奮盡責和孝順的精神真值得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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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日禮物》       5C 李凱霖 

在我二年級生日的那天，媽媽和爸爸為了慶祝我的生日，

特地帶了我和姐姐到台灣遊玩。 
 

旅程中，我們到了台灣夜市買東西，媽媽對我說：「你可以

在這個夜市裏購買你喜歡的東西，當作生日禮物。」我在夜市

裏購買了一個印有我生日日期的鑰匙圈，那個鑰匙圈的外貌是

台灣地圖，顏色是棕色的，上面還有一個太陽的圖案，裏面藏

了小小的沙粒。我每天都帶着那個鑰匙圈，看到它就會想起我

二年級的生日。到現在，我還把它保存得非常乾淨。 
 

這個鑰匙圈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我的鑰匙圈不見了，我找了很

久都不見，當時我心想：糟糕了！不見了它怎麼辦才好呢？我的心裏七上八落，

焦急得很，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後來我和爸爸在家裏收拾房間的時候，在我

抽屜很深的位置找回它，當時我興奮得跳起來！ 
 

失而復得的感覺真棒呀！所以經過這次之後，我會更加珍惜這個鑰匙圈。 
 

             《第一次拔牙》            5D 劉浩齊 

有一天，媽媽收拾房間的時候，意外地找到一瓶我的乳齒。我拿着這瓶牙齒

看了又看，讓我回想起第一次拔牙那個驚心動魄的場面，真是難忘啊！ 
 

回憶起有一次我吃零食的時候，我突然大哭起來，原來我的牙齒蛀壞了，吃

東西時感到劇痛。媽媽立刻帶我到診所看病，正當我坐在椅子上等待的時候，我

的心情七上八下。 
 

一會兒之後，一位姑娘走出來，喊叫我的名字，我只

好狼狽地走進病房去。首先，我躺在一張牀上，然後醫生

拿起工具替我檢查口腔，接着替我拔掉那顆蛀壞的牙齒。

醫生一瞬間把我的牙齒拔掉，我高聲喊叫得全世界都聽到

了，我的口腔更血流成河呢！ 
 

經過這次拔牙的經歷，我終於知道拔牙的痛苦。 

 

 

試根據以下圖畫猜成語。(答案在第 8頁)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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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大戰颱風大王》      6A 保志恒 

  孫悟空憑着堅毅不屈的精神，經歷重重的困難，順利協助唐

三藏成功取經，被佛祖封為「戰鬥勝佛」。 

自從孫悟空打敗了白骨精後，她一直忿忿不平，對孫悟空懷

恨在心，千百年後，仍未消這口怨氣。這次，白骨精來到 2018年

的香港，吩咐她的徒弟──颱風大王去侵襲香港。孫悟空得知了

這件事，立刻找多啦 A夢借來了「隨意門」前往香港，拯救市民。 

到了香港，只見所有人十分驚慌，有些人在街上大叫大喊，

有些人在大哭，大家都不知所措，神色慌張。 

遠遠望去，只見颱風漸漸逼近。他用金晴火眼一看，果然真是颱風大王率領着大軍前來

侵襲香港。孫悟空見狀，拿出金箍棒，立刻上前跟他對戰。他們愈打愈激烈，三百多個回合

後，颱風大王漸漸招架不住孫悟空攻擊。他一聲令下，所有颱風士兵一下子衝向孫悟空。孫

悟空卻寡不敵眾，被颱風大王和他的大軍反敗為勝。孫悟空見情勢不對，立即跳上筋斗雲逃

跑。他一邊逃跑，一邊想辦法。 

突然，他靈機一動，想找香港的著名拳擊手──曹星如來一起對付颱風大王。他來到陸

地上，找來曹星如叫他一起幫他打敗颱風大王。他們一起來到颱風大王的面前，卻見到他的

世仇──白骨精。他們二話不說，乒乒乓乓地打起來了。颱風大王就命令軍隊要拿下孫悟空

的人頭。這次孫悟空卻變得聰明了，他拔起毫毛，丟進口中，嚼碎了噴出來，大叫：「變！」

就變出千百個分身，投入戰鬥。曹星如見颱風大王分了心，連忙抓緊時機，一拳打在他的身

上。颱風大軍見大王受傷，立刻逃跑了。白骨精見形勢已去，也逃走了。孫悟空終於打敗了

他們。 

香港市民知道孫悟空替他們消除災難，便送了很多香港的特產給他。雖然孫悟空不知道

那是甚麼，卻心滿意足地回到古代去了。 
 

《吵架》         6B 蔡天策     

   少方，對不起！是我錯怪你了，原諒我吧！ 
 

    昨天早上，我把新買的水壺放在桌面上。但在小息後就不見了!我焦急地四周張望。忽然，

我的目光停留在我的好朋友 ─ 韓少方的桌子上。那上面放着的水壺……那水壺……不是

和我的水壺一模一樣嗎？我頓時滿腔怒火…… 
 

    我馬上急步奔到少方面前說:「你怎麼拿了我的水壺？」少方一臉委屈地說︰「不可能的！

我今天才帶新水壺到學校，這是我媽昨天公司送的！」「你還裝，枉我還當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你就這樣回報我？」「我……我……」「不用說了，肯定是你偷了，我們絕交吧！」那

時，小美班長走過來說︰「你們不要吵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怒氣沖沖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咦？怎麼有東西在我腳下？我把頭往下

一看。啊！我的水壺！怎麼會在這裏？噢！少方，我錯怪你了！ 

    在這時，我心中的後悔霎時湧上了心頭，我真後悔自己太衝動了！我頓

時默默地低下頭，看着自己手中的水壺，臉頰上垂下了兩行淚水……少方，

如果我現在向你道歉，你會原諒我嗎？ 
 

    經過這次吵架的事件，我學到了做事不要太衝動，凡事要仔細想一想。

這次，我真的很後悔自己起初不分青紅皂白地說是少方的錯。 
 

少方，真的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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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6C 許嘉媛 

夜，好靜好靜，月光悄悄地灑進我的房間。我躺在牀上想起今

早的事，久久不能入睡。 

今早，當我需要用筆的時候，我左翻右翻，也找不到我的圓珠

筆。然後，我便向小美說：「你是不是拿了我的圓珠筆？」小美卻

漫不經心地說：「我沒拿。」聽到之後，我眼裏充滿了憤怒的火焰，用獅子咆哮的聲線

說：「別說謊不眨眼！快還給我！」小美握緊拳頭，大發雷霆，怒髮衝冠地說：「你找

不到圓珠筆就沒證據地冤枉我，你太無賴！」她的話就像一把無情的利刀，刺進了我

的心臟，好痛！好痛！我沒有說任何話便轉身，眼眶裏的淚水直打轉，我便跑出課室，

直到上課鐘聲響起，才低下頭走回坐座位上。 

回家後，我一直為這件事悶悶不樂，正當這時，小茵打電話給我說：「嘉媛，今天

我向你借了一支筆，忘了還你，我明天一定還給你。」這時，我才發現我錯怪了小美，

我後悔的淚水便湧了出來……經過這次的吵架，我明白到未了解真相，不能冤枉別人。 
   

              《吵架》             6D 劉雪琳 

每當我放學排在西行的隊伍時，就讓我的腦海裏浮現出去年跟

媽媽吵架的情景。 

以前乘校車回家的我，一直期待着能夠獨自回家。我每一天都

想着在回家的路途中，可跟同學們愉快地談天說地。於是有一天，

我鼓起勇氣跑到媽媽的面前，和她一起商量。不過，我們的意見不相同。我一時衝動，

一句說話衝口而出：「如果你不同意的話，我就不交車費給學校。」然後，我死盯着媽

媽，把媽媽氣得七孔生煙。這時媽媽更說：「我會親自交給學校，而你不可以獨自回家。」

我頓時大發雷霆，怒氣沖沖地說：「好！我就獨自回家，不管其他人……」我正想繼續

說下去的時候，媽媽的眼眶裏突然充滿了淚水。之後，她教導我說：「你的獨立能力不

夠，憑着甚麼讓你獨自回家呢？」我大聲地叫着：「我每天都是聽從你的話的，為甚麼

你總是反對我的意見？全部都是你的錯！」我一下子跑出了門外，媽媽卻目不轉睛地

看着我走出去。那一刻，我心裏開始後悔，明白自己說了那些傷害媽媽的說話。 
 

途中，我在街道上遇到爸爸，他用温和的語氣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情？」於是，

我把整件事情告訴他。接着，我和爸爸回到家後，爸爸和媽媽一起商量。結果，媽媽

終於同意了我可以自行放學回家。我覺得心花怒放，好像一隻在花田裏的小鹿在蹦蹦

跳跳、歡歡喜喜的。 
 

經過這件事情，我明白到要三思而後行，無論甚麼事，都應該和家人平心靜氣地

商量，也要互相尊重對方。正如我所認識的名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

天空。」我一定會朝着這個目標努力學習。 
 

試根據以下圖畫猜成語。 

5.  

 

6. 

 

答 案 ︰ 1. 笑 裏 藏 刀   2. 十 拿 九 穩   3. 人 微 言 輕   4. 本 末 倒 置   5. 母 憑 子 貴   6. 四 大 皆 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