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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中文科《柴米報》出版到了第十二

期！正值暑假快要開始，同學可趁機自主自學，

花時間多看《柴米報》的同學佳作，以增加語文

能力，齊齊努力自學吧！ 

 

 

             《看牙醫》            2A 胡晉爾 

昨晚睡覺前，媽媽到明俊的房間叫他去刷牙，可是明俊不但不肯刷牙，

而且還在吃糖果。 
 

第二天，媽媽和明俊在家裏吃午飯的時候，他突然感到牙痛極了，大聲

地叫：「好痛呀！」明俊告訴媽媽他的牙齒很痛，吃不下飯了。於是媽媽立

刻帶他去牙科診所看牙醫。 
 

到了牙科診所，牙醫替明俊檢查牙齒，發現他有一顆蛀牙。接着，牙醫

便替明俊補牙，還提醒他要早晚刷牙。回家後，明俊知錯了，他答應媽媽以

後一定會早晚都刷牙，保持牙齒清潔。 

 

         《小息的時候》             2B 貝睿哲 

下課的鐘聲響起了，同學們一個跟着一個走到操場上玩耍。 

到達操場後，我先坐在長長的椅子上一邊吃媽媽做的三明治，一邊看着

其他同學在玩耍。有的在專心地看着有趣的圖書，有的

在開心地吃零食，他們的食物好像很美味，還有的在高

興地跳房子，站在旁邊的同學耐心地等候和好奇地觀

看。大家各有不同的活動，而且玩得滿頭大汗。 

不久，上課的鐘聲響起來，我們要繼續上課了，大

家都過了一個美好的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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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醫》            2C  黎栢僖 

每天晚上，小明睡覺前都會在牀上吃糖果，媽媽每天都提醒他

刷牙，但是他把媽媽的說話當成「耳邊風」，從不理會。 

 

有一天，小明和媽媽在吃早餐。突

然，小明的牙齒很痛，於是媽媽帶小明到

牙醫診所去。最初，他很抗拒跟媽媽去看

牙醫，但是他的牙實在痛得忍無可忍了，

只好不情願地去看牙醫了。牙醫發現他的

牙齒蛀了。友善的牙醫幫小明檢查牙齒，

並把他的蛀牙治好了。 

 

最後，牙醫提醒小明每天早晚都要刷牙，才是防止蛀牙的最好

方法。小明感到很慚愧，決心以後都會好好刷牙。 

 

                   《看牙醫》            2D 林沛盈 

星期六晚上，弟弟在房間裏吃糖果，媽媽看見後，馬上叮囑他

刷牙，但他搖頭拒絕了。 

 

第二天，弟弟吃午飯時，突然發覺牙齒痛，

痛得像打針一般，所以吃不了飯。於是，媽媽

帶弟弟到牙醫診所治理。牙醫替弟弟檢查，發

現他有一顆蛀牙，並告訴他要拔掉牙齒。弟弟

很害怕，害怕得像小鹿般跳來跳去。幸好護士

鼓勵弟弟要勇敢，不用害怕。 

 

最後，牙醫幫弟弟拔掉牙齒，而且友善地

教導他正確的刷牙方法。為了防止再次蛀牙，

弟弟決定跟從牙醫的指示，好好保護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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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校園》            3A  黃朗謙 

小息的時候，我和同學興奮地走到操場上。首先，我們看見活潑的錦鋰

在四四方方的魚池裏自由自在地游泳。我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小鳥為我演唱

一首悅耳的歌。我們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心情十分愉快。 

 

接着，我走到排球場上，看見很多同學在跑跑跳跳，就像小兔子一樣活

潑。同學前來和我說笑話，令我抱腹大笑，腰彎起來就像小蝦一樣。我們一

邊吃着香甜的餅乾，一邊談天說地。 

 

我再走到榕樹下，粗糙的樹幹好像棕

色的砂紙。榕樹下是一片綠油油的草

地，草地上芬芳的太陽花向我點頭。榕

樹的氣根就像爺爺的鬍鬚，又長又多。 

小息完結了，我們排隊返回課室。

我愛我的校園，它給我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我愉快地成長。 

 
 

《我愛校園》         3B  賴清怡 

    今天上中文課的時候，楊老師帶我們去遊覽校

園，我們感到很興奮。 

 

    當我們一踏進操場，便聽到一陣陣流水聲。再走

不遠，就看到樓梯底下的小魚池。小魚池上面有一些

假山假石，池中還有一些錦鯉魚在游泳。他們懶洋洋

的，好像還沒有睡醒的小寶寶。 

 

    突然，一隻蝴蝶在我面前飛過，我就跟牠走向小花園。抬頭一望，我看

見樹上有很多黃色的小燈籠，原來是已成熟的楊桃。小花園裏還有很多植

物，例如龍柏、洋紫荊、石榴等等。那些龍柏排列整齊，像一位位高大的士

 

 

    下課的鈴聲響起了，同學們都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我非常喜歡我的校

園，因為我的校園充滿了快樂和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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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生日會》        3C 楊泳彤 

上星期二，爸爸、媽媽和我為弟弟家進舉行

了一個難忘的生日會。 

 

當天早上，讀一年級的弟弟要回校參加户

外學習日，而我們三年級的學生就放假一天。

媽媽首先帶弟弟回校，然後帶我到蛋糕店買蛋

糕。之後，我提議一起佈置家居。媽媽就帶我

到超級市場購買佈置家居的裝飾品。到了放學

的時候，我和媽媽到學校接回弟弟，然後到蛋

糕店取回蛋糕就回家了。回到家裏，弟弟眼前一亮，看見客廳佈滿了七彩繽

紛的氣球，已經感到非常興奮了。在生日會裏，我們玩了遊戲，又吃了蛋糕，

感到很滿足。 

 

生日會很快就在熱鬧的氣氛中完結了，弟弟過了一個難忘的生日，他一

定會感到我們很愛他。 

 

《買醬油》           3D 文政堯 

今天下午，媽媽給了我兩個十元硬幣，並對我說：「我

想你替我到超級市場買一瓶醬油，可以嗎？」我聽後，

微笑着點點頭。 

 
途中，我經過一間玩具店，看到店外的自動售賣玩

具機裏有我喜愛的玩具。我目不轉睛地看着機器裏的玩

具，心想：這是我渴望已久的玩具啊！於是，我十分衝

動地把手中的十元硬幣投進那部機器裏。 

 

當玩具掉下來後，我趕快地把膠殼拆開，發現自己竟然抽中了喜愛的玩

具！我頓時興奮得手舞足蹈。可是，我已經用光了媽媽給我買醬油的錢。 

 

回家後，我坦白地跟媽媽說出事情的真相，並向她道歉。雖然媽媽原諒

了我，但是仍然要我面壁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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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記一則》       4A   陳徽涎 
星期日是媽媽最喜歡的母親節。我和妹妹打算給媽媽一個驚喜，所以我

們各自準備了送給媽媽的禮物。我親手摺了一束玫瑰花送給媽媽。妹妹用零

用錢買了冰淇淋給媽媽吃。我們上學的時候，媽媽到了客廳打掃時，發現桌

子上有一束紙玫瑰花和一杯冰淇淋，媽媽感到驚喜萬分。我終於體會到「媽

媽的快樂就是你的幸福」。 
    

星期一早上，我的同學小明在課室裏故意把我

推倒，我頓時怒氣衝天，手握拳頭，忍不住跟他打

起架來。這時，老師發現了我們正在打架，便責罵

了我們一頓，還把事情告訴了我們的父母。回到家，

媽媽的臉色便不太好看，果然因我和同學打架的事

狠狠地罵了我一頓。我從沒看過媽媽那麼生氣，我

發誓我再也不敢跟別人打架了。 
    

星期四，是一年一度的水運會。之前，我為了

奪得第一名的獎杯，十分努力地練習。每天放學後，我都會到游泳池練好一

會兒。如今，游泳比賽結束了，我終於奪得了第一名了，心情萬分激動。經

過這次之後，我知道原來自己付出的努力是有回報的。 

這一周精彩的生活真是令我回味無窮。 

 

《逛年宵市場》      4B  李沁翹 
春節將至，在年三十傍晚，我吃過團年飯後，滿懷喜悅的我和媽媽一同

乘車前往年宵市場。看着天上彎彎的月亮，就像我的微笑一樣，我心裏就更

迫不及待想快些到那裏先睹為快。 
 

經過漫長的車程後，終於抵達年宵市場了。我從大門外看見年宵市場裏

人山人海，人竟然擠得連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令我驚訝得目瞪口呆！ 
 

當我走進了年宵市場後，各種清新的幽

香和芬芳馥郁的花香撲鼻而來，令人沉醉於

其中。當我被其他的「烏龜」像湖水一樣被

推進去時，我發現天地好像顛倒了一樣，面

前的竟是燦爛的星空！當我享受這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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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發現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花海。悄然綻放的蘭花、代表富貴的桃花、金

燦燦的菊花等美麗的花朵在風中輕輕擺動，像在向我打招呼一樣，看見這些

美麗的花兒，我心裏甜甜的，十分滿足。 

 

看花看得累了，我就沿着濕貨攤位走，拐了個彎，只見食物攤位就在前

方。我眼前一亮，決定到那裏「打尖」一下。剛走幾步，就看見一串又一串

的串燒在向我招手，令我忍不住想馬上衝向食物攤檔。到達食物攤檔，我看

見了冰糖胡蘆、串燒、咖喱魚丸……各種美味的食物。只聞到香味的我，已

經垂涎三尺了。排隊時，我不斷地期待

着。美食終於到手了，在咖喱汁中「撲

通撲通」地上下跳動着的魚丸賣相很

好，我毫不猶豫，一下子就把它們吃光

了。此外，串燒和冰糖葫蘆也非常美味。

甜味、鹹味、辣味……各種美好的味道

在我的味蕾中化開。我滿足得彷彿到了

天堂，情不自禁地不斷發出讚歎。 

 

吃完「山珍海味」後，我向風車攤檔前進。途中，我看見一些中學生在

努力地叫賣氣球，用力得脖子上的青筋盡現。他們手上有形形色色的、可愛

的氣球，氣球盛載着他們的心意，飄到我的心中。我忍不住上前跟他們買了

一個小熊圖案的氣球，高興地把它拿在手中。走進風車攤檔後，我看見很多

風車，有桃花圖案的、十二生肖圖案的、小豬圖案的……風車的扇葉在陽光

下閃閃發亮，真漂亮！風車隨風轉動，發出「沙沙」、「呼呼」的聲音。我

猶豫了一會兒，最終決定要把最搶眼的十二生肖風車變為我的囊中物。 

 

逛過各種各樣的攤檔後，我再走幾步，一抬頭才發現我竟然已經走到出

口處了，我只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我一邊走出年宵市場，一邊看着

手中的戰利品，回想着令人回味無窮的年宵市場。 

 

回到家裏，我滿懷期待地想像着，明年有更美好的年宵市場之旅等待着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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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年宵市場》  4C  林灝峰 
  新年的時候，我和家人到維多利亞公園的年宵市場逛年宵，那裏人山人海， 十分

擠迫。 
 

  首先，我們從年宵市場的入口一直行，就到了濕貨攤位，濕貨攤位售賣各種年花，

那裏一棵棵火粉紅色的桃花，美麗得像一片一望無際的花海，十分引人入勝。 
 

  經過濕貨攤位，再向前行，便聽到熱鬧的叫賣聲，

原來乾貨攤位就在不遠處，一班年青人在叫賣毛公仔，

毛公仔像白茫茫的棉花，很是美麗，吸引得令人迫不及

待地走過去購買。 
 

  經過乾貨攤位後，一直走，就嗅到令人垂涎三尺的

香味，原來是售賣小吃的攤位，那裏有冰糖葫蘆、飲品、

雪糕和糕點…… 
 

  飽嚐美食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年宵市場真是令人流連忘返。 

 
                  《逛年宵市場》      4D  吳曉晴 

年三十的晚上，我、姐姐和父母去逛人山人海的維多利亞公園年宵市場，真令我

流連忘返，回味無窮。 
 

首先到了「乾貨區」，我們看到五彩繽紛傳統木製的風車，轉動得好像車輪快速地

轉動，轉個不停，令我眼花繚亂。除了別具特色的風車，我們還看到又可愛又軟綿綿

的布偶、有趣的玩具車、木製的模型……我求媽媽給我買一隻兔子的布偶，但是她說

我已有很多布偶，不可以再買了，令我十分失望。 
 

然後我們拐了一個彎，到了一個賣年花的小攤檔。一時之間，萬紫千紅的蝴蝶蘭、

瑰麗奪目的桃花和滿盤金黃的大桔盡入眼簾，我又嗅到玫瑰的芳香、水仙的幽香，其

中牡丹和劍蘭更是搶手之貨。媽媽買了代表大吉大利的大桔和代表富貴的牡丹，而我

最喜歡的是蝴蝶蘭，一高一低的花朵像既美麗又高貴的蝴蝶在跳舞似的，舞姿十分優

美。 
 

接着，我們向前走到年宵市場的盡頭----「熟食

區」，突然一陣陣香味撲鼻，令我們垂涎三尺。我還

聽到大聲的叫賣聲道：「快來買！快來買！不要錯

過！」我沿着叫賣聲和香氣向前走，便看到人山人

海，萬人空巷的攤擋，我跑去看看有甚麼好吃的東

西，原來有香噴噴的魚丸、燒賣、腸粉……媽媽買了

美味可口的美食，讓我吃得津津有味。然後，在我苦苦地哀求之下，媽媽才多買一串

冰糖葫蘆，味道酸甜可口，我大口大口地吃下來，實在太好吃了！我的靈魂飛上天了。

姐姐也狼吞虎嚥，吃了一串魚丸、燒賣和一口牛，大飽口福。 
 

    不知不覺，我們逛了五個多小時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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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音樂盒》      5A  黃巧怡 
 

媽媽帶我到商場逛街，這時一段悅耳的歌聲湧進我的耳裏。這時我想起

了我家的音樂盒，它令我明白到媽媽對我的愛，一幕幕的畫面從我腦海裏浮

現出來…… 
 

 

這個音樂盒穿着一件潔白無暇的外衣，它的外形是一座鋼琴。一位身穿

寶藍色裙子的少女正在演奏，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非常迷人。它就像我的好

朋友一樣，時常都給我唱許多動聽的歌。琴面上刻着「繼練努力、不要放棄」

的字句。它也像我的媽媽，當我傷心時，就會來安慰我。它就像人生一樣，

要不停地上鏈、不停地學習，這樣才能奏出美好人生！我非常珍惜它！ 
 

 

記得那次，我跟媽媽一起去逛街。我被一間精緻的音樂盒店吸引住了。

那裏的音樂盒不但優雅，而且那動人的歌聲不得不把我的目光住視着它。

啊！這個漂亮的鋼樂盒令我的眼睛閃閃發亮！我指着音樂盒、興奮地大喊：

「好漂亮的音樂盒，我好想要啊！」但是，媽媽只冷冷地說：「太貴了。」

我失望得垂下了頭，灰心失望地回家。 
 

 

有一天，我回家時看到媽媽小心翼翼地砌東西，她一看到我，就立即收

起。我心想：怎麼回事？一星期後，媽媽拿了一個鋼琴音樂盒給我，我知道

這是媽媽自己弄的。我感動得嚎啕大哭起來，我立刻跟媽媽擁抱了起來，我

感受到無比溫暖的愛。雖然，音樂盒的外形不太漂亮，但我感受到媽媽的愛。

看見她那粗糙的手，我心酸得不得了。謝謝你，我的媽媽！ 
 

 

雖然，媽媽常常都不在我身邊。但是每當看到這音樂盒，那些美麗的回

憶就湧出來。媽媽，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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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文具袋》      5B  陳梓慧 

每當我在學校裏看到同學拿着色彩繽紛的文具袋時，我的腦海裏不禁浮

現出那一個從已移民的好朋友茵茵送給我的文具袋…… 

 

看到那個文具袋，我的眼淚不禁流下來。那是一個色彩繽紛的文具袋，

上面印了一個立體的「多啦 A夢」用竹

蜻蜓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它旁

邊有幾個熱氣球在天空上飄着和一片

綠油油的草原。活潑好動的「多啦 A夢」

用誠懇的眼神彷彿對我說︰「你要努力

讀書，擴闊視野，放眼看世界，將來到

紐西蘭探望你的朋友茵茵吧！」為甚麼

我說我的朋友茵茵是住在紐西蘭呢？

因為她和她的家人移民到紐西蘭居住。 

 

我和茵茵是一對好朋友，我們從小就一起玩、一起長大，所以我們在學

校裏遇到甚麼困難和開心的事都會互相關心和支持對方。但在去年的暑假，

茵茵要移民到紐西蘭居住了。記得茵茵離開香港的那一天，我懷着依依不捨

的心情送她到機場，她準備乘搭飛機的時候，她送了一個色彩繽紛的文具袋

給我，還對我說︰「這個文具袋是用我的零用錢買的，就當作是紀念我們的

友誼吧！希望你會喜歡。」那時我忍了很久的眼淚情不自禁地流出來，我的

眼淚就像一道瀑布嘩啦嘩啦地流下來，我哭得眼睛都腫了起來。 

 

我每天都帶着這個文具袋上學，每當想起那幅圖案，就像是茵茵鼓勵我

要努力讀書，擴闊視野，考取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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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後的我》      5C  蔡子琦 
二十年後的我，已經成為了一名教師。我想當上教師的原因是因為爸爸

媽媽以前都是教師，所以我從小的志願就想當教師。 

未來的每天早上，我都會換上整齊的衣服，然後拿

出「隨意門」，瞬間就能走到學校的大門前準備上班。之

後，我就會開始教導學生。這時的學生們已經使用有立

體實物影像的書，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書包上學，更能多

角度看到物體的真實一面，不用憑空想像了。吃午飯的

時候，人類已經不再吃米飯之類的食物，大家只需要吃含有多種營養的濃縮

藥丸。那些藥丸不但可以增加飽肚感，並含提供我們身體所需的各種營養，

進食也十分方便。 

每天下班的時候，我也會拿出「隨意門」或使用「竹蜻蜓」慢慢地飛回

家，順道欣賞沿途的景色，十分寫意。 

我真希望未來的每一天都能活在這樣悠閒的生活中。 

 
                                 《筆盒》     5D  吳珈瑩 

我看着這個筆盒，回憶不斷從我的腦海中浮

現出來，不禁令我流下眼淚…… 
 

這個筆盒是晶老師送給我的，它長十八厘

米、寬六厘米。它是以黃色為主色的，中間有

一隻小兔子，名叫「紅寶石」。它身穿雪白的衣

服，豎着兩隻灰灰的耳朵，瞪着一雙如紅寶石般的眼睛，可愛極了！高貴極

了！在我不開心時，它就會唱歌給我聽，令我放鬆心情。 
 

回想起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在我上課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非常不舒

服，發冷、肚子疼和疲倦，晶老師發現後便馬上上前問我：「有沒有事？需

要打電話給家長叫他接你回家休息？」接着便扶我到醫療室休息。老師的一

言一行令我非常感動，但是令我最感動的是回到家後，她還打電話來慰問我

呢！我本來想着第二天回校再感謝她，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上學的時候，有

一位老師跟我說：「珈珈，晶老師因病去世了，她臨終前叫我把這個筆盒給

你。」我心想晶老師平日十分健康的，怎麼就突然病死了呢？我在所有同學

和老師面前大哭起來！ 

 

現在這個筆盒雖然破舊，但我是永遠不會丟掉它的，因為它充滿了晶老

師對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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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的準則》     6A 馮天妤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好學生，但是，怎樣才算是一個好學生呢？在我心

中，能夠遵循以下三條準則，才是一個好學生。 

首先，好學生的第一條準則是勤奮好學。愛迪生曾說過:「天才是百分之一

的靈感加上百分九十九的勤奮。」可見勤奮好學的重要性。唐朝著名詩人李白小

時候不愛讀書。他在河邊得到老婆婆的啟發，發奮圖強，寫下

一篇篇受人讚賞的詩詞。 

其次，好學生的第二條準則是堅毅不屈。古人常說「水滴

石穿」，雖然一滴水的力量微不足道，可是積少成多，總有一

天可以把石頭滴穿。一個堅毅的人，做事有恆心，所以往往都

會成功;相反，一個不堅毅的人，做事半途而廢，所以做事常

常失敗。 

好學生的第三條準則是要有禮貌，態度決定一切，即使是

師生像好朋友，也不能沒有界線。尊敬師長，尊重別人，接納

不同的意見，就不會和他人起衝突。如果我們的行為舉止有禮，說好話，說好事，

就離好學生的標準不遠了。 

俗語說︰「要學壞，三秒鐘，要學好，三年功。」所以平時努力學習，做事

堅毅不屈，說話有禮貌，就是一位名正言順的好學生了。 

 

《好風紀的準則》      6B 林子盈 

風紀——一個令人耳熟能詳又聞風喪膽的詞語。那麼，一個好風紀應該

是怎樣的呢？ 

好風紀的第一條準則是要嚴格管理自己的言行。要成為一個好風紀，首

先要做好自己的言行。因為風紀是其他學生的模範、榜樣，學生會學習風紀

的一言一行。倘若風紀的言行、舉止、態度都很差的話，學生就會被那位風

紀帶壞。所以一個好風紀應該以身作則。 

好風紀的第二條準則是要適當地讚揚和斥責學生。倘若一個好風紀看見

所負責的班上的學生有一些好行為，應鼓勵學生繼續做好；倘若遇上一些壞

行為，就必須加以斥責，以免學生繼續做壞事，並鼓勵他們不要惹事生非，

遵守紀律。 

好風紀的第三條準則是要有「三心」——愛心、耐心和同理心。身為一

個好風紀，應該以愛心去愛護同學，以耐心去聆聽

同學生需求，以同理心站在同學的角度思考問題，

替學生着想，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總括而言，一個好風紀需要以身做則，適當地

讚揚和斥責學生，並且要有「三心」，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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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孫悟空的一封信》      6C 張柏廉 

親愛的孫悟空︰ 

久仰！久仰！您就是孫大聖嗎？您的大名我從小就聽

過，聽說您大鬧天宮後，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下，幸好您

的師父----唐三藏把您救出來，菩薩還吩咐您要保護師父去

取西經，前往西經的路途遙遠，我會支持你們四師徒的。 

聽說，你們四師徒中的沙和尚和豬八戒都十分幽默和風趣，如果你有空

的話就叫他們一起來聊聊天，喝杯茶吧！ 

在取西經途中，一定是遇上太多妖怪了，令你們十分狼狽。我知道你在

艱難的路上從不放棄，竭盡全力保護師傅，結果取得西經。我覺得你們一定

很開心，真替你們高興！ 

但是，我覺得你最可憐的是，菩薩給你師傅一個金剛箍戴在你的頭上，

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的了！ 

最後，我希望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你有空閒的時候還可以帶我到花果

山走走，與你的小猴子一起玩耍。有緣的話就一起聊天吧！ 

祝 

生活愉快！                                        柏廉  敬上 

                                                        四月三日 

《好學生的準則》        6D 鄺凱怡 
作為一個安份守己的好學生，該要符合甚麼準則？認為作為一個好學生

需要有禮貌、誠實和自律。 

其一，學生需要有禮貌。松蘇內吉曾說過︰「禮貌是人類共處的金鑰匙。」

所以只要我們每天都跟老師和同學打招呼，便會獲得別人的讚賞。 

其二，好學生需要誠實。名人莎士比亞曾說過︰「老老實實能打動人心。」

如果我們做出一些不誠實的行為，例如︰抄巧課，考試或默書作弊等行為。

這樣不但會令別人不再相信你，嚴重的話，還不會和

你玩耍。 

其三，好學生需要自律。自律是沒有人監督的情

況下，自動自覺地做一些適當的事情。例如︰放學

後，不要顧着玩電子遊戲機，先做好功課才玩。上課

時，要專心上課，不要談天，這樣才可以學到豐富的

知識。 

總而言之，想成為一個好學生需要符合以上三條準則，這樣就可以做一

個完美的好學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