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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二) 

 

 

因疫情緣故，大家經常留在家中，生活難免有點納悶。

中文科《柴米報》就刊登了很多同學的有趣佳作，為大家解

解悶吧！ 

 

 

《看牙醫》    2C 林天俊 

每天晚上，媽媽都拿着牙膏和牙刷

提醒子明睡前要刷牙，可是子明不但拒

絕刷牙，還繼續吃糖果。 

有一天中午，子明吃午飯時突然感

到牙痛，痛得像打針一樣，全身發抖。

媽媽立刻帶子明到牙科診所檢查牙齒，牙醫說他的牙齒蛀

了。子明聽到後，害怕得手心冒汗。為了把蛀牙補好，他只

好鼓起勇氣張大嘴巴。 

經過這次教訓，子明很認真地學習正確的刷牙方法，決

心改掉壞習慣，他說：「我以後會好好保護我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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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了》      2C 鄭靜怡 
 

晚上，小怡在房間裏

玩電子遊戲機。她只顧玩

耍，直到凌晨，還是不願

睡覺。 

 

第二天早上，鬧鐘響起來了，但小怡還是在睡

覺。過了一會兒，小怡終於起床了，她發現自己快

要遲到了，馬上穿上校服焦急地跑回學校。回到課

室，同學們都取笑小怡是「遲到大王」。小怡既傷

心，又慚愧，說：「對不起，我以後不會再遲到了。」 

 

經過這次教訓後，小怡決心要改掉這個壞習

慣，以後不再遲到，準時回校上課，做個健康和守

時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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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意外》      3A 張浩峰 

星期六早上，爸媽都要上班，所以他們吩咐我在家

裏照顧弟弟。他們出門後，我和弟弟就在客廳裏忘形地

玩耍。我從玩具箱裏拿出我最喜愛的遙控跑車，然後跟

弟弟輪流控制它。我利用遙控器使跑車快速地轉彎，而

弟弟就讓跑車在跑道上飛快地駛過，我們玩得很高興。 

 

弟弟跑過來拿遙控器的

時候，一不留神便踏在遙控

跑車上，還摔了一跤，擦傷

了手掌。弟弟痛得嚎啕大

哭，我便立刻扶起他，然後一邊安慰他，一邊把藥水膠

布貼在他的傷口上。 

 

爸媽回家後，看見家裏亂

糟糟的，還看到弟弟受了傷。

當他們知道原因後，就教訓我

說：「你要養成收拾玩具的習

慣，避免發生意外。」我感到很內疚，因此決定以後玩

遊戲時，要注意安全，並照顧好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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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意外》    3A 梁宇鉻 

星期六早上，爸爸和媽媽都上班了，他們出門前吩咐我要好好

照顧弟弟。我感到十分緊張，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自己留在家中照顧

弟弟。 

爸爸和媽媽出門後，弟弟就拿了一大箱玩具出來，我們便得意

忘形地玩耍。突然，弟弟被一架玩具車絆倒了。他頓時嚎啕大哭，

我感到十分慌張。我手忙腳亂地替他檢查

傷勢時，發現他的右腳有一些紅腫，幸好

傷勢不嚴重。我連忙從廚房裏拿來一塊糖

果給弟弟吃，並安慰他，終於使他停止哭

泣了。這時，我發現剛才原來是自己忘記

了收拾地上的玩具車，才會使弟弟絆倒。

我感到很內疚，並擔心會被爸媽責罵。 

爸爸和媽媽下班回來後，看到家裏亂糟糟的樣子，又看見弟弟

受傷了，便大發雷霆。我被媽媽罵了一頓後，感到十分後悔。我對

爸爸和媽媽說：「對不起！」他們原諒了我，並提醒我說：「下次要

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避免意外再次發生。」 

經過這次的意外，我每次玩耍後，都會把玩具收拾好，以防再

次釀成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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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醬油》    3B  郭浚豪  

今天下午，媽媽正準備做晚飯，才發現家裏沒有醬油了。

她吩咐我說：「小明，請你幫我買一瓶醬油。」話剛說完，媽

媽就給了我兩個十元硬幣。 
 

往超級市場的路上，我經過了文具店，看見一部扭蛋機。

扭蛋機裏有我渴望己久的玩具，我飛快地跑上前去，目不轉

睛地盯着它。 

  我投入硬幣，輕輕一扭，玩

具就掉進我的手中，當時我興奮極

了。突然，我遲疑了一會，看着手

中的玩具，才發現忘了買醬油，但

是錢已經被我花光了。我垂頭喪氣

地走回家。 

 

我回到家後，媽媽連忙問：「醬油呢？醬油呢？」我吞吞

吐吐地說：「我……我……忘了買醬油。」媽媽問：「那錢在

哪裏？」我又吞吞吐吐地說：「我……我……用來買玩具了。」

媽媽說：「哎！下次不要忘記就好。」聽到媽媽說這句話時，

我感到很內疚。經過這件事後，我再也不敢亂花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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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醬油》    3B  李榮傑  

今天中午，媽媽正準備做飯的時候，發現家裏的醬油用

完了。她吩咐我說：「小傑，我給你兩個十元硬幣，你替我到

旺旺超級市場買一瓶醬油回來好嗎？」我笑着點點頭，開心

地接過硬幣，然後我自信地出門去了。 

往超級市場的途中，我經過一間文具店，看到了門外擺

放着一部扭蛋機，我喜出望外地看到機內有我渴望已久的「車

神」玩具，我感到非常開心，還目不轉睛地看着它。 

我終於忍不住，把一個十元硬幣投入了扭蛋機內，之後

我竟然扭到我最喜愛的「車神」玩具，我感到非常滿足，笑

得合不攏嘴。這時，我想起了要買醬油。可是我看看手中只

剩下一個十元硬幣，已經不夠錢買醬油了，便一臉苦惱地掉

頭回家。 

回到家後，我傷心地低着頭跟媽媽說對不起。媽媽生氣

地對我說：「下次不要再這樣犯錯了！」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要先把別人交待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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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意外》     3C   李昱麒 
 

星期六的早上，爸爸媽媽上班出門前吩咐我要好好照顧

弟弟，但意外卻發生了…… 

 

爸媽出門上班後，我們都感到很悶。我提議玩吹泡泡，

我拿着吹泡泡向客廳吹，向浴室吹，向房間吹。泡泡就像一

顆顆珍珠在空中飄來飄去，太美麗了。那時，我的心情特別

興奮，我說：「我們繼續吹吧，別讓他們掉下來！」 

 

泡泡掉到地上，地面濕漉漉

的。弟弟突然滑倒了，頭碰到桌

子上。結果頭破血流，他痛得哭

個不停。我當時非常擔心，一邊

查看他的傷勢，一邊上前安慰

他。 

最後，我只好打電話給爸爸，叫他立刻回來。爸爸回

來後，看見家裏亂糟糟的樣子，非常生氣。我馬上向他道歉。

爸爸最後也原諒了我。這件事後，我感到很感動，因為得到

了爸爸的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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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意外》     3C  保志瑩 
 

在一個天朗氣清的星期六早上，爸爸和媽媽都上班了，

他們上班前吩咐我要好好照顧弟弟。 

我和弟弟在客廳裏一會兒玩玩

具，一會兒看電視。弟弟口渴了，就

到廚房拿橙汁來喝。他一不小心就被

地上的玩具絆倒了，頭碰到桌子上，

留了很多血。弟弟痛得泣不成聲，我

緊張得心亂如麻。我一邊上前安慰他，一邊打電話給爸爸和

媽媽，告訴他們這件事情和向他們道歉。他們聽到後，馬上

趕回家。 

過了一會兒，他們回到家裏，看見弟弟的情況表現得既

擔心又生氣，還大發雷霆。我和弟弟都很後悔，我答應爸爸

和媽媽以後我要養成收拾玩具的習慣。 

這個星期六，令我明白到玩完玩具後，一定要把玩具收

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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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的風光》    3D   鄭曉晴  

假日的時候，我和

家人到郊外遊玩。那裏

風光明媚，當我抬頭一

看，蔚藍的天空就像一

塊蓋着大地的藍毯子。天上潔白的雲朵就像一隻隻軟綿綿的

綿羊。 

棕色的樹木又高又大，好像一位盡忠職守的士兵，守護

着這個森林。小溪的水不但清澈見底，而且十分清涼，我還

能看到自己水中的倒影呢！ 

一塊塊石頭靜靜地坐在水溪旁邊寫生，繪畫着這美麗的

風景。小溪旁邊還有一間小屋。它的屋頂是橙色的，十分漂

亮。 

郊外的風景怡人，使人心情愉悅，真希望能和家人再來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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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的風光》    3D   馮彥朗  

郊外的景色非常漂亮！ 

蔚藍的天空像藍毯子蓋着大地，潔白的雲朵在天空輕輕

飄浮，守望着這裏。大樹非常高大，像一個站崗的士兵看着

這美麗的風景。 

大樹旁邊有一片一望無際和

綠油油的草地，一陣風吹過，小

草左搖右擺，像和我打招呼。草

地前面有一條小溪，它清澈得能

看到魚蝦在水中游來游去。旁邊

有一些平滑的石塊，動也不動，

在看着魚蝦。溪後有一棟棕色的

小屋，屋旁有一些粗糙的石塊和碧綠的植物。 

  我喜歡大自然，希望再次來這裏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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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書包》    4A  顏葦隆 

現在，很多香港學童面對着書包過重的問題，到底怎樣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個最新設計的智能書包，一定能

把這個問題解決的。 

 

智能書包顏色豐富、外表吸引。書包的背部是紅色的，

背帶則用了淺藍色和橙色的尼龍製成，而書包的側面是藍

色、紅色和淺綠色… …令人一看見就眉開眼笑起來，愛不釋

手。 

智能書包內置壓縮器，可以縮小。這樣就可以減輕重量，

方便收藏。若果你覺得書包太大，你則可以按下縮小按鈕，

它便會縮小至你調較的尺吋，最多縮小至高二十厘米，闊三

十厘米，長四十厘米。而當你再次按下放大按鈕，它便會回

復原來的大小。 

 

其次，智能書包使用十分方便，可以自動開啟書包內的

雨傘。書包設有雨水感應器，當它在十秒內偵測到五滴雨水

時，它便會開始偵測雨傘範圍內有沒有人，若沒有人，它便

會自動開啟雨傘，十分方便。 

     

總括而言，智能書包共有兩個功能，分別是縮小功能和

自動雨傘功能。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更先進的智能書包問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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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書包》  4A  林梓朗  

    香港學童的書包一向都有過重的問題，書包過重造成很

多壞影響，例如駝背，影響外觀和腰背的健康。這個問題如

何解決呢？就是要發明一個智能書包，幫助學童解決書包過

重帶來的問題。 

    這個智能書包外表十分吸引，色彩繽紛，顏色十分奪目，

頂部是青黃色的、紫色和藍色的，中間是青色的，底部是橙

色的。書包上有各式各樣的圖案，有動物、太陽、星星和月

亮等。這個書包是長方形的，長約五十厘米，闊四十厘米。

書包用了尼龍製造的，又輕又耐用。 

    這個書包設有降落傘，這樣便可以減輕學童負擔。升降

按鈕就在書包的頂部中央，只要主人按一下按鈕，降落傘可

以令書包升起來，又可以降下來。所以學童不用背書包了，

更可以避免出現駝背的問題。 

    此外，智能書包是學生的好助手。這個智能書包能令學

生日常作息準時。書包的中央安裝了一個電子時鐘，它會儲

存學習時間表，並會在適當的時間發聲提醒學童上學、做功

課、回家等等，有了這個智能書包，學生就能養成準時上學、

做功課、回家等良好習慣。 

    總括而言，智能書包的好處是能令學童減輕

重量的負擔。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更好的智能書

包問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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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書包》  4B  洪彥庭 

我看見新聞報導常常說學生的書包有過重的問題，所以

我特意做了一個智能書包給他們。我的智能書包色彩繽紛，

顏色鮮艷，大小適中。 

 

我的智能書包重量輕。它的物料是選用尼龍，既可以防

水，又輕便。 

 

    我的智能書包有定位功能。當學生遇到迷路的情況時，

便可開啟定位功能觀看地圖，正確地尋找返回目的地的方

向。而家人亦可於家中的電腦或智能手機上，知道學生身處

的位置。 

 

    我的智能書包有按摩功能。智能書包背帶外層選用了尼

龍，中層選用了海棉，內層設有按摩器，可以使學生背書包

時背得更舒適。學生也可於智能手錶內設置遙控功能，方便

控制按摩的力度。 

 

    我的智能書包能幫助調整背部姿勢。當智能書包背部感

應到學生背書包的姿勢不正確(例如:背部彎曲、駝背等)時，

書包會提示學生把背部調整好，讓學生腰椎時常挺直，保持

良好的姿勢。 

 

    我希望將來我的智能書包能成為學生們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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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書包》   4B  蘇曉瑜 
 

    大家的書包是不是很重，壓得大家透不過氣來？你有沒

有試過被大雨弄濕了書包裏的課本而狼狽不堪？你是否因為

經常帶錯課本而被老師責罵？我設計的「智能書包」便能幫

你解決以上的煩惱。 

 

    我的「智能書包」物料很輕。它採用超輕纖維和棉花製

作，總重量只有四百克，比正常書包輕百分之五十，可以減

輕同學書包的重量。 

 

    我的「智能書包」可以防水。它的「防水保護套」好像

一把雨傘，遇水可以自動打開，以防書包及書本和文具被弄

濕。 

 

    我的「智能書包」既實用又方便。它的前方有一個「時

間表顯示屏」，輸入上課的時間表後，便能顯示每天的課堂時

間，讓同學整理書包時更輕鬆。 

 

    我會繼續改良我的「智能書包」，加入更多新的功能，再

製作出更先進的「智能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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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極生悲》   4C   李雨晴 
 

  今天是學校每年一度的旅行日，我和同學早上便乘旅遊專車前

往城門水塘郊野公園燒烤。在車上，我和同學談天說地和玩手機遊

戲。我希望能夠在那地方可以發現新鮮的事物，真的非常期待。 

 

  到達目的地後，老師和班長在燒烤爐生火，一些同學放風箏，

我和兩位同學互相追逐。我偶然為大家一起拍照，留住這快樂的時

光。 

 

  我們找到一個樹下的空地拍照留

念，誰知，忽然有幾隻猴子從樹上跳

下來，搶我的手機。我被牠們嚇得大

叫，不知所措，牠們也被我的喊叫聲

嚇跑了，但我發抖的雙手握不穩電

話，它跌在地上，摔壞了。我望着這遍體鱗傷的電話，心裏沉痛萬

分，我失去的不只是這電話，還有它載滿的種種的回憶呢！ 

 

  總括而言，這次旅行令我十分難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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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極生悲》   4C   黃子倩 

  今天是學校的旅行日，我和同學們出發前往目的地—大

潭郊野公園。我很期待可以快點到達目的地，玩個痛快。我

和同學在校車上玩「剪刀、石頭、布」，玩得十分開心，其他

同學有的在談天，有的在睡覺，有的在看書。 

  我們到達了目的地，老師安排我們自由活動，我便和同

學一起到公園玩。我們歡天喜地玩捉迷藏，興奮得手舞足蹈。 

  當大家找不到最後一位同學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

叫：「救命呀！救命呀！」原來那位同學爬到樹上，無法下來。

大家看到都很驚慌，不知所措。後來，那同學還從樹上掉下

來，受了傷，幸好不算嚴重。於是，同學便跑去通知老師。

老師了解情況之後便報警，不久，救護車來了，把同學送往

醫院救治。 

  發生了這件樂極生悲的意外，同學們都得到教訓，就是

不可以只顧玩耍，而不理後果。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十分難

忘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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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書包》   4D  林亦臻 
 

大部分學童都認為自己的書包太重，嶄新設計的智能書

包就是一個能夠輕鬆解決學童書包過重問題的書包。 

智能書包外形可愛。它的形狀是橢圓形的，主要顏色是

裸色和咖啡色，有小熊圖案，十分可愛迷人。 

智能書包很輕，它有一個自動壓縮功能，無論放入多重

的物品，書包都會自動壓縮到只有一公斤重，可保證書包總

重量絕不超過兒童體重百分之十二點五。 

智能書包能防盜。智能書包設有面部分析功能，它只會

記下主人的面部特徵，其他人都打不開書包。主人要打開書

包的話很容易，只要主人的臉對着書包的人臉辨識器，它就

會自動解鎖並打開了。 

智能書包很方便。智能書包設有自動拿

書本裝置，它透過語音控制，例如你要一

本中文書和一個筆盒，只要對着書包說：

「拿中文書和筆盒。」物品就會自動從書

包中彈出來。 

總括而言，智能書包的功能很多，設

計獨一無二，未來智能書包可能跟電視機

和電話一樣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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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書包》  4D  鄺昕璿  
 

現時的小學生每天背着沉甸甸的書包

上學去，如果能改良這書包設計成智能書

包，就能解決學生書包過重及存放和攜帶課

業的困難。 

智能書包的外型很特別，它正正方方，但內裏空間很大，而且

很輕巧，是用最新的納米材料製造而成。 

智能書包能減輕學童背書包的負擔。

它設有自動飛行導航，可以自動追蹤主

人，並有高達時速每小時六十公里的飛行

能力，能夠緊隨着主人飛行。這可以讓學

生不用背書包就能輕鬆地上學去。 

智能書包既省力又方便。這個書包設有百寶袋功能，內裏是一

個四次元空間，可以無限量擺放重達一百公斤的東西，卻不會增加

書包的重量。學生可以輕鬆地每天攜帶所有的書，不用擔心欠帶課

本。 

智能書包，既能減輕現在書包的重量，又可以儲存無限知識，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種書包一定會在各大商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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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中的街道》   5A  薛爾達 

 

    雨，從烏黑的雲傾盆而下，像一羣傘兵着落地面的情形。雨水

從細細的雨絲，漸漸變成豆大的水珠。我從住宅大廈走出來，聽見

雨水打在傘子上，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街上的行人都拿着一

把把小傘，就像一朵朵燦爛的花朵，生怕被雨水沾濕。 

 

過了一會兒，雨變得越來越大。一些沒帶傘的人們便狼狽不堪

地跑向附近的篷頂下避雨。與此同時，一輛汽車突然飛快地行駛，

濺起水花，沾濕了路人，那輛車便衝向欄杆……交通癱瘓了，其他

車輛也發出「咇咇」的聲音，令乘客無法到達目的地…… 

 

這時，一位交通警察的身影從白

茫茫的大雨中出現了，他在大雨中指

揮交通，即使雨勢很大，他也沒有帶

雨傘，盡忠職守地堅守崗位，他毫不

退縮，也沒有找藉口來逃避。我看到

眼前這一幕，被他那無私奉獻的精神

深深感動了。最後交通也順暢起來了。 

 

我回到家後，這場滂沱大雨終於停了。我打開窗子，看到天上

掛了一道七彩繽紛的彩虹，空氣也被雨水淨化了。 

 

在這次經歷中，交通警察成為了我的好榜樣。我常常因為一些

挫敗而退縮，但經過這次經歷後，我決定要改變，向交通警察好好

學習，將來給社會帶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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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中的街道》  5A  陳宥心 

雨，已經下了很久了。我回到家，聽到雨滴發出不同的聲

音。「滴滴答答」，「嗵嗵」，「劈劈啪啪」，打在窗子上，打在街

道上，打在篷頂上。我躲在家裏，靜靜地在窗前看雨中的街道。 

 

過了不久，雨下得更大了。人們紛紛拿起雨傘。遠遠望下

去，真像一個七彩繽紛的蘑菰。沒有帶備雨具的人，狼狽不堪，

他們連忙跑到商店內躲避。 

 

突然，我聽到「轟隆隆」的一聲，我馬上叫起來，像一隻

老鼠一樣，快快跑回房間。過了一會兒，街道上的汽車增加了，

一個交通警察冒着大雨走出來。他穿着薄薄的雨衣，揮動着手

上的黃色棒子，在馬路上指揮交通，以免人們發生意外。雨水

不停地打在他的身上，濕漉漉的，又被經過的車把水濺在他的

臉上。但他還是盡忠職守，毫不退縮。汽車行駛的速度像蝸牛

一樣那麼慢，而車上的雨刷好像看到了很久未見的朋友，不停

揮動着手。雨也漸漸地停了，交通堵塞的情況也改善了。 

 

現在，回想到交通警在大雨中的街道上指揮交通的那一

幕，才明白到在雨中指揮交通是十分艱難的，他那服務精神，

真讓人佩服。我要向他好好學習，遇到困難時要毫不退縮，堅

守崗位。從今天開始，我要經常幫助別人，做個對社會有貢獻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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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中的街道》  5B 陳芷盈 

黃昏的時候，正是「打工仔」下班趕回家的時候，我無所事事

地在擠迫的街道閒逛。走着走着，本來藍藍的天空，突然被烏雲籠

罩着，然後落下傾盆大雨。街道上的行人被這場突然而至的大雨嚇

得有點不知所措。 

綠豆般大的雨滴爭先恐後地湧落地面，發出霹靂啪啦的聲音，

街道就像面鼓，被密集的雨滴敲響。人們為了避免被滂沱大雨淋

濕，變成「落湯雞」，於是各出奇謀，有人把公事包頂在頭上當雨

傘，有人穿上塑膠袋子當雨衣，更有人頂着紙皮箱在行人道上左穿

右插，看見附近有個大商場可以避雨，便如潮水般湧進商場。大雨

久久不停，在商場避雨的人們開始抱怨這場大雨。 

就在人們抱怨的時候，仍有人冒着大雨在默默地工作着。在街

道的遠處，我看見一個郵差

頂着大風大雨，沿着街道，

挨家挨戶送信，他用被雨水

打濕的身體，保護着一大包

郵件，不讓雨水把它們打

濕。他努力堅持完成工作，使我感動不已。 

一場大雨，對很多人來說，不過是天氣變化，普通不過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卻看見平凡之中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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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中的街道》  5B 冼諾然 

一個炎炎夏日的午後，我放學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天空烏雲密佈，刮起了風，隨着一陣轟隆隆的雷聲，天

上下起了大雨。我趕緊跑進一個有遮蓋的地方躲雨。雨真大啊！雨

水傾盆而下，豆大的雨點狠狠地打在地上，嚇得路旁的花兒花容失

色。街道兩旁的大樹，樹葉被打得頻頻點頭，好像在求饒。樹下的

泥土剎那間喝飽了雨水而變得濕潤了。因為雨勢太大，很快，道路

兩旁出現了積水，車輛放慢了腳步，司機們都小心行駛。 

此時，我看到不遠處有一位身穿破舊衣服，身形瘦小的老婆

婆，帶着兩個小孩，推着一輛放着一大堆紙皮的手推車，在街上緩

緩地走着。雖然下着滂沱大雨，但為了她自己和那兩個小孩的生

活，她不得不冒着大雨撿紙皮。看着他們的身影，我感到十分慚愧。 

平日我常常不懂得珍惜所吃和所穿的，以為食物、衣服、玩

具……都是理所當然的、自然會有的。可是在這個世界上，原來有

些人連温飽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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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功了》  5C 周己晴 

小息的時候，黃老師對我說︰「你講故事十分動聽，我想推薦你參

加校內的講故事比賽，代表我們班比賽。」我聽完之後猶豫不決。回到

家後，便立即與媽媽商量。 

媽媽知道後，便鼓勵我參加。我心想︰難得老師推薦我參加，我應

該要去試一試吧！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比賽，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來

鍛煉自己。 

這個月裏，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刻苦地訓練，並在家中花了很多

時間來準備。為了把這個故事講得更加生動，我不停在家裏反覆練習同

一句對白和表情。我練習得很辛苦時候，也感到十分疲累，那時我很想

放棄，心想︰我已經這麼累了，還是放棄吧 ! 我流下眼淚，那時媽媽

走過來鼓勵我說︰「女兒，你長大了，應該要學會堅持到底！」媽媽擁

抱着我，給我很大的鼓勵，她還一直陪伴着我

練習呢！我鼓起勇氣，繼續努力練習。 

最後，到了比賽當天，我做好了準備。那

時我十分緊張，害怕會令老師和媽媽失望。但

我想起自己努力不懈練習，心裏充滿了信心。

我表現十分出眾，老師和媽媽也覺得我講故事

很出色。因此，我奪得了冠軍，獲得了全場的熱烈掌聲。從這件事中，

我明白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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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四式》   5D  袁蒨怡  

為了保護地球，社會一直宣傳環保概念，我們可按照「環

保四式」的原則，日常生活中做多點，為環保出一分力。甚麼

是「環保四式」？「環保四式」是「循環再用」、「減少使用」、

「替代使用」和「廢物利用」。 

首先，「循環再用」是把用過的物品回收後經再造或直接重

複使用，如再造紙便是。只要大家把可循環再造的垃圾分類放

進回收箱，經過加工製造便能製造新的產品。 

第二式是「減少使用」，那是指儘量減少使用不必要的物

品，並節約能源。我們可以減少使用紙巾，平日購物時可自備

購物袋，減少使用膠袋。進膳時可自備餐具，減少使用即棄的

餐具等。 

第三式是「替代使用」，那是選用一些較符合人類與地球福

祉，對自然無害的物品，取代那些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或造成

浪費的物品。我們可用食物盒代替保鮮袋儲存食物，使用電池

時可選用充電式電池代替用完即棄的電池等。 

最後一式是「廢物利用」，是指儘量不丟棄物品，發掘其用

處，或是在同一用處上重複使用各種器皿，如雙面書寫紙張等。 

總括來說，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大家應馬上開始一起保護

地球的資源，拒絕使用對地球不利的東西，每天做多一點，使

地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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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可貴之處》   5D  梁巧欣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月二日 

這星期發生了的一些事情，令我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星期一的早上，媽媽帶我到公園裏踏單車，突然我跌倒

了，媽媽就立刻跑過來，還問候和安慰我，看到我的手擦傷

了，她就馬上帶我回家消毒傷口。我真的覺得很感動，因為

媽媽看到我跌倒，就不停地問候我和看看我有沒有受傷。 

星期四的下午，當天我生病了，雖然媽媽正在工作，但

她一知道我生病了，就馬上回家帶我看醫生。我雖然感到疾

病給我帶來辛苦，但我卻十分感動。媽媽竟然放下工作，馬

上趕回家帶我看醫生。 

星期六那天，我幫助媽媽燒飯，一不小心被熱水燙傷

了，媽媽立刻叫我用清水沖手，真是很好的方法，不消一會

兒，我的傷口便沒有大礙。 

最後，我真的感受到

媽媽對我的關心，感受到

親情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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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板薄餅的自述》  6A 胡斯棓 

大家好 ! 我是「手板薄餅」，體型嬌

小，看似弱不禁風的我其實很有內涵呢！

那個在餐桌上向你招着手，熱騰騰、香噴

噴的小薄餅，就是我啦！你想不想聽一聽

我的故事呢？ 

 

我原本只是一張平平無奇的餃子皮，

注定只能成為餃子一部分的我，卻幸運地

被廚師選中後，我搖身一變，成了「手板薄餅」。這可是一趟十分

有趣的旅程，讓我為大家細細道來。 

 

當我與其他兄弟玩「疊高高」的時候，一隻巨大的手將我拿了

起來，給我穿上了一件米黃色的襯衫，一件豬肉色的毛衣，一條青

綠色格紋短裙。 那隻巨手還送了一條黃寶石項鏈和米白色的披肩

給我。為了讓這身衣服與我徹底地融為一體，我被送進喻為「熱情

的太陽」—焗爐大哥的懷裏。 

 

在焗爐大哥的懷裏享受了五分鐘的熱桑拿浴後，我的身體就變

得十分酥脆。衣服牢牢地黏在了我身上，披肩也不小心融化掉了。

一隻戴着隔熱手套的大手把我拿了出來，放在碟子上。隨即，讚美

我的話此起彼落，我心裏納悶︰我只不過洗個桑拿浴罷了，人們為

甚麼會這樣稱讚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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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米紙卷》   6A  黃俊泓 

今天，我製作了「繽紛米

紙卷」。 

「繽紛米紙卷」的外型

嬌小玲瓏，就像一個小圓

筒。它晶瑩剔透的表皮包着一些五顏六色的餡料。米紙

卷的餡料有清新爽口的青瓜，有爽脆可口的蝦仁，有甜

中帶酸的水果，一口咬下去真是百味交集。在這繽紛的

餡料外面，裹上一層薄薄的米紙。它的味道清淡，可是

卻不是淡而無味，而是清新甘甜的。「繽紛米紙卷」內

有色香味俱全的餡料，外有清淡的表皮，兩者有如天作

之合，把味道中和得既不濃，也不淡，非常吸引人。 

當「繽紛米紙卷」進入你的嘴巴時，你先會感覺到

它軟腍的表皮入口即化，接着便會嘗到那包裏在水晶盒

子中的寶藏。它的味道細膩，而且還很有嚼勁。當你咀

嚼它的時候，便會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音，美味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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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狂歡〉讀後感》   6B  張亦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自制的能力呢？而就在上星期，我閱讀了一

篇文章──〈週末狂歡〉，然而，文中的主人翁也是跟我一樣沒有

自制能力。看完那篇文章後，我真是感同身受。 

文中講述因為「我」的媽媽有事要辦，便給我金錢去帶妹妹去

吃客飯。可是，「我」卻沒有好好管理金錢，把要用的金錢亂花得

不剩幾毛，最後還弄得很糟糕的故事。其實，我也有一次類似的經

歷。 

那天是星期六，因為媽媽有點不舒服，所以就叫我幫忙買午

餐。她交給我一些錢，然後我就興致勃勃地一邊跳着，一邊哼着歌

走進商場。打算買午餐的我，途中經過一間新開張的夾娃娃的店

鋪，看到在店裏的那些可愛迷人娃娃，我情不自禁地就走了進去。

機器裏面的娃娃各種各樣款式令人眼花繚亂，我投了幾塊錢，然後

機器開動了，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爪子，但是……失敗了！心愛的娃

娃怎樣夾，都夾不起來，但我是不會那麼容易就放棄！我一而再、

再而三地夾啊夾、夾啊夾，可是，還是夾不到。我打算放棄夾娃娃，

去買午餐，不過……口袋裏的錢已經全部亂花

光了！這時，我心裏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

好。但只有一條路──就是坦承向媽媽認錯。 

於是，我忐忑不安地返回家，媽媽問起我

午餐在哪，我只好坦白向她認錯。我以為媽媽

會責備我，但她卻沒有，反而語重心長對我

說：「亦彤，雖然你胡亂花錢是不對的，但是有哪一個孩子不喜歡

玩樂呢？儘管你今次沒有幫我買午餐，但是你知道這是不對，下次

就不會犯了。人要在錯誤中學習，知道嗎？」。我含着淚水跟媽媽

道歉，並承諾不會再亂花錢了。  

自那次之後，我明白到要有自制能力。而〈週末狂歡〉這篇文

章中，如果我是主人翁，我也不會這樣做，真的要從錯誤中學習才

能知道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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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B   楊承熹  

暑假時，我從抽屜拿出一本舊相簿。我拍了拍灰塵，打開第一

頁。突然，我抖了抖，看着照片裏和我搭着肩膀的同學，他不就是

我的「好兄弟」──子明？可惜，我們的友誼

因為一次吵架而變質了。 

記得吵架當天，我向他借一本限量版的

《老夫子》漫畫來看，他遞給我，然後再三叮

囑我不要弄破這本漫畫。當我看得入迷，突

然，上課鐘聲響了。我想趕快看完，所以我愈

翻愈快、愈翻愈快。哎呀！我不小心把最後一頁撕破了。我急忙把

書還給子明。不幸地，他發現我撕破了他的書，便暴跳如雷地質問

道：「我不是提醒過你嗎？你為甚麼這麼粗心大意？」我自知理虧，

卻不甘示弱，說：「才一頁罷了，用膠紙貼一貼就行了，你不是這

麼小器吧？」他氣得臉也脹紅了，拂袖而去。我心想：酒逢知己千

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我沒有這麼小器的朋友！ 

第二年，他轉學了，令我們的友誼留下一個遺憾，也令我體會

到友誼的可貴。我學會了忍讓，也學會了珍惜這短暫而快樂的友

誼！希望子明還會原諒我這個曾和你大吵一場的好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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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記》     6C  吳曉晴 

四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八日 

這星期發生的事使我獲益良多。 

星期三下午，我和同班同學一起去街上賣旗。在街上，

我和同學努力地賣旗，但不管我們如何叫賣，陌生人都視而

不見。在我們快要放棄的時候，旁邊的姐姐和哥哥走來鼓勵

我們。得到他們的鼓勵後，我們更加努力去賣旗了。 

星期五，我和朋友一起去圖書

館收集資料，我很快完成了。我便

去看一些另類的書本，我看了一本

十分有趣的圖書，令我學到很多天

文的知識。 

星期六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去

婆婆家吃晚飯。在婆婆煮飯的時

候，我在旁邊幫忙，也學曉烹調幾個簡單的小菜。 

這星期發生的事情令我獲益良多，我學到做事要有恆心

和把握機會去增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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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D  鄧栩賢 
  你們曾經和家人或朋友吵架嗎？在今年暑假，我和媽媽為了一

份作文功課而吵架了。 

 

  在暑假前一天，老師派了很多功課給我們，還有我最討厭、感

到最困難的中文作文。由於我一向在作文方面都做得很差，於是找

作文能力很好的媽媽幫忙。 

 

  我告訴她我要做作文家課，她叫我首先細看題目三遍，然後就

構思一下作文內容，接着用鉛筆寫在草稿紙上……我還未聽完，就

大約想到需要的時間差不多要三個小時。過了一會兒，我就沒耐性

聽她說了，她看見我的表情，便生氣地說：「你要聽我的話，否則

就作得不好！」，我又說：「我已經想到自己寫作的方法了，你出去

吧！」，她再說：「你再……」，我和她吵架得很激烈，兩個也狠狠

地罵對方，結果媽媽一怒之下離開了房間。 

 

  她又說：「你要聽我的話，我是為你好！」我再說：「行了，行

了，你好煩。」她再說：「你快點寫吧！再不寫我就不教你！」我

再說：「好！我不用你教我了。」 

 

  我們吵架後，我就決定用自己方法去寫作。我寫好作文後，已

經過了兩個半小時。忽然，就在我把作文放進功課袋的一刹那，我

看到原來自己作錯了。「唉！誰叫我不仔細聆聽媽媽的教導呢？不

如一會兒找她道歉吧！」就在這時，突然媽媽來到我的身旁，我們

都向對方道歉，然後我用媽媽的方法細心地重新寫作。 

 

  在這件事令我明白不應該做事太衝動，應

該和家人好好溝通，耐心聆聽家人的指導，不

要再輕易地和別人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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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狂歡〉讀後感》   6D  彭曉晴 

我看着桌上的中文課本，就想起昨天媽媽和我温習<週未狂歡>

這篇文章後，她就笑着說文中的「我」和我一模一樣。 

這篇文章主要講述，媽媽給了「我」一些金錢，然後吩咐「我」

帶妹妹去吃客飯。可是「我」沒自制能力，買了很多零食，結果沒

錢給妹妹買冰棒，只好等媽媽來付款。 

其實，我跟文章中的主人翁挺像的⎯都是一個欠缺自制能力

的人。去年，因為媽媽忙於工作，沒時間帶我去買習作，所以媽媽

只好給我錢和吩咐我自己去書店買習作。我到了書店時，誰知被旁

邊新版的「森林家族」玩具所吸引着呢！當時，我望着這件精美的

玩具時，十分掙扎。但是我最後抵不住誘惑，花光了全部的金錢買

下這件玩具，完全忘記了要買習作。 

正當想回家的時候，我突然想起自己把媽媽給我買習作的錢花

光了，根本沒錢付款乘巴士回家，那時我不知所措地大哭起來。書

店員工知道後，便幫助我打電話給媽媽。最後媽媽風塵僕僕地跑到

書店，接我回家，並罵了我一頓。 

從這件事中，我學會了要有自制能力，閱讀了<週末狂歡>這篇

文章後，更懂得做事要「三思而後行」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