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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29日 (星期五) 

 

 

本年的學期即將結束，但我們的學習是沒有限制的。大

家可以隨時隨地在網上細看中文科《柴米報》第十七期的內

容，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吧！ 

 

《遲到了》      2A葉晞兒  

星期一晚上，小怡在房間裏不停地玩電子遊戲機。

她的黑眼圈黑得像熊貓一樣，還是只顧着玩，直到凌

晨，也不願意睡覺。 

到了第二天早上，紅紅的太陽已

經出來了，鬧鐘大聲地響着，連媽媽

也被鬧鐘吵醒了，但是小怡還是在發

着美夢。過了一會兒，她終於起床了。她發現自己快要

遲到了，馬上刷牙和換上校服，焦急地跑回學校。老師

知道後，便懲罰了她。 

經過這次教訓，小怡決定決心要改掉壞習慣，早睡

早起，準時上學，做個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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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醫》      2A李建豪 

每天晚上，媽媽都會來小天

的房間叮囑他睡前要刷牙，但是

他不但不聽從，還津津有味地吃

着糖果。 

 

一天中午，媽媽和小天在吃午餐。突然，小天感到

牙痛，痛得吞嚥不下食物，好像被許多小蟲子釘咬似

的。媽媽看見後便立刻帶他到牙醫診所。經過牙醫細心

檢查後，原來小天蛀牙了，牙醫要為他拔掉那顆蛀牙。

原本小天很害怕，但經過牙醫的鼓勵後，便勇敢地完成

了這個小手術。 

 

最後，牙醫耐心地教導小天正確的刷牙方法。小天

決定以後每天早晚都會刷牙，改掉不刷牙和睡前吃糖果

的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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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醫》      2B 劉嘉譽 

有一天晚上，睡覺前我還在享受着美味的零食。這個時

候，媽媽叫我睡覺前一定要刷牙，因為我怕麻煩，所以直接

對媽媽說：「好，我一定會刷牙。」但我沒有刷牙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起牀後，準備吃早餐，咬

了一口……突然我大叫：「痛死啦！我的

牙齒啊！」媽媽見狀，叫我立刻換衣服，

拖着我去看牙醫。牙醫？天啊！聽說牙

醫是十分可怕的。我不停地大叫：「不要啊！我怕啊！哎

喲……」可是冷酷無情的媽媽還是硬拖着我上路。我一路走，

一路哭，哭得媽媽的衣服都濕了，哭得眼睛都紅了，但媽媽

還是無動於衷。 
 

    到了牙醫診所，我嚇得發抖。牙醫叫我座在躺椅上，我

看他挺友善的，便漸漸放下心來。我依他的指示做，讓他為

我檢查牙齒。他說：「小朋友，你蛀牙了，要補牙。」聽了這

話，我害怕得手心冒汗呢！ 
 

    牙醫幫我補了蛀牙後，對我說：「小朋友，以後不可以吃

那麼多零食了，要養成早晚刷牙的好習慣。知道嗎？」我點

頭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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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了》      2B 徐化泰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裏打遊

戲，因為打得太投入，凌晨二點

還沒有上牀睡覺。 

 

結果第二天我睡過頭了，起

牀時已經八點。我又焦急又害怕，害怕被老師責罵。於

是我一邊哭，一邊飛一般地衝向學校。因為遲到，我受

到了懲罰，老師也教導了我，我覺得很後悔。我決心改

掉熬夜貪玩的壞習慣。 

 

從那時起，我開始堅持早睡早起。有規律的作息讓

我不再遲到，得到了大家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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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醫》  2C 談安晴 

昨天晚上，我在家裏吃了很多糖果。媽媽叫我去刷

牙，可是我不聽，還說:「為甚麼要刷牙？我不刷！」 

 

到了今天中午吃午餐時，我看見了一桌豐盛的午

餐，我急不及待地把一塊肉塞到口裏。突然我大叫一聲:

「我的牙很痛啊！」媽媽一聽，便決

定帶我去看牙醫。到了診所後，牙醫

要檢查我的牙齒，我感到十分害怕，

拼命地掙扎。經過牙醫的鼓勵後，我

便鼓起勇氣接受治療了。 

 

在牙醫的教導下，我決定早晚刷牙，不會吃太多糖

果了。我的牙終於不痛了。今天真是充滿挑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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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醫》      2D 陳雅琳 

一天晚上，我在房間吃糖果，媽媽看見了，叫我立刻去刷牙。

我說︰「不。」就上牀睡覺了。 

第二天吃午餐的時候，媽媽說︰「你還好嗎？」我說︰「我的

牙很痛呀！」媽媽立即帶我去看牙醫。 

到了診所，我很害怕，媽媽叫我放鬆點兒，還說︰「不要怕， 

醫生是專業的。」我去檢查後發現有十顆蛀牙！我赫到手心冒

汗。最後，牙醫還叮囑我要早晚刷牙呢！我聽了後感到很羞愧。 

 

《遲到了》        2D 符綺珊 

上星期一的晚上，思思只顧着玩遊戲機，忘記睡覺的時間，最

終凌晨兩點多才睡覺。 

第二天早上，鬧鐘響起了。思思因為太累了，她還在牀上做着

美夢，沒有準時起床。起床的時候，她發現已經遲到了，她連忙穿

上校服，焦急地跑回學校。她非常害怕老師會懲罰她，誰知老師心

平氣和地對她說:「思思，你今晚要早睡早起，明天你不要再遲到

了。」 

思思聽到老師的話後，感到非常慚愧，決定以後早睡早起，準

時上學。 

最後，思思還獲得老師的稱讚，她感到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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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醬油》     3A 何善瀅 

當媽媽準備午餐時，發現家裏醬油已經用光了，她

走過來對我說:「兒子，你可不可以幫我到超級市場買

醬油？」然後，她給我二十元。我點點頭，開心地出門

了。 

路途上，我看見文具店外放着一台我渴望已久的扭

蛋機，我開心得像馬一般跑到扭蛋機前，目不轉睛地盯

着它。 

我毫不猶豫就把硬幣投進扭蛋機內，玩具掉落下

來，我拿着玩具，高興得跳起來。這時，我才發現媽媽

給我的錢都花光了，我害怕得立刻跑回家。  

回家後，媽媽問:「醬油在哪兒？」我慚愧得低着

頭說: 「對……對不起，我……我把你給我的硬幣用來

買玩具。」 

雖然媽媽很生氣，但她溫柔地對我說:「你勇於認

錯，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下次不要再重複犯錯。」最

後，我學會了不要貪玩，應該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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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意外》      3A 鄭靜怡 

星期六早上，爸爸媽媽都要上班，他們出門前再三

吩咐我要好好照顧弟弟。我敷衍地回答:「好的，交給

我吧！」   

  

爸爸媽媽出門後，我便拿出了一大箱玩具和弟弟

玩，玩得正興高采烈之際，弟弟把腳踏在積木上摔了一

跤，手踭受傷了，他坐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哭，我連忙去

安慰他。我心裏感到十分驚慌，一邊擔心弟弟的傷勢，

一邊擔心被爸爸媽媽責罵。 

 

爸爸媽媽回來後，看見弟弟手踭受傷，他們責罵我

一頓，我覺得很難過。我以後會把玩具收拾好，以防弟

弟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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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園》       3B 張信榆 

今天，老師帶我們參觀優美、整潔的校園。 

首先，我們來到漂亮的花圃。我坐

在花圃旁邊半棕半黃的長椅上欣賞校

園最美麗的地方。抬頭一看，一朵朵白

雲就像一匹匹正在奔跑的駿馬，在空中

急速奔騰，氣勢十分壯觀。在花圃裏有

很多翠綠的植物，其中，最吸引我的是

幾棵高大清秀的美人蕉。它那深綠寬大的葉子，像一把把綠色的芭

蕉扇。花圃裏還長滿了碧綠的小草，它們好像穿着綠衣裳的孩子，

從土裏探出頭來。突然有幾隻小鳥飛過來落在香蕉樹上，牠們正唱

着美妙的歌曲，引來一羣紫色的蝴蝶，牠們隨着鳥兒動聽的歌聲翩

翩起舞，令校園的景色更多姿多彩。 

接着，我來到旗桿下，抬頭一看，旗桿上飄揚着的國旗和區旗，

彷彿是兩張充滿魔力的飛毯，一高一低地飛着。向前定睛一看，可

熱鬧了，有的同學在操場上激烈地打籃球，有的同學在喜笑顏開地

踢足球，有的同學在飛快地跑步。 

我們的校園真美，我喜歡這所學校，因為這裏種了許多植物，

使學校充滿生機。我喜歡這所學校，這裏的老師和同學相處融洽，

親善有愛，所以我們要愛護這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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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園》       3 C梁玉萍 

    上星期三，郭老師帶同學們遊覽我們的校園。 

    我們下了三層樓，來到了操場。我們首先跑到大樹下，

看到綠油油的小草和碧綠的大樹。接着，我們看見一羣紅黑

色的小螞蟻正在辛勤地工作。樹下的小

小草揮動它們的手臂，在給小螞蟻們加

油打氣。 

    接着，我們來到潔白的旗桿前。旗

桿上飄揚着紅豔豔的國旗和區旗仿如兩

把正燃燒着的巨大的火炬，也像兩個威

武的士兵，守護着學校，防止敵人入侵。

在旗桿的兩側，各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松樹，碧綠碧綠的，一

動不動，專注地聽小鳥唱歌，聽同學們聊天。看看旗桿的右

邊，我們看見了一間用玻璃建的溫室。透明的溫室在陽光的

照耀下閃閃發亮。 

    我們的校園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我們在校園裏學習

真快樂！我愛我們的校園！ 

 
 

 

 



 

11 

《給外公的信》     3C 葉天愛  

親愛的外公： 

您好嗎？您的身體好嗎？有沒有到茶樓和朋友談天？ 

我想跟您分享一個好消息。我獲得了「兒童故事創作獎」

的第一名。在比賽中，我講了《三隻小豬》這故事。比賽前，

我很努力。比賽時，我很緊

張。比賽結束後，我很輕鬆。

拿了獎狀後，我很驚喜。謝謝

您平日的教導，令我能拿到好

成績。媽媽知道個消息後高興

得請我去吃大餐呢！ 

這個月底剛好就是春節，希望能去您的家住幾天。最後，

請代我向外婆問好！ 

祝 

生活愉快 

                                       外孫 

                                          子明上 

                                           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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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意外》   3D 陳芷晴 
 

星期日早上，爸爸和媽媽一大清早便出門上班了，他們

出門前認真地吩咐我要好好照顧弟弟，可是我因為一時粗心

大意，令到一件意外發生了。 
 

在爸爸和媽媽上班後，我感到十

分無聊。於是，我和弟弟一起玩玩

具，有玩具飛機、玩具車和玩具船。

我覺得玩這些玩具不夠刺激，所以我

和弟弟一起悄悄地拿起爸爸的籃球

玩起來了。 
 

結果，我在把籃球傳給弟弟的時候，我不小心打破了花

瓶，花瓶的碎片割傷了弟弟的手臂，令到他的手臂流血不止。

我毫不猶豫地幫弟弟包紮傷口，然後立刻急忙地打電話給爸

爸和媽媽，叫他們趕快回家送弟弟進入醫院。我覺得十分後

悔，因為我不應該和弟弟一起在家裏玩籃球。最後，我被爸

爸和媽媽責罰了一頓。 
 

    經過這件難忘的事情後，我跟爸爸和媽媽承諾以後不再

粗心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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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一則》      4A 楊雅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看着手中那一本筆記簿，我便回想起剛才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剛剛到教室門前便聽到同學們在談論關於打疫苗

的事情，而一些不用打疫苗的同學忍不住暗暗自喜。班主任在鐘聲

響起後，便把我們領到三樓的音樂室上課。課才上了一陣子，廣播

就來了！「請四甲及四乙班的同學到四樓預備室準備。」我們走到

四樓的步子像綁了塊千斤重的鉛一樣，十分沉重。 
 

   我們靜靜地在房間裏等待着打針。終於，

六年級的學生打完針了，該到我們了。我聽

到有些女同學已經開始哭了！我心想:完

了！這次打針一定很痛！當我們心驚肉跳地

走進禮堂時，看見很多醫生拿着針準備。我

害怕地坐在椅子上，旁邊本來吵吵鬧鬧的同

學也不說話了。我們像木偶般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的。終於到我

了，我走到醫生面前，緊張地問他:「打針痛嗎？可以輕一點嗎？」

醫生沒有回答，只是在旁邊替我準備打針的物品。他叫我放鬆，並

在我不注意時把一根細小的針插進我的手臂。我感覺到一陣疼痛，

正準備大叫時，才發現已經注射完疫苗了！醫生看我沒哭，便送了

一本可愛的兔子筆記本給我。我興高采烈地謝過醫生。 
 

   回家後，媽媽問我今天打針痛嗎？ 我回答她說:「不痛，而且

醫生還送了一本筆記簿給我！」 
 

   能遇到了這個技術高超的醫生，我真是幸運呢！真希望下次也

是他替我注射疫苗呢！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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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一則》      4A 羅晴曦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看着這個細小的針口，就回想起早上我在學校裏接種了預防流

感疫苗。這件事讓我十分害怕，真是難忘啊！ 
 

早上，老師對我和同學說︰「因為我們的課室要成為接種流感

疫苗後的等候室，所以我們要到音樂室上課。」時間到了七時五十

分，我們到音樂室上課。上第二節常識課時，突然有人叫我們可以

到等候室等待接種疫苗。這時，同學們驚慌失措起來，我也一樣。 
 

然後，我們到了等候室，我覺得禮堂就像個刑場似的。忽然，

老師叫我們排好隊，準備到禮堂接種疫苗，我聽到這個壞消息後，

頓時晴天霹靂，我懸着的心一下子衝到喉嚨口。到達禮堂後，老師

叫我們一排排坐好。聽到旁邊的那一班同學的叫聲，我就知道應該

很痛。這時我在想:如果爸爸沒有在那份疫苗通告上簽名，我就不

用接種疫苗了，那該多好啊！看見同學陸續進入打疫苗的房間，我

就知道快要到我了。突然，幫我接種疫苗

的姑娘叫我的名字了，我不得不硬着頭

皮，慢吞吞地走進去。姑娘在幫我消毒時

非常温柔，像是給我在赴死前的一些甜

頭。全班都接種完疫苗後，我們就到等候

室休息。 
 

休息過後，我們回音樂室上課了。這

時，大家的左手都很痛，我心想︰今天真

是難忘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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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勤奮的同學》   4B 曾俊軒 

他有着一頭烏黑的短髪，一雙小小的眼睛和一個小巧的鼻子。

他是誰？他就是我的好同學──子渝。 

子渝是一個勤奮的人。有一次，我在考

試前夕約他到公園一起打籃球。誰知他說：

「俊軒，下次再跟你打吧！我還要温習。」

我問：「你不是已經温習好了嗎？」他答：「雖

然我所有科目都温好了，但我要繼續努力，

希望能取得好成績！」聽到這句話後，我十

分慚愧，簡直想挖個地洞躲進去。 

還有一次，我在小息時和他說：「不如我們一起玩耍好嗎？反

正考試都過去了！」他說：「下次吧！因為我要複習老師所教的知

識，再見！」然後他就拿着課本到長椅複習了。那一刻，我感覺自

己無地自容。我十分佩服子渝，我簡直不配做他的朋友。 

子渝，你是我學習的榜樣，我真慶幸有你這樣一個朋友。我們

的友誼會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我會以你為終身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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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    4C 呂芷橋 

我愛我的媽媽。我的媽媽是一個超人，因為她既要在外面工作，又要照

顧我。她個子高高的，身形苗條。她長着一張面目清秀的桃花臉，還有一對

水汪汪的眼睛、小鼻子、兩條彎彎的眉毛和一個櫻桃小口。 

我的媽媽是一個善良的人。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婆婆掉了錢包，媽媽看

見了地上的錢包就連忙拾起它，然後還給那個婆婆。她善良的性格令我非常

欣賞，我真希望成為她這樣的人呢！ 

她還是一個細心的人呢！有一次，我身體不適，但我並沒有告訴媽媽。

我準備上學時，媽媽憑我微細的表情和行動，便發現我生病了。她立刻向學

校請假。在她的逼問下，我終於說出生病的事情，她二話不說直接帶我到醫

院看醫生。回家後，她細心地照顧我。她

的行為令我十分敬佩。 

我愛我的媽媽，媽媽是一個不但善

良，而且細心的人，我很榮幸能夠成為她

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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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     4C 黃澄南 

在我的家人中，我最喜歡我的媽媽。我的媽媽是一個會計師。她個子不

高，在白晳的臉龐上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和一個櫻桃小嘴。她常常掛着笑

容，所以人人都說她十分親切。 

我的媽媽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記得有一次，有一

個老奶奶不小心跌倒了，但在人羣中連一個幫助她的

人也沒有。我們正好經過，本來我和媽媽說：「我們也

不要管她吧！」但媽媽卻對我說：「不行，我們要扶她

起來！我們要做一個善良的人。」幸好最後老奶奶沒

有事。透過媽媽的行為，令我學到我們要互相幫助，

要做善良的人。 

她還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記得有一次，我旁邊

的同學有了最新的原子筆。因為我十分羡慕，所以我趁他離開課室的時候，

偷了那枝筆。他回來後，連忙找他的新筆。我看見他十分焦急的樣子，內心

不知道為甚麼痛了一下。回到家，我跟媽媽說了來龍去脈，媽媽就跟我說：

「不可以，你要跟他道歉，並把筆還給他。」最後媽媽帶我去向他道歉，他

原諒了我，還願意跟我做好朋友。我想學習她做一個大公無私的人。 

在我的家人中，我最喜歡媽媽了。她不但是一個善良的人，而且還是一

個大公無私的人，令我十分敬佩她。我期望我可做一個跟她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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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勤奮的同學》   4D 施鈞浠 

 

世界上誰是最勤奮的人？就是我的同學符綺桐。她有着

一頭烏黑又濃密的長髪，白裏透紅的臉蛋，還有一雙閃閃發

亮、炯炯有神的眼睛。她是一位高高的、瘦瘦的和勤奮的人。 

 

記得有一次，數學老師問了一道很難

的數學題目，全班都鴉雀無聲，無人回答，

忽然，符綺桐舉起手來，回答這個問題，

她答對了這道題目，全班都覺得她很厲

害，都拍手稱讚她。這時老師問她：「你為

甚麼能解答這道題目？」她說：「因為我平

日勤奮温習。」老師和同學都稱讚她：「你真勤奮啊！」 

 

經過這件事後，我決定以後要做一個勤奮的人，以她為

目標，也要向她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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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中的街道》      5A 顏葦隆 

昨天當我醒來時，聽到外面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我向窗外

看，才發現外面已經下起了滂沱大雨。 

嘩啦啦一陣大雨，似銀河倒瀉，滄海傾盆。只見雨中的人群愈

來愈少，愈來愈少……直到街道上空無一人。大雨像在嘩啦嘩啦地

向大家打招呼，像在哼歌，像在向我們傾訴。看，有的雨點正在偷

偷的進入正在行駛的車輛，乘坐「順風車」呢！ 

在大雨中，我隱約從雨聲中

聽到了消防車的聲音，看來是那

裏出意外了!我的視線繼續跟着

他們走，到了一棵砸到人的樹面

前。可是，雨不但沒有因同情他

們而停止，反而愈來愈大，像個

不想離開的「頑皮小子」。消防員被沖走多少次，他們就要站起來

多少次，直到救援行動取得成功。望着眼前的情景，我被這消防員

的精神所感動，不禁留下了被感動的眼淚。 

這件事情令我領悟到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來看，消防員也許

只是一種職業，但在他們的角度來看，卻是一種使命，一種責任。

難道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不值得我們稱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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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布娃娃》     5A 陳巧妍 

上星期五，我在房間裏做功課。哇!一個巨大的布娃娃從我的

上格牀上掉了下來!咦?原來是這位陪了我六年的「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其實是一條栩栩如生的魚型布娃娃。它帶有灰白

色的身軀，金黃色的翅膀。它的魚紋都非常逼真啊!果然，它是我

獨一無二的「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的出生地是日本，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去旅行時，我爸花了不少的心

思，在娃娃機裏夾它出來的。那時候，爸爸

把它夾起後，把它拿出來嚇我一跳!爸爸對

我說:「哇!魚啊!」那時候，我最怕的就是

魚。但經過那一次後，我竟然和它成為了好朋友。 

經過六年，我的「好朋友」身上充滿了我的口水漬。但它一直

陪伴着我，開心時，它會和我一起喜上眉梢;傷心時，它會安慰我;

生氣時，它會大發雷霆，好像在說:「誰敢欺負你?」似的。 

我的好朋友雖然只是一條魚形布娃娃，但是它跟我經歷了很

多，我和它充滿着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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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衣服》      5B 劉翊康 

    它是深紫色的，軟綿綿的，又寬又大，款式略帶土氣，但穿在

身上，既舒服又溫暖——它就是我最珍貴的毛衣。 

    記得八歲那年，奶奶親手為我編織這件毛衣。在我生日前的一

個月，我悄悄地看見奶奶躲在房間裏，戴着她那厚厚的老花眼鏡，

用那雙顫抖的手一針一線為我編織，她的額頭佈滿汗珠。那一刻，

我感動得說不出半句話來。 

    到了我生日那天，奶奶把那深紫色

的毛衣拿出來，我便迫不及待地穿上這

件「温暖牌」，雖然衣不稱身，寬身了

一點，但卻非常溫暖。那刻，我撲向奶

奶，緊緊把她摟住。投在奶奶的懷中，

頓時，一股暖意湧上心頭。奶奶用她那温柔的手輕撫着我，她對我

的愛盡在不言中。 

    去年，奶奶跟叔叔一家到外國生活，還記得機場道別的一幕，

看着她遠離的身影，我依依不捨的，淚流滿臉。今年，奶奶雖不在

我身旁，但她的愛跟毛衣一樣，時常溫暖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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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夢想》    5B李穎琳 

    如果有人問我：「你的理想是甚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成

為醫生是我的夢想。」自從那一次醫生把我由鬼門關救出來後，我

就立志成為一名醫生。 

    那一次，我的頭痛得快要「爆炸」了，渾身發燙，頭暈目眩，

有氣無力，而且出現噁心反胃的情況。媽媽看到我虛弱的樣子，立

即急召「救護車」把我送入醫院。 

    入院後，醫生温柔地詢問我的情況，他將聽診器放在我的胸口

上，發現我的心跳異常，懷疑我患上登革熱，便將我送進隔離病房。

之後，醫生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每天都細心

地幫我進行詳盡的檢查。 

    經過幾天的治療，醫生終於幫我把身上

的痛症、病毒全部「驅逐出境」。那時，我

感到醫生的偉大，他們的專業精神，用心的

醫治，令我深受感動。自此，我便立志要做

個捨己為人的好醫生。 

    未來，我會用心學習，希望我的夢想能

實現，將來能成為一位救急扶危的好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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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球》      5C  陳梓瑤 

「砰——」一聲清脆的聲音響起，一個美麗的水晶球碎了。玻

璃碎片和水灑了一地，我們一家人都跑去客廳看。我看著地上的碎

片，呆了一下，然後情不自禁地破口大罵：「弟弟！看你做的好事！」

弟弟害怕得哭了起來，我也流著淚跑回房間，爸媽不知道怎麼辦。 

「出來吧，好嗎？」爸爸敲敲房門說。我不說話，心裏一幕幕

回憶開始湧現。那個水晶球是我和好友小美去日本玩的時候，她買

給我的。水晶球的底座是金燦燦的，中間還有紅寶石做成的愛心形

狀，十分美麗。水晶球上方的圓球是由彩色玻璃做成的，放在陽光

下會映射出彩色光芒，就像晴空萬里中出現了一道彩虹般迷人。水

晶球裏面是一個小姑娘，小姑娘的四周是一片雪地，搖動水晶球

後，一片片羽毛落了下來，小姑娘婀娜多姿地在雪中翩翩起舞。她

穿著一身白色芭蕾舞衣，頭上有兩片黑羽毛，在一片雪白中異常顯

眼，十分漂亮。 

這個水晶球對我十分重要，因

為它是小美因病去世前送我的最後

一份禮物。它陪我經歷過快樂、傷

心、分離，還有死亡。每當我看到

水晶球裏的小姑娘，就能憶起小美

可愛美麗的臉孔，所以我不能沒有

它！不知不覺，我帶着淚水睡着了。 

 

第二天，我打開房門看到水晶球完好無損地放在桌上，弟弟趴

在桌子上睡着了，手裏還有一支膠水。我笑了笑，輕輕地摸了摸弟

弟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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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四式》    5D 文樂晴 

     現在，地球正面對暖化危機，我們要保護地球，實

踐「環保四式」是一個舒緩地球暖化的好方法。 

    首先，「替代使用」是環保四式的第一式。意思是可

以用較環保的物件代替有害的物件。例如:以可再用的餐

具代替一次性餐具。 

    其次，「減少使用」是環保四式的第二式。意思是按

自己的需要，減少不必要的使用。例如:減少用水，我們

洗澡時可以用淋浴代替浸浴。 

    然後，「循環再用」是環保四式的第三式。意思是將

可循環再造的材料經過加工處理後，便可製造出有用的物

品。例如:把廢紙、鋁罐及塑膠分類放進回收箱，然後再

重造成新的用品。 

    最後，「廢物利用」是環保四式的第四式。意思是把

廢物用作有用的物件。例如:用牛奶瓶作花瓶，用花生罐

作筆筒。 

    其實除了環保四式可以實踐環保之外，還有其他可以

實踐環保的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支持環保，保護地球。 

 

 

 



 

25 

  

《環保四式》     5D 徐海瑤 

    現時地球面臨嚴重的危機，我們一

定要好好保護地球，實踐「環保四式」，

建立一個環保的社區。 

 

    首先，「替代使用」是環保的第一式，我們可以用較環保的物

件代替有害的物質，如可以用環保袋代替塑料袋。 

    其次，「減少使用」是環保四式的第二式，我們可以減少使用

一些物件，如用環保紙列印可減少用紙。 

    然後，「循環再用」是環保的第三式，物料經加工後可造成一

些有用的物件，例如:可以把塑料、鋁鑵和廢紙放進回收箱，重新

造成新的產品。 

    最後，「廢物利用」是環保的第四式，我們可以把廢物造成有

用的物件，如薯片罐可用作筆筒，牛奶瓶可當作花瓶。 

    如果我們繼續不環保，那麼地球污染只會更嚴重，最後人類只

會自食其果，所以我們要一起支持「環保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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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的準則》      6A 陳宥心 

好學生的準則是甚麼？我認為一個好學生，除了學業成績好外，還要符

合以下三項準則。 

首先，我認為勤奮是作為好學生的第一個準

則。古語有云:「 勤有功,戲無益。 」這句話出自

我國萬世師表--孔子寫的《三字經》內。這句話教

導我們必須要勤奮學習才會有成果。從古至今，不少名人都是因為勤奮地學

習而得到很大的成就，科學家牛頓和發明家愛迪生便是最佳例子。愛迪生曾

說過:「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由此可見，勤

奮對一位學生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我認為一個好學生應該要有禮貌。孔子曾說: 「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這句話教導我們待人接物要有禮貌，有禮貌的人留給人一個好印象，

也會得到別人尊敬和讚賞；反之，一個沒有禮貌的人，就算他才識過人，才

高八斗，也不會得到他人的讚賞，所以有禮貌是一個好學生不可或缺的準則。 

最後，一個好學生應該要謙虛。俗語說︰「滿招損，謙受益。」這句話

教導我們做人常存謙卑的心。我聽過一句諺語: 「謙虛日久人人愛，驕傲日

久成孤人。」意思就是謙虛的人受人愛戴，受人歡迎；驕傲自大、趾高氣揚

的人會令人討厭。謙虛的人會孜孜不倦地學習;而不可一世的人只會到處炫

耀，所以好學生一定要有謙虛的態度。 

總括來說，一個好學生的準則就是勤奮、有禮貌和謙虛。你是否要反省

一下，你是個好學生嗎？ 



 

27 

《日記一則》     6B 賴清怡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 

    在小學的時光過得很快，轉眼就六年級了。 

    今天是小六畢業生舉行畢業禮的大日子，我一大早就起牀開始準備。洗

刷後，我便穿起整潔的校服，懷着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上學去了。 

    到了學校，我和同學打了招呼。大家臉上都挂着抹不掉的笑容，或有說

有笑，或互送畢業小禮物，或拍照留念，課室充滿了歡樂和興奮。 

    畢業禮要開始了，班主任帶領我們踏入禮堂進行典禮。大家馬上收拾心

情，安靜下來，排好隊，準備迎接人生中重要的一個畢業禮。 

    畢業禮正式開始了。校監、校長先後發言，為我們送上祝福。然後，最

緊張的時刻到了——畢業生陸續上台領取畢業證書。同學們緊張得呼吸都變

得急促而粗重，我也不例外。老師開始唱名了，大家立刻屏息靜氣地聽着，

生怕聽漏了自己的名字。然後，以嚴肅認真的

態度，上台領取畢業證書…… 

    放學後，我和同學相約去吃午餐。大家心

裏都有種說不出的不捨感，互相約定之後要保

持聯繫。 

   今天真的很難忘。一天結束了，也結束了我六年的小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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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否使用電子教科書代替實體書本》 6B 藍雋雅 
  

     近年，很多學校積極採用電子教科書代替實體書本，讓

學生在課堂中用平板電腦上的電子教科書學習。我個人認為

學校應該使用電子教科書代替實體書本。 

    首先，我認為使用電子教科書比使用實體書本更方便。

有了電子教科書，我們每天就不用背着那麼多沉重的課本和

作業，只需帶一個輕了許多的平板電腦回校。而且有了電子書，我們就不用

怕沒有帶課本或作業，也不怕課本不見了。老師收集課業時，只需要在電腦

上查看便行。即時批改，即時發還，查看學生交作業的紀錄也更一目了然了。 

    其次，使用電子書比使用實體書更環保。一般來說，實體書學生用一年，

便要丟棄。這世界有幾千、幾百萬的學生，一年便要砍掉上幾十萬公頃的樹

木來製造他們的課本。相反，電子書不用浪費紙張，只要一機在手，就能代

替所有實體的課本和作業了，一根樹枝也不用砍。 

     最後，電子教科書能夠更快速地更新。很多時候，教科書有些需要更

新的資料，例如印錯字了，用錯詞了，或者一些課文不適用了，要重編了，

都得等下一年才能印刷新版書。電子書沒有這個問題，課本要是有甚麼差

錯，只要把平板電腦連上網絡，按一下，就能立刻更新，學生便能掌握正確

的知識，不必因印刷的緣故而學了錯誤的字詞。 

    總括而言，電子教科書比實體書更實用，因此，我認為學校應使用電子

教科書代替實體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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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別具意義的紅封包》         6C 周己晴 

今年的農曆新年，爺爺給了我一個紅包。雖然它的外表不是很漂亮，可

是它有一個很具大的意義。 

農曆新年的那天，爺爺忽然患了重病。所以，我、爸爸和媽媽一起到爺

爺家探望他。當我踏進爺爺家的第一步時就

說:「爺爺，祝你新年快樂!心想事成!身體

健康!」說完後爺爺就從他的房間微笑地走

出來，便說:「我的孫女，你過一過來爺爺

的房間。」當我進了爺爺的房間時，他就從

他其中一個櫃子裏掏出了一個又殘又舊的

紅包。那時的我對那封紅包感到十分嫌棄，

可是是爺爺送的，我還是把它收了。 

年初二的那天，我接到媽媽的電話。她很焦急地說:「爺爺的病越來越

嚴重了！現在他正在在醫院裏接受治療。」那時的我呆了，心想:爺爺應該

不會有事吧！ 

之後我到達醫院，可是爺爺的心跳停止了。我感到很傷心，一陣陣的後

悔湧上心頭，不消一會兒，我臉上充滿了淚水。 

我沒有拆那封紅包，而是把它保存着，因為是代表爺爺給我的愛，它對

我來說是別具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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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別具意義的紅封包》      6C 馬婥嵐 

 

今年農曆新年，我和家人一起吃團年飯時，姑媽突然給

了我一封紅包，我一打開看到紅包的錢只有很少，我有點嫌

棄地袋進我的袋子裏了。 

 

姑媽跟大家說她會到其他地方生活，所以今年是她最後

一年跟我們過年。我頓時呆了，不知接着可以說甚麼，我再

看看我的紅包，心想:我真想和姑媽說多幾句呢！ 

 

我回家後，我看着紅包，不禁下了

一點淚，想着姑媽和我玩，和我談天的

時候。我會好好珍惜這封紅包。因為我

知道這是姑媽最後給我的紅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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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應否增設小食部》     6D 梁巧欣 
   

最近，很多人在爭議學校應否增設小食部，而我就認為

本校不應增設小食部。 

首先，增設小食部會影響學生的身體健康。假如學校增

設小食部，學生就會買很多不健康的食物，例如:零食、雪糕

等等，這些食物全都會令同學的健康變差，更會令人肥胖。 

其次，增設小食部引起秩序問

題。學生在小食部排隊買食物時會

爭先恐後，可能會引起紛爭和混

亂。有些設有小食部的學校會出現

紛爭，相反沒有小食部的學校會比

較平靜，不會引起紛爭和混亂。 

最後，增設小食部會令環境衛生變得惡劣。你可能會說:

「學生不會把吃完的垃圾掉在地上和不會令學校變得骯髒。」

而我反對這個說法，並不是所有學生會把吃完的垃圾掉進垃

圾桶。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會令學校出現蟑螂、老鼠等等。 

總之，學校增設小食部的話，就會影響學生的身體健康、

秩序問題和環境衛生，我建議校方不應該增設小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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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接待計劃》    6D 張綺澄 
 

來自英國的中學交換生瑪莉，參加了「交換生接待計

劃」，她將會在我的家裏住半年，但她對本地的社區環境、生

活和飲食文化都感到陌生，於是我準備了一些計劃幫助她。 

首先，我會帶瑪莉到茶樓品嘗一些

香港獨特的美食，例如:熱騰騰的叉

燒包，香噴噴的蝦餃和其他令人垂涎

三尺的美食。我還想教她用筷子和湯

勺。 

其次，我還會帶瑪莉到香港歷史

博物館認識香港悠久的歷史，令她更深入了解香港的文化歷

史和傳統。 

然後，我會帶瑪莉到我們居住的社區逛逛，讓她認識區

內不同的設施，例如:車站、商場、公園等。此外，我還會教

她遵守香港的法律和認識香港常用的粵語。 

最後，我會和瑪莉報名參加義工活動，讓她可以多多幫

助別人。真的很期待!相信瑪莉在我的協助下，很快就會適應

香港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