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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A 劉霏廷 

                   《我的家居》 

我的家是位於深圳 羅湖區的東門天地。我家有三房一

廳，面積約一千零十平方，地方寬敞，能讓我感受到溫暖幸

福。 

如果你到我家玩的話，會看到我家樓下一排排的大榕

樹，它們就像士兵，不管風吹雨打，都會保護我們小區的安

全。每當我做完功課後，我都會到大榕樹下乘涼或看書，有

時一陣涼風吹過，讓我感到涼快和舒暢。 

我家的客廳裏有很多家具，分別是三張沙發、一台電

視、一個鞋架和一張飯桌。我和姐姐的房間裏有兩張小床，

那是一張雙層床；而爸爸媽媽的房間裏有一張極大的床，以

及一個大大的衣櫃；我還有一個避風港──書房，它像避風

港是因為當我不開心的時候，我都會躲在那裏聽歌、看書，

發洩一下情緒。「避風港」也像一個臨時的存放點，內裏有

很多東西，包括圖書、古董、文具盒一台鋼琴，我十分喜歡

我的書房。 

我家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家的陽台，陽台裏種滿

了花、草和小樹。陽台也是我的秘密基地，每當我一起床，

就會看到剛剛升起的太陽，有時從陽台望過去，就可以看到

一大片的山、樹和一些店鋪，讓人心曠神怡。 

很多人都說「室雅何須大」，但是我覺得家不論小或大，

只要給我感到溫暖幸福，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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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A 劉恩希 

                 《二十年後的我》 

 有一天，我在家裏看見一張二十年前的照片，我就回想

起譚老師的說話：「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要好好

謝謝老師教的東西。 

 二十年後，我有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和一頭烏黑的頭

髮。我以前做事很大意，現在我變得很負責任和專注。 

 二十年後，我是一個發明家，可是我小時候的理想是當

飛機師的，但是在二零二四年，地球發生災難，人們陸續遷

到太空站、火星、人造星球等居住。為了讓人們回到地球居

住，我決定要做一個發明家，發明一些有效幫助地球康復的

東西。我在水星工作，但在月球居住。我已經結了婚，誕下

了兩個兒子，他們非常聰明，也很討人喜歡。 

 每天早上，我都會乘搭星際光速列車到水星去。我在水

星發明一些改善地球環境的機器及裝置。 

 當有空的時候，我都會繪畫我以前居住的地方，透過畫

作跟孩子們說以前生活的趣事。我也喜歡發明一些新奇的玩

意，讓孩子們樂在其中。 

 我希望地球的空氣可以變得清新和回復美好和平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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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A 梁迦嵐 

                  《溫柔的莫老師》 

 開學了，我滿心期待地背着羽毛般輕的書包上學去。我

坐在教室裏非常期待知道誰是我班的班主任。戴老師？葉老

師？一陣腳步聲傳來，原來是既嚴厲又溫柔的莫老師。她掛

着燦爛的笑容進入課室。 

 莫老師有細嫩的臉蛋兒，配襯着水汪汪的眼睛和白淨的

牙齒，十分漂亮。她常常掛着燦爛的笑容，令人感到溫暖放

鬆。她的皮膚雪白得像輕紗般，十分可親。 

 記得有一次，班裏成績最好的黃同學悄悄偷了鄰座周同

學的文具，周同學到教員室告訴莫老師，莫老師到班房找黃

同學，並在她的筆袋裏幫周同學拿回文具。黃同學向周同學

道歉。這件事反映莫老師沒有偏心，公平公正的處事態度。 

    還有一次，我們做錯了工作紙的題目，便向莫老師請

教。莫老師不但教我們改正，還耐心地給我們解釋問題的意

思，反映她溫柔體貼的性格。 

 她是一個嚴格的人，常常要我們在功課上答對一半以

上，不能的就要留堂；她也是一個幽默的人，她有時會和我

們開一些小玩笑。莫老師的口中常掛着一句口頭禪：「時間

到，請坐好，眼睛望着莫老師。」這句口頭禪令我明白要管

理好時間，時間到了，不管做甚麼都要停止。 

 莫老師是我最敬愛的老師，在她悉心的教導下，我就像

一棵樹苗，她是農夫，讓我漸漸地茁壯成長。待我長大後，

我一定報答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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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A 周欣怡 

《一件小事》 

 今天晚上，當我在家裏收拾書包的時候，忽然在書包裏

發現一枝破舊的筆，這枝筆讓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好友陳天雲

曾經為了這件小事，差點兒和她鬧翻了。 

 三年前，上中文課的時候，我準備把新買的鉛筆拿出來

用的時候，卻發現鉛筆不見了。我非常着急，我懷疑是坐在

我前面的陳天雲偷去了，她一直都很羨慕我有這麼漂亮的

筆。於是，小息的時候，我就生氣地跟她說：「你偷了我的

筆！」她連忙跟我說：「我沒有！」「我要個你絕交！」我一

說完，就生氣地走開了。 

 放學了，本來我和她是一起回家的，但是今天，我卻自

己一個人回家。心裏想着：哼！她明明偷了我的筆，還不承

認，我以後再也不跟她玩了！我越想越傷心，就悶悶不樂地

回家了。 

 回到家裏，我打開書包準備把功課拿出來的時候，卻發

現書包裏有一枝漂亮的鉛筆。咦！這不就是我新買的鉛筆

嗎？我頓時後悔萬分，不知道第二天該怎麼跟陳天雲說好。 

 第二天，我一見到陳天雲，就連忙跟她說：「對不起，

陳天雲，昨天是我不好，請你原諒我吧！」最後，陳天雲原

諒了我。因此，我們和好了。 

 這件事讓我明白到不要未弄清事件就去冤枉別人，要是

你晚了發現結果，那時朋友已不理你了，而你後悔也來不及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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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A 舒敬翔 

                   《我做到了！》 

 星期日，我在清理房間時，發現在床下有一張很舊的照

片，上面有我和一位女士的合照，我手上拿着獎杯。我突然

記起了，這是我參加烹飪比賽時拍的，而那次比賽我得到了

第一名，不禁讓我想起了第一次煮食的情景。 

 記得在五年前，我第一次煮東西時，不是忘記步驟，就

是不會煮，不斷失敗，老是被朋友取笑，所以我一直想放棄，

覺得煮東西對我來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十分灰心。 

 在我放棄之前，媽媽對我說了一句話：「失敗乃成功之

母。」這句諺語就像一道火，不斷給我鼓勵，讓我重新取回

了自信，媽媽開始指導我，我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 

 在媽媽的教導和我不斷的努力下，我終於做到了，媽媽

看到了我的成果，就幫我報名參加了一個烹飪比賽。最後，

我得到了第一名。 

 經過這次事件，我深刻地體會到「失敗乃成攻之母」這

句說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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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5A 施子彬 

《啊！我竟變成了……》 

 經過千辛萬苦，用盡千方百計，變成了閃電俠、叮噹、

超人，拯救了數百條寶貴的生命……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日本 東京地震……」記者

報道着。 

 「唉！現在我國地震頻繁，人們的生命危在旦夕，怎麼

辦呢？」我疑惑地說。正當我一籌莫展時，我脆弱的「小身

板」在搖晃，越搖越劇烈，原來地震又來了！ 

 我不斷祈求上天，我要拯救大家，我要變成閃電俠！就

在那時候，我真的變成閃電俠了！我以比火箭還快的速度，

將所有人帶到安全的地方，所有人為我歡呼！但我不能放

鬆，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還有一個危機──大樓正在倒塌！

我一念之下變成叮噹，使用「百寶袋」中的「隨意門」，將

被困的人傳送到其他地方。 

 我撕開衣服，變成了超人，飛向大樓，把大樓推上高空

摧毀，將損失降至最低。幸好沒有人被碎石擊傷，真是幸運

呢！ 

 最終，國家替我們重建大樓，我並且獲得「異能力者」、

「好市民」、「大力神」等稱號！想也沒想過，我竟變成了拯

救人類的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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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B袁璧君 

《一個怪盒子》 

    有一天，我撿到一個盒子。當我打開它的時候，怪事便

發生了。我突然被那個怪盒子吸進了一個原始時代。 

    回想那一天，天氣十分惡劣，大雨傾盆。我趕快跑到涼

亭下避雨，突然之間，一個盒子滾到我的腳邊。它是黃金色

的，上面印着幾隻恐龍圖案，牠們的樣子看起來兇惡極了。

我非常想打開它，心裏卻有一點恐懼。最後，我在好奇心的

驅使下，決定打開它。 

    當我將盒子打開時，一道強光把我吸到原始時代去。那

裏是侏羅紀公園，四處都有林林總總、各色各樣的恐龍，我

不僅看得目瞪口呆，拔腿就跑，還差點被一隻龐大的恐龍吃

掉，幸好我遇到一隻善良的精靈幫助我，要不然我早就沒命

了。 

    待我清醒後，我就和精靈一直討論有甚麼辦法可以趕走

恐龍。突然，我想到一個妙計：我用魔法棒來驅趕牠們。精

靈也非常贊同，還一直說我聰明。 

    最後，我和精靈一起打敗了大意的恐龍。精靈說她可帶

我回到現實世界。離別時，我們依依不捨地揮手道別，突然

「砰！」的一聲，我回到了我的房間內。 

    雖然那個稀奇古怪的盒子已經沒用，但我們的好朋友

──精靈還在裏面，所以我發誓一定要好好保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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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B 楊卓涵 

《處事認真的雷老師》 

 開學的時候，雷老師曾說：「做人一定要有良心。」這

句話牢牢地記在我心中。她有着大大的眼睛、長長的頭髮。

她教導有方，在這個學期，令我的成績有了進步。 

 她處事認真，對學生的要求也十分嚴格；她和藹可親，

常微笑着和人打招呼。 

 雷老師在這學年負責教我們中文和常識科，在批改我們

的家課時，她十分認真，每一個細節都不會放過；在上課時，

她會耐心地講解每一課字詞的意思和字的筆畫，讓我學會了

許多生詞。她一絲不苟的處事態度很值得我學習。 

 在開學的第一天，由於我是插班生，所以對學校的一切

都不是很熟悉，自然有點緊張。雷老師當時在給同學貼手冊

的校曆，見到我時，就親切的和我聊天，還介紹了同學給我

認識。她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好老師啊！ 

 雷老師是我敬愛的老師。在她的教導下，我們班的同學

在中文和常識方面的成績都有了進步。她就像一名辛勤的園

丁，把甘露輕輕地灑向我們這些茁壯的新苗。我真要感謝她

對我的精心培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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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5B 歐承昊 

《特朗普縮小了》 

 有一天，特朗普到了中國參觀。但是，有一批武裝分子

抓了他，把他放在一間荒廢了的學校內，而我就出現在他面

前。 

 我有一個高科技的產品，一下子就把特朗普縮小了，一

轉眼間，他就變成一粒米般大小。他原先想逃跑，幸好我反

應較快，身手敏捷，用一個杯子就把他困在裏面。他就在杯

子裏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快把我放出去！」我就憤

怒地跟他說：「你做過了多少壞事，你自己心知肚明，你冷

靜地想一下吧！」可嘴硬的他甚麼也沒說，這讓我七竅生煙。 

 脾氣暴躁的我，立刻就說：「你是否引起了『貿易戰』？

你是否要求扣留孟晚舟？」於是他說：「是啊！那又如何？」

我手拿着一把步槍瞄着他的頭部，並說：「你快點把『貿易

戰』停止了，否則我會繼續困着你。」膽小如鼠的他怕被我

們繼續囚禁，所以宣告「中 美貿易戰」終止了。 

 這時我不再擔心，所以放特朗普回到美國去，他按着約

定把孟晚舟放回中國。 

 最後，我們兩個國家又再次成為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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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B 方穎怡 

《如何節約能源》 

 電、水和石油是現今每個家庭不可缺少的資源。隨着科

技的發展，人們會增加電、水和石油的用量。如果再這樣浪

費下去，地球的能源很快會用光。那我們應如何節省能源

呢？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方法： 

 首先，在用水方面，我們不要把洗完蔬菜的水倒掉，例

如可以用它來清洗地板、澆花等。其次，洗澡時，可考慮使

用花灑淋浴，因為花灑淋浴比浴缸浸浴所使用的水少很多。

此外，使用洗衣機要盡量集齊衣物才開動，這樣可省回不少

水呢！ 

 此外，在用電方面也可節約能源。我們可以在購買電燈

的時候節省電源，考慮選擇使用省電燈泡，因為它比普通燈

泡耗用少約百分之七十五的電力，但產生的光度卻一樣。我

們可以盡量使用電風扇代替冷氣機，它的用電量比冷氣機少

許多。 

 另一方面，騎腳踏車、散步也是節省能源的一種方法，

這樣做不但不會消耗能源，而且不會製造任何污染，可是使

用汽車會使用石油，更會製造二氧化碳。 

 總括而言，我們只要注重節約能源，便能令生活的環境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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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B 簡慧欣 

《一件小事》 

 朋友是一個太陽，一直照耀着我，給我溫暖。我和暄宜

是最好的朋友，卻竟然因為一些小事而吵架。 

 那一天，我走向暄宜的座位，卻不小心踢到她的書包。

暄宜看到後，火冒三丈地說：「我的書包被你弄髒了，你真

是的！」我斷斷續續地說：「對……不……不……起。」而

她那嚴肅的眼神，令我全身發抖。 

 小息時，我看到暄宜，就向她打招呼，可是她沒有理睬

我，當我是透明的。她這種行為，令我覺得很難過。於是，

我們互不理睬。 

 放學後，我回到家去。我回憶這天所發生的事，心想：

為甚麼暄宜這樣對我，難道她討厭我？不過，她平時的為人

很大方，又十分喜歡跟我玩，她肯定不會這樣對我，一定有

原因，我一定要向她問清楚。 

 第二天，我看到暄宜，我說：「暄宜，對不起，我們和

解吧！」暄宜說：「好！其實，我當時只是一時生氣，很抱

歉！」我說：「我原諒你。」最後，我們冰釋前嫌，又是一

對好朋友了。 

 經過這件事情後，我明白到不要因為一些小事，而跟朋

友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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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B 蘇欣怡 

《啊！我竟變成了……》 

 經過千辛萬苦，用盡千方百計，變成了海龍王的我終於

成功地搶救了百多條生命…… 

 回想起那一天，天氣十分炎熱，人們都急不及待地到海

灘消暑，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享受陽光浴，有的人在拍

攝這動人的海景，大家都十分享受。突然，海浪向海灘捲來，

大家都十分慌張。我絕不能袖手旁觀！我心想：上天！上

天！讓我變成海龍王來拯救大家吧！忽然，我的身體開始發

光了，之後沉入水裏。啊！我竟變成了海龍王，我毫不猶豫，

立即去救人。 

 變成海龍王的我擁有超能力，可以控制海水，可以迅速

到達事發現場，還可以呼喚所有海洋動物。 

 我立即用超能力迅速到達事發現場，並控制海水，盡量

停止海嘯。但是海嘯範圍太大，根本就控制不住。我用盡了

所有力氣，終於將海嘯暫時停止了。 

 當我興奮莫名時，忽然，海嘯又向海灘衝來，而且這次

發生海嘯的範圍又變大了四倍，不少遊客被「惡魔」捲進海

裏。我心想：我必須要向所有海洋動物求救了。就在這時，

海洋動物都來了。一些急匆匆地去救海裏的遊客，一些和我

一起去停止海嘯。經過無數的努力，我們終於成功了！ 

 啊！變成海龍王的我，終於成功救了百多條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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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C 吳穎雯 

《一個怪盒子》 

 有一天，我撿到一個盒子。當我打開它的時候，怪事便

發生了。 

 回想剛拾到那盒子時，我發現那個盒子是由木製成的，

我本以為它是很容易打開的，可是無論我用甚麼方法都打不

開它。正當我苦惱之時，我發現盒子背後有一個密碼鎖，盒

子底下還貼有一張紙，上面寫着「四零二八」，於是我在鎖

上輸入紙上的數字，盒子果真打開了。 

 打開盒子後，我眼前一黑，甚麼都看不到，突然感到頭

有一陣疼痛，就暈了過去。我一醒來，就看到一隻精靈在我

的面前，她自稱是「次元空間管理者」，她對我說：「最近次

元空間管理處舉辦了一個活動，會在地球選幾個人到各個次

元遊玩，而我會帶你去玩，你不用擔心迷路。我叫路路。」

說着，我眼前出現了一道門。「我叫……」還沒等我說完，

路路就拉着我的手走進了那道門。 

 路途上，我們來到了一間木屋，裏面住着一個小女孩。

路路上洗手間時，那個女孩跟我說：「這些管理員可都不是

好人，你趁她不在，快逃吧！」我呆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當我反應過來時，路路已經出來了。 

 後來，我們又到了一個森林，正在一棵樹下休息，這次

我趁路路睡着的時候逃走。我跑着，跑着，突然一個女巫出

現，她告訴我，她能帶我回到現實去，之後一道光芒出現，

令我睜不開眼睛。當我再次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正躺在家

裏的床上，這可能只是一場夢啊！ 

 這場夢雖然很普通，沒有恐怖的情景，也沒有刺激的過

程，但卻令我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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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C 景思萌 

《二十年後的我》 

 時光飛逝，轉眼二十年過去了，我變成了一個既成熟又

漂亮的姑娘，更重要的是我實現了我的夢想──成為了一名

商人。 

 這些年來，我自己一個人獨自創業，而且還擁有一個自

己創立的商場。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這些，而是我已經結了

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而現在的我每天都在看有關商

業市場的書，因為我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經過我一直以來的努力，我終於創立了一個蜚聲國際的

商業王國，成為了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所以我每天從早到晚

都有不同的記者來拜訪我，把我家圍得裏三層外三層。最

後，我實現了我最終的夢想──成為了一名富商。 

 這就是二十年後的我，為了實現當富有老板的理想，我

現在一定要努力學習，勇於面對不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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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C 陳天愛 

《和藹可親的周老師》 

 在我的印象中，我有一個和藹可親的老師──周老師。

她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粗粗的眉毛和烏黑的長髮。 

 周老師和藹可親，常常耐心地教導我們，並常常跟我們

玩一些小遊戲。 

 在考試前，周老師會叫我們每一個人輪流到白板前默寫

一些我們經常會寫錯的生字。如果我們寫錯了一些生字，她

也不會大聲地責罵我們，卻會溫柔又有耐性地教導我們那些

字為甚麼會錯。我明白，她是因為很在乎我們的成績，才會

這樣做的。 

 以前，在我們的考試、測驗和默書之後，她都會獎勵我

們，就算是一些成績差的同學，她都沒有責怪過他們，反而

會向他們說一些鼓勵的說話。我們都聽到，她說話的語氣，

完全沒有帶一絲兇惡的聲音，而是溫柔地對着我們說。雖然

周老師有時候也會很兇，但是我知道，這是因為我們不聽話

和頑皮，她才會這樣的。 

 總的來說，可能別人覺得周老師很壞、很兇。但是，我

覺得她永遠是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中最好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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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5C 余佩欣 

《一件小事》 

 記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好友淇淇因為一件小事而鬧翻

了，因為她冤枉我偷了她的筆。 

 那天午膳的時候，淇淇焦急地不知在尋找甚麼重要的物

品。於是，我便問了她在找甚麼，她傷心地說：「我……爸

爸在我生日時送給我的小熊圓珠筆不見了！」「不如我幫你

找一找吧！」我說。她想了一會兒後說：「是不是你偷了我

的筆，對！一定是你，因為你上一次還說想要我那枝小熊圓

珠筆，我警告你快點把筆還給我，否則我就和你絕交！」之

後，我迅速地說：「淇淇，請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沒有偷你

的筆！」「絕交！」她非常生氣地說。 

 放學回家後，我在想：是有人偷了她的筆，還是她的筆

滾到了地上呢？之後我在家裏想盡了所有的可能性。第二天

早上回到學校，淇淇便來向我道歉，原來她把筆遺留了在學

校的圖書館裏，她希望我們能冰釋前嫌，那我當然毫不猶豫

地答應了她。 

 最後，我和淇淇和好如初，我們又變回好朋友了，之後

還一起去打羽毛球。 

 經過這次事件後，我明白到被人冤枉是很難受的事，所

以我們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思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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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C 胡銘軒 

《我做到了！》 

 平日，我們做事時會遇到很多困難，幾經辛苦才能把困

難解決，完成事情。而每當我們將困難克服後，都會感到興

奮，得到莫名成功感，我也曾遇過這些事情，那就是……上

台表演！ 

 那天，雖然我非常落力地表演，但在表演前，我真的練

習得非常辛苦呢！ 

 二月一日，我和麥子言，還有四位同學被選中要在我校

的操場命名典禮中表演，我相信是因為我之前在早會上扮演

愛迪生時演得非常好，所以老師才會挑選我，但我在練習的

那段日子，真的很辛苦啊！ 

 接連幾天，我每一個小息、午息，甚至導修課、早上回

校等都要和同學一起練習。甚至在家裏，我也努力練習。這

次我飾演機器人，台詞挺多。起初我完全不懂背誦台詞，但

經過苦練，我終於能把台詞完完整整地背誦出來了。儘管我

可能會因緊張而說錯台詞，但我也會盡力演出。 

 那天表演後，我回到後台，這時所有老師都稱讚我演出

得非常好，我成功了！我演出成功了！ 

 這次的經歷令我明白到一句成語：磨杵成針，表示只要

努力，就有成果。我也希望能有機會再次到台上演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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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C 蘇子睿 

《我最愛的媽媽》 

 我的媽媽是一名業務主管。她有一頭柔順的齊肩長髮，

鼻樑高挺，雙眼炯炯有神，她還有一張櫻桃小嘴，讓人一看

就覺得她是「絕世美女」。 

 我的媽媽很溫柔，她從來都不罵人。有一次，我數學科

的測驗成績不理想。我回到家後低着頭把試卷交給媽媽，準

備接受媽媽的責罵。本以為她會狠狠地罵我一頓，但她不僅

沒有責罵我，還面帶微笑地安慰我呢！ 

 我的媽媽還十分有愛心，她很喜歡幫助別人。她經常做

義工，曾經到海灘收集膠樽，避免海洋生態受到污染，保護

大自然，為環保出一分力。另外，她還經常在巴士或港鐵上

讓座給老人或小孩呢！可見她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這就是我的媽媽，一位算不上偉大的人，但卻是十分稱

職的媽媽。我愛我的媽媽，我要聽她的話，向她好好學習，

將來為她爭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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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D 傅嘉琳 

《一個怪盒子》 

 有一天，我撿到一個盒子。當我打開它的時候，怪事便

發生了。 

 記得那天吃過晚飯後，我幫媽媽把垃圾拿到垃圾站丟

棄。此時，我在後巷的一個角落發現了一個黑褐色的木箱，

於是我走上前看看，發現那個箱很特別，而且重量十分驚

人。在昏暗的月光下，我隱約看見它光滑的表面上，雕有類

似甲骨文的字體，十分詭秘。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小心翼翼地把盒子前方的紅銅鎖

片慢慢拉起，並將盒蓋徐徐打開。突然，一道刺眼的強光從

盒子裏散射出來，我馬上丟下盒子，用雙手掩着眼睛。 

 這剎那，時間、空間彷彿完全停頓了。過了良久，我慢

慢放下雙手，緩緩地把緊閉的雙眼睜開，耳邊隨即響起震耳

欲聾的聲音，有士兵的叫囂聲，有噠噠的馬蹄聲，還有轟隆

的槍炮聲……令人不禁手心冒汗，不寒而慄。我定一定神，

張眼四望，發覺自己身處於一個漫天風沙的戰場上，交戰雙

方實力旗鼓相當，我的前、後、左、右站滿了正在廝殺的士

兵，他們都穿上了重型盔甲，有些手握長劍，不停斬殺敵人；

有些手持槍械，不停向敵方發射。我身處這環境，嚇得我失

魂落魄，六神無主。 

 當我回過神時，我忽然看見一個大型核彈從我頭上飛

過，它準備掉下來炸死我。我馬上緊閉着雙眼，心想：這次

必死無疑了！「叮叮叮叮……」的聲音響起了，我立刻把雙

眼睜開，發現我正躺在床上，而鬧鐘敲響着，剛才一切原來

只是夢，這次真是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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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D趙瑞麒 

《二十年後的我》 

    人們常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句話沒有錯，

一眨眼二十年過去了，我已經是一個三十歲的成人了。 

    我盤着高高的髮髻，擁有白裏透紅的皮膚，眉目清秀，

端莊大方，特別漂亮。我很有學問，已經成為了一名腦科醫

生。我每天都很忙碌，除了要做學術研究外，每週還要跟五

位病人做手術。可是，我覺得樂此不疲，一看見已經醫治好

的病人，便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我可以延續他們的生命，令

他們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看到他們臉上重新綻放笑容，這

才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的丈夫是一名心臟科醫生，文質彬彬。我們有一個小

孩，他是一個搗蛋鬼，一刻都不安分，不過他的學習成績很

優異，不用讓我操心。 

    我們都熱愛醫學，平時在一起吃飯時都會探討醫學問

題，找一些新問題研究、分析。另外，我會把一些醫學案例

記錄下來，因為腦科醫生一定要具備嚴謹的處事態度，才可

以保證每次手術萬無一失。 

    做一名赫赫有名的腦科醫生是我最大的抱負，要做到

「手」到病除，拯救每個病人的生命，讓他們的生命得到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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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D 方詩妍 

《吸煙的害處》 

 吸煙，就是將煙草燃燒的氣體吸入體內。據統計，香港

在二零一七年約有六十二萬五千人吸煙。為甚麼吸煙者要吸

煙呢？吸煙有沒有害處呢？怎樣才能幫助別人戒煙呢？如

果有人慫恿你吸煙，你應該怎麼做呢？不要着急，就讓我來

為你逐一解答吧！ 

 很多人都以為，吸煙有許多好處：提神、幫助思考，也

有人是受朋友影響，或是希望為了變得成熟和趕上潮流。這

些便是大部分吸煙者吸煙的原因。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想

法，吸煙有許多害處，都是青少年不知道的呢！ 

 接着，我們來聊聊吸煙的害處。在儀容方面，長期吸煙

會導致臉上出現皺紋、雀斑，皮膚、牙齒、指甲發黃和早生

白髮。另外，還會令吸煙者的頭髮和衣服沾上難聞的氣味。

在健康方面，吸煙會引致多種嚴重疾病：中風、口腔癌、咽

喉癌、食道癌、肺癌、支氣管炎、心臟病、胃癌等。在其他

方面，吸煙會浪費金錢，影響社交和家人的關係。最後，吸

煙會使他人無意中吸入二手煙，危害他人的健康，並且污染

環境。 

 那麼我們該怎樣幫助他人戒煙呢？我們可以時常告誡

自己，也可以把戒煙省下的錢買點其他的東西，轉移注意力

等。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如果有人慫恿我們吸煙，我

們要先理智的分析事情，然後堅定地拒絕，最後儘快離開。 

 吸煙有害健康。希望吸煙者早日戒煙，不吸煙的人們一

口也不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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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D 羅嘉軒 

《如何節約能源》 

 地球上的天然資源有限，終有一天會被人類消耗殆盡

的，所以若我們每天少消耗一些能源，就能給未來的人類多

留一些能源，也可以保護地球。以下我會從用水方面、用電

方面和用其他資源方面告訴你如何節約能源。 

 首先，我們應該從用水方面節約能源。當我們不小心把

車弄髒時，就會洗車。而有些人洗車時會用水喉直接沖洗車

輛，這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這樣會用至少五十升水，我們應

該用一個裝滿水的水桶，再用抹布點一些水，然後輕輕地清

潔車身就可以了。 

 其次，我會從用電方面節約能源。如果到了夏天，天氣

就會十分炎熱，人們想到開啟冷氣機，令室內的溫度減低。

我們在開冷氣機的時候，應該把溫度調至二十五度。此外，

我們也可以在冷氣機下放一台風扇，因為這樣可以讓冷氣更

快地傳到家中每一個角落。這樣做既可以讓人們更快感到清

涼，又可以節約用電，真是一舉兩得呢！ 

 此外，我們也應該節省其他能源，那就是汽油。其實現

在的汽油只夠我們用百多年左右。因此，人們應該盡量在買

車之前問一下商家哪些車比較不耗油，例如：奧迪、本田和

豐田等，這些汽車製造商都會生產一些不用耗太多油便能行

駛的車輛。 

 總括而言，我們應該在生活各個細節中節約能源，為下

一代締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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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D 施希嵐 

《一件小事》 

 一天，我和好友因一件小事而鬧翻了，影響彼此的感

情。我瞭解事情的真相後，決定要和這位好友冰釋前嫌。 

 一天上午的小息，我跟同學們在操場上玩遊戲，大家

都玩得十分開心。忽然，王靖雯不小心撞倒了我，我跌倒

了！我痛得哇哇大哭。當她看到這個情景，竟然沒有向我

伸出援手，就立即跑回課室。我當時心想：她為何不跟我

道歉就跑回課室呢？我氣得火冒三丈，我用盡全身的力

氣，一步步走向課室。我回到課室後，她甚麼也沒有說，

我們就這樣不歡而散了。我一整天也沒有理會她。 

 過了幾天後，我終於忍無可忍，我氣沖沖地走到她的

座位，握緊拳頭，大力地拍了一下她的桌子。我大聲地說：

「前幾天你明明看見我跌倒，為甚麼你立刻跑回課室？」

她心裏充滿了委屈，難過得熱淚盈眶地說：「我……我回課

室是……是想幫你拿膠布！可是後來，我在走樓梯的時

候，看……看到一位小女孩因不夠力氣拿功課而跌倒了，

所……所以我就幫她一起拿功課回課室。可是當我找你的

時候，你已不再理會我。」我聽了靖雯的話後十分感動，

我心想：原來是這樣！多謝你！我懷着羞愧之心，低着頭，

臉紅耳赤地說：「靖雯，對不起，我不應該沒有弄清事實就

錯怪你！」她甚麼也沒有說，只是點頭笑了笑，彷彿對我

說：「沒有關係啦！」 

 經過此事後，我感到十分羞愧。我不應沒有弄清事實

就去胡亂指責別人。我非常感謝靖雯，有她的陪伴，我感

到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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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D 歐欣彤 

  《啊！我竟變成了……》 

 在三零九九年的今天，科技迅速發展，飛機已不是最

快的交通工具，人類可以隨時乘穿梭機到外太空去旅行、

遊玩。今天，我和我的保鏢──傷齒龍、三角龍一起乘坐

旅行飛船到一顆叫「盾牌座 UY」的恆星──目前已知最大

的星體去旅行。 

 經過一秒後，我們到達了那裏，但是事情沒有我想像

的那麼美好。現在正值第二次宇宙大戰時期的「盾牌座 UY」

已變得戰亂紛紛、形況慘不忍睹。看到這個情形後，我腦

海裏浮現出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況。為了不讓戰爭繼續持續

下去，我找到了引發大戰的「人」──米克·布來爾，一名

土星人，進行談判，希望他不要讓戰爭持續下去，可他卻

不領情，還愛理不理地對我說：「哼，關你甚麼事？別來煩

我。」我聽後，氣得怒目圓睜，心想：你竟然敬酒不喝，

喝罰酒！我搖身一變，成為了一隻兇猛、龐大的暴龍。米

克·布來爾一看，嚇得驚惶失色，他面如土色地對我說：

「大……大人，我……我知錯了，我馬上結…結束戰爭！」

他一說完，就一溜煙逃跑了。他逃跑後，就再也沒有發生

戰爭了，從此，大家都過着快樂的日子。 

 可是，和平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不久便發生了海嘯。

居住在海邊的居民和房屋都快被海嘯吞噬。我一看到這情

形，便一個箭步衝上前，然後變成一個法力高強的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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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嘯控制住了。轉眼間，事情好像沒有發生似的一樣，

大地恢復了平靜。可是，人們還沒來得及歡呼，地震已經

到來，它震倒樓房，震裂馬路，我心想：不行！我一定要

變成一隻劍齒虎才行！一想完，我就變成了一隻強壯的劍

齒虎，迅速地把人們送到安全的地區。最後，我來來回回

了幾百次，終於安頓好大家，大家都十分感謝我呢！ 

 由於我阻止了三次災難，大家都推舉我成為「宇宙大

王」呢！這真是一次心滿意足的旅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