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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A 鄭雅琳 

《保護眼睛的方法》 

    眼睛十分重要，因眼睛是靈魂之窗。如果沒有眼

睛，我們將看不到任何東西。 
 

    首先，我們要好好愛護眼睛。我們要多看綠色的

植物，因為看綠色的東西可以幫助眼睛舒緩疲勞。由

於坐姿不正確是可以同時出現駝背和近視、遠視的，

所以我們應該注意保持正確的坐姿。我們還可以定時

做一些眼睛保健操，因為它可以鍛煉眼睛的肌肉。 
 

    其次，我們不能傷害眼睛。我們要減少或不看手

機和電視，因為電子產品發出的幅射會嚴重傷害眼

睛。我們不可以用玩具或尖銳的東西刺向眼睛，這樣

可能會引致失明。 
 

    最後，我們要正確使用眼睛。我們要在光亮的地

方看書，因為昏暗的地方會損害視力。由於眼睛十分

脆弱，所以我們游泳時要戴上泳鏡。做了兩個小時功

課後，我們要讓眼睛休息十五分鐘。 
 

    總括來說，眼睛十分重要，所以 

我們要好好愛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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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A 曾麗雯 

《日記一則》 

 一月一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媽媽和同學的媽媽帶我們一起到迪士尼樂

園遊玩，我們都十分開心。 
 
    早上，我和媽媽在關口等待她們，等了幾分鐘後，

我和媽媽只見到我的同學沁子，我和媽媽問：「你的媽

媽呢？」她回答說：「她在後面。」待她的媽媽到來後，

我們就出發了。 
 
    途中，我們一邊乘車，一邊欣賞着沿路的風景，

我問媽媽：「甚麼時候才到達目的地？」媽媽說：「很

快了，還有十多分鐘。」 
 
    到達迪士尼樂園，買票後，我和我同學就立刻衝

進去，我們的媽媽說：「你們不要跑太快。」我們嚷着

要玩過山車，所以我們玩的第一個遊戲就是灰熊過山

車，因為我們的媽媽害怕，所以沒有玩。那是我平生

第一次玩過山車，真的非常刺激，我們最終把所有玩

過的機動遊戲全都玩了兩次。 
 
    當我們很累的時候，想到餐廳歇歇，卻走進幢「鬼

屋」，嚇得我一直不敢張開眼睛。 
 
    最後，我們進入真正的餐廳，吃完飯，已經是晚

上了，所以我們便各自回家去。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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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A 黃巧欣 

《一個怪盒子》 

    有一天，我在教室旁撿到一個心形的盒子，盒子

上的圖案十分好看，有三朵漂亮的花兒。隨着風的吹

來，它們便彎下腰向風兒敬禮。盒子上還有一個漂亮

的蝴蝶結，它包着盒子的開端，像一個屏障，保護着

整個盒子。 
 
    我把盒子帶回家，然後躲在房間裹。當我打開它

的時候，怪事便發生了。我的房間變成山崖，我的書

櫃變成了火山，我的書桌變成河流。當我回過神來，

一群怪物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立刻打開門逃出去。 
 
    一幢大房子在我面前出現。當我想進去時，一把

聲音打斷了我的思路，「不要啊！不要進去啊！」我嚇

得大叫：「誰？難……難道……是鬼！你不要嚇我

啊！」 
 
    那把聲音消失了。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打開大

門，走進這個漆黑的房子，「嘎吱――」的一聲，這扇

門有點兒生鏽。我走進去，大門居然自己關上了，更

可怕的是一陣陣的腳步聲傳來，有人向我走來。一個

維京人出現了，他站在我的面前，舉起寶劍，「咔嚓」

一聲，我被斬成了兩半。忽然怪盒子出現，讓我復原，

又送我回家。我從房間的床上驚醒，滿頭大汗，我走

出房間快步跑到爸爸媽媽身邊，告訴他們剛剛發生的

事情，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認為是我造了一個可怕

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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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B 陳煜錡 

《保護眼睛的方法》 

    眼睛――我們身體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有了

它，我們才能看到這個多姿多彩的世界。如果有一天，

我們不小心失去了它，這將成為我們終身的遺憾。那

麼，我們應該怎樣好好保護它呢？ 
 
    首先，我們要多吃水果和蔬菜。水果和蔬菜含有

大量的維生素，它們就像日以繼夜守護着眼睛的士

兵，死守城門，不讓壞人進來，例如夜盲症、乾眼症

等。我們想擁有一雙更明亮的眼睛，每天吃蔬菜和水

果是少不了的。 
 
    其次，我們要做到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我們會經常使用電子產品。專家表示，

成年人的使用時間最好不要超過三小時，而小孩只能

使用兩小時以下。休閒中，請不要躺着看電腦或圖書，

而且還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你的眼睛逃離輻射，遠

離近視，避免它們給我們的生活帶來麻煩。 
 
    再者，我們要多給我們的眼睛「充充電」。如果眼

睛感到疲累，我們可以閉目養神或者做做眼保健操來

緩解疲勞，讓眼睛更健康。眼睛就像是我們的手提電

話，如果快沒有電了，我們就要把它關掉，然後再充

電。 
 
    總的來說，只要我們養成多吃水果和蔬菜的習

慣，多給眼睛「充充電」，這樣就能保護好我們的「靈

魂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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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B 黃子林 

《一個怪盒子》 

    今天，我在公園散步的時候撿到一個盒子，當我

打開它的時候，怪事便發生了。 
 
    那一天，我吃過晚飯，便獨自一個人去散步。走

着走着，我看到地上有一個盒子。於是，我撿起它，

它的背後刻着「凡打開着，就可以送你到二十年後，

也可以送你回到二十年前。」我很好奇二十年後的我

是怎樣的，所以我決定把它打開。 
 
    突然，我被那個怪盒子吸進去了，並且把的帶到

二十年後。一醒過來，我發現自己在片場演戲。這時，

我知道我是一個演員。拍完那場戲後，導演給我一瓶

水，說：「辛苦您了，黃子林先生。」 
 
    過了幾天後，我在街上看到一個廣告牌，上面寫

着「黃子林自傳」，我才知道為甚麼要找我拍電影。我

繼續走，發現這時的香港不再有火車，只有磁浮列車。

超級市場不再用人來收款，而是自動收款，變化很大。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我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

還要拍電影。奮鬥了五十年，我賺了很多錢，也拍了

很多電影和電視劇，所以我決定把賺來的錢其中三分

之二捐給慈善機構。後來，我想回到二十年前，於是

我跟我太太說我要回到二十年前。 
 
    最後，我便打開那個盒子回到現在。回到家裏後，

我覺得這次經歷既艱苦又美好。我把這個怪盒子收藏

在我的衣櫃裏，終有一天我會再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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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B 黃睿 

  《二十年後的我》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二十年已經過去了。想想

二十年前的我，過着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生活。雖

然我現在的生活有時覺得很煩惱，但是我達成了我的

願望，就是成為了一名老師。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家鄉工作，剛好母校那邊缺

人手，我就回去幫忙。一下子就是六年，在這六年裏，

我從一年級教到二年級，從五年級教到六年級。我和

一位同學特別有緣分，從他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由我

做他的班主任。看他的成績由高到低，由低到高，真

好像小學時的我。 
 
    除了工作以外，我也有我的家庭。回到家鄉之後，

我遇見我小學時的同學，之後我們就開始交往，最後

就成為夫妻。一年後我就誕下一個女兒，從此過着幸

福美滿的生活。 
 
    長大後，我的興趣有很多，例如打排球、踢足球、

畫畫、跳水、跳高、跳遠……但是，我最喜歡做的事

就是騎自行車和游泳。我每日都騎自行車上班，有空

的時候，我會教女兒騎自行車，所以我的女兒三歲就

學會了騎自行車，四歲就學會了游泳。 
 
    這就是二十年後的我，二十年後的你會不會像我

這樣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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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5B 林志彥 

《大雨中上學》 

    今天，我準備上學時，媽媽提醒我帶雨傘，我沒

有理會她就出門去了。 
 

    上學途中，突然下起雨來，而且雨勢越來越大，

於是我走到便利店外躲雨。我站在那裏，看見雨水嘩

啦嘩啦地落下來，沒有雨傘的人就拿着報紙蓋着頭飛

奔到涼亭去，有雨傘的人立即打開雨傘急步前行。過

了一會兒，雨勢仍很大，我心想：再等下去就會遲到

了，於是我決定冒雨跑回學校。 
 

    在路上，大雨撲向我，不一會，我全身濕透了。 
 

    我千辛萬苦才回到學校，衣服已經濕透了，在大

雨下上學真狼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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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C 方心妍 

《一個怪盒子》 

    有一天，我在我家樓下撿到一個心形的盒子，盒

子上有三朵小花，把盒子裝飾得十分漂亮。盒子的容

量十分大，能裝下很多東西。當我打開它的時候，怪

事便發生了。 
 
    突然，一道木門出現在我的面前，我被嚇得立刻

摔倒了。但是，好奇心戰勝了驚嚇，我打開木門，決

定走進裏面看一看。我到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熱

帶雨林！忽然，有一隻小精靈出現在我的面前，她說：

「你好，我是一隻精靈，我叫愛麗莎。」接着，她就

帶我走進這個奇怪的地方。 
 
    在這個熱帶雨林裏，我看到了很多動物，愛麗莎

一邊向我介紹她的同伴，一邊帶我參觀。突然，有一

陣巨大的聲音出現了，一個巨人！愛麗莎轉身便拉着

我逃跑。我們跑啊跑，跑啊跑……一直跑到了一個有

瀑布的地方。因為剛才跑得太快了，所以我走到瀑布

那裏準備喝幾口泉水。我「咕嚕咕嚕」地喝泉水，「這

些泉水好甜啊！」我驚喜地說。愛麗莎回答道：「這裏

的水都是天然的泉水，當然甜啦！」突然，我的身體

好像被一隻腳壓着。我的頭很痛！沒多久，我突然暈

倒了。 
 
    好像坐了時光穿梭機一樣，我突然回到了原來的

現實世界。但是木門不見了，我手中的心形盒子也不

見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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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C 何紫晴 

《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漂亮的專科醫生，擁有潔白

的牙齒、柔軟的棕髮、目光銳利而棕色的眼睛，臉色

白裏透紅，氣質十足。我穿着潔白的醫生袍，十分神

氣呢！ 
 
    我每天都在手術台上和時間賽跑，盡全力搶救病

人，就算手術有多難做，我都絕不會輕言放棄。 
 
    一天，我穿着整潔的醫生袍，正在為病人看病。

這時，一位護士急忙地跑過來說：「有一位患心臟病的

患者正在等着你去搶救呢！」我急忙地衝向急症室，

只見一位眼睛發黑、臉色蒼白的患者痛苦地躺在床上

呻吟着。我和我的助手一起拯救這位病人，經過一番

努力，終於把這位病人從死亡邊緣拉了出來。病人的

家屬向我們道謝，我說：「不用客氣，這是我作為醫生

應該做的事。」 
 
    我知道當一名好醫生必須要比普通的醫生多付出

幾分心血。當別人下班時，我就要遲一點回家。當別

的醫生給病人看病時，我不但要在旁邊認真學習，還

要虛心地向專家請教。當別人寫了一份醫學論文時，

我要寫三份或更多的。儘管有多困難或辛苦，我也不

會放棄的。 
 
    這就是二十年後的我！為了實現做醫生的夢想，

我一定要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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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C 黃可盈 

《大雨中上學》 

    一天早上，我被貫耳的雷聲吵醒，剛剛睡醒的我

往窗口看去，本來粉藍色的天空被一朵朵烏黑色的烏

雲遮蓋，路上的行人如熱鍋上的螞蟻四處走避。 
 

    眼看這嚇人的景象，雖然十分不情願，但固執的

我為了學習知識，仍然堅持上學去。 
 

    在那行人道上，可憐的我如三明治中的火腿，夾

在水泄不通的行人裏，雨水瘋狂飛濺到我的身上。我

急忙跋蹆飛奔到巴士站，巴士站被擠得人山人海，我

捲縮着我細小的身體，迫了進去。上車後，我默默地

禱告：「老天爺啊！你可憐我吧！別再下雨了！」 
 

    下車了，大雨仍然像萬馬奔騰般傾瀉下來，我只

好失望地往學校趕去。回到學校後，我已經徹徹底底

地變成了一隻「落湯雞」了。在大雨中上學，真是狼

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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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C 林子晴 

《保護眼睛的方法》 

    眼睛對我們很重要。因為眼睛令我們看到這個美

麗的世界，如果我們沒有眼睛，就不能看到這個美麗

的世界了，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眼睛。那麼，我們怎

樣做才能保護眼睛呢？ 
 

    首先，我們要給眼睛有充足的休息。例如我們閱

讀或使用電腦時，每三十至四十分鐘，應休息三至五

分鐘，休息時，我們可以看遠的東西，令眼睛的肌肉

得到放鬆。 
 

    其次，我們閱讀時要保持適當的距離。例如我們

閱讀時，眼睛與書本距離最少三十厘米。 
 

    再者，光線對眼睛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強光會傷

害眼睛，所以我們在猛烈的陽光下，應戴上能阻擋紫

外光和品質良好的太陽眼鏡。我們應該在光線充足的

環境下閱讀，不應在強光下閱讀。 
 

    總的來說，只要我們能做到以上三點，就能保護

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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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C 周朗毅 

                  《日記一則》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弟弟提議到海洋公園玩耍，大家都同意了。 
 

    到達目的地後，大家都到「熊貓館」參觀，在那

裏，我看見一隻熊貓坐在地上吃竹子，另一隻在石頭

上睡覺，反應緩慢，十分可愛，於是我請媽媽替熊貓

拍照，我覺得很開心。 
 

    接着，我們到「動感天地」乘坐「動感快車」。因

為很多人想乘坐「動感快車」，所以我們等了很久，才

能登上車上。列車慢慢向上行駛，突然快速衝下來，

然後又不停向上向下行駛，我覺得很刺激，我的心在

狂跳，好像快要跳出來一樣。當我仍興奮得大叫時，

列車已駛回起點，停下來了。那時，我的心情才平復

下來。我興奮地說：「太刺激了，我要再玩一次。」 
 

    最後，我們肚子餓了，便到海洋公園的主題餐廳

吃了一頓西餐，我和弟弟還請媽媽幫我們拍照留念。 
 

    這一天，我們滿足地回家去了，希望日後能再有

機會到這裏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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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D 李王昊 

《保護眼睛的方法》 

    為甚麼保護眼睛很重要？你想想，如果你近視

了，你又要花錢買眼鏡，又要定期清洗鏡片。既浪費

金錢，又辛苦，多麻煩啊！全世界有大約有三分之一

的人在經歷這些麻煩。那麼，我們該怎麼預防這些問

題呢？ 
 
    首先，看電子產品時，我們可以戴藍光眼鏡。為

甚麼呢？因為看電子產品時，電子產品屏幕會反射出

藍光。藍光是一種會傷害眼睛的光。藍光眼鏡可以有

效避開藍光，所以佩戴藍光眼鏡是一種保護眼睛的方

法。 
 
    其次，我們可以隔一段時間做眼保健操。眼保健

操可以調整眼與頭部的血液循環，調節肌肉，改善眼

的疲勞，因此可以預防近視。而且，現在中國大陸幾

乎所有學校都需要做眼保健操，所以做眼保健操是一

種保護眼睛的方法。 
 
    再者，我們要減少在黑暗環境下看電子產品。為

甚麼不行呢？著名科學家曾說過：「我們在黑暗的情況

下，瞳孔會變大，眼睛肌肉會處於緊張狀態，慢慢就

會形成近視。」所以我們要減少在黑暗狀態下看電子

產品。 
 
    總的來說，我們需要保護眼睛。按照上述的方法

去做，就能預防近視，也不用那麼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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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D 朱悅君 

《二十年後的我》 

    時間就像火箭一樣，飛快地流逝。轉眼間，二十

年過去了，我已經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成為一

個成熟的大人了。我的外表十分平凡，可是我卻有一

顆熱誠的心，我平時看起來十分冷漠，但其實我的內

心就像一個熾熱的大火球。 
 

    我的家庭現在很幸福，我們變得很富有。我的媽

媽從前皮膚十分有光澤，一雙黑溜溜的大眼睛上面有

兩道濃密的眉毛，鼻子高高的，嘴唇紅如鮮血，還有

一頭烏黑發亮的秀髮。爸爸在二十年前有一雙明亮的

眼睛，粗粗的眉毛，大鼻子，皮膚黑黑的。而弟弟二

十年前還是一個七、八歲的小人兒，如今已經成了一

個英俊瀟灑的青年。屈指一算，爸媽已經快六十歲了，

他們以前烏黑濃密的頭髮已經夾雜着幾根銀絲，眼睛

旁邊還多了幾條我從沒見過的魚尾紋，好像在告訴別

人這幾十年的辛苦和勞累。我仍然單身。 
 

    現在，我的職業是一位老師，我回到了二十年前

就讀的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當老師。我主要教導

學生中文和視覺藝術。我希望把我的學生都教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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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為祖國爭光，對國家作出貢獻。 
 

    我的興趣是看書、彈鋼琴和畫畫。看書既可學習

到新知識，也可以消磨時間。當你開心時，你可以彈

一首輕快的樂曲；當你不愉快時，也能彈琴來抒發情

緒。畫畫可以盡情地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今天，我有這樣的成就，都要感謝二十年前的我

和我的老師、父母，如果以前沒有好好學習，沒有老

師和父母的教導，恐怕我現在就不會有這麼好的生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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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5D 歐承熹 

《大雨中上學》 

    一天早上，天氣非常晴朗，我在咖啡店內吃着早

餐。差不多到時間，我蹦蹦跳跳走出咖啡店。 
 
    一滴小水點滴到了我的頭上，我抬頭一看，天空

變得灰暗。突然，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我立刻變成

了熱鍋上的螞蟻，不知要怎麼做， 非常徬徨。 
 
    在一片傾盆大雨下，我隱隱約約看到馬路對面有

一個的士站，我立刻在堵車的車龍中穿過。到達了的

士站，我擠在人群中等候的士的到來。過了三十分鐘，

真倒楣啊！一輛的士都沒有，我只好步行上學去。 
 
    在上學的途中，路上有很多人，有正在避雨的人，

有趕着上班的人，有在收拾的小販。在我的前方有一

個冒雨乞討的乞丐，由於我用書本遮着頭部，所以沒

有看到他，便撞了上去。我們都摔在地上，我把他的

錢、飯碗和袋子全部撞到地上，散落一地。我沒有理

會，立刻站起來，趕回學校。當我一回頭，已經看不

到那乞丐濕漉漉的衣服和肥胖的身軀，消失在大雨中。 
 
    我沒有幫助乞丐的事，讓我感到十分慚愧。我每

天都想：那位乞丐現在去了哪？現在怎樣了？或許已

回家了。這事成為了我心中解不開的結。 

 



17 
 

 (19-20) 5E 陳威 

《保護眼睛的方法》 

    眼睛像人們的「靈魂之窗」，要是我們不保護它，

我們就看不見外面美麗的世界，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

眼睛。以下是保護眼睛的三種方法。 
 
    首先，我們不能讓自己的眼睛看到猛烈的陽光。

怎樣才能避免看到猛烈的陽光呢？那就應戴上能阻擋

紫外光和品質良好的太陽眼鏡。這樣才能阻止猛烈的

陽光和強大的紫外光，以免增加近視或散光。 
 
    其次，我們也要注意眼睛和書本的距離。眼睛和

書本的距離至少也要保持三十厘米，現在很多人看書

或使用電子產品時都距離很近，有的還躺着看，這樣

不但會增加患有近視的機會，還會損害眼睛健康。 
 
    最後，我們要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兔子的眼睛為

甚麼可以看得那麼清楚呢？那是因為牠們喜歡吃紅蘿

蔔，而紅蘿蔔含有豐富的維生素。此外，牠們還吃很

多不同種類的食物，例如生菜、木瓜、番茄等，這些

食物對眼睛都有好處，所以這就是兔子的視力那麼好

的原因了。 
 
    總括而言，眼睛像汽車一樣，需要修理和保養，

要是沒有眼睛，我們就看不到外面美麗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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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E 利嘉怡 

《一個怪盒子》 

    今天，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撿到一個盒子，我在

好奇心的驅使下，便把它帶回家作研究。 
 

    回到家裏後，我拿着盒子跑回自己的房間，仔細

地觀察那個盒子。盒子的表面很平滑，上面還刻着一

些古文，看起來十分詭異，嚇得我手顫腳軟。它不時

還發出一股股古香，畢竟它已經很舊了。突然，我想

起這個盒子我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我連忙把那本書

拿出來，並按照上面的指示去做，沒想到它真的打開

了。我對着那個木盒子大喊我最想要的東西或願望

時，那些東西便會真的出現，我感到十分驚訝！ 
 

    接着，我的腦袋有一個主意，我對着它說了我最

想要的玩具，但是這一次卻沒有出現，「真奇怪？難道

失靈了？」我心想。 
 

    我帶着這個疑惑睜開了眼睛，才發現原來是一場

夢，但是那個怪盒子真的出現在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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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E 廖俊宇 

《大雨中上學》 

    一天早上，我被雷聲和下雨的聲音吵醒。我搓揉

着惺忪的雙眼，望向窗外，只見許多路人因為要上班、

上學，在滂沱大雨之下，顯得匆匆忙忙。 
 

    看到這嚇人的景象，我連忙從床上跳下來，拿起

傘子就衝出家門，連早餐也沒有吃。 
 

    雨水像是一片密集的槍林彈雨，拼命地往我身上

打。在前路迷濛的街上，我奮力地向學校的方向拔足

狂奔，途中的幾聲雷聲和閃電，真是嚇人極了！ 
 

    我千辛萬苦才回到學校，我的校服已經濕透了，

大雨還幫我免費洗了一次頭呢！在大雨下上學真是狼

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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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F 蘇皓晉 

《保護眼睛的方法》 

    眼睛是獲取知識的泉源，如果我們不好好保護眼

睛，就會為生活帶來不便。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才

能保護眼睛呢？ 
 

    首先，我們要讓眼睛有充足的休息，例如我們看

電子產品時，每三十分鐘就要休息十分鐘，並且每天

總時數不可超過一小時，下課要讓眼睛多休息，還要

早睡早起。 
 

    其次，我們要多吃一些對眼睛有益的食物，例如

我們可以吃番茄、紅蘿蔔、南瓜等，因為這些食物含

有適量的維生素甲，維生素甲是對眼睛很好的。 
 

    再者，我們要在充足的光線下看書。如果我們在

黑暗中看書，就會影響視力，如果我們在猛烈的陽光

下看書，也會令眼睛受損，所以光線的強弱對我們的

眼睛很重要。 
 

    總的來說，只要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就可以保護

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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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5F 蘇琪珊 

《二十年後的我》 

    時光飛逝，轉眼二十年過去了，我已經是一個三

十多歲的成年人了。 
 

    二十年後，我的外貌有不少的改變，曲髮下有一

張瓜子臉，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堅挺的鼻子和一張小

嘴巴。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每天下班回家，女兒總會

纏着我，見我不耐煩了，便去和我丈夫玩，他是一個

文質彬彬的人。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名腦外科醫生。我每天都很忙

碌，要給病人做手術、開藥和診斷。我自己開了一間

診所，在當地非常有名，主要原因是我研發了一種可

以救治所有絕症的藥丸，只要吃下去，在一星期內定

會好轉，最重要的是吃下去，不僅能治好病，還能延

長壽命，這也是我受到很多市民愛戴的原因。不過，

我時時刻刻都謹記自己的使命，幫助病人鏟除病魔，

救死扶傷，更要做到一視同仁，不論患者是貧窮還是

富有，都要第一時間治好患者的病。我想做醫生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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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我爺爺的影響，更是因為我小時候曾到醫院看

病，看到死者家屬臉上掛滿悲傷的淚水，那時我就決

定長大後一定要做醫生，治好所有人的病。直到現在，

看到康復病人臉上重新綻放笑容，我心裏充滿自豪。 
 

    這就是二十年後的我，為了實現當醫生的理想，

我一定要努力學習，為理想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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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5F 潘翊舜 

《大雨中上學》 

    週一早上，準備上學時，我看見窗外天色昏暗。

媽媽提醒我說：「今天會下大雨，要帶上雨具啊！」我

只顧心急地出門，把媽媽的話拋諸腦後。 
 

    還沒走多遠，感覺豆大的雨點打落我的頭頂。霎

時間，雨點連成了線，嘩啦啦地下起來。行人撑起雨

傘，從容不迫地走在大雨中。突然，只見一位沒穿雨

衣的中學生騎腳踏車飛快地和我擦身而過。這時我急

忙地脫下校褸遮蓋在頭上向學校飛奔去。飛快的汽車

將路邊的積水濺起，我來不及躲避，褲子和鞋子都被

濺得濕透了。 
 

    我冒着大雨，拖着疲憊又狼狽的身軀到達學校。

唉，不聽媽媽言，吃虧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