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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A梁穎詩                                               

《二十年後的我》 

   「快十時了！去睡覺吧！」媽媽大聲地對我說。之後， 

我躺在床上，看了一會兒小說，就睡著了。 

  做夢時，我看見自己有一頭烏黑的長髮，眼睛黑得像黑

寶石、鼻子尖尖的、皮膚非常白。「天啊！這是我嗎？」我

大叫了起來，之後，我連忙跑到日曆前看了一看，發現已是

二零三六年！原來已經過了二十年了！ 

  我看了一下掛在牆上的照片，發現我原來已經有了一個

幸福的家庭。之後，我走出房間，看到一個房間的門開著，

便進去看看，我看到了一間佈置可愛的房間，寬闊的大床上

躺著一個漂亮的小女孩。突然，一把聲音從廚房傳來，說：

「快點起來吧！已經快十時了！」 

  一會兒後，小女孩起來了，她走到我面前說：「媽媽，

我起來了！」這時，我恍然大悟，原來她就是我二十年後的

女兒。 

  接著，我走到客廳，看到客廳裏掛的全都是我畫的畫，

原來我已經是一名著名的畫家了，還正在準備下星期日的畫

展。由於每一幅畫都是我親手畫的，所以我的工作非常忙碌。 

  畫展當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來參觀，他們都非常喜歡我

的作品。當我正和家人討論下一次畫展的主題時，突然，有

一把聲音在叫我，「快起床了！」，之後，我也醒來了，原來

這只是一場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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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A嚴智軒 

《有趣的方老師》 

  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師是方老師，雖然他發怒的時候就像

老虎一樣可怕，使我們都不敢亂動，但如果他不發怒的話，

他會擺出一副「搞笑」的樣子。他的衣著整齊得很，臉上還

戴著一副眼鏡。 

  上課時，他友善、用心，因他是我們的常識科老師，所

以他會向我們介紹他小時候居住的地方和環境。另外，他也

會很仔細地講解課本的內容。 

  在他的課堂上，我學到了很多關於歷史的故事，我還會

把這些故事分享給朋友和家人。他說故事的方法很有趣，有

時弄得我們哈哈大笑，有時又會使我們沈醉於他說的那些故

事情節中。有一次，他叫了一個同學出來做人體實驗，弄得

我們哈哈大笑。 

  另外，方老師也有認真的一面，有一次，我進去教員室

搬簿時，看見他正在認真地批改作業。快到考試了，方老師

又會匆匆忙忙地進入教室幫我們溫習課本，看到老師匆匆忙

忙的樣子，使我想到這次考試內容肯定很難，所以我也立刻

認真溫習起來。如果老師沒有幫我們溫習，我就不可能取得

這麼好的成績了。 

  方老師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我絕不會忘記他，如果

下學年，他仍是我的常識科老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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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A黃 昊 

《難題終於解決了》 

  在我的學習生涯中，遇到了很多難題，有解決了的，有

沒解決留下遺憾的，有爸爸媽媽幫我解決的……多不勝數。

但其中，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不會做作業，原因就是我的

英語水平太差，才不會做。 

  一天，我放學回家，在專心致志地做作業，但我卻被「卡

在」了一道英語難題上，我思索了很久，都沒有想出答案。

由於這道難題超出了我的英語能力範圍，我心想：這道題目

怎麼這麼難啊！我思考了半小時，還是一籌莫展，我英語水

平實在太差了！這時，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非常的焦

急，不知怎麼做才好。 

  這時，我靈光一閃，心想：雖然我不會做，但是我可以

用微信問嚴智軒啊！他英語水平很好，一定能幫我！我滿懷

希望地問嚴智軒，可萬萬沒想到，他說他家門鎖了，進不了

家，待他進了家裏再教我。這時，我像晴天霹靂般，我心想：

完了，連嚴智軒都幫不了我，慘了！ 

  就在我快要絕望時，我又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到互聯

網搜查，現在的網絡四通八達，一定能助我一臂之力。於是，

我馬上去搜查，果然給我查出了答案，我連忙完成了最後一

道題目。我終於完成了那天的作業了。 

  這次事情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有志者，事竟

成」，只要我們有決心，什麼事都可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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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A郭萬鵬 

《一件小事》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因為一些小事而和自己的好友

鬧翻，但原來只要我們放好自己重要的物品，那就不會冤枉

好友了。而那一次，我就是因為一些小事而和好朋友鬧翻。 

  那一天，我當完風紀後回到課室，正準備拿出文具時，

我發現我的直尺不翼而飛，我就懷疑是我的同桌高銜偷了，

因為他很喜歡我的直尺。 

  午息時，我先叫高銜站住，然後大聲地問他：「你是不

是偷了我的直尺？」他說：「我沒有。」然後我們便不斷地

說「你有」、「我沒有」等說話。最後，我大聲地把他罵得狗

血淋頭，之後，他就氣沖沖地走了回座位。那時，我得意得

忘了自己說了些甚麼令人難受的話。 

  差不多放學了，我把書本放進書包時，竟在無意中發現

到我的直尺，原來它掉進了書包，我頓時感到既尷尬又羞愧。 

  放學後，我立刻跑到高銜面前說：「對不起高銜！我誤

會你了。」他說：「好啊！不過你要請我吃東西，我才會原

諒你的。」「好啊！」我立刻說，然後我們和好了。 

  那一天的那一件事使我明白到一個道理，就是我們應該

要好好看管自己的物件，也不要胡亂冤枉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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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A利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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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困難解決後會感到興奮，而我也經歷過這種事情。 

  四年級時，還記得那時我的體能不算很弱，勉強仍能當

上班中足球活動時的守門員，但是面對體形猶如猩猩般的郭

萬鵬，雖然我們的年齡是一樣，但是我簡直是手無搏雞之

力。有一次上體育課時，郭萬鵬走過來用嘲諷的語氣跟我

說：「像你這種體弱無能的人，簡直不配做守門員！」聽到

這句話，我就堅定地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成為一個堅固的守

門員，然後我就努力地進行守門員訓練。 

  在訓練的第一天，吃完早餐後，我就和表哥到球場去，

讓他用最大的力氣來射門。他一共射了十次，只要我接到五

次就算成功。一開始，我只接到了三球，這使我覺得自己很

失敗，然後表哥替我加了一項新的練習活動──每天到運動

場去跑十個圈。就這樣一天一天地努力下去，我的技術已經

爐火純青了，可以輕而易舉地接下表哥的球了。 

  訓練結束後，我就立刻和我的表哥去找郭萬鵬作比試。

找到郭萬鵬後，他對我說：「好吧！唉，你真是不自量力。」

我回答：「不試一試，你又怎樣會知道我不行呢？」比試完

後，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他只接到我兩球，而我卻全接他

的十球。 

  「只要功夫深，鐵柱磨成針。」現在，我終於理解到這

句話的含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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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A蕭曉鈞 

《啊！我竟變成了……》 

  洗完澡後，我就回房間睡覺了。一覺醒來，我竟然發現

自己正睡在一間草屋裏，我心想：我不會被人綁架了吧！我

站起來後，已發現自己的肚子變得十分之大。之後，我在這

間非常大的草屋裏走了一趟。當我走到洗手間時，突然發現

自己的身體起了變化！我的眼睛變得很圓很細，還長出了一

條短短的尾巴，變化最大的是我的鼻子，變得圓圓的，大大

的。噢！我竟變成了一隻豬！ 

  這時，門外傳來一些聲音，我打開門一看，看見兩隻小

豬一邊大叫，一邊向我跑過來。那時，我又想：難道我變成

了《三隻小豬》童話故事裏的大豬了！我請牠們進來後，牠

們氣喘吁吁地跟我說：「大……大豬，大灰狼來了！我們要

怎麼辦呢？」說完，二豬就馬上關上了門。這時，草屋開始

震動，而且還愈震愈厲害，我往窗外一看，「啊──原來是

大灰狼來了。」我的話剛說完，草屋就倒了。之後大灰狼向

我們說：「哈哈！今天的早、午、晚餐都在了。」 

  那時，我們拔足狂奔，逃到了森林裏。在途中，我們設

了一些簡單的陷阱以拖延大灰狼的前進。我們一直跑，眼看

着大灰狼快要追上來了，恰好給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頭饑餓

的大老虎在睡覺，我靈機一動，就叫二豬和三豬在地上印了

一些腳印，以引領大灰狼走向大老虎的方向，然後我們就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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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樹後面。大灰狼追了過來，牠並沒有發現我們。牠一不

小心被絆倒了，還剛好撞到了大老虎的身上。大老虎張開嘴

巴，一口就把大灰狼吃掉了。 

  大老虎吃掉了大灰狼後，就發現了我們，我們轉身就

跑，我心想：就憑我們的力量，那能戰勝百獸之王呢？眼看

着大老虎快要吃掉我們，我心想：天啊！我甚麼時候才能回

到現實世界？難道我真的要一命嗚呼了？我感到很害怕。正

當大老虎對着我張開嘴時，突然，「叮鈴鈴」的聲音把我吵

醒了。啊！原來這只是一場夢啊！但這卻使我怕得冷汗直流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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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B胡嘉誠 

《二十年後的我》 

  今天是我的三十歲生日，我穿上整齊的衣服準備出席家

人為我準備的生日會。我看看鏡子，雖然臉上有少許皺紋，

但是我能保持健康的飲食習慣，所以體重尚算標準。 

  我推開酒樓大門，美麗的太太便拿著一份生日禮物迎上

來，向我祝賀；活潑機靈的大兒子和可愛的小女兒撲來吻我

的臉，媽媽站起來和我微笑，雖然爸爸坐著一動也不動，但

也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我拆開太太送給我的生日禮物，那是最經典的《福爾摩

斯》英文小說和一支鋼筆。太太說：「你已經是一個高級警

司了，雖然你平日的工作很忙碌，但總能夠抽出時間照顧家

庭和探望老人家，真了不起！」我紅著臉說：「那裏……那

裏，你平時也花大量時間去做家務和照顧兒女，你才辛苦

呢！」媽媽忍不住說：「看到你們這麼恩愛，我就安慰了。」

我們倆對笑了一下…… 

  我現在既是一對孩子的父親，又是媽媽

的兒子，還是一個高級警司，我希望能照顧

家庭之餘，還能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打擊罪

案，捉拿毒犯……為香港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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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B黃雅靖 

《難題終於解決了》 

  人生一定會有很多挫折要克服，只要我們盡力克服，就

一定能成功的，這就如我學拍照的事件。 

  就在這個月的某個星期，我參加了旅行，想拍一些好看

的相片給同學看，可是，我不懂得怎樣拍出好看的相片，那

麼我該怎樣辦呢？ 

  後來，我想出了一些方法，然後我就開始執行了。首先，

我到圖書館借閱相關的書籍。其次，我請爸爸指點一下我做

得不好的地方。最後，我就開始執行以上方法，跟著書中的

方法學習，然後請爸爸提問我，學會後就跟著家人出外拍

照，當作練習。 

  現在，我的攝影技巧雖不及爸爸的好，但是也能得到同

學的稱讚。 

  我相信「只要有付出，就會有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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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B馮柔珊 

《我家新增的房間》 

  我們家中的每一個房間都有特定用途，假如我家中可新

增一個房間，我會新增一個閱讀室。 

  首先，我的家人對閱讀不是很感興趣，對一些著名的童

話故事只是略懂一二，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更別說是認識

作者的創作風格了，所以我決定要讓他們變得喜愛閱讀，不

再沉迷觀看電視節目了。 

  其次，我決定在閱讀室安放一些圖書和一個音樂播放

器。因為我覺得在閱讀的時候，如果沒有一點兒音樂的話，

閱讀的氣氛就會變得一片死寂，也有可能令讀者看到一半

時，睡意來臨，直接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呢！所以，這時就應

該播放一些美妙動聽的樂曲，讓讀者享受在閱讀之中。 

  除此之外，我覺得也應該在圖書室放置一兩部電腦。因

為我們如果在閱讀時，遇有一些不懂的詞語，可以上網搜查

資料，也能讓我們認識到更多課本以外的知識。 

  總的來說，如果我的家中可以新增一個房間，我會新增

一間閱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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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B歐嘉輝 

《窗外的景色》 

  我家的窗戶是一個神奇的畫框，只要你靜心細看，便會

發現一天裏，窗外的景色會有不同的變化。 

  清晨，窗外的街道真繁忙，有的人趕着上班，有的人趕

着上學，汽車在馬路上穿梭，也有人駕着電單車飛快地奔

馳……好像一幅繁華都市圖！ 

  黃昏的時候，地面上的人們空空如也，因為所有人已經

回家吃飯了，這時候，我們只能聽到小鳥在那樹上高聲地歌

唱，令我陶醉當中。 

  窗外的清晨、中午、晚上的景色各有美態，我們只要用

心觀看這些看似平凡的景色，便能察覺到這種簡單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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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B黃咏雯 

《我做到了！》 

  自小我的身體比一般孩子瘦弱，所以我從不喜歡跑步運

動。但有一次，爸爸回家的時候，拿着一份慈善馬拉松參加

表格，他提議我們一家人一起參加比賽。 

  當我看着參加表格的時候，我便暗暗發呆了，我告訴爸

爸我的煩惱，爸爸立即安慰我說：「參加比賽並不是為了勝

負，而是為了完成挑戰，鍛煉堅毅的意志。」然後，他提議

我們一家人一起鍛煉體能及技巧。 

  練習初時，我們會緩步跑一段路程，但我已經感到很辛

苦了。然後，我們會每天增加跑步的路程。經過多天的不斷

練習，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體力及技巧有所進步。 

  在比賽當天，凌晨時分，我們已經到達了青馬大橋的起

點，那裏人山人海。當比賽槍聲一響，我們一家人在人群中

慢慢地跑。初期，我以為自己的體力可以應付，怎知我跑到

了中途，已經感覺到很疲倦了，體力下降，雙腳酸軟，很想

放棄比賽，但爸爸在這個時候鼓勵我，還說：「只要有勇氣

和信心，就一定可以完成這個比賽。」 

  最後，當我們衝過終點時，我感到十分興奮。我大叫了

一聲：「我終於做到了！」經過這一次的比賽，我學會了只

要有自信，什麼事情都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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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B夏 雪 

《我的第一次》 

  在我們的人生中，會經歷許多的「第一次」，就比如說：

第一次做飯，第一次種菜，又或者第一次彈奏樂器。而在我

的印象中，最深刻的第一次就是學習踏單車了。 

  記得我在五六歲那年，就已經擁有一輛單車了，那輛單

車是爸爸媽媽送我的禮物，也是我的第一輛單車，當時我高

興極了，決定立刻就踏着我的第一輛單車到公園去。 

  我迫不及待地走到公園去，然後就踏上我的單車，由於

我過度急燥，很快就摔跤了，周圍的人都看着我，於是我就

繼續練習，但我還是掌握不好方向，而且時常失去平衡。在

我旁邊的爺爺看不下去了，他走過來，告訴我不能看着車

子，一定要看着前方，而且要有耐性，才能學會踏自行車。 

  後來，我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結果，就成功了，我想這

位老爺爺一定是個自行車高手吧！ 

  這個第一次，我把它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往後看到自

行車的時候，就能回想到當時的情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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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5C何曉志 

《一個怪盒子》 

  星期一放學後，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個盒子絆倒了。我

想看一看盒子裏有甚麼，希望能發現一枝筆可以給我完成所

有的功課和試卷的答案，於是我把這個盒子帶了回家。 

  回到家中，我偷偷地進入房間，因為我想偷偷地打開這

個盒子，看看裏面有甚麼，其實，我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我不想讓媽媽知道此事，因為媽媽知道了一定會叫我把盒子

扔進垃圾箱裏的。 

  我打開盒子，看見有一些物品，例如有一枝筆。我還發

現我從盒中拿走一件物品，就會有另一件物品出現。我還看

見盒子裏有一張說明書，說明這些法寶的功用。 

  星期二，我帶上那個盒子一起上學去。在上學的途中，

我看見一個婆婆的水果跌了在地上，於是我用盒子裏的法寶

「集中器」把水果撿起來。 

  當時，我最好的朋友小智正想幫婆婆撿水果，他看見了

我用法寶的情形，感到十分驚訝，就問我：「你怎麼做到的？」

於是，我把撿到盒子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 

  星期三，這天的課堂實在太順利了，我用了一個法寶

──「智力提高器」把我的智力提升了，讓我在課堂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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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老師提出的問題，讓我們組取得了最高分，拿到了雷老

師的禮物。 

  放學回家的路上，我滿心歡喜，可能我想起了媽媽的話

「靠牆牆會倒，靠人人會走！」於是，我把盒子扔掉了，我

又回復正常的生活了，我十分開心，因為我可以靠自己的能

力去學習了。這個盒子真是十分「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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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C周恩駿 

《風趣幽默的雷老師》 

  雷老師是現在教導我的老師，她是一位風趣幽默的老

師。她有不曲不直的頭髮，身材是不胖不瘦的，她有一雙亮

晶晶的眼睛和烏黑亮麗的長髮。 

  她對我很好，她在我不開心的時候，會安慰我和對我說

笑話。我很喜歡她對人的態度，因為她會安慰和關心一些不

開心的同學和其他的小朋友。她有一句口頭禪：「我們應該

用快樂和開心的心情去面對事情。」她的這句話令我明白我

們應有的處事態度，它也成了我的座右銘。 

  有一次，課室裏一片沉默，同學們都很無聊，然後，雷

老師說了一個笑話，弄得我們開懷大笑。還有一次，一個同

學因為默書成績不合格，所以覺得很失落，雷老師說了一個

笑話後，他覺得開心多了。這兩件事情反映了她風趣幽默的

性格。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老師，我真希望她也是我在六年

級時的老師，我非常喜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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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C林穎思 

《難題終於解決了》 

  你知道我的難題是甚麼嗎？是不會打籃球？不會踢足

球？其實都不是，我的難題是很難掌握打羽毛球的技術。 

  我平時不是很喜歡打羽毛球，誰知星期三時，體育老師

說：「下個星期五要練習打羽毛球，你們如果打得不好，就

不要吃午餐。」 

  我就自己在家裏思考解決方法，我想到兩個能解決問題

的方法：首先，我每天用一至兩小時練習打羽毛球；另一個

就是練習時要有始有終，不能半途而廢。我就根據解決方法

按部就班地逐一掌握打羽毛球的技巧。在無數次跌倒與無數

次練習之間，我終於進步了不少。隨後的幾天裏，我每天堅

持練習打羽毛球，我在那一天終於學會了打羽毛球！雖然我

已掌握了打羽毛球的技術，但還是沒有體育老師的技術好。 

  「凡事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只有在跌倒之後，才有起

來的機會。如果你怕失敗，那麼還有成功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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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C劉芷欣 

《我做到了！》 

  啊！我終於做到了！我最初是不會騎自行車，可是在我

屢敗屢試下，我才可以做得到！ 

  當初，我和婆婆一起到公園去打羽毛球。在公園裏，我

看見我的好朋友──巫筱晴正騎着自行車在玩耍，便有了要

學會騎自行車的想法。我就對婆婆說：「我可以擁有一部自

行車嗎？」她說：「當然可以，明天就去買，然後請爺爺做

你的教練吧！」 

  買了自行車後，我和爺爺就到運動場練習，他說：「騎

自行車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平衡，坐上車上去時不要慌張，這

樣就能更容易學會騎自行車了。」我似懂非懂地騎上自行

車，但因為我沒有掌握要領，一連摔了幾次，我忍不住說：

「真痛！我不想學了。」爺爺走過來對我說：「你別大叫大

喊了，『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你不聽我的話，現在

受到懲罰了吧！」在爺爺嚴厲地斥責下，我只好站起來，讓

爺爺再指導我一遍。 

  最後，經過多次的摔跤，我慢慢地領悟到了騎自行車的

技巧，我大叫一聲：「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又興

奮地叫了起來：「我會騎自行車了！」這一次，我做到了！

我覺得很滿足。 

  這一次的經歷，讓我從學習中得到了一個啟發，那就是

無論路程有多艱辛，只要堅持到底、努力不懈地做，就一定

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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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C黃偉軒 

《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學生》 

  人人都想做一個負責任的學生，但是，怎樣做才能成功

呢？以下是我分別在學業方面、態度方面和行為方面的一些

注意事項的提議。 

  首先，我們要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上課時要專心，把重

點抄下來，不要和同學天南地北地聊天，而錯過了一些重

點，不然對着試卷時，只可以呆呆地看着題目而不懂去做了。 

  其次，我們在行為方面，就是要守時和交齊功課。一個

學生最基本要做的事情，若是連守時都不能做到的話，那就

很難遵守其他的承諾了。交齊功課，是每個學生每天都要完

成的工作，這很重要，是一個負責任的學生一定要做到的事

情。 

  另一方面，就是學業方面了，每個學生都必須考取好的

成績，這是一個學生的天職。只要我們把一些練習做到熟能

生巧、把學習內容背誦到滾瓜爛熟，就能輕鬆應付試卷的題

目了。 

  總括而言，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學生並不難，只要做到以

上幾點，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負責任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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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C袁俊熙 

《我有了第三隻眼睛》 

  去年的暑假中，我們一家人到日本遊玩，但當我們玩得

興高采烈時，一場地震突如其來。一會兒後，一所核能發電

廠產生了一場可怕的核能爆炸。幸好我們被疏散了，雖然沒

有受傷，但是我的視線變得非常模糊，我馬上用手蒙着兩隻

眼睛，居然我還可以看到東西，我馬上拿出一面鏡子來看自

己的樣子，竟然發現額頭上多了一隻眼睛。 

  第二天，我一直對着鏡子，在想：如何才能讓我的第三

隻眼睛消失或是隱形？我對着天大吼一聲：「天啊！為甚麼

我會長了第三隻眼睛？」我看着看着，發現可以把它弄致隱

形，而且我發現我可以自由選擇看不同時段的景象。 

  一會兒後，我感到很無聊，所以我看了《叮噹》那卡通

片集。我看完後，突

然在想：如果我利用

第三隻眼睛去探視未

來機器中的零件，然

後再自己組裝，那不

就是可以促進社會進化速度嗎？我有了這點子，便馬上去組

裝。不知不覺地便到了暑假的最後一天，我突然想起有暑假

的功課要做，幸好我做好了「萬能機」，馬上讓它跟着我的

字跡、智商、思維和紙張痕跡完成了我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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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每當我一有空，就繼續讓我的「萬能機」做各種

未來機器，繼而用新發明的「名揚商品好幫手」令我的機器

名揚天下，令政府注意，為促進社會的發展而盡了不少心力。 

  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只要適當運用，垃圾也可以變成資

源，我的第三隻眼睛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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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D李卓玥 

《難題終於解決了》 

  人生多多少少都會遇到不同的難題，我的難題應該不少

人都遇過，它曾讓無數學生唉聲歎氣，我的難題就是寫作文。 

  每逢周末，老師一定會佈置一樣功課──作文。我很不

喜歡作文，因為要寫很多字，而且我寫得很慢，要花很多時

間。但老師經常要我們寫作文，寫作都快成為我的「天敵」

了。 

  每次寫作文的時候，我都很苦惱一些事，比如怎樣才能

寫得快呢？怎樣才能令文章不死板呢？針對這些問題，我想

了兩個方法：首先是多練習。多練習能讓我寫得更快，更流

暢。而每次寫完之後，都要拿給媽媽看，向她請教，改善不

足，可以讓我的文筆更好；其次是多閱讀。閱讀名家的文章，

學習結構和寫作方法。閱讀不同種類的書籍，能讓我的知識

更豐富。在寫說明文時，可能要寫一些關於知識的說明，多

看書，見識廣，便能寫得好了。從此，我再也不怕寫作了。 

  我在訓練文筆時可能會寫得不好，但是我不會灰心，因

為我相信我下一次會寫得更好。正如愛迪生說的：「我們最

大的弱點在於放棄，成功的必然之路就不斷地重來一次。」

總言之，只有不放棄，才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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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D何俊言  

《二十年後的我》 

  我想知道二十年後的我是怎樣的，於是我就乘坐時光

機，到二十年後的香港去。到達目的地後，我放眼望著灰濛

濛的天空，怎麼香港都失去了以前的光彩，於是我就飛到太

空去。 

  我看見了二十年後的我，我有高高的身材，短短的頭

髮。我已經有兩個可愛的小孩，他們兩個的樣子差不多相同

的。我是在一間製造一些幫助人們的機械人的公司工作。我

驚訝了，不知道為甚麼香港人會移民到太空呢？我始終都大

惑不解。二十年後的我對我說：「因為我們每天都製造大量

垃圾，所以我便製造機械人來幫助香港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公司裏負責設計各種機器人和編寫程式。今天是參

觀日，二十年後的我帶著我和其他參觀的人，先到了資料

房，那裏有很多設計各種機器人的資料，以前的我只是一知

半解，到了現在我竟然博古通今，令我自己也刮目相看。這

裏有一個興趣班，可以學如何設計機器人，未來的我帶我和

參觀的人到機器人室，那裏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機器人，其中

一些可愛的機器人一定是為人們帶來歡樂的呢！ 

  我問二十年後的我：「你有甚麼興趣？」他說：「我喜歡

做飯，因為可以為家人增添吃飯的樂趣。」二十年後的我還

說：「我的理想是希望能造出一個家庭機器人，因為可以照

顧獨居的老人，還有，能夠為人類開發一些新的能源。」 

  回到現在的香港，我想像二十年後的我那麼成功，所以

我現在一定要努力進取，不能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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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D高紫凡  

《一個怪盒子》 

  放學後，回家的路上，我買了一串魚蛋，吃完後我就隨

手將垃圾丟在地上。就在那時候，有人叫喚我的名字，我轉

過身去沒看到人影，卻發現了一個閃閃發亮的盒子。它散發

著水仙花的味道，我十分喜歡，便把它拾回家去。 

  回到家後，我就拿著盒子跑回了我自己的房間，我仔細

地觀察那個盒子，盒子上有一個精靈圖案，她身邊有一顆寶

石，寶石閃耀著美麗的光芒，我忍不住觸碰了那寶石，盒子

竟然打開了，還發出一道強光，把我吸了進去。 

  過了一會兒，我出現在一個充滿垃圾的空間，我大聲地

喊：「有人嗎？」突然有一隻小精靈飛了過來，我一看竟然

是盒子上的精靈，我問她：「這是哪裏？我不是在家裏嗎？」

她回答道：「你看一看地上這些垃圾，這些都是你亂拋的垃

圾。」我問她：「那我怎樣做才可以回家啊？」她說：「回到

現實的穿越器在垃圾海的盡頭，所以你要將所有垃圾撿起來

放到這個袋子裏。」說完她就給我一個袋子。 

  十五分鐘後，我穿好防護衣下了垃圾海撿垃圾。兩個小

時後，我終於將我亂拋的垃圾清理了，我和精靈找到了那個

時空穿越器。她一聲咒語後，我就回到了現實世界，我看了

一下時鐘，原來我在盒子裏那段時間，在現實世界才只有五

分鐘。 

  經過這次的事情，我明白到我不可以亂拋垃圾和要愛護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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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D文雅穎 

《窗外的景色》 

  一天清晨，我懶洋洋地起床，天空還沒亮。我立刻走到

窗前，等待日出的到來。漸漸地，晨曦徐徐拉開了帷幕，啊！

又是一個絢麗多彩的早晨。 

  清晨窗外的景色是多麼的美，空氣是多麼的清新，微風

是多麼的涼快。清晨的陽光是清純的，不像那種喧鬧的氣

息，讓人感到心曠神怡。慢慢地，已經可以聽到河流潺潺流

水的水聲和鳥兒清脆美妙的歌聲，也可以聞到撲鼻而來芬芳

的花香和清新的草香。 

  窗外的清晨是這樣的美，只要你願早起床去用心地觀看

及細心地聆聽，你就能發現大自然是多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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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D黃銘渝 

《我的第一次》 

  人生中有許多第一次，例如第一次游泳、第一次下廚、

第一次踏自行車、第一次使用電腦等等，但是令我印象最深

刻就是第一次下廚了。 

  記得那時候正值暑假，祖母和媽媽時常做不同的佳餚給

我吃，菜式又香又美味，這令我迷上了做飯，並請媽媽教我

如何下廚。第一次做的是雞蛋炒飯，一開始的時候，我很有

自信，但是卻漸漸變得粗心大意、三心兩意了，炒飯時沒有

仔細留意，把雞蛋和米飯都燒焦了，而且我還放多了許多醬

油，令炒飯變得很鹹，媽媽嘗了後都皺了皺眉頭，說：「太

鹹了！」這使我的心情一

落千丈，感到十分失落、

難受，想要半途而廢，不

再嘗試去做飯了，但是媽

媽卻鼓勵我，使我重新找

回了自信，繼續嘗試去做

飯。 

  經過失敗後，我找到

了失敗的原因，失敗給我

一些教訓，那就是要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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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東西，還要放適量的調味料，不要太鹹、太辣，味道必須

要剛剛好，於是我按照失敗後得到的經驗來做飯，每一天都

會練習，而且我還會經常請教祖母做飯的技巧。 

  很快，我又開始了第二次的嘗試，這次做的還是雞蛋炒

飯，炒後就給家人品嘗，今次炒的蛋又香又嫩，飯的味道剛

剛好，十分美味，大家吃後都讚不絕口，我感到很高興、自

豪，特別有成功感，開心得手舞足蹈，也感謝媽媽當時一直

鼓勵我，使我第一次成功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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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D廖敏嫻 

《啊！我竟變成了……》 

  一覺醒來，我感到很奇怪，為甚麼我的床變得這麼大

呢？我帶着睡眼惺忪的眼走到鏡子前看了看，我目光一呆，

嘴唇不受控制地顫抖着，我驚訝極了。我想起了昨晚我在睡

覺前看了《醜小鴨》一書。沒錯，我……我竟然變成了那隻

受到眾人排斥的「小鴨子」──醜小鴨。 

  這個時候鴨媽媽吩咐我去練習游泳，於是，我便出發到

池塘去了。我走着走着，看到了一間神秘的屋子，突然，我

聽到了一把磁性的聲音：「有沒有動物想做我的助理，來協

助我表演呢？」我高興地想：要不然我去試試吧！這樣大家

就不會小看我了。然後

我便興高采烈地走進屋

子裏。 

  走進屋子後，有個

魔術師眼神輕蔑地看着

我，吆喝道：「這是哪裏

來的野鴨子，快點出

去！」我感到非常委屈，我的眼睛紅了，雙手不停地顫抖，

眼淚不能遏止地往外湧。我心想：醜，是我的錯嗎？可是我

又有甚麼辦法呢？這是一個改變不了的事實。然後我便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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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氣地走了。 

  過了一會兒，我感到很累，便在路邊睡着了。醒來後，

我覺得十分疑惑，這是哪裏？為甚麼這裏這麼暖和？這時，

有一位農夫走了過來，仁慈地說：「你怎麼樣？我看見你躺

在路上，就把你帶回來了。你的家在哪裏？我帶你回去吧！」

我想：我有家嗎？家人都對我很冷淡，那算一個家嗎？我

說：「我沒有家。」 

  後來，農夫對我很好，每天都會細心地照顧我，也會每

天餵哺我。一天又一天過去了，我也逐漸長大了，想不到……

想不到我竟然是一隻白天鵝。有一天，我又再遇上那個魔術

師，他邀請我做他的助手，但我拒絕了，因為我想陪着農夫，

希望報答他。 

  最後，我明白了任何人都有璀璨奪目的時候，我們做人

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能看不起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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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E黃明悅  

《二十年後的我》 

  以前，媽媽常常跟我說：「你長大後，想做甚麼工作呢？

歌星？出名的作家？環保組織的主席？不過，爸媽多病痛，

還是希望你做醫生，醫好爸媽和所有人的病痛。緊記，光陰

似箭，你真的要好好珍惜時間啊！」當時，我並沒有理會他

們說的話，我只覺得他們只是開玩笑。轉眼間，我已經是一

個三十歲的成人了，媽媽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深深地記在

心裏。 

  現在，我既是一位大醫生又是一位環保組織主席，我終

於實現了媽媽對我的期望了，我非常開心，可是做這麼多工

作也有負擔，我第一次上班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新手，甚麼

也不懂。那天，我覺得我的思緒真是「亂七八糟」啊！現在，

我對我的工作已非常純熟了。我還沒結婚，因為家庭會帶來

很多負擔，所以我仍和爸媽一起住。 

  可是，現在的環境越變越差，因受溫室效應影響，氣候

起了變化。在夏天，非常炎熱，熱得人也差不多要燒起來似

的。在冬天，就非常冷，而且還下起大雪呢！作為一位環保

組織主席，我們在地底和天空上建做了「天空城」和「地下

城」，讓人可以繼續居住。我的理想是令世界變得像古代一

樣有清新的空氣，醫好多些病人，研究一些可以醫治癌症等

的藥品，賺多些錢。 

  總之，我們都是地球人，為我們的地球出一分力！支持

環保，令地球的空氣更清新，更多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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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E張文琦  

《難題終於解決了》 

  人生總是有很多要克服和解決的難題，這就比如我學踏

自行車的那一件事情。 

  我剛剛升上三年級的時候，我看見別人踏著自行車很好

玩似的，我非常不服氣，因為我不會踏。回家後，我便吵著

爸爸要買一輛給我，他經不過我三寸不爛之舌，就答應了。

不久，爸爸買來了一輛很漂亮的自行車給我，我便馬上叫爸

爸帶我到公園練習起來。 

  開始的時候，爸爸在自行車的後面扶著我，沒練幾個來

回，我就覺得自己已經練得非常好了，便叫爸爸放手，讓我

自己踏。沒到十秒鐘後，我便重重地跌倒在地上，但我沒有

灰心，繼續練習。在無數次跌倒和練習，我終於成功了，現

在我踏得很熟練了，學會了自如地起動、停下和剎車。 

  從這件事中，我明白到「凡事也不要氣餒，失敗是成功

之母。」幼苗要經歷風雨和吸取陽光之後，才能茁壯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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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E陳熙澄  

《我家新增的房間》 

  如果要我選擇在家裏新增一間房間，我會選擇新增一間

我的密室。 

  我的密室內有一個傭人機器人，它只要有我的命令，就

會任我使喚。房內的書櫃有一個暗藏的按鈕，你只要把書拿

開，按一下按鈕，門就會打開讓我進入另一間房間。這個房

間就是我的卧室，沒錯，這就是傳說中的房中房。 

  我的卧室有獨一無二的穿梭衣櫃，只要你打開穿梭衣

櫃，再說出你想到的地方，它就會帶你去，而且保證令人玩

得盡情，玩得痛快，所以我常常邀請同學跟我一起到處去。

有人問我：「你為甚麼會想要這個衣櫃呢？」我說：「因為我

喜歡環遊世界各地。」 

  新增了這個房間之後，我變得更喜歡學習，因為可以從

玩樂之中學習到知識；我和朋友之間的友情也增加了不少，

我在班裏面也很受歡迎呢！我的成績也進步了不少，爸爸媽

媽也為我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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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E李錦源 

《我做到了！》 

  溜冰，猶如登上華山，難中之難，看着我的朋友在溜冰

場上自由自在滑行，但我只可以在看台上觀看，讓我十分羨

慕。 

  對我來說，溜冰時的每一次跌倒，就猶如從華山頂上跌

下谷底，每一次都讓我感到十分疼痛，但看到朋友們溜得這

麼開心，我立下決心，一定要學會溜冰。 

  每逢星期六、日，我都會到溜冰場練習，為了加強我的

平衡力，我試着單腳走路，但每一次都失敗了。於是，我便

去請教溜冰老師，不過老師要我做的練習，我每一次都做不

成，但老師不斷的鼓勵使我堅強起來。因此，我下定決心，

一定要做到，名人伏爾泰說了一句名言：「要在這個世界上

獲得成功，就必須堅持到底，至死都不能放手。」這句話推

動了我。最後，我經過無數次的失敗，終於學會了溜冰。 

  我明白到成功的秘訣是「失敗是成功之母」，遇到挫折

也不可以放棄。 

 

 

 

 

(16-17) 5E余詩琦 



34 
 

《如何節約能源》 

  地球上的天然資源有限，終有一天會被我們消耗殆盡

的。因此，我們應該節約能源，為地球出一份力。 

  首先，我們要節約用電。例如：我們應白天關燈，晚上

才開燈，這樣既能節約用電又能減少金錢支出。我們也可以

把家裏不需要用的電器關掉。我們不要在天氣不太熱的時候

開空調，這樣也能節約用電。 

  其次，我們要節約用水。我們應把洗米水儲起，用作澆

花、洗手、洗菜、洗碗……我們也應用花灑洗澡代替浸浴，

這樣能減少使用大量的水，即使是用花灑洗澡，也不應洗太

長時間。我們要減少用紙，因為在製造紙的時候會使用大量

的水和能源。 

  最後，我們要將廢物循環再造。將已雙面使用了的廢紙

放入回收箱，廢紙就會被製成新的紙張。我們也可以將用過

的塑膠瓶放入回收箱或自行製成筆筒、花瓶等工具。 

  總的來說，我們應減少使用地球上的天然能源，為保護

地球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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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5E梁竣煒 

《我的第一次》 

  有一天，媽媽為了獎勵我的測驗得到了理想的成績，於

是，她便買了一盒模型送給我。 

  不過，當時的我根本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砌模型，雖

然，我沒有甚麼信心，但是，我也開始了嘗試。剛開始砌的

時候，我還看不明白說明書，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它，然後，

我照着圖示，由模型的頭部開始拼砌。 

  過了一會兒，我已經完成了模型的頭部，下一步開始拼

砌身體部份。這個部份的零件十分精細，使難度增加了不

少。但我仍然興致勃勃、按照步驟繼續完成餘下的部份。最

後，我將模型的頭、手、腳和身體組裝在一起。我的《龍珠》

模型就完成了！ 

  看着我花盡心思完成的模型，我感到很興奮和很有成功

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