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時空，回到漢朝》6B 黃恩琪 

今天下午，我在津津有味地看關於緹縈拯救父親的書，忽然頭

有劇烈的頭痛，然後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我睜開雙眼，發現人們穿著古舊的服裝，古色古香的建築，人們

的髮形都⋯⋯難道我穿越時空了？在前面，我看到一位商人在與一名

醫生爭論不休。只見那位商人大聲叫嚷，説：「你這個庸醫！竟然用

藥害死我的妻子，氣死我了!氣死我了！」啊！原來我從書中穿越到

漢朝！我跑過去，向商人説：「你不要誣告人啊！」然後眼前一暗，

我又穿越到一間四合院。我看到一位小姐在哭泣。 

 

   其中一位小姐看到我説：「緹縈！你終於回來了！父親，他⋯⋯」

我馬上知道原來我是緹縈，就説：「姐姐們不要哭了！我會跟父親一

起去長安！説完，一陣風把我吹到長安，我看到淳于意正在步出家

門，接受肉刑，他淚汪汪的眼淚像一顆顆珍珠一樣流下來。而我也

禁不住淚水流下了淚水。我攙扶著他前往長安。 

    送完淳于意後，我住進一家小店，心想：要怎麼救他呢？啊！

我想到了！根據書中講述，緹縈寫信給漢文帝，我馬上寫信給漢文

帝。我匆匆忙忙地帶著信向皇宮跑去。 

 



我在皇宮等了許久，於是我唱起悲歌來。悲傷的歌聲傳入文帝耳

裏，他不禁疑惑起來，並問：「為何有女子在宮外悲歌？來人！傳她

上殿！」 

    「小女孩，你因何事唱悲歌呢？莫非有甚麼冤情？」文帝問。

我忍著眼淚回答説：「皇上，我父親為官，當地人都説他清廉公平，

如今犯法，應當受刑。但是，我為受刑而去世的人悲傷！為受刑而

失去肢體的人痛心！失去了肢體不能再長出來！這樣的話，他們即

使想要改過自新，也沒辦法，沒機會了！」文帝聽完後深受感動，

説：「確實太可憐了！失去的肢體無法重新長出來，朕應該像父母一

樣愛護我的人民！好！朕決定從今以後廢除肉刑！」呼！我終於放

下心頭大石了。這時，我的頭又痛起來，眼前又暗，回到現代。 

 

    著名的歷史學家班固有一句詩説：「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

縈。」説的就是緹縈救父親的故事。怪不得我會穿越到這個故事

呢！緹縈的勇氣，她的孝心，永遠都會給人銘記，流傳萬世。 



6B 李健龍  我最懷念的人 

東流逝水，葉落紛紛，荏苒的時光就這樣悄悄地，慢慢

地又無情地消逝了，餘輝下的影子再也找不到了。 

       那年初夏，我和爺爺來到「金黃的大地」，蔚藍的

天空與透徹的大海成為一道難以辨別的弧線，抬頭望去，

一顆火球懸掛在空中，把四周的雲彩都燒化了。海灘上，

排球網矗立在沙面上，一顆排球從上方走過，停留在我的

臉頰上，驕傲的爺爺笑了笑，彷彿在嘲笑我，火冒三丈的

我，與老當益壯的爺爺發生了一場激戰，細聽下，沙灘上

充滿了歡笑聲。 

       累得雙腳發軟的我們，靠在松樹下，被陰影庇護

着，清風徐來，為我們拭乾了熱汗，忽然一道嚴肅卻語重

心長的聲音傳來，「你要像松樹一樣，成為一位堅貞不屈

的男子漢。」爺爺説。我微笑着點點頭，答應了爺爺，聊

着聊着，太陽從天邊漸漸墜下，渲染整片天空，它讓別人

看見它的可貴，在它身上，我看見了爺爺的影子⋯⋯ 

        恍惚間，在日月的折磨下，白髮按耐不住寂寞，

從爺爺的頭頂跑出來透透氣，時光跑得飛快，卻忘記帶走

爺爺臉上的皺紋。每當路過那片沙灘，每當來到這顆松樹



的身旁，每當拿起排球，我都記憶猶新，時間彷彿仍然停

留在那年初夏，不過一切都變了，沙灘上少了我們的足

跡，清風再也無法為我們而吹動，餘輝下少了我們的影

子，我的身旁少了往日的您⋯⋯您現在又能否拿起排球，再

與我一戰？ 

 



 

6B 周子淇 一件童年往事 

在童年的時候，每個人也會有一個疼愛自己的人。每當我看

到這枝鋼筆，就彷彿回到四年前的暑假。 

記得那時，我正在和表姐玩遊戲，舅舅突然走過來，指着一

張紙說：「這張紙是誰寫的？」「是我寫的。」然後，舅舅叫我進

入他的房間，我感到十分疑惑。舅舅的書桌上放着一本練字冊和

一個黑色的小盒子，舅舅讓我坐在書桌前，他站在我的旁邊。舅

舅緩緩地打開了那個小盒子，裏面「躺」着一枝鋼筆，舅舅拿起

這枝鋼筆，並翻開練字本，我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要和我一

起練字啊！我只好硬着頭皮，讓他握着我的手，一起練字。過了

一會兒，我開始感到不耐煩，嘟着小嘴，向舅舅抗議，他看見我

這樣子，便對我説：「正所謂『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你

要有耐心啊！」接着，他在練字冊旁邊寫了幾個字，我感到十分

驚訝，「這就是我每天都練字的結果了。」    

光陰似箭，我要離開舅舅家了，臨走前，他送了這枝鋼筆給

我，並叮囑我要好好練字。數月後，媽媽告訴我舅舅已經離去

了，我頓時感到晴天霹靂，眼淚奪眶而出，像瀑布一樣傾倒下

來。 

我想對舅舅說：「謝謝您！您在天家還好嗎？你過得開心嗎？

我很想念你。您能進入我的夢鄉，聽我細數學校的趣事嗎？」 



6B 高想 最懷念的人 

   人生裏總有幾個懷念的人，可能他們在世，也可能 

已經離開了我們。而我最懷念的人———奶奶。 

奶奶有一頭白髮，嘴角總是向上翹，令人感到親近。

那一年暑假，其中一樣暑期功課是畫一本英文書。我和爸

爸毫無頭緒，爸爸一時激動下，把畫書的紙撕破了，我哭

了起來。奶奶給我找了兩張白紙，爺爺幫我把紙釘成一本

書，湊合着用。奶奶見我還在哭，説：「到表哥家玩，冷

靜一下。」我回家才知道，原來奶奶為了我責備爸爸，更

和他大吵一頓。 

    在八月尾，暑假也快結束。我回港前，奶奶跟我説：

「回到香港後，緊記要努力讀書，路上小心。」説完後，

爸爸便駕車。我望着車窗外奶奶的身影漸漸模糊了，是淚

水滴下，或是我已經遠離奶奶呢？ 

    這件事永遠刻在我心裏。我和奶奶的感情是一團熾熱

的火，永不熄滅。她對的愛是如此的深，又是如此獨一無

二。當我傷心時，她安慰我;當我犯錯時，她包容我。我一

直想跟奶奶説：「奶奶，一年不見，你在故鄉生活安好

嗎？我很好，不用擔心我。」 



6B 張梓烽 最懷念的人 

每當我吃別人做的紅雞蛋時，儘管做得再好吃，我都覺

得不及太婆做的好吃。 

在每一年的暑假裏，我們一家人都會回鄉探望太婆。 

而我每次回鄉前都會非常心急，因為我在探望太婆前，心

中都會記下了一些想對她說的話。 除了和太婆訴說我的近

況外，最令我期待的就是吃太婆親手做的紅雞蛋了。 

太婆做的紅雞蛋不知為何，比別人做的都好吃，連媽媽

都做不出太婆的味道。我們問她是否有甚麼祕方，可她每

次都是隻字不提，所以我只能在回鄉時才能嚐到那味道。 

除了她的紅雞蛋很好吃外，她對我也很好。有一次，太

婆帶我到公園玩耍，我一時貪玩，打算爬到樹上，但我的

抓力不夠好，導致我直接從樹上跌下來。太婆立刻走來把

我抱到座位上，一邊替我拍拍手腳上的灰塵，一邊說 

：「以後不要貪玩了。」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太婆對

我的愛。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導致我們無法回鄉探

望太婆，我多麽希望我能立即回鄉，跟她訴說我的近況，

和吃她那美味的紅雞蛋。 



6B 陳浠漩 我最懷念的人 

你有懷念的人嗎？如果時光倒流，你想再看見誰？而我

腦海中馬上浮現出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所有的事情

都會被人看在眼內。」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小時候，我、爸爸、媽媽和外公一起住，因為爸爸

媽媽常常上班的關係，大部份時間也是外公在陪伴我。外

公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疤痕，他告訴我，這些全都是他

當年英勇的戰績！我問他：「所有海盜你也和他戰鬥過

嗎？」他便一一告訴我很多他和海盜戰鬥的故事，所有海

盜都敗在他手下！我天真地為公公喝采，說：「外公，你

真厲害！」後來我才知道，那些疤痕，都是外公動手術留

下的，您的身教，讓我明白「面向陽光，沒有衝不破的風

浪！」 

      外公常常說：「孫女，你看見那一座山嗎？再過一

段時間，我就會變一個魔術，我會去到那座山的後面，所

有人也找不到我。」「我一定會找到您的，外公！」我

說。那座山，是我家的後山，外公常常說會變魔術，讓所

有人也找不到他。我心想：為甚麼外公好像想告訴我甚

麼，但又不說呢？ 



       後來，公公進醫院了。過了一個星期，爸爸媽媽帶

了我去醫院。去醫院的路上，爸爸媽媽跟我說：「好好珍

惜和公公一起的時間啊！」「為甚麼？」我問。他們沒說

甚麼，只是微微一笑，我也沒有再問了。到了醫院後，公

公問：「孫女，我教你最後一個魔術，好嗎？亅為甚麼是

最後一個？我沒有問，只是猛力地點頭。公公教會了我

後，說：「好玩嗎？記住我說的話，好好生活，天天向

上!」「所有的事情都會被人看在眼內！」我和公公異口同

聲說。我步出醫院後，就再也沒有看見公公了。爸爸說他

已經變了魔術，去了那座山後，讓所有人也找不到他。 可

是，爸爸的眼睛為甚麼紅了呢？ 

       長大後我才知道，外公去世了。雖然很難過，但我

答應了公公好好生活，天天向上 這樣，公公就能看到了，

因為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被人看在眼內。 

 



李健龍  6B    念親恩 

匆匆那年總會留下點什麼。就像花謝了，有花瓣飄落；

紙燒了，有灰燼散落；就算是星星殞落，它還有流星讓人

許願呢⋯⋯ 

       故鄉的家中，打開塵封已久的櫃子，拍去照片上的

灰塵，那短短的頭髮，白皙的皮膚以及像朝露般清澈的眼

眸，仍然清晰可見。 

        我總以為記憶是最容易模糊的東西，在時間的流

逝裏，它會慢慢淡去，可是⋯⋯我錯了，枯燥的人生中，總

有幾個回眸，早已牢不可破地粘在記憶之中。 

        有個回眸叫「夷愉」。年邁奶奶身扛兩副魚竿，

卻從沒發出「哼」，來到一望無際的水塘，湖面與藍天連

成一片，叫人分不清哪裏是天，哪裏是湖。只見奶奶拿起

魚竿，魚線如離弦之箭，落入湖裏，很快，魚兒們一尾又

一尾地上釣，瞬間，奶奶的臉上掛起了一道彎彎的月亮，

可是我的魚竿卻不見晃動，暴躁的心情使我扔下了魚竿，

向魚兒們怒吼，忽然，奶奶笑了笑：「常言道『如果不能

耐心地等待成功的到來，那麼只能等待一生的失敗了』你

做事要有耐心，釣魚也是如此。」那句話當頭棒喝，我

說：「我明白了！」魚兒逐漸上鉤，帶着今天的收穫，我

們向家的方向跑去。晚霞染紅了整片天空，是如此的璀



璨，是如此的美麗，但卻又如此的短暫，而奶奶的壽命猶

如那美麗的晚霞⋯⋯ 

          還有個回眸叫「悲傷」。不久後，媽媽馬不停

蹄地趕回來，吞吞吐吐地告訴我：「奶奶⋯命不久矣了。」

來到醫院，奶奶臥倒在病床上，蒼白的頭髮、灰沉的臉孔

還有那冷黑的嘴唇，幾乎毫無生氣，痛人心扉。我撲在她

的身旁，雙手撫摸着她的臉龐，那一條條曲折不均的條

紋，在奶奶的臉上逗留了多久？為何我從來都不知道？眼

裏泛着淚光，一滴又一滴地落在奶奶的手上，沾上淚水的

雙手卻仍然喚不醒她。隨着「嘟」的一聲發出，淚水不再

受我的控制，像瀑布般傾斜而下，奪眶而出。 

          「花有再開的那天，人有重逢的時候嗎？」奶

奶離我而去，可是也正因如此，我發現時間是多麼短暫，

如果時光可以停留，歲月可以更改，奶奶可以伴我成長，

那該多好！每當我走過水塘，每當我拿起魚竿，每當我拿

起這張照片，您就彷彿在我身旁，在我生命中引領着我走

入正路，您既然陪伴了我走過人生的開端，那又為何不能

與我走到人生的結尾？歲月無情，它帶走了您的生命，卻

留下我對你的想念，思念早已成海，而您能否跨越這片汪

洋大海，來看看我？ 



 

6B 周子淇 一件童年往事 

在童年的時候，每個人也會有一個疼愛自己的人。每當我看

到這枝鋼筆，就彷彿回到四年前的暑假。 

記得那時，我正在和表姐玩遊戲，舅舅突然走過來，指着一

張紙說：「這張紙是誰寫的？」「是我寫的。」然後，舅舅叫我進

入他的房間，我感到十分疑惑。舅舅的書桌上放着一本練字冊和

一個黑色的小盒子，舅舅讓我坐在書桌前，他站在我的旁邊。舅

舅緩緩地打開了那個小盒子，裏面「躺」着一枝鋼筆，舅舅拿起

這枝鋼筆，並翻開練字本，我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要和我一

起練字啊！我只好硬着頭皮，讓他握着我的手，一起練字。過了

一會兒，我開始感到不耐煩，嘟着小嘴，向舅舅抗議，他看見我

這樣子，便對我説：「正所謂『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你

要有耐心啊！」接着，他在練字冊旁邊寫了幾個字，我感到十分

驚訝，「這就是我每天都練字的結果了。」    

光陰似箭，我要離開舅舅家了，臨走前，他送了這枝鋼筆給

我，並叮囑我要好好練字。數月後，媽媽告訴我舅舅已經離去

了，我頓時感到晴天霹靂，眼淚奪眶而出，像瀑布一樣傾倒下

來。 

我想對舅舅說：「謝謝您！您在天家還好嗎？你過得開心嗎？

我很想念你。您能進入我的夢鄉，聽我細說學校的趣事嗎？」 



太平山的日與夜 6B 蕭甯宥 

今天，我和媽媽去到香港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太平山山頂，亦

都是鳥瞰維多利亞港壯麗景色的首選，你一定要去太平山山頂走一

趟，欣賞它的日與夜。 

   當天我們來到舊山頂道後，走在陡峭的山徑上，像烏龜一樣緩慢

地向凌霄閣的方向出發。 

   當我們走到白加道纜車站後，過了不久，便見到一架橘紅色的纜

車停在我的面前，當我們上車後，便見到一個古色古香的燈箱，我

便好奇地問媽媽，媽媽說燈箱上有四個掣，爸爸還說這架山頂纜車

至今已經有一百三十年歷史了，是香港的活寶貝。在纜車上，欣賞

著沿途風光，真是美不勝收。 

     當我們下車後就到了山頂廣場，這裏人山人海、間不容髮，有

的人在吃東西、有的人在自拍、有的人在欣賞凌霄閣的美貌。突然

有一個職員走近來跟我說，其實你知不知道凌霄閣的外型是有所含

意的呢？其實中國是有「禮義之邦」這個美譽，所以設計者就把凌

霄閣造成像一個彎彎的月亮，而概念就是「拱手示禮」，意思就是歡

迎各位來賓來到這裏。當我們走到入口前，入口是一個透明玻璃建

築的，而凌霄閣採用了全玻璃幕牆，既宏偉，又壯觀。 

    我們沿着路旁走，不一會便走到凌霄閣摩天台。在白天，我們



往下看，白茫茫的薄霧，籠罩着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彷如披上神秘

面紗的少女；在黃昏，斜陽夕照下，從薄霧變成橘紅色的雲海，使

我猶豫仙境一樣，顯得儀態萬千；到了晚上，夜幕低垂，山下的高

樓亮起燈光，色彩絢麗，彷彿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萬丈華彩，使

維多利亞港的夜景更奪目耀眼，添加了多份色彩。 

     只要有人在摩天台看過我們香港的美景，你肯定會為這絕色美

景而傾倒，你一定要欣賞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東方之珠」，它是那麼

的璀璨，那麼的耀眼，你肯定會畢生難忘。 



太平山頂日與夜  6B 周子淇 

今天真是難忘啊！ 

早上，我在舊山頂道出發，沿着小徑向前走，一路上，綠樹成

蔭，樹木整齊地排在兩旁，就像站崗的士兵，不顧風雨交加，堅守

着自己的崗位。 

到了白加道纜車站了，從這裏向下望，高樓大廈比肩而立，彷

如一塊塊小積木，高低有序地排列一起；抬頭望去，形狀獨特的白

雲點綴着蔚藍的天空，使它更美麗。欣賞漂亮的景色後，我緩緩地

向着凌霄閣進發。眼見凌霄閣距離我越來越近，它也變得越來越

大，我的心情也越來越興奮。 

到了、到了，我終於到了凌霄閣了，整個凌霄閣的外形融合了

碗形和「拱手示禮」的概念。那個碗形的區域是一艘飄在水面的小

船，是一道高掛在天上的明月，是一個已被切開的西瓜。而街道上

人山人海，人們進出山頂廣場和凌霄閣，享受着美好的時光。 

然後，我上前推開了玻璃門，登上了扶手電梯，來到了凌霄閣

摩天台，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景色都盡收眼底：在早上薄霧中，她就

像純潔的披紗少女；黃昏時，太陽變成了一個頑皮的畫家，他把周

邊的雲霞塗上了不同的顏色，紅色、黃色……他也把大地塗上了金

黃色，什麼東西也沒法從他的手中逃走；夜幕低垂，那幾幢高聳入



雲的大廈彷如一座座水晶柱，散發着銀白色的光芒，大廈上的霓虹

燈紛紛亮起，五光十色，猶如置身於仙境。 

香港「東方之珠」的美譽真的名不虛傳，所以，我們要好好愛

護、珍惜這顆明珠啊！ 



我最懷念的人 6B 陳浠漩 

你有懷念的人嗎？如果時光倒流，你想再看見誰？而我

腦海中馬上浮現出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所有的事情

都會被人看在眼內。」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小時候，我、爸爸、媽媽和外公一起住，因為爸爸

媽媽常常上班的關係，大部份時間也是外公在陪伴我。外

公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疤痕，他告訴我，這些全都是他

當年英勇的戰績！我問他：「所有海盜你也和他戰鬥過

嗎？」他便一一告訴我很多他和海盜戰鬥的故事，所有海

盜都敗在他手下！我天真地為公公喝采，說：「外公，你

真厲害！」後來我才知道，那些疤痕，都是外公動手術留

下的，您的身教，讓我明白「面向陽光，沒有衝不破的風

浪！」 

      外公常常說：「孫女，你看見那一座山嗎？再過一

段時間，我就會變一個魔術，我會去到那座山的後面，所

有人也找不到我。」「我一定會找到您的，外公！」我

說。那座山，是我家的後山，外公常常說會變魔術，讓所

有人也找不到他。我心想：為甚麼外公好像想告訴我甚

麼，但又不說呢？ 



       後來，公公進醫院了。過了一個星期，爸爸媽媽帶

了我去醫院。去醫院的路上，爸爸媽媽跟我說：「好好珍

惜和公公一起的時間啊！」「為甚麼？」我問。他們沒說

甚麼，只是微微一笑，我也沒有再問了。到了醫院後，公

公問：「孫女，我教你最後一個魔術，好嗎？亅為甚麼是

最後一個？我沒有問，只是猛力地點頭。公公教會了我

後，說：「好玩嗎？記住我說的話，好好生活，天天向

上!」「所有的事情都會被人看在眼內！」我和公公異口同

聲說。我步出醫院後，就再也沒有看見公公了。爸爸說他

已經變了魔術，去了那座山後，讓所有人也找不到他。 可

是，爸爸的眼睛為甚麼紅了呢？ 

       長大後我才知道，外公去世了。雖然很難過，但我

答應了公公好好生活，天天向上 這樣，公公就能看到了，

因為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被人看在眼內。 

 



穿越時空，回到明朝  6B 林穎浠 

那天，我在閱讀有關袁崇煥的書藉。突然，我倒了一杯水，我

看到水中的倒影，竟是袁崇煥殺毛文龍的場景，,我碰一碰水中的倒

影,便⋯⋯ 

咦!我竟到了古代，周邊的設計簡單樸素，似古代的刑場，我聽

到有人說:「袁大將軍，午時已到。」聽到這番話，讓我相信這便是

殺毛文龍的情境。我看過去，果然有一個人在刑台上。「殺!」話音

未落，他便人頭落地了。我本想叫袁崇煥不要殺,結果太遲了。我跟

他交談了幾句，並說明了我的經歷，他的神情有點驚訝，不過在我

簡述了他的死法後，他便決心改變歷史。這時侯開始下起雨來，我

又看到水中的倒影，我碰一碰。 

呀，我又穿越到金人準備入關的時候，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一樣，因為袁大將軍在城西，而金人就在城東入關，我問身邊的士

兵借了一匹馬，我快馬加鞭去找他。我通知他金人要來了，他亦相

信我，趕去城東。在去城東的路上，我們有説有笑，殊不知金人己

出發，沿途沙塵滾滾，天空就像被墨水潑灑過似的，黑漆漆一片。 

呀!有一陣閃電打在我身上。我昏了過去。當我醒來的時候，我

已經在現代了。我快查看袁大將軍的死法，發現他被皇帝發配到城

中安享晚年。經過這次穿越後，我親身改變了歷史，我十分震驚。 



穿越時空，回到秦朝 6B 李健龍 

靜謐的走廊，傳來陣陣琅琅書聲：「殺盡降兵熱血流，一心猶

自逞代矛……」忽然，窗外電閃雷鳴，一道白光閃過，霎那間，眼前

一片漆黑…… 

     睜眼之時，眼見金碧輝煌的宮殿出現在身旁。牆壁上，金色巨

龍在此停留，欣賞世間美景。鳳凰遨遊在宮中，龍椅之後，即是它

的家。「報——白起已押至矣！」門口身披鐵甲，手拿奏疏，大聲

吶喊道。一位身穿破爛不堪的白衣男人跪在宮殿中央，衣上有個赫

然在目的「罪」字印在白衣上。 

     「武安君知其罪矣？」一位身披龍袍的人說道，「秦王，朕固

請棄之，唧之謎，復何罪？」那位白衣男子伸冤道，「秦王？那白

衣男子是一代戰神—白起？」我心想。只見秦王青筋暴起，怒摔酒

杯，吼道：「本王命將軍戰，稱病不受命，國有殺傷甚眾，敢問罪

何起！」隨後秦王賜給白起一把劍，叫他自盡，白起仰天長嘆：

「我畢竟有甚謬過，竟變成此？」過了一會笑道：「我固當死，長

平之戰，趙降者數十萬，吾詐盡坑之，足以死！」正當他舉劍割喉

自盡之時，我跑出來，大喊一聲：「且慢！」 

    「來者何人？」秦王皺起眉頭，一臉疑惑地問道，我慌忙答

道：「還秦王，小人卒也，而殿下萬不可妄殺白起，可謂秦之大功



臣，自今將護汝盡，免為荊軻所刺。」秦王見我說得頭頭是道，便

叫人放了白起，藉此，我越說越起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告知了

秦王。秦王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范睢在背後搬弄是非！秦王怒吼：

「來人，把范睢拖出去斬了！」「不，殿下，聽臣解釋⋯⋯」 

     正當大刀即將砍下范睢的頭時，突然，我的額頭感到些許疼

痛：「咦？粉筆？」耳旁傳來一陣聲音，白光閃過，「咦？老師也

回到秦朝了嗎？」我睜開朦朧的雙眼詢問道，「你發甚麼春秋大

夢」、「給我認真上課！」老師大吼。「功成若解求身退，豈得將

軍死杜郵」走廊再次充滿了讀書聲。 

 



 畢業旅行  6B 李健龍 

每當我看見這張照片，回憶總會情不自禁地噴湧而出。 

   「我們畢業了！」漫天飛舞的考卷，成了學生們渲洩壓力的道

具，「接下來就好好享受畢業旅行吧！」老師捂着嘴，哽咽地説

道。 

乘坐着校巴，向目的地出發，一路上，同學們有的哼着小曲，

唱着歌，有的吃美味的零食，有的靜靜地玩手機。一踏入草坪，嫩

草的香味撲鼻而來，同學們按耐不住寂寞，向遠方的躲避球場跑

去，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驕陽似火，天空之下，一道球形的影子飛馳而過，在它接觸人

們身體那一刻，球場上便少了一個人的影子，汗水揮灑在草坪上，

幾個人早已汗流浹背，可誰都不願認輸，球形影子來回穿梭，漸漸

地它越來越快，直到球場上再無人影。同學們哈哈大笑，只因他們

得到了快樂。 

這次旅行讓我終生難忘，是平常一個人玩耍所得不到的快樂，

往後餘生，我一定會再約同學們再來一場「激戰」！ 

 



難忘校園 6B 李健龍仲 

夏夜的夢，迷離又荒誕，欣喜又沉雜，我們相遇在夏季，也終

究離別在夏季。 

    夏季的確是個熱烈而倉促的季節，同時又是漫長的。在玉蘭花

開，合歡綻放的日子裏，教室裏瀰漫着努力的汗水與陽光的熾熱，

寫滿畢業寄語的留言本，傍晚下沉的落日，風揚起的裙襬，我們紅

了的眼框，但這些都不是故事的句號，而是逗號。 

    六年的青春轉瞬即逝，六年的小學生活仍歷歷在目，母校的一

草一木，一磚一瓦是那麼熟悉，那麼的親切。 

    春蠶一生沒說過自詡的話，那吐出的銀絲就是丈量生命價值的

尺子。敬愛的老師，您們用了多少彩筆耕耘，您們用了多少汗水澆

灌，您們用了多小心血滋潤! 

老師們，還記得我這個曾經跌落谷底的學生嗎？小學生涯快結

束了，但人生的篇章我們尚未踏遍，就在中學面試結果放榜時，手

上一張錄取通知書都沒有的我，雖在逞強，嘴上說着沒事，但淚卻

投了降，半夜三更，自己裹着被窩，哽咽落淚，淋濕了大片枕頭。

上課也悶悶不樂，而您們卻一眼看穿我的心思。有一天，您叫我到

圖書館，正當我以為有甚麼事時，您卻問了我一句：「你最近不開

心嗎？」明明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問候，但卻令我淚流滿面，漸漸



地，我向您敞開心扉，和您娓娓道來：「兩手空空的我，總覺得自

己的未來充滿了黑霧。」你鼓勵我：「這沒甚麼大不了的，未來在

等着你，成長路上的障礙還有很多，你怎能放棄？」曙光好像在您

身上點亮了，指引我走出黑暗，是您那信任的目光，和藹真誠的神

情鼓舞了我，在您循循善誘下，我慢慢與日俱增，不再懼怕黑霧籠

罩心田，不在畏懼萬尺高峰的泥石，感謝您出現在我的人生裏。 

    天真的我們曾經以為，校服是種約束，後來才知，那是最無憂

無慮的日子，熱鬧的生日會，洋溢歡聲笑語的午飯時光，被清風吹

得好遠。無論如何，幾年同窗，你我朝夕相處，結下深厚友誼。同

窗的韶華，我們沉寂在知識的海洋裏，渡過了美好的歲月。俗語說

「天下沒有無不散之宴席」新的人生要開始了，能和你們一起共享

一個行星和同一段時光是我的榮幸，從此我們奔向各自的未來，願

你們前程似錦；歸來仍是少年。 

    望着學校的各個角落，我思緒萬千，想到再過一陣子就要離

開，心裏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教學樓上印着我成長的足跡；教室

裏，充斥了數不勝數的趣聞。母校，就像一位慈祥而嚴格的母親，

無時無刻地在撫育我長大。 

    在夏天遇見的，就在夏天告別吧。寒來暑往，秋冬收藏，希望

我們來日方長。 



 難忘校園 6B 曾柏予 

還記得當初入讀母校時，我只是一位小學五年級生，我當時

就像一顆小樹苗。但經過老師悉心的栽培後，我已長成一顆蘋果

樹。而樹上每一顆蘋果，都是我的經歷，以及難忘的回憶。現在，

我要摘下最後一顆關於母校的蘋果，就是我在小學生活的回憶。 

    回憶當初，我因為搬家才轉來母校就讀。我喜形於色，十分高

興。剛入讀時，我已感受到老師對我的無微不至；我也學會了不同

的知識；也體驗到同學生的關顧，沒有一天是愁眉不展，心煩意亂

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轉眼間又六年級了。可是，我感歎時間過

得太快，一天復一天，跟老師及同學相處的時間漸漸減少。時間

啊！你怎能那麼絕情！ 

     回想起難忘的事，可以說是比泉水更多：記得我在六年級的時

候，我們去了旅行。我們在談情說笑，一起玩集體遊戲，全程開懷

大笑，大快人心。 

        可是，轉眼又是離別的時候，我淚如泉湧，又無可奈何。

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小學只有六年生涯呢？我真的希望在母校繼

續成長，在老師的教導下學習啊！我的母校——禧年（恩平）小

學，感謝你！我永不忘記母校的愛與關懷！雖然我不捨得母校，但

我們總要分離。再見了！親愛的校園；再見了！溫柔的校長；再見

了！和藹的老師；再見了！可愛的同學。 


	《穿越時空，回到漢朝》6B 黃恩琪
	6B 李健龍  我最懷念的人
	6B 周子淇 一件童年往事
	6B 高想 最懷念的人
	6B 張梓烽 最懷念的人
	6B 陳浠漩 我最懷念的人
	6B李健龍_念親恩
	一件童年往事 6B 周子淇
	太平山的日與夜 6B 蕭甯宥
	太平山頂日與夜  6B 周子淇
	我最懷念的人 6B 陳浠漩
	穿越時空，回到明朝  6B 林穎浠
	穿越時空，回到秦朝  6B 李健龍
	畢業旅行  6B 李健龍
	難忘校園 6B 李健龍
	難忘校園 6B 曾柏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