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A黃銳波 

《原來是個夢》 

    一個星期天，爸爸答應和我去主題樂園。突然，爸爸的袋中發出一些聲音，一看，原來

是爸爸公司打電話來提醒爸爸要加班。我驚訝地說：「那麼今天的旅行不是泡湯了嗎？」他說：

「那我也沒有辦法，工作比玩樂更重要。」我大聲地喊：「你每一個星期天都跟我說可以去主

題樂園，但你每一次都爽約。」爸爸愛理不理地走了。 

    爸爸出門去到公司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竟然變成了爸爸坐在辦公司裏工作。天呀！

我驚訝地叫了一聲，看，桌子上那堆積如山的文件，爸爸每天都要處理那麼多的文件，難怪

他每天都要加班。爸爸的老板說：「這裏還有一疊呢！你還不趕快完成，沒有完成不可以回家。」

我終於明白爸爸有多辛苦了。我拼命地做，這才完成了一疊，還有一疊還沒有做過呢！真是

太辛苦了！ 

    突然，我聽到一聲音，原來是上學起床的鈴聲。醒來後，才發現這個原來是一個夢。我

深深感受到爸爸上班原來是很辛苦的。 

 

6A黃灝生 

《原來是個夢》 

    今天是星期一，沒有人叫我起床，媽媽起床時我就問媽媽：「為什麼我今天不用上學？」

媽媽說：「我想你今天好好休息，所以我向學校請假。」因為我還沒有吃早餐，所以我問媽媽

可不可以吃麥當勞，媽媽馬上開車到麥當勞買外賣給我吃。 

    下午時，姐姐回來，她買了汽水和薯片給我，我十分高興，我一邊玩遊戲機，一邊吃薯

片。當我玩到累時，我就問媽媽：「今天要不要做功課？」媽媽說：「休息是最重要的，不用

做。」 

    晚上時，爸爸放工回來，他買了海膽壽司和可樂，所有都是我最喜歡的，他買了一部新

遊戲機給我，我馬上擁抱爸爸和說一聲多謝。當我開可樂時，「砰」一聲，令我從夢醒來？我

起床時發現媽媽書桌上準備了練習給我做。我笑  

 

6A鄧曉呈 

《原來是個夢》 

    你做過夢嗎？我做過夢。有一天，我和家人一起看愛回家之八時入席，我看到劇集中女

主角：細姐煮的食物十分美味可口。我想：如果細姐來到我的家裏煮食物就好了。 

    正當我看電視的時候，突然有人敲門，那人正是細姐，她說是來教我煮食物的，真是令

我十分高興和驚訝。煮的時候，我學會了很多烹飪的技巧和享受烹調的樂趣。我們煮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食物和芳香撲鼻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還讓我細味品嘗所有美食，今我一試難

忘，不勝感激細姐教導我烹調不一樣的美食，希望她有機會可以再來我家教我煮更多不同種

類的美食。 

    當我還在想下一次要煮

發生的事情原來是一個夢。雖然如此，但我希望總有一天能成為煮得一手美食的廚師呢！ 

 

 

 

 

 



6A鄭珈錡 

《原來是個夢》 

    一天，後母和爸爸想掉下我和哥哥，所以故意帶我和哥哥去到一個距離家很遠的森林留

下我們。由於哥哥早已知道他們的計劃，所以哥哥在出發前收集了很多小石。 

    第二天，後母很早已叫醒我們，還告訴我們今天會去森林。出發了，哥哥在沿途不停掉

小石在地上，因為這樣我們就懂得回家，所以最後我們都平安回家。 

   第二天，後母又再次帶我們去森林，這次哥哥拿了吃早餐的麵包來做記號。不料，我們回

家時，這些記號全都不見了，是因為那些小鳥吃掉了。 

    突然，有一隻小鳥飛在我們旁邊，帶了我們去一間用糖果做的屋子。由於我們又累又餓，

所以我們不停吃屋外的食物。突然有一位親切的婆婆在屋內走出來，她竟然邀請我們進入屋

內，還請我們吃很多美食。入夜了，婆婆突然變成了一隻怪物，她還捉緊我們想吃掉我。在

這一刻…… 

    突然聽到媽媽叫我的聲音。原來是個夢！ 

 

 

 

6B李天慧 

《原來是個夢》 

    「 我竟然置身在國家甲！我環顧

四周，看見國家甲的領導人

然後把影片放到國家網頁，向其他國家炫耀自己的軍力。 

    正當我想對他破口大罵之際，忽然眼前一黑，然後便不醒人事……當我再度張開眼時，

只聽到如雷貫耳的歡呼聲，仔細一看，看見國家乙的未來總統在發表他的「偉論」，他誇張失

實的言論和虛偽的笑容讓我感到十分反感。相比於對他的討厭，我更加擔心國家乙的人民以

後的生活…… 

    場景一轉，轉成國家丙與國家丁開戰的場面，耳邊傳來的子彈聲令我的神經瞬時繃緊，

隨

在逃命的過程中，我一不小心便踏空了，我頓時跌倒，跟大地「親吻」。 

    我痛得大叫一聲，然後睜開眼，看到的只有家中的天花板，我才意會到我回到家了，啊！

原來是個夢！不過這個夢讓我明白到世界各地每日都有不同的不幸，我應該好好珍惜，不應

該身在福中不知福！ 

 

6B周洛依 

《原來是個夢》 

    新聞：地球將於五小時後消失，世界末日來臨了。我心不禁嚇了一嚇，這世界將要結束？

我的眼淚不禁湧出來，整個人跌坐在沙發上。沒有好好珍惜時間，現在就開始後悔了。 

    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沒有辦。怎麼辦？我還沒有幫外婆慶生，還沒有做完功課，還沒有

出席比賽。我心情既焦急，又絕望。 

    今天的世界是黑暗的，是淒涼的，我們只有五小時的時間，只有五小時的時間來完成我

的心願。 

    完成心願後，我便睡在床上，像是默默地等待死神的來臨。劇烈的搖動把我從睡夢中驚

醒，我想我會一直這樣睡下去。 



    「鈴鈴鈴……」起床啦，快要遲到了。我慌忙地跑了出去客廳，我的一切沒有消失，世

界沒有消失。我以後會更加珍惜我擁有的一切，絕對不會再浪費時間了。 

 

6B姜敏婷 

《原來是個夢》 

    一早醒來，我看見我坐在一張很大的床上。怎麼可能呀，我的床明明很小的。我竟然看

見了我最愛看的《風鈴之絆》中其中一個人物─ 叔。 叔笑呵呵地走過來，這怎麼可能是

真的？我嚇得連連後退，眼淚快要湧出來了。 叔臉露擔憂之色，問：「小姐，你怎麼了？」

我慢慢平復自己的心情，心想：難道我進入了書中的世界？若果是真的，那我現在的身份應

該是莫可淩，而我的哥哥則叫莫佐毓。我故作輕鬆地問：「現在幾多點了？要上學了嗎？」

叔回答我，說：「小姐，你現在該上學了，少爺今天沒空，你要司機送你上學了。」我點點頭，

便以莫可淩這個新身份上學了。今天過得特別有趣，轉眼就要放學了。我依依不捨地告別這

間對我十分特別的學校後，便回到莫家的別墅了。今天，我不停地思索，這是夢嗎？我百思

不得其解，便無奈地到餐廳吃飯了。 

吃過晚飯後，我癱在「我」的床上，淺淺地歎了一口氣，便沉沉地進入夢鄉了。忽然，

我看見我的媽媽親切的樣子。她說：「要起床啦，要上學了。」我恍然大悟，原來剛才一切都

是夢。我不由自主地哈哈大笑，這真是一個有趣的夢！ 

 

6B黃靖婷 

《原來是個夢》 

    我從夢中驚醒，幸好這原來只是個夢，嚇得我以為那個未來的世界是真實的世界。我的

夢是這樣的…… 

    今早約六時我就被「轟轟」的打樁聲吵醒了，但我仍十分睏，於是，我便嘗試再睡覺。

誰料，那些打樁聲越來越吵，我只好睡眼惺忪地醒來。 

    我刷完牙後，便去煮早餐，我拿出了雞蛋、午餐肉、火腿等食物，煮完後，美味的早餐

出爐。看似津津有味。我差點兒忘記了洗手，於是我直奔去洗手間洗手。當我扭開水喉，污

水傾瀉而出，頓時嚇呆了，那我就想去超級市場。 

    我換好衣服後，我就下去超級市場買水。下去後，我發現那些空氣十分混濁，空氣還是

灰色的。突然，我喘不過氣，便暈倒了。我醒來後，發現自己身處醫院，護士對我說：「你已

是第七百個病人，因空氣污染而入院。」 

    這下子，我從夢中驚醒，我學會了愛惜環境，並且要坐言起行，不然，這就是真實的未

來世界。 

 

6B趙凱敏 

《原來是個夢》 

    今天，我一如既往地上學。我想立刻回校與朋友談天說地。說說昨晚電視劇的內容，說

說自己的秘密。說說最近的潮流等等。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突然，一位其貌不揚的叔叔走過來，並說：「你喜歡哪個卡通人物。」我告訴他：「『人見

人愛，車見車載』的吉蒂貓！」一說起便興高采烈了，叔叔說：「不如到我家去，我家有許多

吉蒂貓的掛飾。」   

    媽媽曾經再三叮囑我不要聽從陌生人的話，但我聽說到吉蒂貓的掛飾，就立刻把這句話



眩。原來是那一位叔叔用一條充滿酒精的毛巾掩 我的口鼻。 

    迷糊中，我依稀聽到一把低沉的聲音說：「你的女兒已被我綁架了！快拿一百萬元給我。」

我清醒後才發覺我的雙手和雙腳被綁住了。我心想：怎麼辦呢？媽媽，救救我吧！「嗚……

嗚……」我的淚猶如一條瀑布一樣，快快地流下來。 

    「該起床了！要不然就遲到啦！」媽媽正在叫我起床。我一身都是汗。我心想：原來是

個夢。雖然這只是一個最普通，最平凡不過的惡夢，但是我卻能體會一個重大的道理，就是

一句俗語：「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即是要聽從長輩對我的叮囑。這個夢，給我重大的

啟示；這個夢，令我刻骨銘心；這個夢，我會好好回憶。 

 

6B劉凱甄 

《原來是個夢》 

    我，遠處有一道神秘而夢幻的藍光射向漆黑的

大地，我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走向藍光，突然一股強大的力量衝我而來，我漸漸失去知覺。  

    「姐姐，姐姐，快起來！」我被一把清脆的聲音吵醒了，朦朧間，我看見一對燈籠般的

大眼睛正朝我熱切地張望，那對又大又長的大耳朵像芭蕉扇般左右搖擺，那藍色短小的身體

像冬瓜般站在我面前。這不是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史迪仔嗎？我喜出望外並擁 他。但我

立刻發覺周圍的環境很陌生，原來這是史迪仔在外太空的家！我大吃一驚，但好奇心掩蓋了

恐懼，於是，我便決定參觀史迪仔的家。 

    史迪仔的家擁有尖端的科技。例如：當你想喝水時，它便出現在你的眼前，想要甚麼，

就有甚麼！我們玩得不亦樂乎，但疲倦的感覺湧上心頭，最後，我們躺 聊天，談天說地…… 

    我睜開眼，又決定要和史迪仔玩，但我發現我手上抱 的只是史迪仔布偶！原來是個夢，

一個美妙的夢！ 

 

6B陳心悅 

《原來是個夢》 

    

上學要緊！不一會兒，我就背起書包出門口了。 

    回到學校，一位和藹可親的糾察跟我說：「這位一年級同學，我帶你到集隊位置吧！」一

年級？原來我回到了一年級的時候，怪不得媽媽送我上學，我恍然大悟。能夠回到一年級輕

鬆的時候，我心裏樂滋滋的。我也看見一年級同班同學和班主任，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呈現在

眼前，令我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上到課室，同學們打開課本，課本上的是易如反掌的加法。老師在黑板上寫字；同學都

踴躍地舉手；走廊不時有老師主任經過，這個情境不禁令我想起一年級的生活。「叮噹─叮噹」

鐘聲響起，同學一窩蜂地走到課室的四處，與好友玩耍。  

嗎？怎麼又回到家中的？媽媽再說：「別做夢

了！」「原來是個夢！」我說。我還有一年就見不到小學同學，如果我真的能回到一年級就好

了！ 

 

 

 

 



6C陳芍凝 

《原來是個夢》 

    今天在上常識課時，老師在講解偉大科學家愛迪生的經歷，由於我昨夜太晚才睡，所以

我睡著了。 

    當我打開眼時，我看見自己穿上了白袍，帶上了眼罩，我聽見站在我旁的男士不停地叫

我拿這樣，拿那樣，當我看真些，原來是「電燈之父」愛迪生，我頓時嚇得不知所措。我見

他拿著筆在桌子上畫來畫去，就知道他還在研製電燈，但我已經知道所有原理和材料，身為

他的助手，我就將我所知的一切都轉告給他，當我們開始製作時，我負責出外買材料，但當

我以為買這些材料是十分簡單的時候，原來在這個年代要買電燈的材料是十分困難和辛苦。

當我辛辛苦苦，終於買夠材料時，回到實驗室還要把這些小小的材料拼合，真是十分艱苦，

當時我跟愛迪生說：「不如我們放棄吧。」但他對我說：「我做了這麼多實驗都沒有放棄，為

何比我還年輕的少年要這麼快放棄？」經過他的鼓勵，我堅持繼續研究下去，我們最後都是

成功做出電燈。我突然聽到比老虎還要兇的聲音在說：「陳芍凝，起床！」我嚇得整個人跳了

起來。 

    一看竟然回到課室，我看見老師用憤怒的眼神望著我，還罰我小息到教員室罰站，雖然

被老師責罰，但我卻做了一個好好的夢。 

  

6C吳瑋珊 

《原來是個夢》 

    我突然醒過來，發現自己身在一個黑暗的地方，迷迷糊糊的我迷路了。 

    天空漸漸發光，太陽上升了。我走

 

    來到一間華麗的屋子，我走了進去，看見了我的爸爸、媽媽和哥哥，但他們不認識我，

也忽略了我。正當他們抱 一個剛出生的女嬰，我的淚已經湧了出來。 

    原來，那個女嬰是我自己。看見媽媽和哥哥在照顧我，而爸爸就袖手旁觀，這讓我起上

疑心。 

    第二天，我看見爸爸突然病逝了，一個美好的家，突然失了一位枝柱。我十分心痛，然

後，我看見哥哥帶我入房間說：「年幼的妹妹，長大以後，要以德報怨，不要老怪別人。」說

了一半，哥哥突然不見了。原來是做夢，只見現實中家裏安然無恙，一切平安。 

    在這個夢裏，我學會了要珍惜家人，好好運用時間去和家人談天，參與家庭活動。珍惜

與家人相處的每分每秒，不然，會後悔莫及。 

 

6C歐昊堯 

《原來是個夢》 

    昨天，我玩電子遊戲玩到十二時，媽媽說：「快睡覺！」我就去睡了。 

    我醒來時，發現窗外是太空。這是甚麼情況？我何時進入了太空？接 一個身穿制服的

人對我說：「船長，吃一些東西吧。」天啊！我是船長？然後我跟他進入了餐廳。 

    餐廳內全是我喜歡的食物：炸雞、薯條、雪糕……應有盡有，我把這些美食通通吃光。 

    然後，一名身穿智能盔甲的人對我說：「船長，一個飛船正在襲擊我方飛船，怎麼辦？」

我想到這會是一場激烈的戰爭，我就興奮地說：「那就跟他們開戰吧。」 

    然後我到了其中一個飛船準備戰鬥。過了一會兒就啟動飛船，飛出太空。我忽然想起我

根本不會駕駛飛船，飛船突然失去動力，往下衝。 



    最後我就醒來了，原來這是一個夢，我終於從奇幻的夢境回到現實。 

 

6C鄭健朗 

《原來是個夢》 

    今天是聖誕聯歡會，我吃得飽飽的，還被封為「十大餓男」。回到家中肚子十分痛，

一大卷紙巾衝進洗手間，但一開門看見多啦 A夢、大雄和靜香，而小夫和胖虎就鬼鬼祟祟地

跟隨在後。 

    多啦 A夢帶領我們進入忍者城堡，首先比賽划艇，沿途經過護城河，最快到達城牆便勝

出，結果我們鬥

經精疲力竭。幸好完成後便開始玩樂時間，包括地穴探索車、雲上摩天輪、熱情碰碰車和飛

天滑水梯。 

    正當我們玩得得意忘形之際，胖虎和小夫便趁機搶奪城堡，自稱為王。我提出用調虎離

山之計，多啦 A夢馬上變出士兵，並吩咐他們從後攻擊，殺敵方一個措手不及，當中更用了

五花八門的忍術，才能成功奪回失地，懲罰胖虎和小夫的惡行。 

    突然之間紙城堡自爆，紙忍者守衛全軍覆沒，在千鈞一髮之間一切都消失了。我從夢中

發現滿地都是紙碎，原來一切是個夢！ 

 

6C謝震熙 

《原來是個夢》 

    明天便是考試了，全家已進入夢中，而我還是在書 那難纏的「瞌睡蟲」，不停

地在我耳邊說「睡吧！睡吧！」我的意志力漸漸薄弱，敵不過瞌睡蟲的呼喚，沉重的眼皮不

聽我的指揮了，我不知不覺地睡了。 

就在半睡半醒之間，我忽然看到一個小仙子站立我的面前，她的神情很和善，並帶我到

一座氣勢宏偉、金碧輝煌的城堡，這時，傳來陣陣美妙的音樂，一看就見到很多仙子在唱歌。 

有些花仙在跳舞，有些花仙在彈鋼琴，有些在拉奏小提琴等，把氣氛變變得好不熱閙，

大家累了就坐下吃點心和飲料。就在大家十分高興時，有很多響音從遠方傳，他們個個嚇得

花容失色，就像受驚的小白兔，忽然它們全不見了，我就從夢中醒了。 

媽媽也在我身邊不停地拍我，叫我不要著涼了。我不停回想著剛才的夢，真剌激呢！ 

 

6C蘇芷晴 

《原來是個夢》 

    不論是美夢、惡夢，還是白日夢，每天我們都會做夢。但奇怪的是，我每次夢後都會忘

記了自己做了甚麼夢，除了這個夢，我是永不忘記的。 

    我睡醒後，我發現我不在自己的房間裏，也不在牀上──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那地方空

白一片，只見一扇門，我打開了門，發現門內是一個仙境…… 

    我一進去，見到一個牌，寫着「電影森林」，原來我在「電影森林」！我十分驚奇，在森

林中，我看到鼎鼎大名的灰姑娘、多啦 A夢、哈利波特等著名人物，我十分開心，幸好我有

一本簿，我立刻上前來請他們簽名，但相反，他們竟在瞠目結舌地看着我，找我簽名，但我

不明白，明月他們是「電影明星」為甚麼找我簽名？ 

    他們帶着我走往整個森林，封我為「女王」我問他們為甚麼，他們說因為我與眾不同，

不是「電影人物」是不平凡的人，我非常開心，不停地跟他們玩…… 

    突然，我看的東西非常模糊，聽到媽媽的叫聲，這我才知道──原來是個夢！ 



6C伍映曈 

《原來是個夢》 

    正在上中文課時，我伏在桌子上，口水滴滿整個桌子，腦子裏在發偶像夢：我身穿華麗

無比的古裝，頭戴金光閃閃的頭飾……天啊！我怎麽回到古代了！還有，我怎會躺在堅硬的

紅木上，我…我不是在上課嗎？這時，三個衣冠楚楚的美少年走了進來，看到他們時，我的

心怦怦直跳，神啊！他…他們不就是…我的偶像嗎？就在我幾乎要跳起的時候，身為大哥的

小凱說：「小妹，你醒了！要喝水嗎？」說罷，身為老二的小源馬上倒水給我，我紅着一張臉

接過，不說話，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聲音一定是顫抖的，老么千王璽過來探着我的額頭，奇

怪道：「唔？小妹的燒退了，但，為甚麼臉是紅通通的呢？」我滿臉通紅的道：「呃…那個，

太熱了，對，就是太熱了！」，小凱疑惑地說：「小妹，你燒糊塗了吧！現在可是冬至啊！」，

小源拍拍自己的腦袋說：「我明白了！小妹你是想換衣服，對吧？那我們不打擾了，小凱，千

千走吧！」他們退出去後，我便跑到鏡前，看着自己的樣貌，哇！這…這真的是我嗎？尖尖

的鵝蛋臉，水汪汪的大眼睛，白晢的皮膚，長長的眼睫毛……看着鏡上的可人兒，我不禁跳

起來，說：「我真漂亮！」 

    就這樣，時光飛逝，我都快忘記現代的事物了！平時，我就在院子裏，看看書，看看桃

花，背背詩甚麼的，可是，每次我在背李白的「長千行」時，我的玩伴──丁程鑫，都會跑

進我的「瀟湘溪苑」，就像現在，我說：「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然後…」，丁程鑫躺在

貴妃椅道：「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對不？」我嚇了一大跳，隨後我馬上吼他：「我說！

你能不能跑進來時叫一下我！每次都是神出鬼沒！」他慢悠悠地說：「這要怪，就怪你的哥哥

們，是他們要我別吵你的！」我剛想反駁，卻聽到天上發出巨響，緊隨其後的聲音是：「洛湘，

你竟然敢在上課開小差！」隨着說話聲，我眼前的事物扭曲，最後的看到景象是千璽驚慌的

臉孔，之後，就眼前一片黑色了。再睜開眼睛時，便看到中文老師站在我的桌子前，神色憤

怒，她說：「你一會兒跟我到教員室！」我痛苦地揉着我的太陽穴，說：「是個夢？不是真的？」

我努力想夢裏的故事，卻一點也想不起了，可是，那個故事那麼真實！接下來，我當然被中

文老師罰留堂，兼寫檢討書二百字，那個夢，便成了我生命中的其中一個夢了。 

 

 

6D王嘉勵 

《原來是個夢》 

    十二時，明天還要上學的我，竟然還在看電視。但不久，我便躺在沙發上深深地被我的

夢境吸進去了…… 

    我忽然睜開眼睛，竟發現自己置身於學校門口！我走進課室，發現男同學與女同學的性

別調轉了，每位同學的性格也是相反的，我心想：難道我在整個世界的相反面？ 

    頓時，我看見有另一個自己，卻沒有人看見我，我便監察着「自己」的一舉一動。 

    卻發現「自己」的成績如此厲害，竟然科科八十六分以上！而且人際關係良好，很受同

學歡迎。我頓時看看自己，卻及不上他。 

    「鈴鈴鈴，鈴鈴鈴……」啊！鬧鐘響起了！我再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回到家中了。喔！

原來是一場夢。我回想剛才的夢，擊發起我的鬥志了！ 

    我下定決心了，既然夢中的「自己」能夠這樣努力，我也要學習夢中的「好榜樣」，與他

棋桻敵手，不，應是超越「自己」！ 

 

 



6D徐子恩 

《原來是個夢》 

    今天晚上，我在牀上閱讀一本關於華盛頓的書，每次當我閱讀人物傳奇時，都會看得投

入、着迷，而今次也不例外。突然，一束光包圍着我的身體，然後我雙腳離地，天空變成了

黑洞，把我吸了進去……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掉到了一個院子裏。突然，一個年紀和我相若的男孩向我走過來，

我看見他後又驚又喜：「你不就是華盛頓嗎？」那個男孩雖然不知道我為甚麼知道他的名字，

但還是點了點頭。 

    接着，他教我玩「拋石頭」這個遊戲，比賽誰能把石頭拋得最遠。正當我們玩得興高采

烈的時候，我一不小心，把一塊大石頭拋向一棵小樹。華盛頓緊張地大叫：「啊！這是爸爸心

愛的櫻桃樹！怎麼辦呢？爸爸快要回來了！」只見大石頭將弱小的櫻桃樹一刀兩斷，看來要

補救也來不及了。正當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時，心裏冒出了一個念頭──說謊！我立刻把

這個提議告訴華盛頓，但他只是默不作聲。 

    不久，華盛頓的爸回來了。當他看見自己心愛的櫻桃樹被破壞，怒火中燒。華盛頓連忙

跑過去道歉及說明經過，他的爸爸不但沒有責怪他，還稱讚他是好孩子。最後，他語氣深長

地跟我說：「做人要誠實，說謊只會自食惡果。」 

「鈴…鈴」閙鐘的聲音把我驚醒了，原來是個夢！雖然遇見華盛頓一事只是個夢，但華盛

頓爸爸的話卻令我銘記於心──「做人要誠實，說謊只會自食惡果」。 

 

6D詹淳雅 

《原來是個夢》 

    放學回家後，已經做完功課的我，坐在沙發上，看着一套電影。「叮噹」，這是我第一次

看這套電影。當那套電影做到一半時，我就想起了那時我已去世的婆婆，我便哭起來。心情

平伏後，我就關掉了電視機，睡覺了。 

    可是在這寧靜的一晚，我看見她──我已去世的婆婆！我心想，我是在做夢嗎？但是婆

婆已經坐在我的旁邊，並笑着對我說了一句話：「你想聽我說故事給你聽嗎？」我一直點頭，

因為我一直在哭。婆婆去了拿圖書後，便開始讀給我聽。同時，我的腦袋想起了我駡婆婆的

情景。我一直哭，一直對婆婆說對不起。 

    這晚，我就在婆婆的聲音下睡着了。第二天，我就把這個夢以「我遇見婆婆」作主題，

寫在日記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