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	 童之精選
科學有沒有真理 ?         　                彭執中 　   　　１
小蝸牛七七找大海　　　　　　　吳燕青　　　　５
圖書館停電的那一刻   　            Caroline　　　　７
澳門機械狗啤啤創業                　　   陳康妮                 ９
小紅帽再遇大灰狼                               梁梓萱             １２
邪不能勝正 ?                                        呂靖熙             １５

•	 少年文學
天空很高，卻離我們非常近   　　　    賴兒     　　１７
星星的燈  　　　　　　　　　　 一尾海豚　     　２０

•	 童詩精選
青春期                                                    向天屏            ２５
討說法                                                        愛竹            ２７
今天，我很生氣！                            圓圓姐姐            ２９
不發呆                                                        行羽            ３１
想家的雨　　　　　　　　　　　        望風　　　３３

 

　　科教不只可興國，科技更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
石。所以，培育理性與幻想的幼苗，並在未來社會主
人翁的心裡，種下科普與想像的種子，就是我輩責無
旁貸之事。今期《童一枝筆》的主題是 “科學童心
創”，而作者彭執中和讀者們分享了小故事《科學有沒
有真理？》，吳燕青書寫了《小蝸牛七七找大海》，
Caroline 的故事給我們經歷了《圖書館停電的那一
刻》，陳康妮讓孩子們感悟《澳門機械狗啤啤創業》等，
讓深奥的科學變成有趣的故事，讓難懂的理論化為生動
的語言，以童心譜寫科普，同創未來。當然還有很多欄
目精彩故事和童詩，包括小學生作者呂靖熙所寫的《邪
不能勝正？》等，願我們在疫情嚴峻的年底，以科學的
精神面對「疫境」。

序言



質疑：“老師，您現在教牛頓力學。可是，牛頓力學已經被愛因斯坦的相

對論推翻了，為什麽我們還要學這個錯的理論？”

董老師微笑著説：“牛頓力學在平常生活的尺度上仍然是成立的，

只是在極高速的情況會不適用。比如，當達到光速的一成——每秒三萬公

里（約為飛機速度的十萬倍），牛頓力學就會出現較明顯的偏差。這時，

在極高速之下，物體收縮，時間變慢——原來時間不是絕對的！”

學通仍是追問：“伽利略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後來愛因斯

坦的相對論又推翻了牛頓力學。我們怎能保證相對論就永遠是對的，之後

不會被推翻呢？”

這時，余趣怡同學舉手發言：“老師，相對於學霸，相對論是益智的。

相對於我這個學渣，相對論是要命的，請不要講相對論，還是多講故事好

了！”趣怡平時喜歡抬槓搞笑，但因為最怕物理，在課堂上從不發言，現

在竟然敢在堂上說笑！

結果全班哈哈大笑，董老師也笑了，點著頭説道：“好的，

我稍後會用科學童話去解釋一下。先回到學通的問題，這其實

可擴闊為：能否確保現時的科學理論是真理，永遠都不會被

推翻呢？很聰明的哲學家波普認為不可能！他甚至認為，

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就是因為有可能被實驗所推翻，可能

被證偽！大家要先學點知識，你們，知道定立科學理論

的方法嗎？”

我記得爸爸的教導，便舉手回答：“科

學方法就是：首先是從重複發生的現象中觀測

或歸納，推測出一個理論，然後透過實驗去驗

證這個理論。如果通過廣泛的驗證，這個理論

就被確定是對的。”

董老師點頭回應：“廣智説得對！我

舉例説明一下。我的女兒小時候，我們經

常一起乘電梯。當時我發現了一個理論：每

我叫廣智，是愛德中學的初二學生。今早上課前，董其明老師拉著

我説：“廣智，你要退出戲劇社和管弦樂團。”

半年前，董老師為了讓我專注於奧林匹克物理競賽，要求我退掉所

有課外活動。當時我退出了辯論隊、文學社和義工隊。現在所剩下的戲劇

和音樂兩項活動，是我特別喜歡的項目。我想繼續參與，便低聲回答：“老

師，我不想退出。”

董老師拍拍我的肩膀，滿懷期望地説：“你爸爸以前是麻省理工學

院物理系的高材生。你遺傳了你爸爸的優良基因，在物理方面很有天分。

你要專心參加奧林匹克物理競賽，拿下金獎，然後考上麻省理工。”

我明白董老師是為我好。兩年前，爸爸空難走了。董老師是他生死

之交，便對我特別關懷和照顧。董老師畢業於名校普林斯頓大學——大科

學家愛因斯坦工作的地方。他精通物理，很想把我培育成為物理尖子，希

望我像爸爸一樣，成為傑出的物理學家。

我不禁想起了爸爸，爸爸除了在物理學硏究上極之出色，還很有才

華，平時會拉小提琴、繪畫、作詩、寫科幻小説和兒童故事。他在世時，

從來都沒要求我要有什麽成就，亦沒有期望我要考上名校。當時我自由自

在，日子過得真好。

當天下課後，我避開董老師，沒去參加他的物理競賽培訓，因為怕

他又再迫我退出課外活動，卻想不到他來我家找我，在路上不幸遇上車

禍，一度昏迷不醒！幸好經過搶救之後，沒生命危險。我感到很內疚，希

望他早點康復。

兩個月後，董老師回歸課堂。他與之前判若兩人，以前他授課嚴肅，

經常趕進度，要超前教學，但現在卻談笑風生，鼓勵大家發問和討論，課

堂氣氛很輕鬆愉快。

這堂課，董老師講牛頓力學三大定律。可是，學霸包學通同學提出

科學有沒有真理？
彭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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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說‘芝麻開門’，電梯大門就打開了！當時我們到不同地方的電梯

做實驗，發現每次我叫‘芝麻開門’，電梯的門都會打開，這個定律就被

證實了！這是用科學方法得出的理論，大家同意嗎？”

我會心微笑，這不就是爸爸在我小時候經常和我玩的遊戲嗎？

趣怡哈哈大笑道：“老師分明是與女兒開玩笑，是哄騙小孩的把

戲！”

大家都笑起上來，開始議論紛紛。

學通舉手作答：“老師的確是運用科學方法去發現‘芝麻開門’定

律的，而且這個定律可被證偽：當老師和女兒乘電梯時，老師故意不說‘芝

麻開門’，電梯門還是會打開的。”

董老師點頭道：“學通答得很對。我與女兒説了另一個理論，是看

了《西遊記》龍王掌管下雨後想到的。如果昨天我做夢的時候，龍王告訴

我今天下雨，就會下雨，否則就不下雨。我叫這個規律做‘龍王下雨’定

律。有一天，女兒一早起來，要我預測會否下雨。我就說，記不起龍王昨

天夢裡有沒有說會下雨了，如果有說就會下雨，如果沒說就不會下雨，這

個‘龍王下雨’定律，又算不算科學理論？”

我想起爸爸以前與我講《西遊記》，他説：“《西遊記》的世界是‘天

上一日，地上一年’，提出‘時間不是絕對’這個觀念，比愛因斯坦早了

幾百年呢！”

這時，大家對董老師的提問都搖著頭，表示不算科學理論。

董老師問：“為什麼不算？”

學通和我不約而同地説：“因為我們永遠不能用實驗對它進行證

偽。”

趣怡笑道：“老師這個理論太兒戲啦！”

大家都笑了起來，董老師笑著説：“我剛才説的兩個理論都是科學

童話，的確有點兒戲，但其實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差不多。根據進化論，‘物

競天擇，適者生存’，說能適應環境的就能生存下來。什麽是適應環境？

能生存下來就說明可以適應環境啊！我不是說進化論不對，只是說它不符

合科學方法。”

董老師問道：“有同學可以總結一下我們的討論嗎？”

學通説：“科學的本質就是有可能被證偽……”

趣怡插嘴説：“所以，我們永遠只能學習可能是錯的理論。哎喲，

這有點掃興啊！”

大家又再笑起上來。

董老師微笑著作出總結：“科學方法是人類尋找知識的最可靠和有

效的工具，大家需要用功學習科學。因為科學本質具有可錯性，我們就不

會把現在的理論奉行為絕對真理，會永遠保持開放的態度去探索，去尋求

不同的可能性，這正是科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啊！”

趣怡開心地説：“真有意思，我終於聽得明白物理了！”

這天放學後，董老師問我什麽時候有戲劇和音樂表演，他會來看。

我很驚喜，問他怎麼會改變了這麽多。

董老師開懷地笑著説：“當天我被車子撞到，在瀕臨死亡之際，突然，

你爸爸從小到大的片段不斷湧現在我腦海裡。他小時候參加過很多活動，

科硏很忙時也依然拉小提琴，當了大學教授後還抽空去給小學生們講科

學童話。我重新向你爸爸學習，便改變教學方法，培養同學對科學的興趣。

還有，應該讓你自由發展，你喜歡參加活動，便參加吧！”

我開心得説不出話，真是太好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很高興地説：“我現在想通了，你不一定要考上

麻省理工——考上普林斯頓也可以啊！”

我們相擁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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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球，真美麗啊！

七七看著圖片上的大海，牠暗暗下了個決心：“我想去看看真正的

大海，然後告訴我的蝸牛家族，大海並不可怕。＂

七七準備好乾糧，帶上地圖和大海的圖片就出發了。牠爬啊爬，爬

啊爬，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足足爬了三七二十一天，還是沒有看到

海。

七七有點想放棄了，可是，牠還沒有看到真正的海呢！牠要看真正

的海，拍很多的錄影，讓蝸牛家族的蝸牛們看，讓大家不再怕海。

七七鼓起勇氣，繼續爬啊爬，爬啊爬，終於在第三十天的早上，看

到了真正的大海。

嘩啦嘩啦，大海的聲音傳到七七的耳裡。“大海的聲音真好聽啊！

＂七七陶醉地說。

無邊無際的、藍藍的、波浪起伏的……“太美麗了！大海一點也不

可怕啊！＂七七興奮地說。

七七拍了很多大海的照片和錄影，牠要帶回給蝸牛家族的蝸牛們看。

蝸牛們看了七七錄下的大海，都不覺得大海可怕了，相反，大家都

很想親自去看大海呢。

七七成了蝸牛家族第一個看見大海的人，大家都很羡慕牠。

小蝸牛七七一天一天地長大，牠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有一天，七七對蝸牛媽媽說：“媽媽，大海是什麼樣的啊？＂

媽媽聽了身體震了震，顫抖地說：“孩子，大海對我們蝸牛家族來說，

太可怕了！我們蝸牛家族的蝸牛們，還沒有誰是真正看過海的。＂

七七聽了媽媽的話，對大海越發好奇起來，媽媽為什麼說大海是可

怕的呢？

難道大海是一頭巨大的有八隻腳的怪獸嗎？輕輕抬起一隻腳就能踩

壞一隻蝸牛嗎？

難道大海是一條長長的大蛇嗎？輕輕爬過的地方，就能把蝸牛壓扁

嗎？

難道大海是一個有魔法的巫婆嗎？輕輕抬起一根小手指，就能把蝸

牛丟到半空中嗎？

七七實在很想去看看大海。可是，牠不知道大海是什麼樣子的，也

不知道大海在哪裡。

七七問蝸牛爺爺：“爺爺，大海在哪裡啊？＂

爺爺聽到七七的問題，嚇了一跳，捂著七七的嘴巴說：“大海太可

怕了，我們蝸牛家族的蝸牛是不許提起大海的。＂

七七問蝸牛奶奶：“奶奶，大海在哪裡啊？＂

奶奶聽到七七的問題，臉都嚇白了。“我們，我們蝸牛家族，是不

可以說……說……大……大海……這兩個字的。＂

七七還問了很多家族成員，每個人都對大海感到害怕，所以，沒有

任何人告訴七七大海是怎麼樣的，大海在哪裡。

可是，越是這樣，七七就越想知道大海是什麼樣的，大海在哪裡？

七七悄悄地做了很多的準備，牠在人類的圖書館找了很多資料。牠

看到了大海的圖片，圖片上的大海，無邊無際的，藍藍的，像一個藍色的

小蝸牛七七找大海
吳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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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陽害怕極了，他躲在門前的大樹後面，突然，這棵大樹上飛來了

一隻百靈鳥。百靈鳥飛到了女巫的窗前，牠問女巫：“女巫女巫，你在熬

製什麽魔法啊？”女巫回答道：“我在熬製一種專注藥水，這種藥水能讓

大家不再專注於低頭看那個會發光的屏幕，能夠讓大家重新找回自己。”

陽陽聽到了女巫的話，他才意識到，女巫原來是一個好人。可是，

陽陽卻感到十分生氣，他跑到了女巫的窗前對她説：“你為什麽要阻止

大家玩手機，手機裡面有那麽多好玩的遊戲，我在遊戲裡就是最厲害的存

在，能夠讓所有人都崇拜我！”女巫耐心地回答道：“可是這些都不是真

實存在的啊，大家總是只專注看手機，就會忽略了身邊重要的人和事了。”

緊接著，女巫揮了揮手，一幅畫面呈現在陽陽眼前：大街上的每一

個人都低著頭看著手機，他們都沒有意識到現實世界已經悄悄開始枯萎

了——草叢裡的花朵都凋謝了，綠油油的樹葉變得枯黃，人們再也沒有交

流和對話，整個世界變得無比寂靜。陽陽這才恍然大悟，如果當人們都變

成了畫面裡的樣子，我們才去阻止，就再也來不及了。他連忙接過女巫手

中的大勺子，懇求女巫能夠教會他製作專注藥水的方法，但女巫卻大手一

揮並對陽陽說道：“這個就要等你回到世界當中尋找答案啦。”

“叮”的一聲，圖書館恢復了光明，陽陽也從女巫的小木屋中回到

了現實，大家在工作人員的指揮下有序離開了圖書館。當陽陽離開圖書館

的那一刻，他收起了手機，抬頭望了望頭頂上的藍天，他看到了天空上的

朵朵白雲，看到了路旁大樹上面嘰嘰喳喳的小鳥，還看到了街邊琳瑯滿目

的各種商店……

陽陽這才意識到，原來手機裡的虛擬世界根本比不上現實世界當中

的美好。從此以後，陽陽再也不沉迷在手機遊戲裡了。不僅如此，陽陽還

主動擔任了班裡的活動組長，在節假日裡帶領同學們一起參與義工服務，

為有需要的人送上幫助，令大家的生活都更加豐富了。

“阿爸阿媽，我出門去圖書館做

功課啦！”陽陽離開家門前對爸媽説

道，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陽陽其實是

去圖書館“學習”如何打遊戲。陽陽

心想：“圖書館又有網絡，還不會被

爸媽唸叨，實在是一個好地方啊！爸

媽都以為我去圖書館認真讀書，其實我

偷偷帶了手機去玩，我實在是太聰明了！”

“小明小明，快點進入遊戲啦！”陽陽到達了圖

書館後就立即與朋友投入到了遊戲當中。

正當他玩得開心時，突然之間眼前一片漆黑，手機裡的遊戲也因為

網絡的中斷而停止了。陽陽開始大喊：“怎麽回事？難道是圖書館停電了

嗎？”這時候傳來了工作人員的聲音：“各位讀者朋友們請不要驚慌，這

是由於圖書館的電路故障問題造成的，我們會努力嘗試恢復電力，請大家

安心待在原地，不要走動。”陽陽聽從工作人員的話，乖乖地坐在原地等

待，他心想：“好無聊啊！沒有了網絡我還怎麽玩遊戲，現在除了發呆還

有什麽事情可以做呢？”

突然之間，陽陽竟然看見一大片雲朵，飄浮在圖書館的書架之中，

潔白的雲朵閃爍著綠色的光芒。陽陽向那片雲朵中的光芒走去，原來這是

一大片原始森林，陽陽順著森林裡的小路走下去，他抬起頭看到了蹲在松

樹上抱著一大堆松果的小松鼠，看到了在辛勤釀蜜的蜜蜂，還看到了有著

七彩光芒的蝴蝶在他的眼前飛舞……

陽陽跟著蝴蝶繼續前行，蝴蝶帶著他來到了森林的深處，這裡竟然

有一座小木屋！小木屋裡有一個女巫，她有著深深的皺紋，頭上包著紫色

的頭布，她的手拿著一個大勺子，不停地在鍋裡攪啊攪啊……

圖書館停電的那一刻
作者：Car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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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動手設計風箏圖案。冰墩墩的圖案形象不能商用，但是還有其他可愛的

卡通形象，也十分受大家的歡迎，就比如說機械狗啤啤的模樣就很可愛，

如果將自己的形象製成風箏，應該也是會受到歡迎呢，而且別人看到自己

的卡通形象，更像是一種品牌形象呢。

啤啤還選擇了一些卡通人物，當然還包括一些風箏的經典形象，比

如小飛機、小燕子、章魚等。啤啤打算先設計好風箏的圖案，再構思風箏

的構造。因為不同的圖案所需要的風箏大小不同，所以就需要應用不同的

原理，只有這樣才能讓風箏伴著微風飛起來，而且還需要一些質量可靠的

風箏線。這樣一想來，製作風箏還是非常麻煩的，啤啤想到這裡有點洩氣，

覺得工作量實在是太大了，於是決定找一個幫手，找一個合夥人。

它找來了機械狐狸莉莉。莉莉對於一切事物都充滿好奇心，聽了啤

啤的想法，莉莉十分贊同，它準備幫助啤啤為風箏上色，有了莉莉的幫助，

工作量一下子減輕了不少。終於在三天後，啤啤做出了二十隻風箏。它們

拿著風箏興高采烈地來到了公園。

奇怪的是，今天公園裡的遊人不多，但是啤啤的攤位也吸引了一些

人。這些人一邊拿起來翻看風箏的圖案，一邊又詢問價錢，但是購買的卻

沒有幾個人。啤啤站了快一個小時，只有一個風箏被買走。

“為什麼大家都不買呢？＂看到自己費盡心思做的風箏沒有想象中

受歡迎，啤啤感覺有些失落。

“媽媽，我想要買風箏。＂一個小朋友來到了攤位前。

“今天先不買了吧，媽媽看了天氣預報，一會可是要下雨呢。＂媽

媽拒絕了小朋友的要求。

“原來如此，是我沒有注意今天的天氣，怪不得公園人這麼少，原

來今天是下雨天。莉莉，我們今天先回去吧，等到晴天再出來吧。＂啤啤

恍然大悟。

隔了兩天，啤啤在出門前特意看了天氣預報，是一個大晴天，它又

帶著風箏來到了公園。今天公園裡的人很多，但還是和第一次情況一樣，

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它們，啤啤開始陷入了沉思。

春天到了，澳門春意盎然，公園裡的花花草草都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很多人來到公園散步、野餐。機械狗啤啤也不例外，它已經在家呆得太久

了，冬天的時候由於天氣冷，啤啤不願意出門，現在春天到來，溫度也逐

漸上升，啤啤感到身心舒適。機械狗啤啤繞著公園散步，看著遊人歡快的

神情，啤啤的內心也跟著雀躍起來。

今天有微風，天空藍藍的，機械狗啤啤把從家裡帶來的風箏拿了出

來，這是一隻冰墩墩模樣的風箏，是啤啤用了半個多月畫出來的，是啤啤

的得意之作。啤啤剛剛將風箏拿出來，就吸引了一群小朋友的注意，冰墩

墩是十分受歡迎的卡通形象，小朋友們帶著自己的家長來到了啤啤旁邊，

嘰嘰喳喳地詢問製作風箏的過程。啤啤被突如其來的關注弄得有些不好意

思，不過還是耐心地回答小朋友們的問題。

“啤啤，你還做了其他風箏嗎？我也想要放風箏呢！＂一名小朋友

好奇地詢問道。

“是啊，是啊，我們也想要放風箏！＂小朋友們像是在上課一般，

都紛紛舉手。

“不好意思啊，我只做了這一隻風箏。＂啤啤沒有想到自己做的風

箏如此受歡迎，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放風箏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男女老少都很喜歡呢！＂一

位看起來十三四歲的少年說道。

“雖然只有這一隻風箏，但是我可以請大家跟我一起放啊。＂啤啤

大方地邀請周圍的人跟它一起放風箏。就這樣，啤啤在放了一個下午的風

箏之後，有些疲憊地回家。

“既然大家都很喜歡放風箏，而我也會製作風箏，我是否可以嘗試

製作風箏然後賣掉呢？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創業吧。＂啤啤開心地想著。

啤啤的行動力一直都很強，所以有了這個創業的念頭，它便立刻開

澳門機械狗啤啤創業
陳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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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記得小紅帽和大灰狼嗎？

上次，大灰狼吃掉外婆和小紅帽之後便在床上睡著了，獵人叔叔趁

機剪開了牠的肚皮救出小紅帽和外婆，小紅帽把很多石頭放在牠的肚子

裡，再讓外婆把肚皮縫上。大灰狼醒來後覺得口渴就走到河邊喝水，因為

肚子裡的石頭太重，就掉進了河裡。

牠好不容易爬回岸上之後，看見在遠處竟然站著小紅帽和外婆，牠

摸摸自己的大肚子，發現裡面全是石頭，才明白自己被捉弄了！大灰狼覺

得人類實在是太可怕太危險了。

那天晚上，大灰狼回家後便跟牠的兒子說：“人類很危險，你一定

要避開他們，見到他們時，你要大叫‘人來了！人來了！’，讓我們去救

你，知道嗎？＂

另一邊，小紅帽因為差點被大灰狼吃掉，她想起來也心有餘悸，回

家後跟弟弟小藍帽說：“你以後千萬不要相信狼，狼很可怕！你一見到狼

就要大叫‘狼來了！狼來了！’，我們就會去救你！＂

然後有一天，小狼走在河邊，看見一個小男孩迎面而來。他們都既

害怕又仇視著對方，突然間小男孩被石子一絆就掉進河裡，他大喊救命，

小狼不知所措，猶豫了一下覺得還是救人要緊，於是便跳下水把小男孩救

了上岸。“你……你好！我叫小藍帽，謝謝你救了我！原來狼並不可怕，

我們可以做朋友嗎？＂小男孩靦腆地說。“你好！我叫小狼，很高興認識

你。＂小狼開心地回答小藍帽。小狼和小男孩成為了朋友，兩個人快樂地

玩耍。

就在這時候，大灰狼剛好路過，牠看見自己的孩子竟然和人類一起

玩，心裡害怕極了，馬上過去想拉開小狼。小狼卻說：“爸爸，請不要傷

害小藍帽，他是我的朋友。他很友善，一點都不危險。＂大灰狼聽到小藍

帽的名字，便問他：“你叫小藍帽？那你認識小紅帽嗎？＂小藍帽回答說：

“對，只有我先放風箏才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啊。＂

於是啤啤讓莉莉幫忙看著攤位，自己放了一個彩色的風箏，這樣就

很多人看到風箏了。短短半個小時，風箏就都賣光了，啤啤和莉莉開開心

心地回家。

“原來創業不僅需要熱情，更需要細心和堅持，只有不斷思考，進

行總結反思，才能創業成功啊。＂啤啤在日記本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小紅帽再遇大灰狼

──續寫詹姆斯歐尼爾繪本《狼來了！人來了！》
梁梓萱（作者是小學二年級學生，由媽媽協助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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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帽是我姐姐。啊！你就是那隻大灰狼？＂大灰狼馬上拉住小狼說：

“快走！他一定跟他姐姐一樣危險！＂可是，小狼卻站著不動，牠說：“爸

爸，我覺得上一次是你不對，是你先要把人家吃掉的。＂小藍帽附和著說：

“是的，姐姐一開始很信任你，和你聊天，告訴你她要去探望外婆，你卻

騙了她，還把她和外婆吃掉，所以她們覺得你很危險才會對付你。＂小狼

也說：“爸爸，狼和人不應該互相傷害，我們應該多點交流和信任，人和

狼便可以和平共處，互助互愛。我和小藍帽就是這樣做了朋友。＂小藍帽

雖然對大灰狼還有一點不確定，但他鼓起勇氣地建議：“姐姐今天要去探

望外婆，她要拿很多東西，大灰狼叔叔，我們三個一起去幫忙好嗎？這樣

她便會明白你並不可怕，你也可以成為我們的朋友。＂大灰狼聽完小狼和

小藍帽的話，感到非常慚愧。牠決定接受小藍帽的建議，去找小紅帽和外

婆，求她們原諒。

他們一起走進森林，大灰狼遠遠便看見拿著大包小包的小紅帽，馬

上跑過去幫忙。小紅帽看見大灰狼嚇了一驚，馬上後退防備著說：“你不

要過來，我不會相信你，我要大叫‘狼來了！狼來了！’。”大灰狼連忙

用力搖頭又擺手說：“不要吼！我知道自己錯了，我會改過的，我不會再

傷害妳們，請相信我。＂這時候，小狼和小藍帽走過來齊聲說：“牠改過

了，請相信牠！＂大灰狼繼續說：“我今天想和妳一起去探望外婆，並向

她道歉，希望妳們能和我做朋友。我相信，只要我們拋開成見，真誠對大

家好，狼和人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小紅帽看見弟弟和小狼都能成為好朋友，她便相信大灰狼的話。一

路上，他們互相幫忙，拿著許多可口的糕點和水果一起去到外婆的家。外

婆剛看見大灰狼也很驚慌，但大灰狼誠懇地向外婆道歉，兩個小孩子和小

狼也幫忙解釋，外婆最後原諒了大灰狼。

那天下午，森林的小屋子外風和日麗，兩隻狼和三個人一起享受了

一頓美味的下午茶。他們說說笑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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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在觀音像附近的公園中玩

耍。突然風起雲湧，我不知為何進入到一個小世界，裡面有人自稱觀音菩

薩。她說：“我看你資質不凡，定能修成煉獄刀法。等你修成這刀法後，

便能幫助我們除妖。”我想也沒想便應聲說好，然後就立刻修煉去了。

就這樣過了幾百年，期間我承受著電擊、感受著天地對靈魂傷害等

等。終於到了第五百年的時候，觀音菩薩出來說：“神功你已修成，現在

傳你天神眼，能看穿一切的妖怪，你現在可以出關。我給你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去大三巴除妖，大三巴以前是教堂，但是經過火災之後，法力大減，

所以魔怪們就乘虛而入，破壞了大三巴的靈氣，導致大三巴已經大不如前

了。＂我點了點頭說：“我現在馬上去。”到了大三巴，我看見一大堆妖

怪，於是我問旁人：“你們不知道這裡有很多魔怪嗎？”

他們像看傻子似的說：“你是不是看《西遊記》看多了？什麼妖魔

鬼怪的？”我突然想到：“對了，因為我奉命來除妖，所以觀音菩薩給了

我一雙天神眼，凡人是看不到魔怪的。”這樣想著的時候，忽然有魔物向

我撲來，我無意識地擋了擋，手也同時受了傷，而無數的魔怪也嗅到血的

氣味向我奔來。我不猶豫，一刀揮過去，數百隻魔怪就死了，可是突然間，

他們復活了，並笑道：“黃口小兒，這裡不是你應該來的地方。”

聽到這句話之後，我憤怒地衝了過去，又斬死了他們一次。我在驚

訝這刀法的威力時，突然之間，他們竟合為一體，還力量大增。看見那個

巨大的“他”的時候，我想放棄了，但是我突然想起，爸爸跟我說：“不

放棄就有可能成功，但是放棄就肯定沒有成功的機會！”

經過我堅持之後，我終於把他殺死了。這時觀音菩薩出來說：“你

做得很好，終於學會了堅持。我現在給你第二個任務，就是去媽祖廟幫助

天后除妖。”我說：“我馬上就去。”

然後我就變成一條龍，箭似的飛過去。到媽祖廟後，我就立刻和天

后會合，飛到海面。我們見到那隻兇神惡煞的妖怪，我就問：“這……這

就是海妖嗎？”她說：“是啊，而且還很強。”我不信邪，立刻提刀揮了

過去，可是他竟然毫髮無損。天后說：“竟然連你也打不過！那只能我去

了，可是媽祖廟已有 1062 年歷史了，我的法力也被消耗了大部分，所以

現在你只能帶著我的信物去媽祖廟中的弘仁殿找魔將，你可以叫他出來幫

我們。”聽了之後，我就馬上飛奔過去。

見到魔將之後，他就說：“何方小子，這裡不是你應該來的地方，

快走。”然後我取出信物並立刻跟他表述了現在的情況，他這才緩緩站起

身跟我一起飛過去，而且這時不僅魔將去了，還來了一大批仙人，有三婆

廟的三婆、北帝廟的真武大帝、天后廟中的其他神靈等等，而這些神明的

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是掌管海的，畢竟海妖為患，人人有責。他們與海妖一

碰面便由海上打到大橋，再由大橋打到旅遊塔，可是這時海妖一個飛身，

就把他們都打傷了。突然，他們把所有力量傳給我，說“靠我了”。我在

這裡學會了什麼叫團結就是力量，連同之前的堅持力量，情況越來越對我

們有利。可是，當我快打敗海妖的時候，一把刀子不知何時向我靠近……

最後，我竟然被魔將殺了。

我臨死前聽到，魔將其實是海妖的哥哥。可是，人家不是常說“邪

不能勝正”嗎？為什麼？為什麼？此時我突然在夢中驚醒，看見自己原來

還在床上，我長長地嘆了口氣。

邪不能勝正？
呂靖熙（作者是高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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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會比以前更好。誰知道鞋墊太高，讓她很不舒服，跑得不快也跳得不

高。結果，那天是她有史以來打籃球打得最差的一天。同學們都以為是小

小心情不好，所以影響了表現，還安慰她說：“不要緊，今天回家後，好

好休息，幾天後的比賽成績一定會很好的。”可是，那時的小小覺得這並

不是休息便能夠解決的問題，她覺得自己的高度會讓她不能夠實現夢想。

那天晚上，媽媽看到小小無精打采的，吃完了晚飯便獨自回去自己

的房間。媽媽知道小小一定是遇到了不順心的事，她想要去安慰小小，便

假裝開心地對小小說：“我剛剛找到了一個寶物。”小小非常好奇到底是

什麼寶物會讓媽媽這麼高興。媽媽讓小小看她手上的一個白色圓形的東

西，小小拿起來看，上面有個開關按鈕。媽媽叫她按一下上面的按鈕，然

後她就去把房間裡所有的燈都關起來。小小抬頭一看，天花板上都是一顆

一顆彩色的星星，房間裡瀰漫著愜意靜謐的氣氛。

“當你還是嬰兒的時候，睡前很喜歡看星星，看著看著便會進入夢

鄉。剛剛我在櫃子裡找出來，我猜現在的你看到也一定會喜歡。”

小小牽著媽媽的手說：“天空很高，我要快快長大，那個時候，我

便能更靠近天空一點點。”

“小小啊！長大後，你會變得更高，但也許你會發現童年時期的天

空比成年時期的天空大多了。”

小小不解地看著媽媽，媽媽解釋：“幻想力可以創造一切，你擁有

只屬於你自己的魔法，它會轉換成一種神奇力量，它會帶你到一個奇幻的

國度，讓你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小小依然不明白，媽媽接著說：“很多成年人為了生活而忙碌，而

導致他們都欠缺了想象的能力。其實天空一直都在我們的心裡面，不是在

外面。只要你願意的話，你一定能夠更靠近只屬於你自己的一片天。”

終於到了籃球賽的那天，小小已經在半放棄的狀態，她覺得以她的

高度一定是不能贏的，但她還是參加了比賽。她把鞋墊放進球鞋裡，希望

鞋墊會幫她一點點。上半場，小小一球都不進，同學們都看得目瞪口呆，

因為這不像是平常的小小，以她的實力根本不可能一球都不進。中場休息

“天空很高，但只要踮起腳尖便會更靠近一點點。”媽媽總是這樣

告訴小小。童年時期的小小盼望長大後會更靠近天空，會更靠近夢想。

小小是全班最嬌小的一位，每次總是坐在最前排的位置或者排隊總

是排在最前面的位置。在別人的眼中，小小是一個非常開朗的小孩，對著

每個人都總是笑嘻嘻的，但其實小小心裡面非常自卑。她並不喜歡自己的

身形，覺得自己長得太矮，她非常羨慕那些長得高的同學，覺得他們好看

極了。小小覺得自己的外表不及其他同學之餘，她還覺得自己的能力也不

及其他同學。小小從小就非常愛運動，她是一個非常好動的女孩。她最愛

的運動便是打籃球，她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要進入學校的籃球隊，但是她

的身形讓她的夢想離她越來越遠。

有一天，她放學的時候路過一間鞋店。有一樣東西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的雙眼發亮，目不轉睛地盯著店裡看。她走進鞋店，拿起一個叫做神奇

鞋墊的東西。老闆看到小小，她親切地問：“是不是對這個鞋墊有興趣？”

小小猛地點頭。老闆說：“這個神奇鞋墊只要你放在鞋裡面，你就會馬上

增高三厘米。”小小二話不說地掏出錢包，付了錢給老闆之後說：“我現

在就要把這個神奇鞋墊放在鞋子裡。”老闆回她：“好的，你先坐下來，

我幫你把鞋墊放進去。”小小一站起的時候，她瞬間覺得自己變得好看了。

她開開心心地離開了鞋店，但她走著走著，覺得有點不舒服，畢竟她的鞋

裡面無緣無故多了一個三厘米厚的鞋墊，讓她走起來有點困難。

隔天，她照樣穿著鞋墊去學校。本來她以為同學們都會知道她變高

了，但原來除了她自己之外，沒有人察覺到她變高了，或者覺得她變得好

看了。她覺得非常納悶，一整天都悶悶不樂的。有同學發現了今天小小和

平常笑嘻嘻的她不太一樣，都紛紛前來關心她。

過幾天便是籃球賽，獲得好成績的同學就會進入學校的籃球隊，所

以同學們放學後都要去練習。小小一心以為增高了三厘米的她，打籃球的

天空很高，卻離我們非常近
賴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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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你這孩子！媽媽說了多少遍了，你睡覺又不關燈！你知不知道

這一宿下來，浪費多少度電啊？＂

又來了！一天一度！從不晚點！專屬於媽媽的“早餐嘮叨＂！

我放下筷子，實在是聽得不耐煩！週末本該擁有的好心情，全部毀於

一旦。

關燈，關燈！一盞燈而已！是開一小時，還是開一晚上又有什麼區別

吶！再說了，燈存在的使命就是發光，我這麼做不還是為了幫助它完成自

己的使命嘛。至於費電多少，又有什麼關係嘛！家裡又不差這一點電費！

我生氣地大吼大叫，跑進屋，鎖上門。這還不夠，我要打開燈！我怒

氣沖沖地把小巴掌拍向牆上的開關，看著天花板上的燈和窗外的太陽爭

輝。

“哎喲，小星你快出來！媽媽不說你了好不好？唉！你說你，這麼大

的太陽，你開什麼燈啊……＂

出太陽的日子裡不能開燈？那就要太陽消失！

我站在窗前，指向天空大喊：“太陽！我討厭你！你快下山！＂

誰料，我剛剛喊完，太陽竟然真的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向西奔去，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太陽徹底落山了。月亮似乎還沒有反應過來，沒能回

到自己的崗位上，一片黑暗的天空中只有幾點星光閃爍。

星星，星星也不能亮！我又大喊叫星星也滅掉。

天空一片漆黑了，四周也一片寂靜！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我的小屋裡閃

爍著的燈光。見到這一幕，我又有些害怕。無邊的黑暗像是有了生命一般

向我衝來，我趕緊跑回床上，縮進被子裡，緊閉雙眼。

“嗚嗚嗚嗚……＂一陣啼哭聲傳進我的耳朵。

“什麼人？＂我翻身坐起，四下打量，卻見陽台上立著一隻小兔子。

這隻兔子是純白色的，眼睛是晶瑩的紅色，除了胸前貼著一個閃閃發光的

的時候，同學們都走向前來為她打氣：“小小，加油！我們相信你一定會

贏的。”那個時候，小小看到了坐在觀眾席上的媽媽，媽媽拿起了星星投

影燈對著她微笑。小小想起那天晚上媽媽的一番話：“只要你願意，便能

夠更靠近只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她才發現以前她打籃球的成績是很好

的，這個與她的身高無關，同學們也一直都很關心自己，她們並沒有因為

她的高度而疏遠她，其實一直在意自己身高的人是她自己，並不是別人。

她把鞋墊取了出來，信心滿滿地再次走進籃球場上。她像閃電一樣，雙手

把球高高舉起，向上一跳，把籃球準確地投進了籃球框。籃球場是小小的

一片天，她令到這個籃球場熠熠生輝，她像是擁有魔法般的把生命賜給籃

球，她和籃球是不能分離的最佳夥伴。她使勁地把籃球向上扔去，她一球

接一球地把籃球投進了籃球框。最終，小小得到了冠軍。

全場一片歡呼聲籠罩著小小，小小舉高獎盃，她往上看，彷彿看到

了滿天的彩色星星正在閃閃發光。那一瞬間，她真切地感受到力量從來都

是在我們自己的手中，我們能為自己創造出只屬於我們自己多彩多姿的一

片天。

星星的燈
一尾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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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形燈以外，與普通的兔子無異。

“小兔子，你為什麼哭？＂

兔子擦了擦眼淚，開始向我解釋。原來，今天上班的太陽不是太陽公

公，而是由害羞的太陽弟弟暫時頂班。太陽弟弟聽見了我的呼喊，難過極

了，便逃跑了。而星星和月亮則是白天睡覺，根本就沒來得及回來上班。

有些及時醒來的，又聽見我大喊，便回到了被窩裡。看到這一片渾沌的天

色，天帝非常生氣，以為是太陽怠工、星星懶政，便打算降罪於他們。而

天帝身邊的星星部長兔君，得知了消息，就跑來人間請我幫忙。

兔君說，太陽弟弟跑得實在太快了，現在連天帝都找不到他，去找他

無異於天方夜譚。不如先叫醒幾顆星星，這樣便算是一個合格的晚上，天

帝也就不會生星星們的氣了。如果協助他叫醒星星們，我也算將功抵過。

至於地上的人們，兔君叫來了搗蛋鬼昏昏，釋放昏昏咒讓大家全部睡

著。而且，為了掩飾現在渾沌的天空，還聯繫了雲端仙子為天空鋪滿雲朵。

我明白了自己如今成了天地渾沌的罪魁禍首，我害怕極了！必須盡快

將功補過才行啊！事不宜遲，趕快出發！

兔君立起身子，叫我抓緊他的小腿。他縱身一躍，我們便來到了燈塔

星，隨後兔君和我分頭行動，他去喚醒其他的星星。

兔君臨走時說，只要能喚醒燈塔星，遠處更多的星星們看見燈塔的

光，自然也會醒來。

這顆星星的表面果然矗立著一座巨大的燈塔，燈塔周圍卻趴著無數的

蝙蝠，這裡的蝙蝠們都長著大大的肚子，還有光芒透過牠們薄薄的肚皮散

發出來。這些發光蝙蝠不像在地球上那般，睡覺時把自己倒掛在樹上，這

裡的蝙蝠都是直接趴在地上睡覺。

我可太害怕蝙蝠了，見到這一地的蝙蝠，忍不住驚叫兩聲。這叫聲吵

醒了地上的蝙蝠，牠們齊刷刷抬起頭來，撲扇起自己的翅膀，要向我這個

入侵者衝來。

不過也得虧牠們長得太胖了，飛行速度很慢，在我全速奔跑的情況

下，牠們根本追不上我。可奈何牠們數量太多，我跑出幾百米，依然不斷

地有蝙蝠冒出來，對我窮追不捨。

就在我筋疲力盡，準備舉雙手雙腳放棄時，一個手拿巨大捕蟲網的男

人從燈塔上一躍而下，擋在我和洶湧的蝙蝠大軍之間。蝙蝠們見到他，彷

彿都有些忌憚，害怕地後退。

男人回頭看了看我：“小娃兒，你是何許人也？來此擾我安眠！＂

“我……我叫劉行星，因為種種緊急情況……要來叫醒這顆星星……

＂我總不能說，我是這場混亂的始作俑者吧。

“哦……行星啊，好名字。＂男人看著我，又露出意味深長的微笑。

“我名為車胤，生前是東晉人，如今負責為此星掌燈！＂

我露出一臉疑惑的表情，這個人說話好奇怪啊！東晉又是什麼啊！掌

燈……是負責開燈的意思嗎？

“總之，要點亮燈塔，需捕蝙蝠七七四十九隻。＂車胤對我解釋道。

要捕捉四十九隻發光蝙蝠，也太難了點吧！

車胤似乎看到了我心中的疑慮，便將背上掛的一個小號捕蟲網扔給

我，說：“本來是有充足的時間來捉，不過如今事發突然，只好你我一同

來捉了！＂

我拾起蟲網，和車胤一起衝進蝙蝠群，開始捉蝙蝠。而蝙蝠們似乎也

意識到攻守的大勢改變，便急忙逃竄開來。

這蟲網似乎被施加了什麼魔法，一旦套住，足球大的蝙蝠便會停止掙

扎，變成拳頭大的一個光球，飄忽著飛進燈塔裡。

很快，燈塔收集了足夠的光球，發射出一道強光，直衝進無邊的深夜

裡。強光照到的地方，亮起一顆又一顆星星。車胤掏出手帕為我擦汗，他

帶著我坐在燈塔腳下。我倆一同注視著深邃的天際一顆又一顆星星亮起，

星星們眨著疲憊的雙眼，忽明忽暗地閃爍著。

這美景讓我看呆了，試問天下又有多少人能看到星星按次序醒來的畫

面呢？

“這燈塔實在是太厲害啦！回去以後我要把家裡的燈全點亮，把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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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以每秒跑 2.4 公里的速度，才能離開月球。

我得以每秒跑 11.2 公里的速度，才能脫離地球。

我必須以超過每秒 618 公里的速度，才能遠離太陽。

我必須得跑多快，才能離開母親？

我與你的關係近來就像是連光也無法逃離的黑洞。

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被吸進黑洞裡，拉扯，撕裂，燃燒，爆炸。

漩渦不斷擴大，反覆發生的衝突早已突破時空的限制。

黑洞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可期待的是它有衰變消失的一天。

具有強大破壞力的黑洞也有創造新生命的可能。

我該以何種距離目送你的蛻變與遠離？

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又稱脫離速度）：在星球表面垂直向

上射出一物體，若初速度小於星球逃逸速度，該物體將僅上升一段距離，

之後由星球引力產生的加速度將最終使其下落。

若初速度達到星球逃逸速度，該物體將完全逃脫星球的引力束縛而

飛出該星球。需要使物體剛剛好逃脫星球引力的這一速度叫逃逸速度。天

體表面上物體擺脫該天體萬有引力的束縛飛向宇宙空間所需的最小速度。

例如，地球的脫離速度為 11.2 公里／秒（即第二宇宙速度）。

青春期
向天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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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玩氹氹轉

媽媽說頭暈死了

不讓玩

但她自己卻在廚房工作

忙着左轉轉右轉轉

大人都一樣全是口是心非

我只好去找洗衣機玩

他可厲害了

還未開口已懂得一股勁地猛轉

絕對是個狠角

誰知

媽媽大喝道不要打擾他工作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就是工作

而我就是遊戲？

我決定去找《十萬個為什麼》討說法

討說法
筆名 :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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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留給我的蛋糕

被姐姐吃掉了！

小貓貓把我的牛奶

打翻了！

我的數學測驗卷

被爸爸發現了不及格！

上課時老師點名回答問題時

我緊張到忘了答案！

今天，果然是一個倒楣天！

我真生氣！

我低頭看著斑馬線過馬路時

旁邊伸來一隻暖暖的手

把我握住了，拉著我走

啊！原來是鄰居陳婆婆

她對著我笑，說：

小豬今天好乖哦……

我忍不住

今天，我很生氣！
圓圓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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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窗外的雲 發呆

看金魚吐泡泡 發呆

看電視裡一定要出現的廣告 發呆

時間在發呆的時間裡變得呆滯

發呆是一種逃避時間的手段

小孩子的世界也有好多不想面對的事情

也總有那麼多第一次要去嘗試

要困在關卡裡嗎

時間在不發呆的時間裡變得太快

一閃而過 光和影繞著圈圈

日子無聊地重複

在相似中探出枝椏吧

自己選擇做一棵樹 一朵花 或者一隻蛙

彈跳過地上的水窪

勇敢的小孩子

得到的獎勵是一大片風景

不發呆
行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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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光普照的大地上

突然

水妹妹長大成水蒸氣妹妹了

她興奮地向上跳啊跳，跳啊跳

然後越跳越高

距離地面的家亦越來越遠

可天上實在太冷了

她的呵氣也跟著變回小水滴

可即使這樣她依然享受著那快樂的流浪

直至遇到那些同樣的兄弟姐妹

各人才終於想起那大地上的家人

說著說著更哭起來了

而更多人亦開始彎身望向那昔日的故鄉

最後大家均嚷著要回去，要回去

那天

孩子都說窗外下著想家的雨

想家的雨
望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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