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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每年出版的學生文集《燃亮》，燃點學

校文學創作之光，盛載溫馨的祥光情懷片

段，適逢本年三十周年校慶，出版以感恩為

題的《光影流情》，益顯意義重大。 

 

校友偶爾回校拍攝婚照，皆因冀望於人

生的重要時刻，加入校園光影，重溫昔日的

祥光情懷。學校經歷三十寒暑，當中同學的

經歷，無論是一句鼓勵或責備，一個笑臉或

愁容，均蘊含無盡情懷，要談感恩，又豈可

三言兩語盡訴之？ 

 

《光影流情》記載了祥光人的生活體

驗，當中所記感恩之事，躍然紙上，讀者細

味欣賞，懷念追憶，必然是賞心樂事。 

 

詩 34︰1「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衪

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蕭興銳校長 
 
二零一二年二月 
 
 
 



 

Preface 
 

Our  annual  publication  of  student  writing,  Kindle  ignites  and 

encourages  creativity  as  well  as  provides  a  worthy  record  of 

significant  experiences  in  the  lives  of  our  students.    This  year,  in 

celebration of our 30th birthday, a special commemorative edition on 

the  theme  of  gratefulness,  entitled  The  Chronicles,  has  been 

prepared. 

 

Committing experiences  to paper allows writers  to  record  the most 

remarkable  moments  of  their  lives  and  also  to  share  their  ideas, 

feelings  and  values.    It  also  allows  readers  to  share  those 

experiences  in  the  present  as  well  as  enabling  both  writers  and 

readers access to those frozen moments in time well into the future.   

 

Thus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s of our students’ lives, whether joyous 

or  sorrowful,  are  able  to  be  captured  for  posterity.    In  the  future 

students  can  relive  their  youth  through  these  writings  and  can 

appreciate their past and the nurturing environment which sustained 

them  so  lovingly.  In  this way  they  can  continue  to  give  thanks  for 

having been part of the Lui Cheung Kwong experience. 

 

So  I  hope  you  enjoy  this  literary  collection  created  especially  to 

celebrate and give thanks for our 30 year history. 

 

“I will bless Jehovah at all times: His praise shall continually be in my 

mouth”.     

Psalm 34:1 

 

Principal Siu Hing Yui 

February 2012 



 

編者的話 
 

在呂祥光這所學校，有這樣的一角，當

中可以讓你盡情做夢，也可以讓你感受生

活，體會生活的精彩，體驗生活的瑰麗。同

學們可以在紙上寫上所思所想的，交織成那

動人心魄的文章。 

 

    在這本文集中可以看見同學們的夢，可

以看見同學們對現實的反思，可以進入另外

一個世界，去瞭解那個不一樣的世界。 

   

    我校今年建校 30年了，老師們的努力，

同學們的用心，才可以令這本文集添上不少

色彩，這本文集可算是把同學跟老師的心血

結合在一起，那是老師和同學努力的證明。 

 

希望大家可以在同學們的文章中學

習，而且享受著每一位同學帶給你的另外一

個世界。  

 

4A鄭怡青 
 

二零一二年二月 
 



 

Preface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Lui  Cheung  Kwong  Lutheran  College’s  30th 

Anniversary. 

 

Around 50 essays written by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orm levels were 

collected. The genres relate to our daily lives. Examples such as letters 

to the editor, argumentative essays on social  issues and film reviews 

were included. Some literary work, such as poems, were selected. To 

share  the  joy of our 30th Anniversary, students work on  the  topic of 

‘Thanksgiving’ were included. 

 

I am glad to have a chance to write the preface to this publication.  I 

found that students worked really hard on writing each essay that this 

has  improved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I  am  here  to  acknowledge  the 

students for their work and thank our teachers for editing the essays. 

 

As  our  school  aims  at  providing  us  an  English‐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I  hope  that  students  can  keep  working  hard  and 

continue to show their talents in writing. 

 

5E    Ching Chi Man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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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徵文比賽初級組冠軍作品 

感謝吾師 

3C 舒曉晴 

一日為人之師，終生為人之父。吾師之恩，永生難忘。 

 轉學已有一個月之久，碩大的校園之中每天面對的都是陌生的臉孔，偶

爾有幾個較為熟悉的同班同學，點頭，打個招呼也就了事了。單身隻影地

走著，總在想，此刻我的背後是否還會有那個黑小的身影？ 

 作為男性的他總是介懷自己一米七不到的身高，但時常以古天樂相似的

古銅色肤色為傲，戲稱自己為新一代「孝義黑三郎」。他姓謝名霽華，因名

 也不知為什麼， ，杯中的水總

喝茶」，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我們問他，為甚麼他會知道是我們幹的，他笑而不語，只是在紙上

寫「天曉得」。 

 是啊，天曉得。任何一個人關心學生的老師都會在背後注視他的學生，

靜靜的看著他的學生的一舉一動，用他的雙手把學生的每一次失誤糾正，

當然，也包括這一次。 

 有人說，教語文的人都是很細心的，華哥亦是如此。我是班上唯一一個

畢業後「南下」的學生。畢業後他曾細細問過我日後的聯絡方式，說一定

中的「霽」字難念而自稱華哥，可惜卻因身高問題被「眨」為華弟。這般

沒範兒的老師，在大陸可謂少之又少。 

不高不帥的他倒是很受我們班的女生歡迎

是滿滿的，連級長都歎為觀止，作為初三的語言老師能做成這樣，真不容

易啊！曾有一次，三十四、五度的大熱天，他卻一口氣喝下剛打來的一百

度開水，臉不紅心不跳繼續上課，像是什麼事也沒發生過，包括本人在內

的八位「元凶」看得目瞪口呆，本想作一次惡作劇，讓華哥出一次醜，但

不知道為何總是有一種被耍的感覺。下課之後肯定少不了被「請去辦公室

華哥一人一杯開水伺候，還得意洋洋的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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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驚喜」給我。按他的做事風格，恐怕是有驚無喜吧！三個星期後，我

收到他叫人轉交的一封信，很厚的一封信。信紙上是五十六個簽名，他說

那是十一屆東華三零六班所有同學的簽名，隨信附贈五十六張相片，都是

六班的同學。這樣的送別禮倒也像他的作風。他說要努力，就像以前一樣，

並要我用一些實質性的年級排名回報他一年的教育之恩。啊，真正細心的

人怕是像他這樣，用最意想不到的方法讓一隻離群的羊找回過去在羊群中

的熟悉感吧！很想好好謝謝華哥，但他卻沒有留給我任何的聯絡方式。 

 他不喜歡用大道理來說教，會用很多很細的小事感染別人，把這些小事

出一位老師所涵蓋的真正意

 請傾耳靜聽，這 致我最親愛的語文老師，

謝霽華老師。 

串聯起來，就是一位老師細致深沉的愛。華哥給予我的有很多很多，但也

很瑣碎，或者有朝一日我能從這些瑣事中看

義，這種感情光憑我手中一杆筆實在難以描述。我不敢說華哥是我一生中

最好的老師，但他一定是最用心的一個。 

是一個學生發自內心的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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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徵文比賽初級組亞軍作品 

感謝吾師 

3C 黃婉鎣 

每一位同學背後都一定有一位園丁，為你播種、施肥及澆水。每一位園

丁也用不同的態度培育我們。有的持強硬的態度，希望你能於嚴厲的生長

過程中，從強硬變得強硬，成為強中之強；有的就本著溫柔耐心的態度，

希望你能於充滿愛的生長過程中，從幼苗變成美花，成為完美中的完美。 

。譚老師

的服裝， 很討學生的喜愛。 

記得在中二的時候 。每一次我

的作文後， 令我印象更深刻，

。班中總有

的做法沒有用！因為這是一個不會傷害老師和同學之間的感情的一個最佳

方法！這種做法天顯示了她對同學的信任及期望，並反映出她很重視與同

學那良好的師生關係。 

她對我的關懷，令我感到溫暖；她對我的笑容，令我感到快樂。她對我

抱有期望，我必須以我的成績及品行來報答她，我一定不會讓她失望，流

淚！ 

雖然這一篇文章只是描寫了譚老師，但其實在這個世界中，還有很多勤

奮的園丁。辛勤的園丁為我們默默付出，提醒我們要努力讀書，他們真的

是燃點起光，照亮我們未來的明燈！ 

而在的背後的園丁就是譚老師。譚老師是我唸中二時的班主任

有著中等的身材，有一個像卡通人物小丸子的髮型。她每日均會穿上不同

但她的笑面卻常掛在臉上不變，性格開朗活潑，

，我中文科的成績尚好，尤其是作文方面

寫完一篇的文章，總是像欠了什麼東西，不過總是想不起欠甚麼，幸好譚

老師的提點，我的作文成績才更上一層樓，不斷地進步。有時她批改完我

就會告訴我如何去改進，又會向我舉例說明，

那些深刻的例子令我在日後作文時起了極大的幫助。 

她不止是一位優秀的中文科老師，而且是一位稱職的班主任

一些常常搗蛋的同學，但譚老師卻常常溫柔耐心地教導。不要認為譚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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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徵文比賽初級組季軍作品 

感謝吾師 

2A 蒙凱榆 

 在我中學生涯的六年裡，我只過了一年，正在迎接第二年的結束，雖然

只過了短短的一年多，但卻讓我遇見一位我前所未見的老師。 

 她有著中等身材，長了一頭烏黑的閃亮的直髮，秀髮及肩，給人一種清

新的感覺，瓜子臉，眼睛水靈靈的有如閃亮的黑玉，端正的鼻子上經常架

著一副黑色的粗邊眼鏡，紅潤的嘴唇常

不過二十五。 

 起初我不大適應用英語

學習，所 以便我們溫習。

不過，考試結果卻令他失望 更細心地給我們解題，

最後還給我們播放了一首歌曲 「天生我

才必有用」

 今年中二， 她每天午膳都

會來到我們教室跟我們一起吃飯和聊天

她也不會反對，十分支持我們，假如我們做錯了事，她會循循善誘地教導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給我們機會。 

她，周敏曄老師，由去年至今年一直有一句說話時常放在嘴邊------「加

油啊！你們一定可以的！」她就好像一隻母雞，而我們就像她的一群小雞。

她用心地培育我們，教我們在藍天白雲下飛翔，在我們跌倒時拉我們一把，

陪伴著我們成長，在往後的日子有了這位媽媽在我的身邊，我將會有一個

充滿愛的時光。 

露出兩排整齊雪白的牙齒，看樣子

我由中一剛來就有幸讓這位老師教授我科學科，

以老師就特地為我們製作了一份中英對照的筆記，

，她不但沒有責罵我們，

《笨小孩》，鼓勵我們，還告訴我們

，不要看輕自己，失敗過就要更努力，迎接下一次的成功。 

她繼續教我們科學科，還當了我們的班主任，

，我們想做甚麼，只要不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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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作品 

母校──我成長的搖籃 

6A 張玉芬 

忘不了那清脆悅耳的鐘聲， 

敲醒孩童的愚昧，貧乏， 

叩開人家封閉的心竅

 

    午後露天平台裡 熱切討論着孩

提時代的趣事。面前紅茶嬝嬝，模糊了

稚嫩的那一方…… 

    課室裡，老師沉 波光正頑皮地

跳動着。當時的我，仍未懂「少壯不努

師的教導，是充耳不聞的。 

    坐在窗邊的位置，總愛觀賞街景。街邊那間文具店，從前是一所雜貨

店，但久久無人問津，致轉作漫畫店，亦是缺人問津，才轉為文具店。在

這三個年頭里，一塊小地已有如此多的轉變，然而，不變的是，那規律的

聲線──一道循循善誘的聲音。這把聲音的堅執，敲醒了學童沉醒中的學

習動力。在老師的教導和勸勉下，我漸漸明白讀書學習的目的，不為考試，

而是為錦繡前程鋪路，更重要的是，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母校是一隻永遠的樂曲，我是她一個放飛的音符；無論將來我匯入哪

首樂章裡，都跳動着她的一節樂韻。 

    在母校裡，主張關愛行動，愛己愛人。在這種氛圍下成長，使我們自

幼已懂得互相關愛，互相幫助。這種態度意成為了我們日後面對文憑試的

勉勵。尤記得面對文憑試那一年的中六生活，沒有了課外活動，只能與書

海為伍，彷彿整個世界，只有讀書溫習二事。大家都十分緊張，熬夜變成

。 

，我和朋友坐在小圓桌邊偷閒，他們正

我的視線，彷彿鐘擺般把我渡到了

悶的聲線正規律地播放着，我們閃爍的

力，老大徒傷悲」著道理，對於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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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律，翻書聲變成了唯一的聲音。精神狀態頻臨奔潰。 

     班主任就是神奇的貓頭鷹，聽見我們的精神狀況頻頻發出危險警號，

即對症下藥，透過寫鼓勵卡，聽詩歌，靈修時間，甚或任何空檔，提醒我

們文憑試和升大學只是人生的一個小階段，我們不應把它無限放大，使我

們迷失自我，失去應有的社交活動。 

    老師的治療和處方是最佳良藥，教我們處事，教我們為人，教我們成

長。我們從校園生活裡，不但學習課本知識，更學習到面對壓力，處理壓

力和釋放壓力。 。班房裡，

除了老師喋喋不休的講課，翻書聲和字

     同一個座位裡， ，從淡黃到翠

    瞬間，清風把榕 大笑聲同時響

    坐在小圓桌邊， 扮，我知道，

我已不再是往日那個 

走向社會的青年了。  

    面前那杯紅茶已失去了熱氣的繚繞，輕呷一口，溫度恰當好處。拉緊

外套，又是時候繼續上班了。 

 

母校啊， 

無論走到了哪裡， 

我都會記住你的美好，你的教導。 

  

我們懂得互相砥礪扶持，我們嘗試彼此相濡以沫

典機不時發出規律的語句外，更出

現了不少的笑鬧聲和「咔喳咔喳」的快門聲…… 

我見證着窗外那棵榕樹，以青蔥到淡黃

綠，從翠綠到金黃，而今已變得榕榕綠綠，茂盛非常。 

樹樹葉吹得「沙沙」作響，友人輕快的

起，淹蓋了樹葉躍動聲，更淹沒了我的回憶之潮。 

看着大家成熟的衣著，已擺脫往日稚氣打

「搖籃裡的女孩」，在母校的栽培下，我已變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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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徵文比賽高級組亞軍作品 

母校──我成長的搖籃 

6A 郭穎裕 

 春光明媚，晨光劃破夜空，陣陣和暖的微風撲面，春天的氣息再次拂盪。

翔，融入廣闊寬敞私藍天裡…… 

 剛出生的小燕子 憶在昔日的莊嚴的禮堂內，

「人若志趣不遠，

懶蟲；令一杯淡而無味的白開水，披上一層淡淡的黃金，冒出縷縷輕煙，

飄渺地帶著一股芳香，泡出苦澀的濃茶。 

 在課室，孜孜不倦的老師們每天不辭勞苦地為我們灌輸上至天文，下至

地理的知識。我們恍如牙牙學語的嬰兒，稍一錯唸詞語，身為慈祥的父母

親便會耐心地向我們示範，教導我們唸出流利的語。他們更仿似作家一樣，

每天辛勤地雕刻出語重心長的文字，在六年歲月裡編著出嘔心瀝血、妙趣

橫生的文章。喋喋不倦的老師更是以身作則，他們除了完成教學的責任，

更動用休息時間，在課室內陪伴螞蟻們溫習，也許「一年之計在於勤」的

求學態度由此紅磚一樣；一朝一夕地建立起萬丈高樓。 

在浩瀚的研習室內，是一遍綠油油的大草，原讓我們戴上藤織的草帽，

抓著泥鋤，默默耕耘。可惜，或有時候，傾滂大雨會嘩啦嘩啦地下起來，

狂風把樹木吹得有點兒把持不住，而農夫們除了汗流浹背外，更要在閃電

我精神抖擻地乘著笨重如牛的巴士，回到大學的懷抱。在穿過神秘的黑洞

後，驀地，我從左面的畫框內凝視鬧市裡帳幕下游動的人民；瞬間後，我

看見穿上墨綠色衣裳的校舍，而我便是在鳥巢傾出的燕子，正嘗試拍翅飛

，在母親的庇蔭下成長。回

我和兄弟姊妹們一同坐在台下，默默地聽著校長的訓勉。

心不在焉；雖學無成；知不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校長本著教學的

熱誠，在六年裡一直對我們循循善誘，使我們從稚氣中建立成熟的心智。

這些一言一語正敲打著我們活潑好動的心，喚醒這羣昏沉、漸失去目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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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逃竄。幸好，在草原裏有可供安全暫避的小涼亭，予我們遮風擋雨，在

惶恐收成快被摧毀時尋回安穩、欣忍與盼望，使我們重新振作，是不可缺

乏的好伴兒。可是，假如我們缺少了良好的種籽，恐我們不能耕作出各式

各樣的蔬果，結集成生氣勃勃、飽滿翠綠的花圃。而勤奮的同學們就正如

售賣優良種籽的售貨員，好讓我們保持栽種的素質。若然沒有豐茂的大草

原，便沒有售賣員提供繁多的種籽，更沒有辛勤和耕種有成農夫。若然沒

有學海無涯的溫習室，莫說沒有同學們

環境培育花團錦簇的境地 是無可取替的！  

夜空墨深一片， ，乘坐巴士

踏上歸家路途。稍刻，一顆泛著耀目銀

破開了漆黑天空， ；然而，

 

的互相激勵，連我都未能有理想的

。所以，母校便是我成長的搖籃，

月亮不知躲到哪兒去了。我拖著疲憊的身驅

白、拖著短促光尾的流星，以高速

正閃耀著窗外游動的校舍。縱然我現已勞燕分飛

母校對我的恩惠不在長短、不在多少，只在乎愜意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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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徵文比賽高級組季軍作品 

母校──我成長的搖籃 

4E 吳嘉怡 

  「李一心，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准予畢業。」畢業證書上，那整齊

不禁鼻酸起來。 

  母校是我成長的搖籃 

  

僅要把地方清潔好，更要留堂罰抄。那時候心懷怨念，不分是非，認為是

科學老師害我要罰抄，所以更變本加厲。亦因為在上課的不專心，我的成

績總是漂浮不定，成績也試過從山峰跌入谷底。 

後來，因為老師們的不離不棄，循循教誨，使我明白到高尚品格的重要。 

  在學業上，我漸漸地改變，上課時候也變得專心！老師教我們自編一

本厚厚的筆記本，把重點抄下來才能好好溫習。其實初中時，老師也曾經

要我們自傋筆記本，只是那時候以人廢言，覺得他們的建議無聊至極。現

在才發現，那時候的想法真的很幼稚。 

  在心智上，我成熟了不少。我不會再對老師有敵意、耍性子。在課堂

上收斂了許多，不會在上課時間睡覺，玩耍。此外，我對班更有歸屬感，

不會再破壞班上的秩序。而是想班一起變得更好。我亦會幫忙設計壁報、

當小領袖帶領同學參加大大小小的班際比賽……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為我

工整的文字宣佈我的中學生涯就此結束，即將揮別母校了。同學們都離別

依依，眼泛淚光，甚至擁抱在一起失聲痛哭。想到母校帶給我的改變，我

初中那幾年，我總是對老師有莫名的敵意，總是在堂上搗亂。尤其遇

著某些比較好欺負的老師，我跟會得寸進尺，變本加厲，甚至對老師使性

子。有一次，我與幾個損友拿著燒杯，在科學室裏追逐潑麗。科學老師控

制不了我們，罵又罵不得，只好請訓導老師「處理」我們。最後，我們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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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同學訂造班衫。我還記得因為廠商的問題，我們在秋季旅行前一天才約

在西鐵站收貨。從六點多等到十點多，廠商的職員還沒出現。要是以前的

我，早就掉頭而去了。只是責任心和歸屬感使我明白，要是我真的掉頭而

去，同學們就不能在旅行當天穿著代表我們班的班衫旅行了。幸好，到最

後交易還算成功。在穿上班衫的那一刻，濃濃的滿足感淹沒了我等候幾個

小時的疲倦和埋怨。原來不知不覺間，我們都變了，因為這間學校而變了。 

  今天畢業了，再捨不得，也要離開這所學校。懷著依依不捨的心情，

揮別這所使我成長的母校。再見了，培育我成長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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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人生徵文比賽初級組冠軍作品 

標竿人生 

3C 舒曉晴 

人生在世，誰會沒有自己的目標呢？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標竿」。 

有誰還記得詩聖杜甫“會當凌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情壯志？對他

而言，標竿就是身居朝庭之上，充當那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眾山之

巔。＂眾所周知，杜甫的一生顛沛流離，年輕氣盛之時浩蕩樹下的標竿，

最終只能在晚唐的昏暗中被逐漸忘卻。

山小」

不敢想像沒有標竿的人生會怎樣 ，如此空洞的

一生，誰人可忍？ 

中國

到死，他也沒有真正做到「一覽眾

，但最起碼，他走過無比精彩的一生。 

，這樣的人生定然是黑白

古典文學大師曹雪芹用盡了一生心血創作出中國文學史上最璀璨

生，暗喻着其家族近乎無人可敵的

，賈寶玉可以說是佔盡優勢，但久

要創一番雄圖偉業，日復一日安然

的紅樓一書。書中的賈寶玉口含碧玉而

富貴權華。出生在這樣一個權貴的家中

居深宅大院的他心無大志，根本沒想過

過着公子哥兒的閑逸生活。 

有一句古話是這樣的︰「生于憂患，死于安樂」。沒有經歷一番風雨，

如何能見絢爛的彩虹？像賈寶玉，縱使家勢顯赫但厭于讀書，沒有目標的

人最終只會在安樂中夭折，釀成一段段淒美無比的悲劇。如同劃過天幕的

流星，剎那的炫目之后是死一般昏暗的沉寂。 

你一生的目標是甚麼？ 

若是可以選擇，所有人都不希望自己只是千億年時間長河中一個步履匆

忙的過客，就算再苦再累，都渴望成為眾星捧月的焦點，就像是杜甫。縱

使是一個注定的悲劇人生，也要完美謝幕！賈寶玉呢？他輝煌過，亦是名

垂千史，但卻只能短促而灰暗地草草收場。兩種截然不同的人生，同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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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留千古，但兩者之間，相差甚遠。 

我的目標很簡單，只希望能順利進入自己心中嚮往的大學。沒有目標的

人生就像是迷途的旅人在沙漠中漫無目的亂走，沒有任何能充當他的動力

源泉。或許他也曾經做過甚麼轟轟烈烈的事，但最終結局一定是被漫天的

黃沙所吞噬。我，不想做那個被黃沙吞沒的旅人。 

一杆標竿，引領着我們向着自己的一生目標進發。或者是一個並不完美

的結局，但最起碼我們也為之努力過，我們並沒有白活一場。 

 



 

 

14 

 

標竿人生徵文比賽初級組亞軍作品 

向著目標進發 

3A 郭苑彤 

 我一直跑，跑啊跑，從孤單一人在「跑道」上奔跑，到一個個朋友，家

 ，有些更掉

沒有人幫他們一把，拉他們一把。 

 在香港，

微弱。 

 作家， 。每一句

的句子，甚至細微到每一個字詞也能使他們繼續走下去，因為當中包含着

使他們鼓舞的情感，對他們表示着永遠的支持，讓他們知道自己並不孤單，

有作家在任何逆境陪他們走下去──這就是我的目標、理想。 

 也許很多人笑我傻，笑我痴人說夢，但你想想，那些仍在絕望枯井中的

朋友，很需要一些依靠和寄託的事物。能用文筆使一個壞人脫胎換骨成為

好人，還能推動更多的人改變他自私自利的性格，這樣才能拯救身在絕望

困惑的朋友。我十分希望我的文筆可以拯救沒有良知，埋沒良心的人，他

們的行為令我很痛心和可惜，我不忍心他們成為魔鬼的奴隸。 

 作家的文筆可以寫出一個又一個人物傳奇的人生，更能改寫不同命運的

人的人生，讓他們經歷。我期望我寫的每一個字，每一句句子也能組成一

隻隻帶着盼望的手，在困境時可以扶持他們，獻出我對他們的關懷，他們

不是孤單走下去的。 

 我永無休止的跑下去，本着和地藏王菩薩要使人變好的同樣決心而奔

跑，只因我再不是孤單地跑，我有很多同伴，一起邁向我的標竿人生！ 

人陪着我跑，而上帝化成一盞盞街燈向我引路，帶領我…… 

眼看着現時的年輕人遇到些微的挫折便跌到，有些站不起來

進不能自拔的深淵，甚至有些自我摧毀，從事販毒和吸毒。他們的朋友不

管，他們的師長不管，他們的家長也不管。他們失足掉下十丈的懸崖，也

不但年輕人感到無比的壓力，成年人也同樣有這些問題──消

極、沮喪、困惑……充斥着每人的心靈。璀璨光芒的東方之珠，隨年月增

漸漸暗淡下來，雖然夜色仍然耀眼動人，但香港人的動力光芒仍是閃得很

唯有作家才能喚醒他們沉睡的希望，燃點向前走的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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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人生徵文比賽初級組季軍作品 

標竿人生 

3B 李舒琪 

 人生目標，這四個字對以前的我來說是遙不可及。我常常認為這四個字

跟現階段的我毫無關係，人生目標不用這麼快就訂立，來日方長，可以留

待高中或中學畢業後才慢慢規劃，況且，如果在年幼時就妄下決定，將來

後悔的必定是自己。 

 它就會讓漂泊不

無目的，到處漂泊的旅行  

 人生目標， 永遠都無法達成。

 香港

生命本是一場到處漂泊的漫遊旅行，只要遇上了目標，

定的心停下來，如果一生也無法尋找自己的目標，它就會繼續進行那個漫

。而我的目標就由剛踏上中學時就已經開始訂立。

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個紙上談兵的名詞，

最初我思忖人生目標時，都是想出一些不切實際的理想，我由初時的誇誇

其談慢慢地變得認認真真地思忖我將來的路該怎樣前進，不再想出一些天

馬行空的想法，我的人生目標是希望能成為一位專業、出色的醫生。 

現時正面臨失業率不斷上升的問題，很多畢業生畢業後

的學科成績和爐火純青的特別技能。無可置疑，這班大學生畢業後，必定

，得到優秀

能找到一份高薪厚職，又適合自己的工作，將來貢獻社會，為社會出一份

力。可惜的是，連這些「三高」(即是高知識、高學歷、高水平)的大學生也

面臨失業的危機，試問這些大學生連工作也無法順利找到，又怎能奢盼找

工作是稱心如意的呢？「少壯不努力，老大徒傷悲。」這句說話相信對大

家來說可算是耳熟能詳，若不希望到年老時會遺憾終生的話，何不趁年輕

時好好學習，裝備自己有興趣的工作呢？ 

 要成為一位醫生不是容易的事，要成為一位專業、出色的醫生就是難上

加難，如果沒有適當的學歷，面對困境也不會退縮的勇氣，目標是永遠也

無法達成的。一個人如果只擁有人生目標，而缺乏向着目標前進的奮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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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變得毫無價值，人的一生必定會無時無刻碰到困難和逆境，如果有勇

氣去面對，前面一定會是一條邁向成功的道路。相信每個人都會擁有屬於

自己的人生目標，現實和夢想往往是毫不關連的，現實總是殘酷的，一個

人不多加努力，夢想是永遠不能達成的，但願能讓我們各人都有智慧好好

地考慮我們的人生目標，預早計劃我們

發。 

將來的出路，好得及早向着目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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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人生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作品 

標竿人生 

6A 郭穎裕 

 目標能步向成功，是達到個人理想的不二法門。縱然並非每個目標都可

令我們完成個人的理想；可是，若單有目標而不作實踐、缺乏完善的規劃，

漸行漸遠。因此，訂立目標是非常

重要。 

們不單要訂立目標以助我

成績，入讀護理學系；我們更要考

的毅力和意志，根據自己的行動步

劃，推動我們向前邁進，正如金句

竿直跑。」訂立目標能幫助我們籌

建美好的將來。 

 當我們訂立目標後 ，循序漸進地

實行自己的目標，方可打開成功的大門。正如會考零分小子──呂宇俊，

他在第一次會考時取得五科 F 級以下的成績，面對一無可取的成續，他毅

然自省，決心改過，努力讀書，以求取得升讀中六的資格，改變過往蹉跎

歲月的人生。最終，他更憑會考 19 分成績升讀預科，這個成功是全因他有

強韌的意志力，拒絕外界引誘，離開黑社會邪惡之珈鎖。也如他言﹕「沒

有目標的船，連風也幫不了忙，由此可見，建立目標是邁向成功的踏腳石，

若然我們未能堅持信念，理想和抱負只能成空談。訂立目標的人如爬山者，

即使面對任何逆境，他們也要執着自己的意念，衝破障礙，才能自豪滿足

地踏上珠穆朗亞峯和喜瑪拉亞山的最高海拔之上。 

 其次，當我們有了清晰的目標，我們更需要具備完善的規劃，完成個人

的使命和理想；經長期的挑戰與障礙，能進一步踏上成功的階梯，使我們

未能懷着毅力持之以恆，恐怕成功只會

目標的實踐時間可分為長期、中期和短期。我

們達到個人目的，譬如在文憑試取得好

慮個人能力，把目標具體化，要有足夠

驟付諸實行。訂立目標等同於生涯的規

所言﹕「忘記背後，努力面前，向着標

，我們必先懷着堅定的決心，鼓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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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更為實在，能站更高聳的位置觀看世界。好像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

巴馬，他從小立志成為美國的領導者，盼望為美國人尋回失落的「希望」，

 

我們又會感迷迷罔困惑

儲食糧之際，漫無目的的蟒蛇只管進入冬眠狀態，到百花齊放、春色遍地

時才臨陣磨槍，豈不是浪費光陰、毫無進步？難道你們渴望成為隱青，迷

失自我，缺乏方向感嗎？ 

 日復一日，若我們欠缺目標，失去意志力改善或提升個人的能力，以達

理想，我們的人生必不光彩，仿如白牆被塗上灰黑色的油漆，暗淡無光。

反之，雖然訂立的目標未必能如期達成，好像國父孫中山矢志成立中華民

國，惜受袁世凱的復僻帝制，破壞剛建立的共和政體，難免會遇到失敗的

時刻。然而，訂立目標可使我們的人生旅途更清晰，具方向感，不至迷途，

可以使我們接近成功，取得開啟理想的門鑰。 

 所以，目標是人生歷程中不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正如前文提及﹕「勇往

直前，向着標竿直跑。」 

改變長久以來的危機。因此，他至小意識從不同的途徑踏上從政之路，以

求領導國家逃出厄運，他先發奮求學，在哈佛及芝加哥大學學習政治及法

律系，往後更在參議院發表演說，努力鋪展其從政的道路，最終成功入主

白宮。作為訂立目標的夢想家也應如奧巴馬般，先化身成郵輪的導航員，

從地圖辨清航行的方向和路線，以最踏實、最穩固、最安全的方式駛往目

的地。所以，訂立目標並不能驅使我們在瞬間平步青雲，而需按步就班，

有詳盡的部署，才可尋覓自己的康莊大道。 

所謂「少壯不努力，老大徒傷悲」，假如我們在年少時缺乏人生目標，

，原地踏步。在螞蟻和蜜蜂們趕緊為入冬時採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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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人生徵文比賽高級組亞軍作品 

標竿人生 

6C 張家富 

 如果問，甚麼是人生最珍貴的，你的答案會是甚麼？所羅門王可能會

答﹕「智慧」；秦始皇可能會答﹕「長生」；文天祥可能會答﹕「氣節」。上

述的答案都只是浮雲。唯有一個立定標竿的人生，可以讓我們堅毅不屈地

前行；讓我們在黑暗中見到光明，從而

 立定標竿的人生 立定標竿的人生就如一

艘已定錨的船， 任爾東南西北風。」

正因「咬定」了「 ，則無所成」

無論所立之志高遠抑或卑微 方能有望成功。

抗倭名將戚繼光年輕時的一句「封侯非

的金戈鐵馬的一生。儘管敵兵勢大、儘

為年輕時已立下的志願，始終堅定如一

歷史上留下光輝的一頁。 

 立定標竿的人生，方可在不見五指的絕望黑暗下，支撐着人的信念，直

至走出光明，劃破黑暗。假若人生是一場長途賽，只有立定志向的人，才

可以在旁人因絕望而宣佈放棄時，聚焦在那支看似搖不可及的標竿，一步

一腳印地步向終點。一九四零年，當全歐都淪亡於納粹之手，眾人都猜測

着英國何時投降之際，只有邱吉爾──這個早在青年時就立志要報效大英

祖國的人，站出來堅持抗戰。年青時的誓言支持着他，在敵機穿梭頭頂轟

炸的每一夜堅持下去，直至勝利來臨。以至於有人認為﹕「沒有邱吉爾，

大英帝國是否存在還成問題。我反而以為，「沒有邱吉爾年輕時所立的志

向，英國和邱吉爾肯定不會流傳到今天。」 

達至成功。縱然失敗，曾立定標竿

而奮發的人生已不枉此生，甚或名流青史，鼓舞後人。 

，足令人堅持不屈，直至成功。

不會為風暴所動搖。「咬定青山不放鬆，

青山」，方能不為所動，邁至成功。「志不立

，都不重要，但只有立定志向，

我意，但願海波平」引領了他傳奇

管艱辛無比、儘管遭受壓逼，卻因

，終於立下不世出的功名，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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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天資難測。儘管立定標竿，奮發不已。倘若時道不濟，失敗仍可

能無可避免。 

但曾立下目標，並為之奮鬥，就算功業未成，也足以鼓舞人心。明末民族

英雄袁祟煥曾立定志向，要五年復遼。為此奮鬥不已，決定拼殺。幾起幾

落，困守孤城，儘管最後「出師未捷身先死」。 

 穿過數百年的時空他的一句﹕「計五年，全遼可復」，今天聽來，仍然

擲地有聲。 

 環顧古今中外無數英雄豪傑，王侯將相，也許其成功之道各有迴響﹕有

的謀深慮遠，有的勇猛果敢，有的堅定不移，甚至有的依靠天道機運……

但在背後， 才能有所聚焦，

成就功業。 

每人都有共通之處﹕立定志向。唯有樹立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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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人生徵文比賽高級組季軍作品 

標竿人生 

6E 孫晴 

你的人生目標是甚麼？ 

 有人答要賺許多錢，有人答要找到一個好歸宿，有人答要做到某大集團

的第一把交椅……無論答案如何千變萬化，人們始終都說要有人生目標。 

 那麼，何謂人生目標？ 

 人生好比一場又一場的賽跑，終點的標竿就是我們的目標。那支豎立在

 人生中一定要有目標 。一場賽跑

的路線可能有不同，但能通往終點的就

就不會越界或迷路， 。目標，

，為他人，

甚至為社會作出貢獻

目的地的標竿是完成一段路程的指標，也是我們成功做到某些事的象徵。 

，正如一場賽跑不可能沒有終點的標竿

只是一條。有了既定的路線，我們

也知道只要一直向前走，就可以到達終點休息

給予我們在匆匆數十年的人生奮發向前的動力，推動我們為自己

。就如光纖之父高錕，他窮了大半生專注去發明光纖，

捷，惠澤人群。即使我們沒有能力

目標才能維持和充實的生活，就如

意義也失去，那麼人就會失去生存

最終成功，並使通訊科技變得更方便快

去完成如此遠大的目標，我們也需要有

我們要工作才能糊口。若最基本的生存

的動力，很容易一時失去理智走上不歸路。目標，就是生活的動力，也是

創造新事物的動力。 

 一個賽跑選手不可能只參加一次比賽，一人一生也不可能只有一個目

標，我們要訂立適當的目標，才能完成一段又一段的人生路。每個人的能

力和興趣都不同，訂立適合自己的目標能增加滿足感和成功感。正如李雲

迪不會跑去打籃球，姚明不會跑去彈鋼琴。若他們的角色對調，他們或會

有分別在音樂界和體育界浮浮沉沉，甚至早在年少時已經放棄目標。就像

在賽跑路上跑來跑去也未看到終點的標竿，又或是力有不逮，在比賽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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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厥，更遑論看到標竿？不能使自己得到生活動力的目標，就不是適當的

目標。相反，現在的李雲迪和姚明

 

就是因為訂立了適合自己的目標，才有

今天的成就。 

 常言道﹕休息是為了走更遠的路。賽跑可分為短跑、長跑、越野賽和馬

拉松，每種賽事設立標竿的位置也不同，即是可以休息的地點也不同。訂

立了適當的目標，就可使自己盡快得到休息，為人生的下一段路作更好的

準備。以中學生為例，他們以考進大學為目標；成功考進大學之後，就有

數個月時間去休息，以補充過去長期溫習和做功課耗盡的精力。然後，他

們要為未來修讀的科目作充分的了解和準備，迎接大學的生活和訂立下一

走一段又一段人生路的能源。 

 看見了標杆， 我們訂立了目標，

像劉翔

個目標。那目標或許是攻讀碩士課程，或許是投身社會工作。因此，到達

一支標杆是前往下一支標杆的動力，找到適合自己的路也就是推動我們去

跑手就會奮力向前衝，直至到達標杆。

也要付諸行動，專心致志地朝著目標進發，不怕艱辛，才能達到理想。就

一樣，他雖然受腳部傷患困擾，但他沒有放棄，休養後仍然按教

的編排不斷努力練習，最終在最近的世錦賽取得第三名的佳績。倘若只空

有目標而不願付出時間和精神，就算有能力做到或成功在望，最終都只會

練

功虧一簣。 

 聖經教導我們﹕「忘記背後，努力面前，向着標竿直跑。」只要訂立人

生的標竿後，不怕困難，就能化作漫步人生路的能源，到達自己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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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 

3A 戴麗芳 

   我叫格陵，生長在這個晝夜交替的世界裏。我深愛故鄉的一切，除了，

黑暗。世界有了黑暗，才有黑暗隱藏下的丑陋、卑微和一切的蠅營狗苟。

所以，我願意用我餘下的日子牽着光明的手，永遠不准她離開。 

    是的，光明，我想緊緊牽住你的手，永遠不放開。一切華麗的言語在

你的面前都顯得如此可笑和無力。我只望有一天，你可以長駐人間，哪怕

要我用生命交換，我也甘之如飴。光明啊，你可曾聽到我的低語？ 

   我每天不停地練習長跑。相信，這是我與生俱來的使命。我要帶給人

類永遠的光明和幸福。 

   終於有一天，我踏上了征途，我向着太陽升起的方向，開始奔跑。我

踏過一座庭山，跨過一條條河，我聽到風在耳邊呼嘯而過，看到兩旁的景

物不停地後退。耀眼的光灑遍全身，一直照徹心底，驅走一切恐惧和遲疑。 

   燦爛奪目的曙光就在眼前

   永恆的光明，我就快牽到你的手了

夢想。然而，我終於未能到達，我的身

也沒能站起來。 

   最終，我與光明失之交臂。 

   而有一種追求光明的小昆蟲，它叫

讓自己的生命在瞬間燃燒。人們因此嘲

樣，是想緊緊牽着光明的手

它比我更加執着和堅定，所以它才能在死亡的前一刻與光明如此親近。而

我，卻始終與她有一段再也跨不過的距離。 

  光明啊，你可曾聽到我的低語？我想牽着你的手，讓你驅走我心中一

切黑暗；我想牽着你的手，讓你驅走世界上一切的丑陋和悲傷；我想牽着

你的手，讓你給我們帶來一個沒有陰暗的天堂！ 

，如此神聖而不可逼視。這裹甚至沒有影子，

沒有黑暗藏身之處的天堂，這不正是我夢寐以求的嗎？ 

！我伸出顫抖的雙手準備擁抱我的

體不受控制地倒下去。後來，我再

蛾。它總是奮不顧身地沖進火裏，

笑它的愚蠢，但我明白，它和我一

。哪怕是一瞬間，哪怕因此會丟了性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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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開花給你看 

3A 王少傑 

  經過嚴酷冬天的吹襲，一直在酣睡的我被一絲暖意喚醒了，於是我慢

慢地從迷迷濛濛的長夢中醒來。我緩緩地睜開眼睛，向四周探索了一番，

才發現寒冷的冬天已經離開，春天悄悄地來臨，她正在揮動畫筆，揮上一

層層顏色，為大地增添了不少姿彩。 

  我俯視街上行走的行人，他們都紛紛脫下大衣，穿上一身清爽的衣裳。

正當我在觀望街上的行人時，在人海中我看見了一位身材魁梧、高貴脫俗

的陽光男孩，霎時的我被他身上散發出的氣質及魅力緊緊地吸引著。他那

一雙明亮清晰的眼眸相會魔法似的，每一眨眼幾乎都能牽動著我的靈魂，

突然心裡明生了一種感覺，它就猶如火燒般激烈、如洪水般翻濤、如羽毛

般輕盈漂浮…… 

  從看見他那一霎那開始，我就希望能在他心裡留下一個深刻印象，於

是我便向自己立下目標──「我要開花給你看」。 

  但我回望了一下自己，穿著一身墨綠色的「外套」，依附在光禿的枝椏

上，讓我在色彩絢艷的春天里顯得暗啞無光，格格不入。但我深信「皇天

不負有心人」，只要我願意付出，願望就必定能達成。 

  每天，男孩都在我身下走過，可惜的是，他還沒有留意到我，於是，

我便不斷努力，勢要將自己最璀璨的一面展現給他。終於，我勇敢地把緊

摟著身體的墨綠大衣脫去，換上一身淡黃色的裙子，裙子上還鑲上一些黃

得泛橙紅的水晶作為點綴，裙襬微微向外展開，表露出青春「少艾」的活

潑可愛。 

  上學的時間又到了，我迫不及待地向前俯望，發現男孩因我的「大變

身」而感到好奇地看著我，那是我第一次與他的眼神交流，他的眼睛是那

麼的誘人，令我興奮得把藴蓄在我心裡的光彩，一股腦的併發出來。在我

被他迷得神魂顛倒時，男孩已經走了，當我從暈亂中醒來，我才發現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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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裙子突然從淡黃色幻變成橙紅色了，真的使我驚歎不已！ 

  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許多讚歎的聲音，我這才發現在我腳下有一大

群市民圍觀，他們更不時拿出相機東拍西照。說真的他們的行動令我對自

己努力展現出的美而感到欣慰及驕傲。 

  不知不覺，天色已慢慢淡了下來，人群也漸漸變得稀疏。在天色灰暗、

昏黃街燈的陪襯下，街道也顯得格外清靜。我隱隱約約看見男孩正向著我

走了過來，我興奮得一臉通紅，在街燈的映襯下，我那一身酒紅色顯出少

女的柔美，甚至流露出一絲絲甜意。男孩出奇地停在我腳下，仰起頭看著

我，我情不自禁地向前俯看，可卻不經意地從枝椏上掉了下來。男孩立即

伸手把我接著，他輕輕地滑過我的裙襬，接著他温柔地拿起我，聞了聞，

嘴角微微地向上翹了翹，小心翼翼地把我夾在日記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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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路上無捷徑 

3B 游詩婷 

 人生好像一條漫長而要不斷摸索的路。在路途中，十字路口會令我們難

以選擇；彎曲蜿蜒的路令我們不知所措；筆直的路令我們感到沉悶、漫長、

遙遠而又不可及。那麼有快而短的路嗎？我想，很多人都想走這條所謂的

捷徑吧！ 

 「這一次考試科目太多吧？可否只用一個星期就可以溫習完呢？」這句

話很熟悉吧！很多學生遇到考試或是遇到需要思考的題目時，都會想能否

用捷徑去完成呢？其實，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是必須要犧牲自己玩樂的

時間和精神的。難道你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去把要考的科目全部都背得滾瓜

爛熟嗎？這是不可能的事。在學習上是無捷徑的。 

 一位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你們聽過吧！他，擁有一個聰明靈活的

腦袋，對科學熱愛十分，在他的人生中曾研究出很多我們息息相關的發明

和一些偉大的定律。難道他有捷徑？不是的，愛迪生在研究的過程中，遇

到很多失敗，付出過很多的汗水，他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找到那成

功的終點。他沒有捷徑，即使失敗無數，也要按步就班，也要繼續往前走，

也要繼續他的研究。走向成功的終點，這是無捷徑可走的。 

 「百萬富翁」這種社會地位，相信許多人都嚮往吧！李嘉誠是香港數一

數二的富豪，擁有讓人羨慕的巨額財富，難道他是找到通往富豪之路的捷

徑嗎？不，他也曾從事很多卑微的工作，是一個平凡的人。那麼，他為什

麼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人？他是從平凡的工作中慢慢努力，經過時間的磨練

才能夠成為「百萬富翁」的。在工作上，他的財富絕不會從「捷徑」而來

的。 

 我們在成長路上有很多的十字路要抉擇，要是有捷徑該多好啊！可是，

是沒有可能的。在成長的路上，如果是我們一分一秒地打拼回來的成就，

那豈不是很滿足嗎？那豈不很有意義嗎？人生的成就是靠一步一步去爭取

的，是無捷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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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路上無捷徑 

3C 王俊杰 

 人在成長中會不斷遇到困難、挑戰及引誘，我們不能走捷徑，逃避它們。

就算你能逃避它們，其實這些問題還在，成長的路上是無捷徑的。 

 人要學懂跌倒和失敗，才會成功。因為沒有失敗的經驗，就沒有成功的

機會，只會走沒有失敗，沒有跌倒的捷徑的人，永遠不能成功，因為他們

永遠不會知道自己錯在什麼地方。成功的人，是要從不斷跌倒和失敗當中

站起來，經過不斷的努力和成長，才可以成功的。就好像「發明天王」愛

迪生先生的事蹟，他能發明一千多種的東西，為社會作出很大的貢獻，全

憑他自己每天不斷跌倒、失敗，然後再嘗試，再不斷跌倒、失敗，在當中

不斷的成長才有此成就。 

 而走捷徑的人，只會不斷逃避失敗和跌倒，永遠都不知道自己錯在哪

裡，哪裡需要改善，只是不斷地繼續錯下去。若要成功，必須要認錯，承

認自己的錯誤，找出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這樣才能成功。 

 其實人生路上真正的捷徑就是學懂跌倒和失敗，在人們逃避失敗的時

候，你就勇於承認錯誤，比別人更快地找出錯的地方，然後改善自己。例

如在考試中你的成績不太理想，失敗了，但你可以從失敗的經驗中，找出

成功的方法，例如你可以為自己訂立一個時間表，讓自己可以有足夠時間

溫習，改善你的成績。但如果你不肯承認錯誤，不能從失敗中站起來，再

這樣錯下去，成績不但不能改善，還會繼續退步下去。 

 我希望每個人學懂跌倒和失敗，然後

馳，到達你夢想中的終點。 

從當中站起來，向著成長路上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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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襲港下的街頭景象 

4A 王倩琳 

 我提著雨傘，狼狽地與強風競賽。陪伴著寒風的雨水急不及待跳上我的

校服，而手上的雨傘像被賦予生命力，想與風為伍，彷彿下一秒便從我手

逃離。我逐漸捨棄了趕快回家的念頭，暗自放慢步伐。參加颱風的這場盛

宴。 

 走到大街，呼呼作響的大風從對面竄過來，像小孩般著人們。一些與小

孩上學的父母親緊握著小孩的手，撐著快要折斷的雨傘，急速地走，想回

到那溫暖的家。有些人不敵颱風，手上的雨傘早已「四腳朝天」，道路上的

車又從身邊「嗖」一聲地擦過，輪胎化為勇猛的雄獸，路上囤積著的雨水

濺起陣陣水花，換得人們一身狼狽，再抬頭一看，車輛已是一點塵埃，擁

入颱風與雨水的懷抱。 

 地上的磚塊凹凸不平，下陷的地方盛滿了雨水，雨水被地上的污漬塵埃

染成灰色。地上一個個的「水洞」如陷阱般，人們一個不小心，即一腳濕

透，滿口哀怨。「砰」的一聲吸引了人們好奇的目光，路邊的垃圾桶被颱風

推倒，在地上翻滾起來，桶內的垃圾一傾而瀉，在強風玩弄下，它們圍著

圈轉，與一旁翻滾的垃圾桶交舞。「吱吱——」頭頂上又傳來一聲響音，仰

頭一望，懸掛在鐵桿上的招牌在大風下變得弱不禁風，左搖右擺，搖搖欲

墜，給人們一種不安的感覺。招牌和垃圾桶的聲音與風雨聲交纏，奏成一

曲聲情特別的交響樂。 

 抬頭，天空染上灰色，變得朦朧不清，雨點如粗針般落在地面、刺痛著

人們的每串肌膚；而大風則無情地摑了人們無數個巴掌。一旁的大樹被強

風折斷了一截樹枝，綠葉鋪滿在地上，在颱風下，轉了一個又一個圈，跳

出了七支小圓舞步，構成了大自然共舞的畫面。 

 大風吹過，給了巴掌，打醒了我。我撥開大風下的散髮，暗自嘆氣，並

一步一步地在大風的「護送」下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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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襲港下的街頭景象 

4A 霍文傑 

 「轟隆！轟隆！」如雷貫耳的巨響震懾大地，似是為暴風雨的來臨響起

號角；一條散發著刺眼金光的巨龍從天而降，似是為颱風的侵襲揭開序幕。

颱風襲港的「陰謀」我們明顯看見，但面對大自然的大災，我們能夠做到

的不只是等待嗎？ 

 說時遲，那時快，風未到，聲先至，「呼呼」的風聲在耳邊嗡嗡作響，

接著就一陣寒風就好針筒一樣，將寒冷注入我的心扉。本來有暗湧的海面

亦不忘乘機作亂一番，突然變得波濤洶湧，萬馬奔騰，一浪接一浪衝向岸

邊，似要人嚇怕岸邊的路人一樣，喘喘迫人，岸邊的路人都狠狽不堪，慌

忙走避，卻被風吹得東歪西倒。街上更有小孩和老人因而摔倒，一位婦人

不慌不忙地扶起他們，卻反而被強風弄得披頭散髮。看，人縱為萬物之靈，

但在大自然的威迫下卻軟弱無力，束手無策，只能有「人為刀爼，我為魚

肉」的慨嘆吧！ 

 暴雨唯恐天下不亂，在颱風肆虐，雷電交加時，壓軸加入這場屬於大自

然的遊戲。颱風越吹越狠勁，宛如一條隱形的蛟龍，擺脫了籠子的枷鎖，

在香港這繁榮的都市東奔西竄，四處破壞，風聲猶如龍吟虎嘯，又似鬼哭

神嚎，勢不可擋。颱風下的樹木被吹得不停顫抖，卻又似在垂死掙扎，但

風就如一位木匠，手執鋸子將樹木一分為二，樹木清脆的折斷的聲音，似

是在死亡前發出最後的哀號。旁邊的樹木像目睹同伴下場，不由自主地顫

抖著，但最後又有幾棵樹給這殘酷的「木匠」「肢解」了。大樹的倒下，似

乎告訴我們大自然的高深莫測。 

 我走到街巷，原來巨風卻比我先到一步，街巷上盡是樹葉、垃圾，甚至

店子的牌匾，都搖搖欲墜，連垃圾桶都橫卧在地上「殉職」了，周圍一片

荒蕪。街上周圍人煙稀少，大概是怕了暴風雨而雞飛狗走吧！突然，一條

金龍又衝出陰暗的天空中，「迅雷不及掩耳」地衝向地面，把天空和雨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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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金光閃閃，卻把這街道顯得死寂荒涼。霎時間，「東方之珠」就似變成死

城般，失去了本來的「活力」與「衝勁」。 

 我回家之後，開了電視，看了天氣報告，預測天氣很快回復晴朗。我看

窗外鬱鬱沉沉的天空，心中卻懷著半信半疑的心態。是的，人生很多事情

就是像天氣一樣，無法預測，無法估計，也許就因著這樣，人生就更多采

多姿，人就會有盼望，相信雨後彩虹，相信否極泰來，學懂展望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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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襲港下的街頭景象 

4D 龍瑞伶 

 「嗖、嗖」一陣陣的強風聲不斷侵襲街道上的人，颱風十分強勁，十分

兇惡，就像要吞併這個世界般，嚇得人人雞飛狗走，所有途人都躲回他們

安全而溫暖的家，只剩下一片被颱風不斷侵佔冷清的街道。 

 街頭一片寂靜，在街道流連的人並不多，「只有小貓數隻」，他們的臉都

被這個兇惡的颱風吹得面容扭曲，但他們仍然力抗颱風，依然頑強地從街

道走過。室街道上，從前的繁榮現象己不再，所有店舖都關閉了，他們都

怕被這兇惡而強大的颱風會襲擊他們的店舖，只好被逼關舖，留待颱風過

後才重新營業。店舖外，只留下一些招牌獨自與兇猛的颱風對抗，但薄弱

的招牌怎能對抗強大的颱風呢？經過一輪戰鬥後，一些單薄的招牌已招架

不住，從高空掉下來，流露出大戰過後疲倦的樣子。 

 而從窗外望到維港的現象更是驚心動魄，從前一聯想到維港是必定會想

到熱鬧而開心的景象，可是從這個颱風來臨開始，這個繁華的街道已消失

了，只餘一些垃圾桶、街燈在與颱風對抗。而維港的海水也因颱風的關係

被吹得十分凶湧，更有些海水更被颱風吹得沖上平地，天氣也頓時因海水

的緣故變得寒冷了，欄杆旁邊的大樹也在與這強而有力的颱風硬拼對抗，

為了它們的生命，它們一定不可以倒下去就此認輸。但經過一輪惡苦而激

烈的戰鬥後，又有幾棵樹因支持不住而投降了，只餘一些粗壯的大樹在維

護它們的生命。看到這個現象，令我有很大的體會：人無論如何面對逆境，

都一定要堅持到底，不可放棄，因為一旦放棄面對，就等同放棄自己的生

命。所以得到這個啟示後，我也不會放棄，面對困難逆境也一定要支撐下

去。 

 「嘟、嘟、嘟……天文台剛於五時三十分取消了八號風球，現在改發三

號風球，請所有市民小心個人安全……」當改變三號風球時，呆在家裡的

人也不再留在家中，都一睹與強大的颱風對抗後的街頭景象；而因颱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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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關閉的店舖也重新開店，冷清的街道頓時又變得熱鬧了。這個颱風不

但令我看到颱風襲港時的街頭景象，也令我悟到了不少道理，我是否應感

謝這次颱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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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看到人性的光輝 

4A 霍文傑 

  「人之初，性本善」這句耳熟能詳的話大家都不感陌生。自古以來，

性善，性惡的理論都針鋒相對，分庭抗禮，可謂「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

興致勃勃，浩

景點時，可怕

若，心裏卻惶

恐不安。陰森鬼秘的氣氛瀰漫著車廂，大家都不敢大聲呼吸，周圍鴉雀無

聲，一片死寂。但在車廂某一處，正當大家六神無主之際，機智勇敢的領

隊謝廷駿成為群龍之首，不惜鋌而走險，孤注一擲，冒死聯絡香港旅行社

職員，希望來一招死裏逃生。但卻被「獵人」發現了，並把謝廷駿鎖到車

頭位置。雖然自己生死已懸於一線之間，謝廷駿卻處變不驚，裝作若無其

事，他深知團友以他馬首是瞻，並不時安撫團友情緒。 

    在當晚，「獵人」門多薩情緒開始失控，猶如一頭窮凶極惡，張牙舞爪

的野獸，勢若瘋虎，聲如狼嗥，亂槍掃射，誰又會料到本來身為警察的門

多薩，一夜之間就成了滿手鮮血的屠夫，淪為邪惡的扯線玩偶呢? 首當其

理」。性善，性惡這令人百思不得其解的問題，恐怕沒有絕對的答案吧?其

實，人的一生很多問題都是沒有答案。但是那一刻，我至少可以肯定，人

性的美好特質已經無聲無息顯現在我、你、甚至世人的目前…… 

    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三日的菲律賓馬尼拉，一群遊客正

浩蕩蕩地到處瀏覽拍照。當中有男有女，有老有嫩，他們就如一群在樹枝

乘涼的雀鳥，卻不知危機已經在背後埋伏，鎖定目標的獵人在暗角裏虎視

眈眈，蠢蠢欲動，神不知鬼不覺地佈下天羅地網，誓要把這群無辜的雀鳥

一網成擒。 

    正當他們輕鬆愉悅地登上旅遊巴，滿懷期待地迎接下個

殘酷的「獵人」出現了，並手持步槍挾持旅遊巴。司機，導遊和遊客仿佛

如夢初醒，變成一群驚弓之鳥，可悲的是，當他們意識到來者不善時，己

經逃不出「獵人」的魔掌，被一網打盡了。 

    此時，女士們當然被嚇得花容失色，男士們表面鎮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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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的謝廷駿一聲悶哼，應聲到地。其他勇敢的男士們為守護一群老弱婦孺，

赤手空拳去制止門多薩，卻也犧牲自己的生命。無情的子彈雖然貫穿謝廷

駿和一眾團友的血肉之軀，奪去了他們的生命，卻奪不到領隊盡忠職守，

他們捨身取義的英勇精神。 

   當時的我在營光幕前目睹這驚心動魄，血腥嚇人的一幕，令我的心情

久久不能平伏。 

  直到今時今日，那些英勇犧牲的人的精神仍深深鑿在我心中。「天地有

正氣，雜然賦流形」，天下間高尚的品德情操，都在形形式式的行為中自然

流露。他們的容貌，在數十年後可能不為人知，或被人遺忘，但他們的事

蹟，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情操，都令人銘記在心。還記得那一刻，他們的

光輝綻放之時，就點燃了我們的心，屬於人性光輝的種子已經在我們心中

萌芽，他們「留取丹心照汗青」，他們光輝的人性，將世世代代承傳下去，

流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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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煙花燦爛 

4C 黃明欣 

 煙花綻放就像曇花一現般稍縱即逝，讓人只能把短暫的美麗景象立即用

腦袋記下。嘭嘭………嘭嘭……，「嘩…躡！」在這眾多讚歎聲的人群中，

我不斷聽到來自不同地方的聲音。 

 昨晚，我與祖母和姑姐到了維港旁邊欣賞璀璨的煙花，那晚是我第一次

觀賞那麼大型的煙火匯演，每次射出的煙花都代表了不同的意思。當我看

著這些煙花一個接一個的爆開，我便回想起過去一年的經歷，當中有悲有

喜，百感交集。 

 煙花下的高樓大廈在煙火的閃爍下顯得無比特別，而高樓大廈好像是作

為映襯的存在，它們互相映襯，令昨晚煙花更燦爛。還有船隻在海上駛過，

那時的景象就像一幅明信片般記錄著香港維港的美麗一刻。 

 我當時站在海岸旁，每當煙花放射出來後，都會聞到一陣又一陣的火藥

味。同時，當時的風吹過，令我感受到冬天的寒意，更吹來強烈的海水味。

每年維港放煙花都會十分多人，顯得非常擠迫，但逛著煙花便覺得什麼都

不介意了。 

 煙花其實有著一種奇妙的魔法，它能使看著它的人快樂。看著它，人們

便會露出真誠的笑容。我想他們自己也不知道自己笑得多麼燦爛，猶如煙

花一樣吸引他人注目。現在的都市人生活繁忙，步伐急促，整天也苦著臉，

又有何時能像現在一樣？當我抬起頭看著煙花又望著我身旁的家人，心裡

有種說不出的感覺…… 

 煙花雖然璀璨，但畢竟昨晚的盛況已成追憶，燦爛的煙花稍縱即逝，像

一現的曇花，不可長留。每年的煙花都代表一年的過去，之後，又要回到

現實了……我與家人對望，心中倍感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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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煙花燦爛 

4E 吳嘉怡 

 睡眼惺忪地躺在床上，昨夜的火樹銀花像走馬燈般映在眼前…… 

 初春的夜空鑲著一顆顆閃爍的鑽石，在漆黑的布幕上閃閃生輝。在人山

人海的維港海旁，一家大小、三五知己和情侶都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待會

兒的賀歲煙火匯演，我們亦不例外。啊！海風迎面吹來，竟甜得讓人幸福

至極呢！ 

 隨著賀年音樂響起，匯演開始了！「吱」的一聲，眾人紛紛仰望天際，

只見一朵朵艷紅色的，含苞的花兒劃破夜空，然後綻放，如紅寶石的花蕊

散落天際，為煙火匯演揭開序幕。五彩繽紛的煙火灑滿夜空，有的似嬌羞

的桃花，灼灼其華；有的似淡雅的菊花，默默綻放卻依然奪目；有的似清

新可人的雞蛋花，一串串的在布幕上翩翩起舞……林林總總的花兒在空中

爭妍鬥麗，擺著最耀眼的姿態，形成一幅艷麗奪目的百花綻放圖。萬紫千

紅，讓人目不暇給！ 

 火樹銀花照耀著眾人面上掛著的燦爛笑容，眼中閃爍著對一年的希望和

期盼，讓我也不禁偷偷向夜空許下願望：明年，我們一家人可以再來這裡

看煙花。 

 隨著賀年音樂的起伏，大大小小的元寶、金幣紛紛散落在布幕，拼成了

一幅「金銀滿屋」，讓人不禁想伸手接著呢！讓人目不暇給地，一朵朵五彩

繽紛的花兒再向夜空飛去，在我們疑惑「又是花兒？」的時候，它們竟是

放成無數金幣，散落在夜空中，璀璨炫目。啊！原來是「花開富貴」！接

著便是匯演的重頭戲「猛龍迎年」，隨著震耳的龍嘯，無數條猛龍奔向夜空，

以各種姿態展現在人們眼前，有圈著的、側躺著的、仰望著的……而主角

則是正中央那對龍鳳，嘴裡含著「龍鳳呈祥」的揮春，既好兆頭又討喜。

最後，一齣「飛龍在天」，無數彩龍奔向天際，再化身成瀑布從三千尺飛流

直下，水珠飛濺，氣勢磅礡，為匯演帶來非凡的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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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音樂的淡出，宣告匯演已經結束。人們紛紛散去，我卻依依不捨地

流連在海旁。仰望天空中淺淺的痕跡和一縷縷輕煙，不禁唏噓花火短暫的

生命。父親說：「花火雖然短暫，卻把最燦爛的一面展現在我們眼前，理應

無悔。正如人生，雖然短暫，但只要我們活得精彩，不為昨天的殞落而後

悔、流淚，便是最後燦爛的人生。而以後，將更有精彩的煙火和人生等著

我們呢！」 

 我一躍而起，將留戀煙火的心情拋之腦後，往香氣誘人的早餐奔去！是

啊！昨天已過去了，為何留戀呢？前面有更燦爛的煙花，更美麗的人生等

著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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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煙花燦爛 

4E 曾卓汶 

 問誰人都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最愛一瞬即逝，讓人想留留不住，想帶

帶不走的是什麼花？答案就是煙花。 

 昨夜，我與媽媽到人山人海的尖沙咀去觀賞煙花。大年初二，香港人全

都湧到星光大道去，想要抓著讓人想愛愛不得的煙花。我找到了一個好位

置以後，我們靜靜地等待曇花一現。 

 在水泄不通的星光大道上，仍然感受到微暖柔和的海風撲面而至，淡淡

的海水味、黑漆漆的夜空。旁邊的人的吵雜聲，對面岸燈光閃閃，都充滿

著新年氣氛，連月亮也躲起來靜靜的在漆黑中準備看煙花呢！ 

 柔揚的音樂漸漸響起，「標！砰！」第一朵金光閃閃的煙花飛出同群了，

然後第二朵、第三朵……煙花由船上跳出來，由一小團光箭的光升到上半

空後便開花。這朵像浦公英，那朵又像太陽花、八爪魚……一朵接一朵的

競相綻放。像妃子待皇上選中一樣爭妍鬥麗，搶著要一枝獨秀。五彩斑斕

的煙花綻開以後，就墮落了，分成一枝枝金針直跳進維港，金光萬道。 

 音樂轉了，是一首振奮人心的快歌。一個個海膽跳得愈來愈快了，「砰

砰砰砰砰！」炮鞭一樣的「爆炸聲」傳入耳中。姹紫嫣紅，熠熠耀眼的煙

花，瞬息萬變，看得人們目不暇給。一支支散開的光纖在一剎那間消失了，

只剩下瀰漫的火雪霧漫天飛舞。 

 輕快的樂聲傳來，天空出現了一條接一條的隕石的尾巴，但是向上飛舞

的隕石一到了天空，便爆開了。天空出現一顆顆璀璨星晨，然後又消失了。

有趣的是，一個連一個「元寶」在天空懸浮著！想必每個人都會飲恨——

何以煙花不能握在手中呢？ 

 新年的音樂隨隨揚起，穿紅戴金的佳麗又競相鬥艷麗、鬥閃爍。一支支

四處亂竄的激光也讓人眼花瞭亂。最後，一個花中之后誕生了，彩色的小

針慢慢從高空下行，儀態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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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絢爛的煙花縱使稍縱即逝，不能長留，但是璀璨熠熠耀眼的一刻總會讓

人陶醉，銘記於心。不過燦爛的一刻會過去，煙花最後剩下的雲煙始終會

被風吹走，留下的就成為追憶。因此在人生道路上，即使有成功的一刻，

也要記得此璀璨的一刻不能長留，所以我們要永遠忘記背後，努力面前，

向著標杆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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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參加義務工作的經歷和感受 

4E 吳嘉怡 

 我曾經參加過不少義工工作，例如賣旗、在幼稚園演出、在社區當社區

中心值日人員，而最印象深刻的則是為老人中心內的老人家表演雜耍。那

次的經歷令我體會到社會的人情冷暖，亦使我有了不同的人生價值觀。 

 那一次，我跟隨駐校社工和一班學生義工到區內的老人院服務同表演。

踏進老人院的那一刻，我感到幾道不善的目光注視著自己，原來是幾個坐

在輛椅上的老人家正以一種混著戒備、懼怕和不甘心的目光注視著我們一

行人。我嘗試報以微笑，卻得到冷眼回應。那時候我也不甚在乎，反正我

參加義務工作的原因也只是為了一個優點。 

 我們在佈置舞台後進了一個會客室，老人院的醫護人員開始為我們講解

注意事項。她說：「請耐心對待老人家，因為他們都十分孤單，無人聆聽他

們的心事，脾氣可能會很不好。」；「請不要介意他們的冷言冷語，因為他

們在被社會、家人拋棄後的戒備心十分濃烈。」；「請盡量不要問起他們的

家人，因為大部分老人家也是被『遺棄』在這裡的，提及他們的家人會令

他們憶起一些傷心事。」她又說……在醫護人員講解注意事項的時候，房

內靜得跌針可聞，連呼吸也不禁變得沉重。不是說「家有一老如有一寶」

嗎？為什麼這些老人家的家人如此狠心將他們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渡過最

後的日子呢？為什麼要使一群白髮蒼蒼的老人變得無依無靠，終日愁眉苦

臉，甚至產生怨恨？我為他們感到不甘、悲憤，一群幫忙建立這繁榮都市

的「寶」，最後竟要在這荒蕪之地渡過餘生，甚至臨終也未能見兒女一面？

我開始反省自己最初參加服務的動機，為此感到羞漸不已！ 

 在講解完畢後，各單位開始演出。在歌唱表演中，老人家隨著一首「情

深深，雨矇矇」輕輕擺動。一些身體機能比較好的老人家會隨著節拍鼓掌；

有些老人家也許沒有氣，卻還是會點頭。幾個不同演出過後，終於到雜耍

演出的時間。我徐徐步向台上，手中的響鈴仿如千萬斤重。表演期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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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失誤，在冷汗直流的情況下我偷偷窺視台下老人家的反應，生怕他們

不滿意，亦怕我連累了整個小組的表演。但我見到的卻是一張張笑臉，一

道道友善、鼓勵的目光看著我，在他們的期待下，我將響鈴一次又一次的

拋起，隨著鈴嗡嗡聲響起，一陣熱烈掌聲隨之而來。我不禁泛起感動的漣

漪，只因我那不單純的動機，得過且過的感度，而他們卻是如此容易的滿

足啊！ 

 在離開老人院的時候，我看到那幾個坐在輪椅上的老人家微笑地揮著

手，心中不禁一陣激動，回報以更燦爛、更美的笑容。 

 老人院內的老人家都是被社會，甚至被家人遺棄的一群。但他們縱然老

了，也不應覺得他們毫無用處啊！身為祖父母的孫女，我能夠在日常生活

中孝順、服侍他們；而身為社會的一份子，雖然是很渺小，我亦希望可憑

著那小小的才藝，去報答這群使香港繁榮的老人家。在他們嘗盡人情冷暖

的時候，讓他們在有生之年展開笑容，起碼，使他們帶著更少的遺憾離開。

起碼讓他們能帶著笑容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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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季節的城市 

5B 湯號賢 

 這是一個沒有季節的城市，縱然人們仍然過著愉快、自給自足的生活，

但是，這城市卻與世隔絕的。 

 天地回春，萬物恢復生機的時節，它觀望不到；夏日炎炎，世俗人在這

時份努力工作，默默耕耘所流出的汗水，它嗅不著；秋意濃罩著四面八方，

樹兒們同聲奏樂，「蕭蕭、沙沙」的樂章，它也聽不到；冰天雪地，雪花飛

舞，空穴時來急風，讓人寒骨刺痛，欲拒還迎的感覺，它更是未曾觸及過。

這城市的前進步伐、文化，或是生活模式盡不如世俗人的世界般受到季節

變換的影響和限制。對這城言而，是好？是壞呢？但無論如何，這還是一

個沒有春、夏、秋、冬的城市。 

 「一年之計在於春。」這句話是世俗人常說的，他們總會好好把握這時

份四周遊歷大自然的美景。無論於春天中盡賞百色，還是投懷到自然中，

與百獸打交道，這都是一個極好的時機。春回使繁花盡開，無不爭向人們

綻放姿彩，這個時候只要往四周遙望，即使是在人煙密集的城市中，亦能

看見點光搖搖欲墜的在擺動著；若於曠達無阻的大草園或是大花圃中，黑

漆漆、桃紅紅、蔚藍、昏黃、青白、彩紫等燈無不一一亮上，使人心曠神

怡，盡覽無遺，這是何等賞心悅目的呢！而且，春天的魔力更使地上、天

空和海中的百獸綻放生機，亦使正直春時的人們精神充沛，人們因而更集

中和努力的去貢獻自己的力量給城市，生生不息的氣息讓世界上的一切都

振作起來。但這沒有春天的城市，卻渲染不到一點的春色，人們還是彷如

時間靜止，萬物歸一般工作，上學，生活仍是日復日，月復月，年復年的

重覆著，生活乏味，欠缺姿彩，別說繁花百開，百色齊放，連彩虹的七彩

顏色，這城市裡的人亦沒有看盡過，唯一有的，就是朝陽映照下的一點紅

光，天空中的一層藍彩和深夜中的一幕黑暗。代替春息濃蓋著這城市的，

就剩下落寞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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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綿綿正好眠。」每當夏至，就像戈壁大沙漠把它裡面的熱情釋放

到全世界，告訴著人們不要忘記它般。在夏天中，若只到街上逛一圈，還

沒有回到家裡，整身就已濕透，更不用說進行激烈運動或是拼命工作。但

是這時節，雖然人們像結集在一個大蒸籠似的，每天的指定活動就是除了

流汗之外還是流汗。不過，這卻是人們忙裡偷閒的好時候，人們多會睡午

覺，縱然醒來就發覺，「怎樣整床都是汗水啊！」但那種讓溫暖遍流全身，

心中想著只要能睡完這一覺就好了的感覺和念頭卻是讓人再三回味。但在

這個沒有夏天的城市中，人們或許不用面對炎流襲人的感覺質流汗後造成

的諸多不便。但是我想，這種經歷還是生命中的一份寶物吧，炎熱讓人更

感到生命在跳躍的感覺。假若連這個感受生活熱誠的機會都失去，實在是

悲哀。真希望這城市的人能有自己的方式去感受生命的可貴。 

 「愛秋來時那些。」歷代有才之士，均愛秋天時節，因慢風輕拂，讓人

倍感暢快。再加上秋分的時令，更讓人垂涎三尺。閒時相約三五知己，登

高暢聚，既享受一下秋意，亦借此機會回味一下新篘玉液與初薦蟹螫，累

了時就靜默細看風兒們之間的爭競，看它們誰能把較多的樹葉弄下來，並

從中傾聽大自然中美妙的樂章，落葉蕭蕭下，滄海的一聲嘯和長江後浪的

捲舞飛揚，浪花四濺。這是人生中多大的樂事呢？但可惜的是，這個沒有

秋天的城市，住在裡面的人們卻不能與秋同樂，秋天是什麼？他們不知道，

大自然美妙的樂章是怎樣的？他們示曉得。生活依舊，散漫無聊，人們仍

投身、醉心於眼前的工作，來來回回，也不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一嘗蟹

螫的味道也好，一觸秋天的手也好，總不能如井底之蛙般活在自以為是的

城市中。 

 「不經一番寒刺骨，焉得梅花扑鼻香。」這個沒有冬天的城市，裡面的

人有幸不需要經歷冰魄銀針的刺痛，不會因而抱恙在身。每到冬天，世俗

裡的人總會殷勤地添衣，家中的慈母亦為子女急忙手中線。而這城市裡的

人既一如既往，工作的仍舊工作，上學的仍舊上學，彷如一成不變。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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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人們也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生活總是需要過的。在這雪花漫天

的時節裡，有的人仍堅持努力，默默耕耘，奮勇向上，心中的豪情烈火，

不會因天寒地凍而熄滅；有的人則經不起冬天的考驗，還被寒風把心吹得

冷漠，並想用旁門左道的方式取得成就，在身邊同事在外飽受寒風摧殘後，

回到公司不絕的向他們施放「綿裡針」。 但另一方面，原來，雖然這缺失

季節的城市中的人生活看似乏味，但這裡的人卻全然沒有爭競之心，對待

別人彷如家人，每天循環不息的工作、努力，原來都是為了城市裡的人生

活可以更好。這樣雖然看似環境貧窮，但心中富貴的情懷真讓人羨慕。這

個城市雖然缺失冬天，但裡面的人卻天天卻經刺骨，不斷嘗著「梅花的香

氣」。 

 最後，我明白到原來這個城市中沒有季節，就好像裡頭人們的生活態度

般，不會因時間而改變，曾經堅持著的，時至今天，仍天天努力的堅持著。

但即使好此，我亦衷心盼望著這個瞎了眼、襲了耳、塞了鼻和失了感覺的

城市能一嘗四季變換，體驗與從前不同的生活，並藉此感受一下大自然的

偉大和奇妙，更重要的是為他們的生活多添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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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之後 

5E 劉志浩 

   隨著全球暖化不斷加劇，極端天氣和天災發生頻頻。我最記憶猶新的天

災是發生在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雖然我當時只是透過電視的轉播觀

看日本的最新情況，但那種震撼人心的一幕幕仍在我腦海不斷湧現，真是

使我永世難忘。 

    還記得三月十一日，我和家人一起在家觀看日本大地震的情況。只見

發生大地震後，福島縣由於與震源相近，所以所受的衝擊是最大。原本一

幢幢的平房，頓時變成一片頹垣敗瓦的廢墟，由此可見大地震的威力是無

堅不摧。另外，大地震的震央原來位處於深海，所以還形成了十多米高的

巨型海嘯。那些巨型的海浪一個接一個地湧向沿岸的地方，把停泊在岸邊

的漁船捲起，然後沖向民房。由於海浪夾雜着很多垃圾和其他東西，所以

變成了深灰色。只見深灰色的海浪像洪水猛獸般湧到縣內，它途經的民房，

商店，汽車等，都通通被它吞噬，無一倖免。經大地震和海嘯的洗禮後，

福島縣都變成了一個低窪地區，一切都淹浸在水中。 

    發生大地震後，由於民居的房屋已被沖毀，導致數十萬人無家可歸，

而他們就被政府安排到一些臨時庇護站作暫時居住，例如：學校，社區中

心等等。由於災民的數目甚多，所以庇護站內都是人山人海，像罐頭沙町

魚被排得密密實實，每人所佔的空間幾乎只有幾平方面積。此外，災民每

天只有一些麵包和即食面充飢，因此我想他們的日子一定過得苦不堪言

呢！可是從他們的臉上我卻看不見眼淚和痛苦的表情，可是他們是多麼堅

強和對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另外，大地震亦破壞了受影響地方的供電網和供水系統，而且更阻塞

了交通網絡，導致居民出現缺水，缺糧，缺電的情況。有見及此，受影響

地方的便利店都免費向市民派發僅餘的物資，而市民就一個接一個的耐心

排隊領取物資，十分有秩序，可見他們的文化修養是十分高。倘若換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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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我們一定蜂湧到便利店或超市強奪糧食，不會守禮和有秩序的

排隊，所以我十分佩服日本人的文化修養。 

    從日本大地震中，我深切感受到天災的威力，因為它擁有可以使一切

在一夜之間都化為烏有的力量，所以是不容忽視的。同時，我亦看見即使

日本人在天災威脅下，但仍有著堅毅不屈的精神和高尚的修養，這使我深

感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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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大街的溫馨早上 

5C 王煊煊 

      黎明的空氣特別甜，天彷彿格外藍 ; 陽光彷彿格外燦爛。歡笑聲、

叫賣聲、車輪聲……洋溢於街上每一個角落。  

      「一日之計在於晨」，太陽姨姨早已從雲層中跑出，照耀着這片大

地。勤力的報紙檔伯伯蹲下又站起 ; 從檔口裏跑出跑入，總是忙個不停。

汗水濕透了他那破舊的白色背心，然而他仍不理會，只顧着整理報紙。 

      太陽姨姨早已懸掛在天空上，意味着新的一天來臨了。街上行人熙

來攘往，人山人海，擠得街上水洩不通。賣菜的阿婆那猶如大喇叭的聲線:

「十元一斤，最便宜啊！」這叫賣聲溢於街上的每一處。「哈哈，哈哈......」，

突然我被這些歡笑聲吸引住。幾個婦女的身影映入我眼簾，她們三五成群

地圍在一堆。俗語有云:「三個女人一個墟」，現在霎時成了兩個墟，熱鬧極

了。對面賣魚勝，今天大特賣，所有魚類均便宜三元。這吸引了一大群老

婦人爭先恐後地你推我，我推你，只希望今晚有一餐豐富的海鮮晚餐。 

       推讓之間，一位年齡老邁的婆婆被其他如老虎般猖狂的婦人推跌在

地上。瘦弱的老婆婆整個人滑倒在地，四腳朝天，籃子裏的魚啊、雞蛋啊、

鮮肉啊……全部四散在地上。而那破爛的籃子更飛到數米之遙。老婆婆一

手撐住那濕滑的地板; 一手捂在那瘦小腰上，眉頭緊皺, 面容扭曲，嘴裏更

不住地呻吟着:「痛死我這老骨頭了！」看着老婆婆,真替她痛心極了。這時

我正想走上前扶起她，背後卻有一陣涼風飄過,只見一位與我年齡相若的少

年，早已快我一步走上前扶起老婆婆了。婆婆雖然已被少年扶起，但是卻

站不穩, 有點搖搖欲墜。 

     斜對面傢俬鋪的老闆娘看見，連忙拿了一張小木椅給老婆婆坐; 賣魚

勝亦立刻拿出他平日用的按摩膏給予旁人幫老婆婆塗上。報紙檔的伯伯亦

立即以他那飛快的速度拿來一杯熱水給婆婆，好讓她定定驚。霎時間，這

溫馨的圖畫浮現於我眼簾中，如此平凡的大街, 卻如此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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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不再只是一個簡單的風和日麗的早上，不同的是大街上洋溢的不

只是歡笑聲、叫賣聲、車輪聲……反而是洋溢着一份愛，一份人與人之間

的關懷。 

    黎明的空氣的確是特別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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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車廂眾生相 

5E 鄒小欣 

    我乘搭港鐵回校，進入車廂期間被一名莽撞的中年漢差點兒碰到，那

名男子正是今早港鐵發生爭執事件的源頭。那名男子衣衫襤褸，頭髮亂蓬

蓬，而面相凶神惡煞，十分嚇人。我被他碰撞後，他還用惡狠狠的眼神盯

著我，驚恐之感在心底油然而生。我為此苦惱，明明是他故意用肩撞擊我，

為何事後一點悔意也沒有，反而惡意相向？此時我對此男子的印象不是太

好。 

    之後，有一名白髮蒼蒼的老人步履不穩站在男子座位附近，望向男子

示意希望他讓座，可是男子毫不理會老人家，還公然破口大罵老人家為何

覬覦他的座位。旁人的目光來回巡逡在他身上，不少人更對他指手畫腳，

為他的行為不齒。突然，一名手持公事包的西裝男子為老人家抱不平，公

開指責男子的行為，直斥他不讓座的行為沒有教養，出言辱罵長者就是不

敬。男子當然理所當然破口大罵那西裝男，話中夾雜不少粗言穢語，攻擊

性的語言。雙方展開謾罵，彼此為自己的理據據理力爭，旁人不少在竊竊

私語；有的更用手機錄載兩人互罵的情況；也有人在旁幫西裝男「教訓」

中年漢，車廂縈繞緊張不安的氣氛，任何人也不敢輕舉妄動。 

    最後雙方擾攘一輪後，有乘客請車長出來平息紛爭。車長示意雙方停

止發生衝突，詢問箇中原委，旁人把事情清楚解釋給他了解。車長勸勉中

年漢要尊重老人家，真心誠意讓座，不應口出狂言辱罵老人家和西裝男。

中年漢面露難色，列車到站後擱下一句「對不起」便匆匆忙忙離開車廂，

轉身失去踪影。車廂乘客為此拍案叫絕，更讚賞西裝男見義勇為的行為。

我在心裡也為這件事暗言叫好，鬱悶頓覺蕩然無存。 

    雖然平時上網也觀看到不少類似的無禮行為，自己只覺得無關痛癢。

不過經歷這次的事情，令我明白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並不是易事。以中年漢

為例，可能他覺得自己的行為沒有錯，並洋洋自得的模樣，旁人卻視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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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是無禮，無教養的劣行，從而推論中年漢是目無尊長，品行卑劣的人。

因為這些行為破壞了大眾對道德標準的釐定，傷害身邊的人，更是減少人

與人之間相處的和諧。 

    個人行為直接影響與人相處，是我今天的體會。作為品德良好市民，

表現出合乎公眾定下的行為標準是合情合理的事情。重要的是這些行為促

進彼此融合快樂地相處，自己開心之餘，身邊人也感到快樂。若果當初中

年漢能夠讓座敬老，老人座得舒適，面露喜悅，自己也為得到別人的快樂

而感到喜上眉梢，不是最大，最豐碩的回報嗎？ 

    寫到這兒，心臟無緣無故地不斷顫動着，身體每處細胞也好像被什麼

東西喚醒似的，希望以躍動心情獲得世上最難能可貴的東西──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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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 

6A 蔡翠瑩 

  我是一面鏡子。是一面有時清澈透亮，有時佈滿油脂與手指模的鏡子。

也是一面直立在廣場中心，照透了不同遊人的鏡子。 

  九十年代的時候，這個廣場剛剛落成，而我被安排裝於最注目的廣場中

央。廣場開幕的那天，人頭湧湧，我身旁的商舖都已紛紛開張，招手歡迎

新賓客。正當各人陶醉在熱鬧的當中，唯獨我卻站在中央，細觀這新的面

貌，我看到溫馨的一家三口正討論到哪裡用膳、看到年輕的夫婦親暱地喚

着對方的名字、看到青春少艾一身奇服，喇叭褲配鬆糕鞋……各式各類的

人都在我面前來往不斷，的得我花多眼亂。但奇妙的是，每當走到我眼前，

他們總會無意地對着我綻放自信燦的笑容，有些更會停下來，對着我撥動

前額那些髦曲的頭髮，嘴角微微向上揚，似笑非笑。 

  那時候，高級的廣場、高檔的商店、高雅的遊人，都讓我一度以為世界

充滿優雅美麗。每天的晚上，廣場在同樣的時間快要關門，每一層的燈光

都逐一熄滅，商店櫥窗裡華麗的燈飾，也像童話般一樣地幻滅。遊人都依

稀地散離。此時，天空上的一顆明亮動人的明珠也變得黯然失色，失去了

它原來的光澤。 

  我依舊站在中央，不同的是，我看不見日間的熱鬧、唏噓，只剩下孤寂、

死氣的黑夜，明日再迎接那花花綠綠的世界時，我的身影中卻反映一個身

影，是一個比黑夜更孤清的身影。他慢慢地朝着我走近，身後更吃力地拖

着些什麼。近看，才發現是一個年邁的老婆婆拖着千斤厚的紙皮。她把紙

皮放在我旁，自己繼續把散落一地的弄好。這刻，我才真正看清了她。她

稀薄的花髮毫不見一黑、眉目間佈滿了深淵的皺紋、雙手骨磷如柴、腳穿

的是一雙破了洞的布鞋。她與我看過的不同，沒有華美的衣服，也沒有那

個燦爛的笑容，只能夠從她的眉目間讀出無奈、艱苦、孤獨…… 

  「喂！」無情的呼喝聲把我驚醒，也把婆婆嚇倒了。一個身穿警衛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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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手拿着電筒照向我們。耀眼、強烈的光線令我的眼睛一時睜不大，

只聽到同樣冷酷的聲音說：「走到別處執，不要把這裡弄髒！」當我再次睜

開眼睛時，只看見孤清的身影，身後拖着紙皮緩緩地離去…… 

  隔天，廣場依舊人來人往，但我不再為這個「花花綠綠」的偽世界所心

動。我注意着廣場的玻璃門外的一棵白楊樹，樹葉不其然地慢慢散落，地

上盡是枯竭的樹葉，但遊人的目光卻只願意停留在樹上茂盛的嫩綠，和結

果的花，我才發現我從沒有看過真實的外來世界。在這個虛偽的世界中，

我每天都只照透出遊人表面的糖衣，但從不見糖衣背後的深處和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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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 

6A 周敏珊 

我是一塊名店內的全身鏡子，閱歷過很多不同「有錢人」的神態、表情、

行為和動作。雖然，他們的共同特徵都是富有，但是卻有着不一樣購買名

牌的目的。這些人，以三類看之： 

其一，是貪慕虛榮的人。這些人一走進店子裡，便立即問店員哪件衣服、

哪條褲子、哪對鞋子、哪個手袋是今年最新款、最流行、最名貴的，擺出

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當他們從更衣室走出來，立即走到我面前，照照自

己「高貴」的樣子，然後轉一轉，臉上流露出一個自信的笑容，像是一會

兒去做「大龍鳳」似的，其後連衣服也不換便付錢走了。我心想：作為一

塊鏡子，最討厭就是看到這些貪慕虛榮的人，幸好他們不是我的主人。 

其一，是強充闊綽的人。這些人如貪慕虛榮的人一樣，一走進店子便問店

員那堆所謂讓他們有面子的問題，氣勢可謂一時無兩。他們常走到我面前，

同樣的是露出那張嘴臉，旁邊的朋友大讚她「美麗動人」，她便沾沾自喜，

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漂亮、最優雅、最幸福的女人。當把一堆衣服拿去付

錢時，卻猶豫不決，然後看看自己的錢包，臉色一轉，便遂件遂件衣服拿

出來再看一次，在雞蛋裡挑骨頭，把所選的全部不要了，然後理直氣壯地

步出店子門口。我心想：作為一塊鏡子，最痛恨就是看到這些強充闊綽的

人，幸好他們不是我的主人！ 

其一，是真才實料的人。這些人來到店中，不會問那些「好」問題，他們

會把衣服一件件認真地看，了解衣服的質料、款式及剪裁，不會因為它是

最新款，又或是最流行而買，而是根據自己所適合和喜好而買的。無論她

們的樣貌是美或醜，照出來的樣子都是美麗的，只因這種美是由人發出來

購物，在我面前多轉幾個圈。我心想：作為一塊鏡子，最高興就是看到這

些真才實料的人，假如他們是我的主人就好了！ 

在名店工作已有七年，每天大多數都是看到頭兩類人，而是第三類人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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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直到有一次，店員見我折舊了，便把我送到一間二手店舖。展轉

之間，我流落到一條買衣服的街道中的一間店舖，這裡沒有空調，讓我感

到十分悶熱，起初我是不喜歡這裡的。 

其後，當我在這工作了一段時間，我愈來愈喜歡這裡。 

這裡是人們所稱呼的七人街，擺賣着林林總總的商品，七彩繽紛。每逢假

日，有很多本地居民和外地遊客到此一遊，十分熱鬧。這裡購買的顧客不

是什麼「有錢人」，而是一般市民，因此，衣服的價錢亦比較大眾化，亦令

我看到那群真材實料的人。 

這間店舖衣服的款式很熟悉，像是我舊日工作名店內的其中一些款式，來

買衣服的人多都是家庭主婦，她們會從左至右，上至下地把全店衣服看一

遍，然後再精挑細選，每一個工序也絕不馬虎，就如她們平日買菜一樣，

由街道走到街尾才買到一斤菜，這種精神簡直令我佩服！ 

之後，她們把衣服拼在身上，在我面前轉一轉圈，流露出一副真真正正的

自信笑容，真正表達出中國的一句諺語：「千金難買心頭好」。她們不像那

些貪慕虛榮、強充闊綽的人那麼虛假！

想：作為一塊鏡子，我很享受看到這些

讓我以識了人類甜美的笑容。 

現在，我是一塊無名小店的全身鏡子 情、

行為和動作，即使明天我被送去別處工

片中，也有一個個甜美的笑容。 

 

  

  

 

  

之後，開開心心地步出店外。我心

真心的笑容，慶幸在我有生之年，

，閱歷過不同階層的人的神態，表

作，又或是被打碎了，但在每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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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見！我的遊樂場 

6C 范柏怡 

    人，總是要不斷捨去，不斷向過去說再見。縱然我多麼不願意，殘酷

現實卻用無行的絲線，扯起我的雙手，向著那些捨不得揮手，向著那些捨

不得說再見……再見！我的遊樂場──我的家。 

    家，是我的遊樂場。小時候，家裡不是很富有，每次在櫥窗看到的「扮

靚靚套裝」，「煮飯仔」都沒我的份，只能遙遙看著它飛走，投入別人的懷

抱。漸漸地，習慣了，不再留戀。也許是因為沒有豐富的物質，迫使我與

姐姐，弟弟在家裡發掘寶藏，漸漸地，慢慢地，寶藏積少成多，成為我們

獨一無二的遊樂場，編織成一頁一頁回憶。 

    記得遊樂場東南一隅，擺放著一部全身黑黝黝，肥大笨重的電視機，

當時尚未有纖體公司成立，不像現在，到處都是減肥成功的高清電視。笨

重的電視機總是有點迷糊，有時候愛把畫面裡的人切開十件八件，使別人

身首異處；有時候酷愛暖冬，假想自己在「霰雪紛其無垠」的沖澠，下著

點點的雪花……它是看得日劇太多嗎？這時媽媽總會在廚房裡大喊：「不

是啦！它是老人癡呆！」 

    我和姐姐，弟弟總會圍繞著老人癡呆者，瞪著它，研究有什麼好辦法

根治問題。弟弟總是不愛聽從命令，一下子用手拍打它凹凸分明的屁股。

「咻！」有一瞬間畫面好像清晰了，我們互相對望，掩著嘴笑了笑，交換

個眼神，然後起勢地掌摑它的屁股──啪！啪！「喂，你們在做什麼？」

爸爸放下報紙，緊鎖著眉頭。這時弟弟便會扁扁嘴說：「我們在教訓壞小

孩！可是為何通紅的不是它的屁股，而是我們的雙手？」 

    東面的房間裡擺放著跳樓機，速度，重量任意調教：想追求刺激的，

吃完飯時多擠幾碗進口；想安安全全的，上體育課時多做點運動，這樣便

能整裝待發，爬上嚴峻的山峰，踢走床邊的棉被，裝上隱形的翅膀，微曲

雙膝，越過雙層床上的障礙，一跳—墜落在鋪於地上軟綿綿的床上，沉醉

於回憶的香氣……然而，屬於回憶一部分的遊樂場，已不复存在，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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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遊樂場！ 

    依稀記得當時一層擠滿了好幾戶人家，每家每戶都中門大開，我能夠

看到人家的樣貌，別人也能看到我家的樣子……那時候鄰居的小孩總愛入

侵我的遊樂場，媽媽也彷彿成了「內奸」，邀請別人訪家，使我腹背受敵。 

    那時我總愛扁扁嘴，瞪著入侵者，弟弟和姐姐也捍衛著只屬於我們的

遊樂場，為我搖旗吶喊。眼前的入侵者羞怯地凝視我們，倏地一下子從背

後拿出吉蒂公主，說想與我們做朋友。我怔了怔，用手抓了抓後腦的髮，

說：「嘻嘻！好！就看在吉蒂公主份上，允許你進入我們的遊樂場帝國！」

然後，第一位貴賓就成功進入世界第一的遊樂場！ 

    每晚睡不著時，睡在上層的我總是玩心大起，搬起厚厚的棉被，抓著

棉被的一角，然後向下撒手一放，把睡下層的姐姐淹蓋於黑暗中。起初作

弄她的時候，她會尖起海豚般的鳴叫，把耳膜都震破，這時爸媽會第一時

間趕到現場，調查事發經過及目擊證人。他們總是沒好氣地搖搖頭，說我

們「長不大」。 

    年少的我們彷彿擁有無窮無盡的精力，無窮無盡的調皮基因，總是玩

不完，樂無窮，就連成人也沒有對付我們的法子！ 

    可是，成長告訴我們這不是全然，即使我們曾經多麼珍而重之地保護

事物，多麼倨傲別人沒法掌握自己，但這些終有一天會悄悄地從緊握的手

心流逝，無聲無息…… 

    政府要實行市區重建了，手中的那份「破壞函」，是黑色的炸彈，它

這樣告訴我。我長大了，卻無力如年少的我捍衛外族入侵遊樂場，面對著

現實，原來自己能做的，只是空氣中的一顆微塵…… 

    眼前煙霧迷離，耳畔響著工程鑽地的噪音，土地疼痛的哀哭。我只能

看著黃色掘土機的手臂一下一下的破環著我居住的那幢大廈，一下一下的

破壞我的家，一下一下的破壞著我的遊樂場，一下一下的破壞著我的回

憶…… 

    再見！我的遊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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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都市的荒涼 

6C 范柏怡 

    秋夜的街道裡，我背著背包，心口掛著實而不華的相機，在這個陌生

的城市中，留下我初次的足印。 

    東京，繁華的一個美麗都市。我在這裡看盡了夜女郎的艷麗，光彩。

仰頭高望，雨旁的高樓大廈表面都篏鑲了色彩奔放的霓虹燈，播放著明星

偶像電視劇的大型幕電視。東京的每一幢的高樓大廈的牆身都被粉飾得色

彩亮麗。把原來屬於夜的黑色都抽得一干二淨。 

    這裡的市民都沉醉於這遍東土中。我看前方的少女們穿著日式的水手

校服，啡黃色的頭髮戴著時髦，浮誇的頭飾，剛從影貼紙相的店鋪裡走出

來。只見她們小聲說大聲笑，為剛才影的相又大笑一番。 

    滿身酒氣的大叔也從旁邊的居酒屋，腳步不穩的走了出來。只見他兩

塊胖胖的面頰通紅，口裡唱無腔曲，腳步浮浮的，又無力地倒在燈柱下，

又沉溺在酒醉的世界。路人也似乎見怪不怪依舊走自己的路。 

    背著沉重背包，穿著格子襯衫，頭頂上典型香菇髮型，戴著厚厚眼鏡

的男人。雙手緊緊抱着一盒模型，偷偷暗自笑著。彷彿讓我想起到日本電

影《電車男》的主角。 

    各式各樣的人在這繁華的城市中穿插，尋找和沉溺在城市營造的世界

中。從東京的光芒，市民的臉上，我也尋找不到這件事情的發生。 

    看這繁華的都市，我也不能確信一個月前又發生過的地震時間，察覺

不到它存在過的足跡。又有誰想像過這城市中的荒涼一面呢？ 

    在電視裡，只見原來湛藍的海水變了烏黑色，彷彿成了猛獸，從海岸

湧上了地面，越過了一重一重的防堤，浸沒了農民心血財產農田，也吞噬

了人民的家園，只吃剩下數根木條，石屎。這烏黑的水領著頭，帶領身後

源源不絕的海水，誓要把前方的東西掩過，要奪走其生命，其色彩，只剩

下荒涼，滿目滄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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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也把建築物搖得粉碎，也為他們留下了既深，既長的疤痕。同樣，

也令痛失至愛，至親的人心裡留下疼痛不減的疤痕。他們那張徬徨，驚恐

絕望的臉，我至今仍不能忘懷。 

   「啪！」一聲閃過，奪取了東京的美艷色彩，拆下了繁華都市的面具，

又回復了原來的面貌。整個都市都停下電來，是地震帶來的後遺症吧！只

剩下散落在街邊的街燈微微發亮。色彩被黑暗吞噬了，剛才吵雜的聲音，

人影散亂，笑容也一併被吞下去，只剩下殘留下來的荒涼，寂靜。 

    突然，我覺得剛才繁華的街道上市民的尋找的歡笑，熱鬧只是一種麻

醉劑，只是想把心中的荒涼填滿，把災後悲痛的生活作調劑，只為逃避同

胞遇難，國家發生災難。但燈滅了，彷如《賣火柴的小女孩》的童話般，

火柴的火消逝了，眼前的希望也幻滅。 

    夢始終會醒來，終要學會面對。 

    我看著漆黑的夜空。暮地，我發現了一顆明亮的星星，在漆黑寂靜中

獨自發亮。 

我相信，在黑暗中仍能尋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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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廚記 

6D 張志偉 

炎熱的夏天無聲無息地來臨，難得的一天特別假期，我懶洋洋地躺在

床上，閉著眼睛，感受都市喧囂中的一點寧靜。突然一聲雷鳴，我也心知

不妙，被姊姊頒布的十二塊令牌召到廚房，為烹調美味菜式，作好準備。 

紅彤彤的鮮魚瞪著一雙凌厲的眼晴，卻突如其來被我用刀背拍暈了，

眼看此情境，心裡只好說聲「對不起」。這只不過是前奏，麻煩的考驗一浪

接一浪的等著我。面對形形色色的蔬菜，我只好慢慢地、細細地把它們切

成一份份。本想著那是容易的工序，應該很快便完成；誰不知卻花了一小

時。客廳不時傳來一陣陣姊姊的大笑聲，正在廚房中工作的我感到既無奈，

又惱怒。我只能一邊工作，一邊仰天長嘆。眼前的工作真是多不勝數，要

把肉塊切成薄片，又要把配料切成小粒，更不忘先調較好醬料。 鬱悶的心

情快令我瘋了，那只是下廚的準備工序，便使我頭昏腦脹。 

手只得一雙，眼前的菜式卻有一款又一款，仔細想想烹調滿漢全席的

廚師們真是了不起。在各種繁複工序中，他們如何能避免犯錯？我心中那

團火卻因此而被點燃起來；沒想到一會兒，便被一盤冷水無情地潑得熄滅

了。唉！我不小心把魚的一面煎得焦了。怎麼辦？怎麼辦？我只好慌忙將

鮮艷的醬料塗在上面，藉此亡羊補牢，那怕是掩人耳目也好。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轉眼間鍋子裡的蔬菜煮得太久，原本翠綠的菜葉變得又黃又皺，

我只好急忙地作出調整，改為一碟清淡而無味的燴雜菜。此時，我才回想

起媽媽原來一直也是這麼辛勞地照顧我們，真是正如歌詞所說：「世上只有

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我懷著一顆感激的心，要弄好菜式，好好答謝母親。我回憶起與家人

一同在餐桌上進食的情況，慢慢地想起許多童年往事。童年時，每當一家

人吃晚飯便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時候。大家都會嘻嘻哈哈地暢談著，也會

一起觀看電視節目。但是，父親過身後，這樣的日子卻經已不再，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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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吃晚飯已是三個月前的事，每次的對話都是一句止，兩句完，便匆

匆離開。想到這裡，心裡突然感到酸溜溜。 

不知不覺間，已進入了尾聲，各款佳餚的擺設都十分獨特。不過，最

特別的菜式莫過於這條鮮魚和這碟燴雜菜，兩者都以五顏六色的盤子作為

配襯，以色彩繽紛先聲奪人，再加上香噴噴的氣味，使整個餐桌都色香味

俱全。這次我真是感到心滿意足，從困難，到克服，再完成，一連串的功

夫彷彿一瞬間完成。一下子，我感到自豪，臉上不自覺展現了微笑，太陽

也發出耀眼的光芒。可是，心裡卻是有點奇怪，有點不自然。究竟是什麼？

原來我忘記了說一句：「母親節快樂！媽媽，謝謝妳。」 

這次下廚的經歷既十分新奇又刺激，每一款菜式也不是輕易製造出來

的，都是經過一番磨練和努力才完成，工作過後所取得的成果更是難能可

貴。其實，我們應該好好珍惜每一次家人下廚所烹調的食物，因為隨著年

紀的增長，遺憾只會愈來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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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畢業禮有感 

6E 郭碧玲 

「記得當天一起唱著告別校園時... ...」這首由數位香港女歌手合唱的

歌在禮堂播出，每個音韻隨著老師、同學的步伐，一個一個地奏出，每個

音符、每個節拍都帶來絲絲不捨之情。今天是小學生涯的最後一天，世界

彷彿已被重重的畢業之歌包圍，幾十里外也是它的聲響。現在我的心只想

著畢業典禮…… 

每位同年紀的小六畢業生都安安靜靜地坐在禮堂內，當我環顧四周同

時心內又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等待所有人進場。眼見同學有的笑容

可掬、有的氣定神閒、有的東張西望。而我卻萌生一個奇怪的感覺。一方

面我是這所學校最大年紀的，另一方面又即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成為最

年幼的，內心即矛盾又戰戰競競。緊張的時刻終於來臨！到了上台領取畢

業狀的時刻。每班同學都會輪流上台接受頒發畢業狀，同學們都比平日嚴

肅認真，亦自動自覺排成筆直的隊伍。終於輪到我班，我是首位上台領取

畢業狀的，內心有種莫名的興奮。當我站在台上接過校長頒發的畢業狀。

腦海不期然地浮現種種回憶的畫面…… 

這一所學校是自我懂事以來便生活、學習的地方。的確是，除了我的

家庭，便是另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一直養育我、栽培我，孕育了不少

小幼苗成長。李白的鐵柱、海倫．海勒的快樂、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甚

至龜兔賽跑的故事，都是這一所學校給我的肥料和養份。原本我是一個頑

皮的女孩子，因為母校的教育，讓我成為一個不歪不邪的女孩。老師常常

給我一些正確的價值觀，令我畢生受用。我更感動的是大家庭內有一位良

師，也是我的伯樂——劉老師，在這個典禮我看著他的身影，我看見劉老

師臉上的皺紋夾雜著多年辛勞教育的痕跡。劉老師專心致志的看著台上每

一位同學，圓溜溜的眼珠有著非一般堅定的眼神，眼神中像載著一隻高傲

的海燕，勇敢地在湧起白沬的大海上飛翔，在老師眼中同學們每位都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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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高飛。其他老師也竊竊私語，大家都懷著最甜美的笑容。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不知難」更是老師常常告誡我的道理，

劉老師在我的小學生涯中佔了一重要席位，他是一位中文科老師，曾經他

用心教導，曾經他悉心勸告，這些事情已點滴在心頭，成為我的小學生活

裏一幅幅珍貴圖片。在畢業典禮上播出了我班兩年以來的照片，至今仍歷

歷在目，同學們都眼泛淚光「桃花潭水深千石，不及汪倫送我情」此時此

刻，友誼的力量更是偉大！彷如太陽伯伯失去了他的友人雲彩，雲彩飄浮

得更快、更遠，趕著離開只剩下微弱的光線。校長在台上演講時，我完完

全全地感同身受，內心有著千絲萬縷的不捨之情，影入眼簾的盡是禮堂上、

同學之間的嬉戲、老師的表情，都一一深印在我的心中，成為我人生裏走

馬燈的其中一頁。 

人生中一個小小的畢業典禮，對我而言有重大意義。今天載著我對老

師的感恩之情，載著我對這大家庭的不捨，更是刻劃了我成長的印記，同

時這個畢業禮亦是我整裝待發，向中學之路進發的標誌。無論如何，此時

此刻，我只想回到過去，此時此刻我的心只想著畢業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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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二等獎 

預兆 

5E 朱麗華 

  我伸了個懶腰，敞開窗，一陣陣清風撲到我的臉，尤其清爽。 

  難得的是，漆黑的夜空閃爍著一顆顆比鑽石還要耀眼的星星。可是石

屎森林中怎會看到星星？ 

  突然，天空閃過一道比血還要鮮艷的光，這是甚麼？我扶著窗的右手

不斷抖震，左手握著右手，怎料雙手一同顫動。恐慌的感覺漫延至全身，

不能自控。雙腿無力地一屈，我跌坐在地上。到底這是甚麼…… 

  翌日，我拉著同學們逐一詢問：「昨晚你有看到天空閃過一道紅色的光

嗎？」 

  同學們紛紛說不。我開始疑惑雙眼產生了幻覺？所以不斷使勁地揉著

雙眼。 

  步出課室，凝視廣闊的花園，心情似乎平和了一點。微風緩緩地吹起，

小花擺著頭，粗壯的大樹正向我揮著手。 

  驀然，一陣強風吹過。 

  別過頭一看，強風把小花都吹斷，大樹竟然被連根拔起。 

  一艦銀色的三角形物體從半空中迅速地降落。它形狀扁平，比起貨車

仍要大。良久，才發現我的口張開成一個圓形。 

  正當把口合上時，一道金光從太空船透出，我不由得閉上雙眼。 

  再張開眼時，小花正微微搖著頭，粗壯的大樹不斷揮著手。 

  我馬上拔腿就跑，隨意抓著一名同學，由於驚恐聲音也結巴了。「你…

你…剛剛才看到…太…太空…船嗎？」我的手指著花園的方法。 

  「你是瘋子嗎？怎麼會有太空船。」同學溜走了。 

  我的腦袋也出現了毛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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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時剛好走過附近的遊樂場，「吱、吱」的聲音很有節奏地傳來。原

來是遊樂場中的鞦韆正前後搖晃著。我隨即坐在鞦韆上，前後盪著。 

  原本正在半空中搖盪的我，一瞬間掉在地上。抬起頭，卻看到一個奇

怪的人。他整個人滿滿的死灰色，身材比一般的人更矮更瘦弱。他的臉頰

凹陷，鼻塌下去，只剩下兩個細小如綠豆的鼻孔。他雙眼圓呼呼的，既大

又烏溜溜。沒有嘴唇的小口不斷開合。「我們即將要佔有地球，但不會殺害

你。」 

  「外星人要來侵佔地球？哈！這是笑話嗎？」外星人哪有力量侵佔地  

球？ 

  「你不相信嗎？一群愚昧自大的地球人把冥王星判為不屬於太陽系內

的行星，這簡直是侮辱了高崇的冥王星！所以我們決定要攻佔地球。但是

還有少數地球人會收到我們的預兆。」 

  「為甚麼我會收到你們的預兆？」 

  「凡是擁有善心的人都會收到。」 

  我冷笑了。難道自己要死亡，身邊的朋友同學卻逃不開這一劫？「既

然不會殺害我，那也不要殺害我的朋友好嗎？」 

  「要是他們願意相信你的話，那便可以。」冥王星人在我眼前消失了。 

  此刻，我想起花焉還未離開學校。當我回過神來，雙腳已經在奔跑。

我跑進課室，不斷祈求她仍未離開。 

  她被突如其來的我嚇了一跳。我緊緊的捉著她的雙手。「糟了！你知道

嗎？外星人要來毀滅地球！」 

  她淺笑了。「你在說笑嗎？」 

  「我不是說笑！你相信我吧！」 

  她輕搖著頭微笑。「難道同學們的話是真的？你瘋了嗎？」 

  整整七天，再也沒有甚麼預兆。我有跟同學、朋友們說過外星人的事

情，可是沒有任何一個人相信。繼續下去，他們都會死於外星人的手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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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沉思時，地板忽然猛烈地搖動。「砰板、砰板」桌子上的東西都掉

到地上，窗子的玻璃被震碎。是他們要來了嗎？ 

  一道紫紅色的光線照遍了課室的每一處。眨眼間，同學們都目無表情，

身體沒有知覺般從椅子掉到地上，就像一個個被淘空的皮囊。我的心臟仿

如在此刻停頓了。我推開桌子，退後了兩步。沒想到踢到了躺在地上的花

焉，她的手被我踢到的那一刻隨即碎成粉末，接下來整個人的身體也變成

粉末。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只懂得不斷往前跑，想要逃離這個嚇人的課室。 

  一個全身被火包圍著的女生閃過。「跟我來吧！」她主動地拉著我的

手。她體態輕盈，「化、化」火燃燒的聲音不斷傳來。她背上的翅膀閃亮亮

的，若隱若現。才走兩步，她便飛起來。她的速度比光更要快，轉眼間從

地上飛到蔚藍的天空；從天空飛到空洞的太空；從太空飛到孤伶伶的冥王

星。 

  乾旱的地面，雄偉的石山，這兒看來比月球更荒無。精靈漆黑的雙眼

漸漸變成綠色。此刻，地裂開了，一棵棵綠嫩的植物從裂縫中鑽出。潺潺

的小溪滑過石山，兩旁長滿了鮮艷的花朵。 

  我站在花田之中，偶然好像看見了地球。 

  固執的人啊！要是你們都願意相信我的話，便不會成為怒氣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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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年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永隆文學之星優異作品 

     走進魔術師的世界 

3A 陳梓晴 

  回憶小時候，我經常坐在窗前看著魔術師把大自然的景象變得如此美

麗。春天溫暖而溫柔，他輕輕一吹把萬物都喚醒起來；大地都滋潤得容光

滿臉塗上翠綠的顏色，使小草們都充滿生氣。夏天花叢中很多花兒伸出頭

來，像要說聲謝謝。昆蟲們活躍地起舞打轉，享受陽光帶來的溫暖。秋天

是收獲，也是給我們失去的感覺，從春走過夏，來到滄桑的秋，希望溫暖

不要走。經過漫長的溫暖來到寒冷的冬天。這時是休息的時間，萬物經歷

了很多艱難的道路，都很疲倦。他真的十分神奇，為什麼可以把大自然的

景象變來變去，使我覺得眼花撩亂。 

  花草樹木不見了，四周環境改變了，人們也變了。為何把它們砍掉？

魔術師終於發怒，突然咆哮一聲，風雨也隨即而來。昆蟲們立即飛回巢裹，

花兒嚇了一大跳，馬上把頭躲在葉子下，可是葉子也自身難保，早已嚇得

發起來，那邊的小樹苗被風吹彎了腰。憤怒變成一些從海而來的海嘯，從

地而來的地震，從天而降的暴雨等。大災難來臨了，悲慘的大自然不再充

滿生氣。我不希望魔術師再發怒，希望能與他和睦相處，交個好朋友，但

我們可以怎樣做啊！復仇使者的來臨，海嘯，地震，暴雨也來了。我憤怒

地對他們說我不是生態破壞者，為什麼你們還要來？ 

  突然聽到滴滴答答的聲音從窗外傳來，彷彿聽到他們說你不是破壞

者，但你的家人，朋友及其他的人們不是嗎？我們會因個人的貪婪而奪取

屬於別人的一切，其實是要負上代價的，最終必定自毀。世界的生態環境

所遭受的破壞跟每一個人的貪婪有關，依靠貪婪是無法找到內心的幸褔。

我們可以告誡別人不要貪婪和通過與大自然的接觸以及生活體驗讓我們在

心靈內都種下花草樹木，地球 能得已延續下去，保障下一代的幸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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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年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永隆文學之星優異作品 

自然給我的啟示 

3A 楊薰  

  拾一片綠葉，細數它那清晰頑強的生命脈絡；嗅一朵野花，細味它那

芬芳柔美的每一部份；看一隻螞蟻，細看它那刻苦勤勞的性格；買一隻馬，

讓它那樂觀的性格給整個世界，自然就是這樣。無論是細小的，龐大的，

它們都會給我們啟示。 

  草，你認為它是怎麼樣的？有人認為草是弱小的，因為草被人踏了一

腳後，便會死亡。又有人認為草對人類沒有任何功用，只會作牛、羊等動

物的食糧，而我卻認為草是比我們任何人，動物，植物都堅強的。詩人白

居易也贊美過小草的堅強，「 離離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不盡，春

風吹又生。」它那不屈不撓的精神，那怕是無情的大火，把它們燒光，但

他們仍會再生，就算多麼大的困難，它們總會堅強。夏天，小草每天都要

面對強烈的太陽，但他們還是堅持著。秋天，小草要面對沒有雨水的日子，

但他們還是堅持著。冬天，小草要面對面如刀割的寒風，但他們還是堅持

著，草是多麼得不顯眼，但就算如此，它都給了我一個啟示：草，似乎甚

麼都打不到它。因為堅強，因為堅強，令它有「打不死」的精神。 

  太陽，它總是與黑暗打交道，有太陽便沒有黑暗，有黑暗便沒有太陽

的出現。人生一定有許多不同的顏色，紅色的熱烈，黃色的希望，灰色的

憂慮，黑色的沉重。而太陽給我們的啟示便是太陽沒有灰色，黑色等這些

不高興的顏色，只有希望的顏色。黑暗只是短暫的，光明才是長久的。 

  另一方面，自然也讓我知道我們要保護自然，人類在地球上生活已有

幾百萬年的歷史了，在這漫長的歲月裹，我們都是依靠著自然界來生活，

例如：某些動物和植物可作為我們的糧食，有植物進行光合作用，吸收二

氧化碳和釋出氧等。可是，近年人類文明發展迅速，不斷殺害一些動物來

製造一些傢俱、手袋、衣服、鞋……人類又何止對動物沒有手下留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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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也不斷砍伐樹木，燒毁森林，導致土地貧瘠，溫室效應，這便是自然

給我們的啟示和警告。自然讓我們知道若我們再不好好保護自然，以後會

遭受到的給果更嚴重。人類是母雞，而自然是小雞，所以如果母雞不去保

護小雞就會一個又一個地被麻鷹捉走；反過來說，若人類不好好保護自然，

生態便會永久變到破壞，日常的糧食減少，資源短缺……我們破壞了自然，

但自然依然會給我們啟示，它告訴我們：「自然界已經被我們折磨得整身是

傷痕，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定，支持環保，讓世界更綠，更藍，發展更迅

速。齊創綠色夢想，文明世界。」 

  不要小看自然，自然所給我們的不單單是糧食，資源，還給我們一些

的啟發，例如：小草，它是多麼的不顯眼。但是肯定令到我們學會堅強，

一些人類的錯誤，自然給我們的啟示，要好好保護它們，讓世界變得更綠，

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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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年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永隆文學之星優異作品 

2030 年，我們的世界 

4A 鍾智君 

  湛藍的白雲，有小鳥穿梭其中的天空，放盪地飛翔。草地上，小草搖

曳着自己的身體，伴着微風擺動，揚起一片細碎的沙沙聲。茂密的樹木，

穿上佈滿鮮花的衣裳。這景色多麼的美妙啊！ 

  眨眼之間，已經生活了差不多四十年了。這世界真的變了很多。每個

人都十分悠閒地工作，沒有人失業，每個人都可以安安樂樂地生活。沒有

人埋怨政府不幫助他們，他們的問題都解決了。國與國之間沒有紛爭，互

相為別國幫忙，真的十分融洽。整個地球環境改善了，再沒有甚麼全球暖

化的問題，一切都被所有國家的統治者解決了。 

  這個世界，真的變了很多！一切都太美好了。至於地區方面，變了！

都變了！每屋每戶的人間都毫不防衛地打開了門，每個人都會互相問好，

又會互相幫助。走在每一個角落，都不會看見行乞的乞丐。在道路上，你

會看見人們使用單車代步，所有的交通公具都消失了。正因市民都用了單

車代步，所排岀的廢氣也逐漸減少，空氣也變得清新，從前的污煙障氣，

轉變成清新怡人的氣味，整個人都心曠神怡。人們所存在的壓力，也因這

份空氣一掃而空。清晨和風薰柳，花香醉人。夜晚漆黑寂靜，滿佈繁星。

我看到了，四十年了，我終可看到如此攝人的天空。 

  這個世界真的變了！我看到新的鄰居，新的空氣，新的景象，新的世

界。 

  家庭?我有一個幸福的家。沒有人爭吵，夫妻間恩愛相處，父母和子女

猶如朋友一樣，一起談天說地。你不會看見我們有不和的時候，這個家美

好嗎? 

  而我，在這世界居住了四十多年了。我每次都會去一個地方，那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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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望無際，海面上不時有一些中華白海豚跳躍起來，還濺起不少浪花。

真的讓人嘆為觀止！ 

黃昏了，太陽緩緩落下，空中的顏色瞬眼間變為金黃色，不捨的味道

逐漸到了，我需要面對現實了。「叮」「下一位！」 

  太美好，可惜那個世界永遠都不存在。我只能靠着那部機器，進入我

心目中的世界。國之間的友好?沒有，只有戰爭。環境改善了?沒有，這個世

界只有夏天。鄰居互助互愛?沒有，看見也如同陌路人一樣。單車代步?跟本

沒有人會用單車，每人也有一輛私家車來代步。環境、家庭、海?所有都被

我們破壞了。 

  二零三零年，我們的世界。一個已被破壞到只可用機器來實現願望的

世界，要救，也太遲了。 

  污煙障氣的天空，已看不空中的小鳥如何穿梭白雲。陸地上的植物，

只剩下人造草，一點生氣也沒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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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 年，我們的世界 

4A 吳明恩 

  風，輕輕地指打我的臉。「咯咯咯咯」，一致的步伐聲隨著風傳進我的

耳朵裡。猶如木偶的我們，用著急速的步伐走向傳送室。每個人的樣貌都

相同，而且都帶著口罩。唯一能夠分辨出我們的身份的，就只有身體內的

晶片。二一零零年，我們都生活在「溫室」中。 

  我是聯絡部的主任，負責與其它星球的生物溝通，維持我們之間的良

好關係。科技發展一日千里，我們現在只需用腦電波來傳遞信息，世界一

片寂靜。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一樣的容貌，一樣的智慧，一樣的身體。所

有剛出生的嬰兒都需要接受改造，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受到公平的對待。

我們以科技製造出一個適合人居住的環境，因此不需要樹都能有氧，不需

要海洋也有水。整個世界都是陸地，沒有樹的陸地。 

  我們不再需要電腦，不需要電視，因為我們不需要娛樂。我們亦不需

要望遠鏡，不需要衛星，因為我們的身體己內置了。我們可以隨時到世界

各處，因為相隔二百米的距離！便有一個傳送室。生活容易得像眨眼。 

  因為不需要溝通，世界不再有談話聲，哭聲，笑聲……世界一片寂靜，

毫無生氣。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是關於約一百年前的世界。當時的科技並不發達，

對於人體和外太空認識亦不多。手提電話，電腦等仍然被廣泛使用採用。

雖然如此，但當時熱鬧的街道，有茂密的樹林，有洶湧的海水……那時候，

商店林立，街道擠迫，上班的時候，人山人海。而且當時要到較遠的地方

需要非常長的時間，那怕由香港至北京，都需要兩至三小時。交通意外經

常發生，天災人禍時時有。一百年前的世界真是非常落後。 

  雖然如此，但我還是比較嚮往以前的生活。雖然落後，雖然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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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被人的聲音，樹葉搖動的聲音和海浪的聲音包圍，充滿生氣。現在

縱使科技先進，但生活由人類製造的「溫室」中，再沒有海，沒有樹，沒

有人聲。 

  風，再次拍打我的臉。我從傳送室走出來，並走進實驗室，準備回到

過去。對！我們要改變未來，要教導過去的人善用資源，珍惜地球。二一

零零年，我們的世界不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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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欣賞的一種植物 

2A 王少傑 

生機勃勃的春天過去了，夏日炎炎的夏天也過去了，等着寧靜和舒暢的

秋天，被寒風吹走最後一片落葉，雪來了…… 

悠悠的雪花靜悄悄地從空中飄了下來，一片一片地落在大地的臉上，點

綴了自然的美。但是，正當雪溫柔地撒下祝福之時，風卻無情地吹襲大地，

吹起一場大風雪。植物們都受不住風雪殘酷的對待，弄得遍體麟傷、七零

八落。原本那五彩繽紛、充滿活力的大地，已被大雪覆蓋得無影無蹤，顯

得凋零和冷漠。 

當四周都是白茫茫的時候，驟然看見一株凌雲傲雪的梅花頑強不屈地傲

立在冷冰冰的土地上，雖然它看起來瘦弱細小，而且全身光禿禿的，但卻

很勇敢地挺着。風雪並沒有因吹殘了大自然而感到懊悔，反而變本加厲地

吹襲，而梅花呢？它也毫不放鬆，誓死與風雪拼個你死我活。 

天越來越冷，梅花的枝杆上，突然冒出一點點的小白花，像嬌小玲瓏的，

宛若婀娜多情的女兒。慢慢地，梅花越開越大，越開越艷，越開越香，傲

麻麻的梅花，火柴頸般大小的黃花

裡漸紅的花瓣遵尤如嬰兒那嫩嫩的

弱質纖纖的女兒家，我看哪，

，保護自己的兄弟姐

女子，它不同白花爭在溫暖的春天

天，反而在寒冷的冬天傲然開放。

中國的兒女們為了捍衛國家的權益

的生命，而梅花呢，它顧念到人們

，於是，它不惜自己的生命，為人

自己的生命，為了就是鼓勵人們要

首怒放。彎彎曲曲的枝條上布滿了密密

蕊，點綴着緊湊在一起的五片花瓣，白

櫻花小咀，柔情似水，是那麼嫵媚嬌柔呀！ 

別看梅花它外型嬌巧，就如一位豆蔻年華、

它其實是一位勇敢的「花木蘭」，奮力守護自己的家園

妹。另外，梅花還是一位忍讓、勇敢的

爭艷奪目，不同菊花去爭秋高氣爽的秋

看着梅花，我不禁深深沉思：在過去，

及人民安全，不惜一切，甚至犧牲自己

在嚴寒的冬天，會過得很辛苦，很艱難

們帶來香味，勇敢乎在冬天開花，奉獻

堅持到底，寒冷的冬天即將過去，美好的春天會在前面等待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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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正義老師 

2B 文俊杰 

     周老師，他每次在我的腦海中出現都佔據了一大片地方，因為他在我

的心目中的身影是如此巨大，他對我這個頑童的影響是如此深遠。 

     周老師，他的身材略胖，頭髮半禿，他的臉上布滿皺紋，眼睛一直都

是瞇著，他還架著副金絲眼鏡，帶出了他一身的書卷味。 

     周老師總有源源不絕的大道理，凡是被他教訓過的學生都深刻體會到

這一點，但能聽得出周老師那一片苦心的卻沒有幾個，因為周老師在說教

時的語氣總是嚴厲的，多數人在被他斥罵了幾句後便會發起脾氣，輕微的

會表現出不耐煩的表情，作出一些煩躁的小動作，嚴重的會大聲反駁，忘

記了所有儀態，甚至連小學時已學的「尊師重道」也拋諸於腦後。我卻覺

得周老師的訓誨是千金難求的，無論他怎樣斥罵，怎樣不留餘地把做錯事

的學生所犯的事都一一細數出來，這些都是周老師愛的表現，他向我說過:

「一心，我不只是想罵你，我更想打你!我恨不得一巴掌重重的摑在你臉上，

打醒你，

來，我大徹大悟，  

    周老師很敬重古人

氣歌」然后他就會向我背誦一小段：

青……」他背誦時會抬頭挺胸，表情莊

國時期的大將軍，正氣凜然，他說他最

元人的酷刑面前仍毫無懼色，實是我要

    周老師對我的每一句訓誨，我都銘記在心，成為我做人的座右銘，周

老師的背影也在我的心目中成了一名巨人。 

 

讓你知道你現在所做的事叫自甘墮落，你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火堆，

遲早會害死自己!」我聽過這番話後，感覺自己就像是被人在睡夢中叫了醒

明白了我做的這個夢是多麼的荒謬，竟將自己往死裡推。

文天祥。周老師經常向我提起文天祥的名作──「正

「人生自古誰無死，留取丹心照汗

重，有時我覺得他真像一位古代戰

敬重文天祥，因為他不畏強權，在

學習的，他說無論怎樣，做人都要

抬起頭，做的每一件事都要不愧對天地良心，這樣才能做一個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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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學生上網 

3A 周曉盈 

   你知道中學生的休閒活動是什麼嗎？溫習？做功課？閱讀？皆不是。自

從科技發展迅速，香港人對電腦需求大增，電腦便成了人們的必需品。單

靠一部電腦，足不出戶知天下事。所以，上網便成了中學生的休閒活動。 

   以前中學生作專題研習，往往會到圖書館找資料，可能要發整天時間才

能找到合適的資料。所以古語有云：書中自有黃金屋。但現在書本卻被互

聯網漸漸取代了。因為互聯網就像一個寶庫，只需要在網站搜尋一下，便

找到合適的資料，大大方便了學生做功課和專題研習等，亦節省了不少時

間。難怪大多數學生會選擇上網而不閱讀吧！ 

   另外，大多數中學生也承受沉重的壓力，例如功課，考試等方面。互聯

網亦設有很多網上遊戲提供給人免費玩。這些既富趣味性又能提供娛樂的

遊戲大受中學生歡迎，藉享受娛樂來減壓。 

   而上網聊天室和交友網站亦是深受中學生的「支持」。就我所知，有部

分中學生也因群眾壓力而去接觸這些網站。但這並不是一件壞事，因為我

們可以憑着聊天工具去增加與朋友，同學的溝通。有些事情當面很難告訴

對方，但藉著網上聊天，可以以無聲的

加彼此的了解。 

   有人說：「互聯網有很多不良資訊

學生太沉迷上網，應禁止。」但試想想

有利中學生學習。而我亦相信，中學生

長勤於提點，中學生肯定不會做出犯法或沉迷。 

   正所謂：「學習時學習，遊戲時遊戲。」中

略娛樂，否則只會不斷加重自己所承受

寶庫，有助中學生學習。只要自制，  

 

方式去告訴對方，或傾訴心聲，增

，中學生應少接觸。」亦有人說：「中

，互聯網的好處多不勝數，的確可

有一定的自制能力，只要學校和家

學生不能往往只顧讀書，忽

的壓力。而互聯網亦是一個知識的

善用電腦，就對中學生百利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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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行籌款，燃點希望 

3A 俞婕婷 

    生活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物質豐裕，三餐溫飽，衣不缺少。香港

青少年已經擁有最新進的科技產品，青少年擁有手機的人數更冠絕亞洲。

正當青少年認為幸福是必然之事，中國內地山區兒童的生活狀況卻令我們

有所反思。 

    香港為適齡兒童提供十二年免費教育，我們不但學到書本上的知識，

更能學到不能用金錢買回來的人生道理。但中國內地山區的兒童卻沒有我

們那麼幸福。有些人家境貧困，就連學費也支付不起，還要每天幫父母工

作幫補家計。 他們的學習環境亦是十分惡劣。

校舍設備簡陋，沒有冷氣，夏天日曬悶熱；門窗破爛，冬天時寒冷刺骨。

颱風時塵土飛揚，下雨時會有泥石流，如此千瘡百孔的校舍是我們這些在

溫室的孩子一輩子也不會經歷到的。 

    更讓我們慚愧的是 教室卻不時傳出瑯瑯

的書聲。他們沒有因為活在這惡劣的環境中而自暴自棄，反而懂得努力讀

    現在我們正舉辦「 ，希望能夠藉著我們

每個人的微小力量，凝聚成大力量去幫助山區的兒童走出陰霾的世界，改

變他們的生命，完成他們的夢想。希望你們踴躍支持這個活動，點亮他們

心靈的燭光！ 

 

即使有能力支付學費的兒童，

，在如此惡劣的學習環境下，

書。他們為了改變命運而認真讀書，他們渴望看見外面的世界。 

步行籌款，燃點生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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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公園 

3B 黃詩蕙  

  坐在窗前書桌溫習的我已經感到疲憊不堪，為了舒緩自己的壓力和呼

吸一下新鮮的空氣，我決定到公園散步。 

  現在已是五時多了，但公園裏的人並沒有因為時間的關係而減少。縱

使公園內有頗多人，但卻沒有令人感到十分煩厭的噪音，安靜得幾乎連人

的呼吸聲亦聽得一清二楚。 

  我在旁找了一張木凳坐下，欣賞那美麗迷人的大自然景色。「吱，

吱……」一陣悅耳的歌唱聲傳入我的耳中，我抬頭尋找那聲音的來源。我

看到樹上有一個鳥巢，在巢中有幾隻正在等待母親餵飼的幼鳥，牠們的嘴

巴都張得開開的，就像在跟母親說：「我要吃！我要吃！」似的。這一幕的

景象使我感受到母愛的偉大與無私，亦令我想起其實我跟那些幼鳥們也是

一樣，都是要在父母無微不至的照顧下才能健康的成長，所以我們應對父

母存有感恩之心。 

  正當我陶醉在那溫馨的景象中，一陣小朋友的歡笑聲使我回過神來。

我看見旁邊有一個花圃，花圃內種植了七彩繽紛丶種類繁多的花朵，當中

有幾棵向日葵開得特別燦爛，長得特別高，挺得特別直。它們面向太陽，

給人一種積極開朗的感覺，彷彿在替那身心疲憊的我加油打氣，鼓勵我要

努力溫習。 

  天色已漸，我離開公園，回到家中，繼續為我的考試做好準備。我亦

要懂得像向日葵一樣，積極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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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沉迷在電腦 

3B 林學婷  

  電腦的出現，為人類帶來許多方便，我們可以用電腦和遠方的親朋好

友聊天，以促進彼此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可以運用電腦聽音樂，放鬆心情。 

  但跟據校報上的一篇報道，指出本校超過五成的同學每天網超過了三

小時。另外，同學上網的目的主要是聊天和玩遊戲，分別佔 43%和 24%。

數據顯示同學上網多用於玩樂用途，情況令人關注。如果長時間用電腦，

不但未能達到用電腦的主要目的，反而

痴肥丶腰錐受損等。 

  曾經，我也試過用電腦三小時以上

閱學習資料，而是玩遊戲。電腦的遊戲

自己，便容易沉迷。在兩年前的暑假裡

玩遊戲渡過，令眼睛開始出現近視，並

出我是因為長期沉迷於電腦而引致了近

他不同的課外活動，以促進身心發展。 

  這次之後，家人不但大罵了我一場，更限制我用電腦的時間，還我安

排了密密麻麻的課外活動。一開始我十分抗拒，但後來我發現參加課外活

動，不但學到新知識，更能認識到新朋友。所謂「經一事，長一智」，這件

事後，我明白分配時間的重要性。 

  同學，不要再虛渡光陰，做多餘的事，玩無聊的遊戲，趁現在還年青，

倏一些有意義的事，參加些有意義的活動吧！不要再說這不適合我，那不

適合我，不要再為自己找任何的藉口了！要好好分配上網的時間，並善用

網上資源，一切就由現在開始吧！加油吧！ 

會影響身體的健康，例如：近視丶

，目的不是上網做功課，也不是查

世界千變萬化，如果不好好為控制

，我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日子在家中

且愈來愈深，視力模糊，視光師指

視，要我減少使用電腦，多參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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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知心好友的一封信 

4B 凌健友 

親愛的知心好友： 

 你在哪裡呀？如何才能找到你呀？為什麼在我的朋友們當中，卻找不到

你的蹤跡？聽說，能否遇到你，是我運氣。運氣好的，可能就在身邊；運

氣不好的，一輩子也找不到。 

 你知道嗎？我很想可以早點找到你，我有很多心事想跟你分享，不管是

樂事還是糗事。在你面前，我不用害怕因為說錯話而惹你生氣，因為你是

那個懂我的人，是那個值得我付出的人。在吵架的時候，雖然互不退讓，

但最後不用說「對不起」就會和好，因為你就是那個懂我的人。你是那個

讓我付出再多，也不會後悔的人，不是為了你口中的謝謝，而是為了心中

的那份情。那不是複雜的愛情，而是簡單的友情。 

 在我哭的時候真的好想你出現在我面前，不問原因，在我身邊支持我和

我一起分擔我的痛，在旁安慰著我，讓我可以盡情地放聲大哭。常在別人

面前裝得很堅強的我，其實真的真的很需要你，讓我在你面前可脫下我的

偽裝，當我做回真實的我時，可以有一個人讓我依靠，可以默默地互相依

靠。做我雨天的傘，晴天的雲。 

 有人把你形容成一杯清茶，一杯淡淡的清茶，但卻郁郁陳釀令人愜意，

暢快亦回呼無窮，就是如此恰到好處，不用多說，只需一個眼神，一個微

笑，就能明白我的心，只有你。 

 我一直也在等你，雖然我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並不是容易的事，更

何況是彼此認識。但我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有緣的一定會相遇。我亦不

放棄地去等你。在這段期間，我會努力學習珍惜。懂得珍惜，就知道什麼

是寶貴。當我與你相遇時，就不會錯失我們之間美好的回憶，就會懂得重

視我們之間的每一秒。因為能遇到你真的很困難，既然如此，遇到了你，

當然要好好珍惜了！ 

 祝 

永遠幸福 

知心好友    

凌健友上 

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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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廿年後的我一封信 

4B 區君譽 

二十年後的自己： 

 人生，總有一些說不出的秘密，無挽可回的遺憾，觸不到的夢想，忘不

了的愛。這封信是於三十年前寫的，為的是要緊記著理想、目標及夢想，

以免自己的人生擁有遺憾。 

成家立室了嗎？我的妻子是否有著一張可愛的俏臉？如果沒有，我也

不感到失望，因為娶她為妻，我必定深愛著她。於過去，我是否已與超過

二十名不同的女生照下「貼紙相」？如若這件事已達成，便代表年輕時又

一目標已被達成。於現在，我擁有孩子了嗎？如若擁有了，記緊與子女分

享童年趣事，引導他尋找自己所想的，及用上千方百計令孩子覺得你是他

的朋友。另外，於孩子十四歲生日時，記緊拿出自己眾多的「貼紙相」向

他炫耀一番，並與他說：「看看爸爸年少時多麼風流。」這必成為他永不忘

記的趣事，為他的童年多添一種色彩。最重要的，是要緊記不要催促孩子

成長，這會使他失去迷途的膽量。唯有失敗才是年少時成長的養份。 

 理想成功了嗎，希望你還知道自己的理想是什麼。你的理想是盼望成為

一位好老師或一位成功的商人。若已成為一位老師，記緊要發掘學生的才

能，多與他溝通，使他們的優點能夠盡用。若已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我

必會很高興，因為爸爸期望我能延續他所創辦的企業，這也是份自由的工

作。如若理想未能實現也不要太傷感，要記緊努力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而不是試圖去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差點忘記了，理想未能實現時，記緊要

與孩子分享失落，並提醒他「當趁年幼追求理想，勿讓晚年懊悔」；和協助

他完成目標及理想。 

還記得自己的目標嗎？自己的目標實在太多了，讓我現在告訴你三個

我所訂下的目標吧！第一個目標，希望爸爸可以稱讚或欣賞我做的事情，

不論是什麼。希望這二十年間，這個目標已被達成。第二個目標，達成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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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對我的要求，別再紙上談兵。第三個目標，登上壯闊的天邊，跳下來玩

降落傘。在這苦短的人生，必需為它增添一些刺激！如若這些目標也未能

達成，請便好好善用餘生，設法完成以上的目標。不要找籍口延遲你想做

的事，你永遠無法知道人生何時會走到盡頭。如若這些目標也已實現，把

新目標也實現於這苦短的人生吧！ 

 你這個中年的大男孩，還有夢想嗎？記緊人生必定要有夢想，沒有夢想

的人生活並無意義。我並不希望生活得如同行屍走肉，過著無意義的人生。

你必須自己去想，你必須去做的是什麼。夢想是什麼，就是現在的你去訂

立。永不太遲，做你自己想做的事，隨你自己的意願開始。 

 請多寫一封信給二十年後的自己，內容由你自己決定吧！ 

 祝 

夢想成真 

年青的    

自己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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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參加義務工作的經驗和感受 

4B 梁佩瑩  

將近黃昏，媽媽正在廚房做飯，一陣淡淡的飯香悄悄地飄進客廳，同

時也悄悄地飄進我地鼻子，瞬間，腦海浮現起數日前那傴僂、孤單的背

影…… 

記得那天，我參加了一個露天的派米活動。夏日炎炎，猛烈的陽光直

射著大地，連雲兒也耐不住躲起來，雖然拼命的喝水，但也揮不去那燥渴

的感受。 

將近派米的時間，長者一個接一個的來到。人群漸多，嘈吵聲不斷，

悶熱的感覺倍增。遠處，一位長者緩緩走到領發站排隊，身邊站著個滿面

不耐煩的年青人。她揮動雙手，意圖趕走那悶熱，向婆婆不滿的叫嚷：「喂！

開始派米了嗎？老太婆妳真的煩人，要不是陪你來拿米，我也不用陪你曬

太陽，真該死！」站在女孩旁的婆婆無奈的站著，四周也咕咕噥噥的討論

著她們。 

派米的時間開始，我將米一包包的交到婆婆們的手中，直到剛剛被孫

女責罵的婆婆。她因傴僂，看起來是那麼脆弱，她用粗糙的手接過那包米，

向我慈祥一笑。她孫女不屑的看著婆婆，大聲地責罵她：「拿完便走吧，別

再浪費時間了。」說完後，她頭也不轉便走了，留下婆婆一人，就算陽光

多刺眼，也擋不了婆婆眸中的落寂。 

我靜靜地看著婆婆，及其他孤單的婆婆們，心裡總不是味兒。每個婆

婆都單獨一人來，沒有人陪她們談天，沒有人陪她們曬太陽，難得那傴僂

的婆婆有孫女陪伴，但她的態度及說話卻深深地傷害著婆婆。赫然，我看

見那婆婆眼中有一點晶瑩落寞，我卻不知所措地站著。因為我膽怯，我懦

弱，不忍心窺見婆婆那傷心的表情。 

其實自己有什麼資格這麼說，一開始自己不是也耐不住悶熱的天氣

嗎？但是看見婆婆們寂寞的一人，心卻漸漸憐惜她們。當我再次望向那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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僂的婆婆，只剩下好孤單的背影。緩緩的走了，陽光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長，

很長…… 

 「吃飯了，請幫的拿飯出來。」媽媽的叫聲打斷了我的回憶。媽媽的背

影雖然沒有傴僂，但疲累的笑靨卻深深刺痛我，我長大後也會像那孫女樣，

嫌棄媽媽嗎？我沒法想像媽媽將來傴僂著背，在烈日下單獨地等待著我的

回眸。我快步的走近媽媽，悄悄地湊近她耳邊，輕輕地說：「媽媽，我愛妳！」

看著媽媽那錯愕的表情，我對自己起了一個承諾，將來我一定陪著媽媽拿

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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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參加義務工作的經驗和感受 

4B 溫號賢 

在看

，

整個過程中，雖然我們的水準並沒有粵劇大師般精湛，卻時常鬧出笑話，

別具韻味，讓一眾耆英笑容滿面。表演先粵劇，隨即獻上的就是魔術表演，

一開始，魔術師拿出—紳士帽，他把帽子遞給每一個老人家看，確保帽子

是空的，突然之間，「喞」的一聲，他變出幾支玫瑰，然後派給老人家，令

他們眉開眼笑。表演結束後，義工各按其職去服侍老人家，有的幫忙派禮

物給耆英們；有的替老人家按摩……而我則被委派去與老人家聊天。於是

我找了一位伯伯談心，他在分享時不禁流露憂傷的神情意，原來他以前是

一個英勇的警察，但不幸在一次執勤時受傷，引致終身不能再投身警隊，

他為了不想成為兒女的負擔，於是自費入住老人院，聽到他的分享，讓我

今天，從社區中心走過，看見那不大不小報告板上張貼著一張探訪老

人院的報名表，不禁勾起昔日我探訪老人院的記憶，當中的一點一滴，讓

我畢生難忘…… 

記得那天，我和朋友一起參加了探訪老人院的活動，主辨團體是屯門

南區眾教會，由於當天有很多物資要搬上老人院，所以我和朋友便在探訪

老人院前，先與其他幾個強而有力的義工一起把物資搬上老人院。在搬運

的途中，雖然身上的擔子十分沉重，但當我一想到這些物資是要送給老人

家的，我便充滿力量，一鼓作氣的把物資搬到老人院裡去。 

一步入老人院的大門，只見可愛老人家們有的三五成群在對奕；有的

在看電視；有的四人同枱，小賭怡情，彼此推著手上的「麻將」；有的

粵劇，其歡呼聲此起彼落。我看到他們，不禁心感安慰，因為眼前這些老

人家，他們都是由於子女沒有時間照顧他們，才把他們送到老人院，難得

他們能在這裡結交良朋，一同玩樂，彼此談心。 

我們一步入老人院，老人家們對我們十分熱情，頓時掌聲四起，然後

我們開始為他們表演。首先，我們有粵劇表演，表演的粵劇是「鳳求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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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人老了，好像變成了廢物，不但沒有貢獻，還可能成為家人的負擔，

但即使年老了不能作什麼，至少曾經付出過，讓下一代得到供養，想到這

裡，我就鼓勵他說：「無論怎樣，活著就好了，因為這是人在不同階段唯一

能做好的事。」說完這番話後，我對擁有生命充滿感恩。 

隨著天色漸漸黯淡，探訪老人院的活動也告一段落，回想起今天發生

的事情，讓我學會要珍惜我身邊的人，亦要把握時間去做有意義的事情，

走著走著，腦海忽然憶起一段歌詞：「要讓每段經歷去珍惜，要讓每分每秒

有意義……」對的，我前進動力就是我所珍惜的人和事，無論前路有多艱

辛，我相信都是定能衝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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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說︰「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亦有人說︰「獎賞是教

育的恩物。」你對這兩種說法有何意見？ 

4D 劉冠邦 

古語有云「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棒下」是指嚴格的教訓；「嚴

師」是指有效而嚴厲的指導，「孝子」和「高徒」是指人才。我認為要成功，

必要先經過琢磨，我亦同意要成就人才，需要嚴厲的教育方法。 

  「玉不琢，不成器」是我國傳統教育的金石良言，亦是大家耳熟能詳

的名句。人就像玉石一樣，未經過琢磨就不會造就大器，而這種「琢磨工

具」就是教師和父母親。 

  正所謂：「養不教，父之過；教不嚴，師之惰」。無論要造就孝子或高

徒，就必要父母親和教師從旁指導，以嚴格的方法執行教育，方可造就人

才。亦有人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要造就人才，前提是這個人才

需要「吃得苦中苦」，承受壓力。 

  我相信曾在多屆傷殘人士奧運會中奪金的「痙攣飛人」蘇樺偉，絕對

配得起「高徒」這美譽，而琢磨這塊玉的就是「嚴師」潘律仁。我們望著

這位世界知名的傷殘運動員，可能只會想到他的成功，又有誰能體會他在

練習時所領受的辛酸呢？蘇樺偉起初練習時歷盡艱苦，潘律仁亦毫不留情

地責罰他，完全不把他當成傷殘人士看待。現在蘇樺偉奪得如此佳績，這

位「嚴師」應記一功。即使是一位傷殘人士，經過「嚴師」的琢磨後都會

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人才。 

  嚴厲的教導往往會令人進行反省，繼而作出改善，中國奧運會金牌得

主劉翔亦是經嚴厲教導下長大的。劉翔的爸爸在他孩童時發現他有跑步的

潛質，於是一心從生活開始訓練他。他父親在他有任何生活上的錯處都會

以體罰的方式來教訓他。劉翔不但沒有就此放棄自己，更反省被打原因，

並加以改善；才有出現了後來獨當一面的劉翔。嚴厲的教育能激發個人努

力以達到目標，樸玉沒有名師的琢磨是不會顯露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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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的教導下仍會有孝子的出現。「虎媽」蔡美兒以嚴厲教導方式教育

子女，令女兒成才。她的長女索菲亞是經過嚴厲的教導下長大的，當「虎

媽」被大肆抨擊時，索菲亞在《紐約時報》發表一封信為「虎媽」辯護。

索菲亞經歷「虎媽」的嚴厲的教導仍然孝順「虎媽」，證明「棒下出孝子」

是對的。 

  總括而言，嚴師是教育的一項最重要元素；嚴父亦是家教的一項重要

的元素。沒有嚴師，就沒有高徒。嚴謹的指導可以令學生了解學習的重要

性。這是我國數千年來教育的文化，也是教育的下一代的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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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健共融 

5A 麥詠賢 

狡猾的雷公公整裝待發地出動，發出一聲獅子的咆哮，又毫無保留地

發射雷電，一閃一閃的雷電閃進我的眼簾內，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過來……

咦！這裡是什麼地方？ 

「醫院。」為什麼我會在這裡？醒來聽回醫生的憶述，才回想自己不

幸遇上車禍，我的身軀被捲入貨車底下，需要進行切割手術，切去兩腿才

可生存下去。幸好，我大難不死。不！應該是不幸。今生，我無親無故，

如今又失去雙腿，人生還有什麼盼望？我不能靠雙腿去完成我的理想──

當上頂級單車高手。走到街上，人們又以歧視的眼光來看待我，我繼而嘗

試去尋死，但老天爺偏偏不讓我離開這殘酷的世界。為何？ 

「盡快將憂愁眼睛、憂愁面孔、憂愁內心拋棄吧！找回你的微笑

咀……」又是那些似以為激勵歌，但我的心偏偏感受不到。突然，有人拍

拍我的肩膀，並說道：「你好！我是太陽機構的社工，陳笑恩，請問如何稱

呼？」「姓吳。」我說道。她繼續以誠懇的態度地說：「吳小姐，聽說你從

車禍失去雙腿，我的心也不好受……」我漸漸被她熱誠打動了，以前的我

從未被人關心，如今她竟……我的眼淚又不爭氣地流出。「人生總會有起有

跌，但這並非重點，重點在於你能否從困難中成長，令自己的生命得以成

熟、轉變。」她安慰着我。在我們談吐之間，我的心終於得到安慰。笑恩

更邀請我到太陽小學去演講我的經歷。 

來到小學，一班天真爛漫的小孩跟我玩耍，又推着我的輪椅帶我四圍

走，向我炫耀自己的學習排名，真是可愛！來到三樓禮堂，我把自己的經

歷一一訴出，台下的同學、老師們眼有淚光，他們是否同情我？「盡快將

憂愁眼睛、憂愁面孔……」音樂徐徐地帶到耳邊，今天我不再討厭它，我

反而帶領着師生唱歌來！今天，是我一生最開心的一天。 

如今的我，感受到人間有情。起初還以為別人會歧視我，反觀一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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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師生會安慰我、同情我。可能上蒼給予今次的機會，使我不會像從前

一樣，只求謀取利益而生活，完全感受不到人情之暖。 

到了現在，我的義肢雖像一塊鐵，走起來是那樣沉重，但是我的心得

到釋放，心頭裡那塊大石終於爆破了！我決定當上義工，以我的生命燃亮

他人。 

太陽叔叔終於打敗雷公公，繼續散發光芒，一絲一絲的光線進入我的

眼簾內，再次喚醒了我，我心想；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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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健共融 

5A 郭詠裕 

春陽爛漫，照在一草一木上寸寸皆是光陰，又時時有去意，要在花葉

滑下來的樣子。「糟糕！我遲到了！」我焦急的說着。我慌忙的走到碎石子

徑上，從遠處看見那坐在輪椅的人之熟悉的身影。這時，他雙手拉動着兩

輪，一邊昂起頭來，一邊在道路上徐徐轉了幾圈，這萬分擔心的模樣，彷

如把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重現於我眼前。 

記得那一天，家朗初臨我校，慌張地坐在輪椅上，抬起頭來張望校園

的一花一草、一座連一座的教學大樓，以及懷着奇特的臉孔的學生，而那

輪椅的模樣好像它的主人般，黑森森、幽燐燐、憂憂鬱鬱的樣子。那時，

他臉露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是位無助又羞怯的新生。瞬

間，我們臉對着臉，他的眼睛是兩口深井，有點兒小，浮着苔綠，狀如在

說着話般：「請你幫助我。」此時，我的內心彷彿在召喚自己，於是我趕緊

走到他面前。經過一番自我介紹後，我笨拙地把他推往班房，誰都沒有想

過我校竟有一位坐輪椅的傷殘新生，眾人都立刻掩着嘴巴竊竊私語，帶着

鄙視的目光，「人就賤得雞狗一般」我跟家朗說着。誰知，他卻目無表情的

道：「司空見慣，不足為奇，終有一天，我必定會得到你們的接納！」可是，

過了一個月後，家朗除了跟我交頭接耳外，剩餘的時間總是孤孤單單，因

此，我建議他跟我一起加入合唱團，我希望藉着這顆踏腳石，使他的校園

生活得到轉機。 

說時遲，那時快，不經不覺就是合唱團的殷選日，那時，家朗臉子通

紅、害害羞羞、雙手拉着輪椅到達台前，不過，當時評判們按起響鈴後，

他卻鎮定自如，眼神望向前方，滿有自信地哼着前契，並用輪椅轉了幾圈，

接著更是一鳴驚人，以磁性的聲線唱完樂曲後，評判們、其他同學的支持

以至參賽者紛紛熱烈鼓掌，以掌聲讚美這位天籟之音！幸運地，他更立即

被評判們宣佈成為合唱團團員啊！「皇天不負有心人」，表面脆弱，常默不



 

 

92 

作聲、被同學歧視的家朗終於得到同學的認同了！而且，我感到雖然家朗

行動不便，不能跟常人一樣蹦蹦跳跳，他的能力卻是被受重視，更被團員

推舉成合唱團團長呢！此時此刻，我再沒有看見他那憂愁的臉孔，反之，

我在他的臉上發現了掛着酒窩且孩子氣的微笑，「你的微笑是太陽的靈魂。」

「不是呢！別讚美我了！」兩頰緋紅的他怕羞起來。 

我終於到達他的面前，「對不起啊！我遲到了！」他向我送上親切我笑

容，從陽光的照耀下，他的目光閃爍、炯炯有神，這張臉孔成了一幅動人

的油畫，無可否認地，他的笑容確是太陽的靈魂。但願我們能融洽的相處，

能隨着他的微笑，繼續譜寫成一件又一件溫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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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滿足地笑了 

5A 郭詠裕 

「難離難捨，想抱緊些……」今天是中六學期的最後一堂班主任課，

我們一班大夥兒趁着餘下的一小寸光陰，重溫三年以來共度相處的珍貴片

段。此刻，在投影映片播放的相片中，我的眼睛就如相機一樣，趕緊貶眼，

捕捉所有的傷春悲秋、愉快滿足的時光，一股暖流如奇妙的力量瞬間湧上

心頭…… 

首先，我們一同回顧在中四學年的秋季旅行之相片，張老師安然地坐

在電腦桌前，替我們充當「電影播影員」，一如依稀的樣兒，垂垂的臉，垂

垂的啡黑鬈髮，眼睛是黑森森的、幽幽燐燐的，整個的是一垂流水。相片

播映的開端，正是男同學們努力與一座彷如黑色淺顯水井的燒烤爐相處，

使勁地用報紙，雙手如擁抱着大地，使出男子漢的堅毅，猛烈地燃點火光，

即使雙手弄至黝黑，也絲毫無恙，自豪又傻氣地向着攝影師高舉雙手拍照，

隨即掀起同學的嘻哈笑聲，而老師則淡然地露出隱隱若現的笑窩，纖瘦的

手自然的繞在胸前，恍似深怕顯露放縱的樣兒，不容許臉上流露什麼、什

麼滿足的情感，行為比平日略異。不過，當投影器投射到我們九位公主坐

在海岸旁的欄杆上，師生共同穩固自信地搭着雙方的肩膀，數雙修長的腳

溫柔輕輕地翹起，露出少女情懷的青春少艾和姿態，眼神凌厲的面向前方，

這時，老師看見相片中公主們恭恭敬敬的坐着，記起當時自己扮演的領導

角色，掛上時髦帥酷的墨鏡時，終於情難自禁，紅唇各上翹起，流露出滿

足輕鬆的容貌。笑窩是太陽的靈魂，又如初起的曙光一樣！ 

接着是播放當日聯歡會的片段，光芒芒的投影器在照射每位手捧意大

利粉的豪邁筆直的身影，大讚「老師做的意大利粉真美味啊！」然後靜悄

悄地舔舔油膩的叉子，像剛吃完豐富海鮮的小貓，輕易地被老師的愛心炮

製俘虜，露出悅目的神緒，果然是單純得如白雪的學生，容易被滿足的性

格，不貪婪的特徵此時此刻在黑幕之下流露出來，使班主任頓時倍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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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歡欣。霎時，她的眼睛變成兩口深井，有點兒水，浮着苔綠，像被過

去感觸起來，鬱鬱蔥蔥的眼神迅速湧出淚珠，然後偷偷藉着黑暗中輕撫淚

痕。我知道，我也了解到你對學生的真誠，除了認真的教學，你剛才的滿

足是刻意掩蓋，深怕我們看見，便露出難捨難離的分離的悲傷。我們也因

為老師的滿足而感動起來，軟弱的我，甚至左面、前方的都悄悄響起拉紙

帕的刷卡聲…… 

最後，是播映着整班到學校禮堂練習唱歌的情境，大家一時手牽着手，

一時嚴肅而真摯地擁抱對方，及後又掀起一場歡呼聲，迎接老師隨黑暗的

通道步出，眾人的滿足和興奮都一一浮現出來，是夏天的晨光，挺直身子，

高唱「摯友走遍全世界，要拉隊玩逛街！」老師又忍俊不禁，泛起滿足的

淚光…… 

快樂的時光隨着我們的微笑和熱哄哄的氣氛落幕，接着上映的均是悲

傷而高興的情境，真想不到我們如被一條紅綠互相深厚地牽引着，是深不

見底的！老師邊說着「大家……一定要謹記…所有的甘苦蜜甜，要把彼此

的印象藏於腦海裡！」然後下課，鐘聲響起，「老師再見了！」 

「在最好刻分離不要流眼淚，就承諾某年、某天再見！」老師笑了，

我們滿足地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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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鐵車廂所見所聞 

5A 黃慧雯 

    「咇…咇…咇咇咇，車門即將關閉，請勿靠近車門。」這句說話是否

似曾相識呢？沒錯！這句說話就是我們香港人乘搭輕鐵時常會聽到的「溫

馨」小提示。但是既溫馨又毫不留情，為什麼？每次當這條穿着銀色長袍

的巨龍駛進月台時，站在月台上的選手們會奮勇向前走進，把在巨龍內的

乘客擠出月台，像進行角力賽，就是當這句「溫馨」小提示出現之前，能

走進龍內就是勝利者，而被無情的龍口截停而無法走進內的就是落敗者。

我當然不甘後人，用盡力氣在人羣中穿插，終於成功擠進了龍門內。 

「呼…」我不禁為自己剛進行的角力賽感到鬆了一口氣，但很快又回

復了作戰的狀態。在巨龍體內，每一個角落都擠滿了人，個子不高的我，

就是站在洶湧的人群當中，試圖吸取每一口屬於我的空氣。 

靜謐的環境卻沉澱着緊張的氣氛，使每人動彈不得，眾人也各有各忙，

站在我前方的是一名戴着聽筒的女中學生，身體隨着音樂的節拍緩緩擺

動，好像與這個車廂內的氣氛大相逕庭，沉醉在個人世界裡。我悄一不慎，

讓好發現了我的目光，她向下斜視，鼻子畢直、不懷好意地掃描了我一眼，

於是，我馬上尷尬地把目光投放於別處。 

映入眼簾的是正在沉睡的乘客，有的是穿着整齊的黑白西裝的上班一

族，有的是上了年紀的長者，不知道他們昨夜睡眠質素是否太差，或工作

通宵達旦，他們的眼簾緊緊閉上，半也睜不開，正在尋找屬於他們的美夢

當中。 

輕鐵仍然徐徐駛着，車廂外不停播映着屬於大自然精彩不絕的電影，

輕鐵快速地擦身而過，而真正欣賞這套「電影」的人又有多少個呢？ 

輕鐵把身軀停下來，湧進了一班剛好做完晨操的婦女們。「你知不知道

某香港小姐是某富商包養的小情婦啊？」其中一位婦女叫破喉嚨、神情激

動地訴說着八掛，打破了車廂內的肅靜，其他婦人也共同和應，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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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聲地奏起她們的「師奶曲」，瀰漫着整個車廂。 

輕鐵仍然徐徐地駛着…… 

突然！輕鐵又再次把身軀停下來，「列車將停駛十分鐘以便進行搶修工

程，不便之處，敬請原諒。」「有沒有這麼過分，我趕時間呢！」不知道從

哪裡冒出了這句說話，卻又說出了我們車廂眾人的心聲。輕鐵把身軀停下

來，我們也暫時從爭分奪秒的繁忙生活中偷取一絲停下來的時間，再回想

一下日常喘不過氣的生活真的不容易。我把目光再次投放到車廂外的流動

電影，心裡默默感恩有稍為休息的時間。我再把目光投放在車廂內，每人

的目光也滲透出期待輕鐵再次行駛的心情。 

過了十分鐘後，輕鐵終於再次徐徐地行駛，向着終點前進，車廂內的

婦女們仍紛紛討論八掛的娛樂新聞，上班大族的眼簾不再緊閉，正等待隨

後回到公司要開展新的一天。 

「咇…咇…咇咇咇，車門即將關閉，請勿靠近車門。」輕鐵仍努力開

展它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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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訪故居 

6A 周永恩 

真的不敢想像，我竟然做出這樣的事！只是短短一個月，我竟把爸爸

的教誨全都拋諸腦後，差點成了家中的恥辱。 

今早，我約了陳先生回他的家拿回一些我早前搬居時遺留下的物件，

真荒謬，一個月前明明還是我的家，如今看著同一幢建築物，竟成了別人

的住所。 

「叮噹」開門的是陳先生的傭人，她告訴我陳先生有事回公司了，但

已吩咐她要好好招呼我，盡量配合我的需要。真是「貼心」的服務，這就

是對我這些落難的人最好的待遇嗎？我走上熟悉的樓梯，曾經我留下無數

足印的樓梯，我還記得小時候最愛與爸爸在樓梯上玩剪刀、石頭、布，可

惜爸爸已經逝世了，現在只能藉偷來的時間回味我倆的回憶。 

走到二樓，我已經看到了一箱熟悉的東西放在書房的門口，這就是我

回來拿的東西了。但我又耐不住走進書房首先看見的是陳先生一家的合

照。記得我們家之前也有一張相似的大合照，但被我一次不小心弄污了，

還被媽媽狠狠地責罵一頓，自此我更被勅令不可在書房內進食，為此我與

媽媽也曾經發生過激烈的「抗爭」，現在回想起來這事實既可笑又幼稚。 

走出了書房，我又走進了另一間房間，以往這是我專屬的鋼琴房，每

逢遇到壓力時，我最愛走進這房間裡發泄我的壓力，我曾經在這裡整整一

天沒有出來。如今那座高貴的三角琴仍然存在，但在牆上掛上的已不是我

獎狀，取而代之的是一張又一張寫著「陳一心」的獎狀，看見這些情景心

裡總是酸溜溜的。 

其實我最期望的是再進到我的睡房，那個我充滿回憶的地方。走進了

房間，看不見以往的擺設，但基本的傢具還在。走到那張書桌前，明明是

一張用了上十年的書桌，但爸爸每年的翻新使它還像新的一般，我曾經為

此十分仰慕爸爸，讚他的行為像變魔術般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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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走到窗台前，看見一個個模型，竟然被我看見一架我期待已久的

模型，是一架十八世紀的戰機模型。想著想著我已伸手拿起這模型，心裡

有個魔鬼跟我說︰「反正這兒有這麼多模型，拿走一個也不為意吧！」然

後我竟拿著模型轉身走了。走到門口時見門上的一條被木條弄凹了的痕

跡，一段我被爸爸追打的片段便浮現出來。那次我偷了同學的手錶，還在

家人面前炫耀，結果被爸爸教訓了一頓，他用木條由一樓追打我至二樓，

一下不小心，用力地打到門邊，自此門上便留下一條痕跡。我還記得那次

他對我說︰「作為男子漢，想要的東西要用自己的力量從合法的途徑得到，

偷別人的東西還稱得上是大丈夫嗎？」雖然身體上受著苦，但我卻不得不

對爸爸尊敬起來，更把這句話記在心頭。 

沒錯，我這樣偷別人的東西還稱得上為男子漢嗎？我竟忘了爸爸的教

訓，於是我放下模型，離開房間了。我拿走了那箱真正的屬於我的物件後

便走了。 

我回頭看看這種已與我無關的建築物，想著爸爸以往告訴我他怎樣憑

自己雙手，白手興家的往事，我又突然對他多了一份敬意。這一切都是爸

爸辛辛苦苦賺回來的，當中的辛酸我想我以後永遠無法體會。我以往享受

的一切根本也是不勞而獲的，現在即使是家道中落亦不應埋怨任何人，我

現在所做應是努力做好自己的本份，盡力養育媽媽，即使不靠父蔭我仍有

能力讓媽媽過更好的生活，將來我必定可以憑自己的一雙手。擁有比這更

大的房子，有比爸爸更輝煌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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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表演 

6A 劉暢欣 

    黃昏的金光灑落在尖沙咀大會堂的外牆上，會堂的落地玻璃散發著銀

白色的光芒，猶如一座黃色城般耀眼得令人快張不開眼。手上拿著一張郎

朗鋼琴演奏會的門票，我今天終於能有機會一睹這位曾獲蕭邦鋼琴大賽獎

項的鋼琴大師的風采。 

    踏進演奏廳，看到的是一座極具維也納風格的典雅廳堂。一行行的座

位呈半圓形的排列着，舞台位於中央，有幾枝高聳如雲的石柱支撐著演奏

廳的樓頂，石柱上雕着栩栩如生的天使，被高貴的玫瑰圍繞，襯托出演奏

廳輝煌又不失莊嚴的氣派。 

    演奏終於開始了，深紅色的幕幔慢慢地被掀開，舞台中央放著一部優

雅的白色鋼琴，在聚焦燈的照射下更令人注目。與此同時，郎朗先生穿著

剪裁合身的西裝，從容不迫地往鋼琴方向走去，坐下來後，盯著琴鍵數秒，

才揚起手，輕輕撫著光滑如綢緞的琴鍵面，開始在黑白鍵上輕彈着。他斂

着眼，把所有感情傾注在每一個琴音上。慢慢的琴音如清潮般使人身心寧

靜，觸動着每個人的心弦。當琴音嫋嫋的飄浮在演奏廳內，弱得快要消失

的時候。突然，琴音開始急促起來，越來越大聲，緊湊。郎朗先生的十指

在琴上急促疾走，琴音如萬馬奔騰般在演奏廳內迴盪，使我不禁發出驚嘆

的抽氣聲。「咚！」的一聲，十指齊下，如海水猛擊著岩石，為這首樂曲劃

下完美的句號。我們的呼吸快要被奪走似的，過了一會兒，才能反應過來，

大力地拍著雙手。 

    一會兒過後，他深吸一口氣，便開始彈奏已故鋼琴家貝多芬的二十三

號鋼琴奏鳴曲──熱情，令我深深的震撼。這首曲是貝多芬在聽力有問題

的情況下作的。雖然當他在二十八歲知道自己的聽力有問題時感到咀喪，

甚至想過輕生，但他都沒有向命運屈服，以命運挫折及個人對生命的熱誠，

用心靈的聽覺而作的。這首曲寄託着貝多芬對音樂的熱情，讓我想起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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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麗芬。這首曲，我曾彈過，帶著滿腔對生命的期盼，送給我最好的

朋友麗芬。雖然在我彈完不久日子後，麗芬的病情急轉直下，最後更敵不

過癌病摧殘而離世，但她並沒有為自己那麼年輕而要經常出入醫院自怨自

艾，反而更積極地欣賞生命中的每一樣事物。抱著對生命的熱情，離世那

刻仍含著笑。今天，埋藏已久的憂傷被琴音帶出來，隨著琴音高低起伏著，

眼眶也不知不覺地充斥著淚水。 

    一曲又一曲的演奏，令我們沉醉於音樂的世界。演奏結束，郎朗先生

站起來向觀眾九十度鞠躬致謝，依然散發著自信的光芒。全場的觀眾站起

來，不停地讚歎，如雷貫耳的掌聲給予郎朗支持和鼓勵。而深紅色的幕幔

亦在此時慢慢地垂下來，為這場優美且扣人深弦的演奏會畫上完美的休止

符。 

    一踏出大會堂，抬頭看到一朵朵燦爛奪目的金菊在深邃無底的夜空中

綻放。無數的花瓣片片飄落，化作屢屢輕煙，接踵而來的是一朵朵更大更

美的菊花。煙花上升，爆開，發光，消散；再上升，爆開，發光，消散，

重複又重複。就像一個個已故中世紀的偉大音樂家的短暫生命一樣，雖然

短暫，但又散發了無盡的光芒，把音樂獻給大地上每一位熱愛音樂的人，

把生命的價值發揮得淋漓盡致。在回程的路上，我的腦海裡不斷的重播着

那美妙的琴音，不斷的重播着，直到把琴音帶到美夢中，與莫扎特，貝多

芬相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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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年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永隆文學之星優異作品 

我心中的那片綠地 

4A 周敏珊 

  二零零八年五月十二日下午三時二十分，一場突如其來的天災，降臨

在這片平靜的綠地上，

卻展現了人性最美的一面。 

 赤腳的母親揹著孩子不停地步行了三 水珠

般從母親臉上流下，懂事的孩子細心給

三歲半的妹妹逃離災區，可憐的孩子們獨個

母；老師指示學生逃離災難現場，

一名嬰兒雖然已經死亡，但母親仍視他

自己最疼愛的孩兒；丈夫用繩子將妻子

己的家鄉埋葬，留給亡妻最後一個尊嚴。這是一份真摰的情感。 

 在這幽暗的角落裏，瀰漫著一股股傷心欲絕的氣氛，彷如跌進了谷底，

突然，天上出現了一道曙光，是小天使把災民帶到天國去了！那兒是我心

中最理想的綠地，那裏沒有生離、沒有死別、沒有悲傷、沒有仇恨，只有

純真的友情、甜蜜的愛情和溫馨的親情，人們可以永永遠遠、和平地相處

下去。 

 春，大地披上綠衣裳，種子從泥土中冒出頭來探視四周環境，變成嫩

嫩的幼芽。我們在綠油油的草地上享受柔和的陽光，天是藍藍的，雲是白

白的，一絲絲的微風吹在我們的臉龐上，使人心曠神怡。美麗的蝴蝶和勤

勞的蜜蜂在七彩繽紛的花間中追逐玩耍，小松鼠也來湊熱鬧，鳥兒站立在

樹枝上用清脆的嗓子高歌一曲，百聽不厭，使人聽得陶醉。那兒擁有奇妙

的春天。 

 夏，日落之時，我們坐在由樹藤交織而成的秋千上欣賞彩霞，前後擺蕩

四川轉眼間變成一個廢墟，摧毀了無數完整的家庭，

十多公里路，汗水如一滴滴

母親拭汗；一個十多歲的男孩揹著

兒找尋在遠處打工養家的父

不顧及自己安危，最後埋於頹垣敗瓦中；

如生命，緊緊把他抱在懷裏，保護

的遺體綁在自己的背上，送她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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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聽著蟬「吱吱」地叫，浪漫迷人。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天仍舊是蔚

藍色的，叫人遠離煩囂的城市生活，走出高樓大廈，嚮往自由自在的感覺，

無拘無束地追求自己的理想。如像一隻斷了線的風箏，不受束縛，在天空

中跟飛鳥比高，越過水嶺，穿越雲端，看盡人間絕世美景，彷如走進世外

桃源，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享受其中。那兒擁有快樂的夏天。 

 秋，我們倚靠在楓樹下，傾訴心事，樹葉隨風一片片吹落在地上，在

暗光的映照下，片地黃金，奪目耀人。黑色的天幕鑲嵌著一顆顆如鑽石般

的繁星，光輝燦爛，受人注目。在天邊遠處，有一顆小星星黯然無光，彷

彿是一個被遺棄的孤兒，但是我們任何一人也不會忽視你的。來吧！讓我

們從今天起結成知己，從今不再孤獨，不再寂寞，不再黑暗，留下的只有

愉快的回憶。那兒擁有甜美的秋天。 

 冬，天空下著白皚皚的雪，我們穿著厚厚的衣服像胖子般在花園散步。

再沒有了一片片樹葉，剩下的是一條條枯枝，等待著春天的來臨。風，變

幻莫測。清新的風把煩惱吹走，帶來平靜的感覺；憤怒的風把平靜破壞，

帶來煩悶的心；自然的風，吹拂煩悶的心靈，帶來新的希望。只要我們堅

持自己的信念，勇敢地一起結伴走下去，總會有一條新的道路可抵達終點。

那兒擁有充滿盼望的冬天。 

 願你們在這片理想綠地的懷抱中，與自己最愛的人，共度一年四季，

忘記痛苦，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這是我所渴望的理想生活，就是我心中

的那片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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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年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永隆文學之星優異作品 

我想，我應該是被遺棄了 

4C 何沛彥 

  「我想︰我應該是被遺棄了。」在街角黑暗的角落傳出這句，緊隨而之

的是一聲唏噓的長嘆…… 

  「現在播放天氣報告，天文台於上午八時二十分開始懸掛黑色暴雨警

告訊號，至今已超過八小時，共錄得三百五十毫米的雨量紀錄……」電視

上傳出天氣廣播員刻板而冷漠的聲音，寂靜無人的街道顯得異常冷清。淅

瀝的雨彷彿奏著哀歌，低窪地區被浸得一蹋糊塗。本該是明月繁星的晚上，

被厚重的烏雲遮蓋，充滿陰霾。忽然，閃電劃破長空，帶來刹那的「白晝」。

隆隆的雷聲也不停地斥罵著弱小的人類。沒有陽光照耀著這城市，死氣沉

沉得像末世一樣，令人心慌。 

  「唉……」又一聲長嘆，已經多少次了？不停的雨聲幾乎遮蓋了那微

細的聲音。這聲音的來源到底在哪？……只見一個已經濕透、色彩退去，

又充滿了毛球污漬的過氣玩偶坐在這陰暗小巷的盡頭。 

  我……只是一件玩偶，早已過氣，認識我的人已經不多。我到底伴隨

她成長了多少年頭？想不到，今天終於被扔了出來。 

 「小泰，你會伴我到老嗎？我要你看著我長大、出嫁和生小孩，然後把

你留給我的寶寶玩！」束著孖辮的小女孩，高興地抱著懷中的我，珍而重

之地說。臉上的笑容看出她是多麼的喜愛我，堅決的眼神看得出她是多認

真地許下承諾。當時我還以為真可伴她一輩子。而現在，不可能了吧……

想起與她相見、共同生活的日子，大概我永遠也記得。 

  剛被製出來不久，便有人買我回家，我應該是幸運的一個吧。我看著

包裝袋外的世界，宛如走錯到大人國。到了新家，看到公主般的新主人，

原來今天是她的生日呢！她看見我時彷如雙眼發亮，興奮得連蛋糕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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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滿心歡喜地跟我玩耍。我是她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玩偶。 

自從某次她吃飯時把我弄污，才把我放於床頭，不再隨身攜帶。她弄

污我後，邊哭、邊說對不起、邊清洗我。哭得我都心痛了，她的雙眼腫得

像紅雞蛋。把我置於床頭的日子，她怕我悶，便每天跟我訴說她開心的、

不愉快的生活點滴…… 

主人再大一點，上小學的時候，功課和課外活動也多了起來，漸漸減

少了與我玩耍的時間，但還是每天跟我說著不同旳袐密，生活軼事。有時

候更表演課外活動學習的成果，給我介紹新同學和朋友。 

  經過時間的洗禮，我身上的顏色不再鮮艷；多番磨擦和清洗，身上的

毛球也漸漸冒出，而且當初那污漬還是沒能清洗掉。 

主人上中學了，生活更忙碌，每日拿著重我很多倍的書本，翻完又翻。

手，不斷書寫。睡眠不足和佈滿紅筋的雙眼，已屬她的生活常事。 

  有一天，她吿訴我：「我戀愛了！」亭亭玉立的她，臉上的笑容和彎起

的眼睛都透出甜蜜的氣味，她又回復了每天向我訴說的習慣，我心中都替

她的感情生活感到幸福。有時候，也訴說怕被家人反對的煩惱事，我只能

默默地祝福他們能長此下去。 

  只可惜，幾個月後的某天，她放學回家，便擁著我放聲大哭。戀情吿

終了。我不能說話，不能輕撫她的背安慰她，只能默默地聽她哭訴。幸好，

堅強的她哭過後便回復了心情，雖然還感到她有點低沉，但不礙事。我本

以為感情事對她創傷最深，誰知還有一件事令她彩色的人生變得黯淡無

光，甚至崩潰。 

  她自信滿滿地參加會考。可惜天不從人願，她的成績一落千丈，不能

在原校重讀。名列前茅的她，竟在會考滑鐵盧，實在令人感到驚愕和婉惜！

備受打擊的她又豈止哭泣？她甚至想自殘！幸好，她改為發洩於我身上。

她打我、踐踏我、刺穿我、又把我肢解，白棉絮早已散盡一地……過了一

會兒，她回復理智。看著殘破不堪的我，她懊悔不已。不過我寧願她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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弄得支離破碎也不想見到她不愛惜身體，折磨自己。因為我沒血、沒淚、

沒痛覺、沒聲音可言……只是我希望我的心意能傳遞給她。她又落淚了，

狂暴的樣子已消失不見，剩下悔疚的淚珠。她一針一線希望把我回復原狀，

滴滴珍珠融入我心中，我彷彿感到是帶著絲絲苦澀和酸楚。 

與她一起經歷了多不勝數的事情。由單純天真的她，到懂事成熟之間

的歲月，我知得一清二楚。可惜，往後的年日，我再也不知道。 

  回憶的思緒抽離腦海，冰冷刺骨的雨水浸濕我的身軀，我明白我現在

看起來像一堆破布，所有斑駁的針線、凸出的毛球、脫色的地方和染上的

污漬，也是我伴隨她長大的証明。到底，為什麼要遺棄我？是因為我舊了

嗎？過氣了嗎？明明說過要我看你成為人妻、人母，也說過要把我傳給你

孩子玩，伴你到老。怎麼不守承諾？我們之間的感情，難道敵不過小小的

沖擊和困難嗎？是這麼脆弱的嗎？ 

  「被遺棄了，一切已完結了呢……」也許，你早已忘了這承諾，不過

陪伴了你這麼多年，令你有歡樂，已十分幸福滿足。能作為你傾訴對象，

被你疼惜這麼久，實在比不少玩偶幸運多了。當你把我放於這黑暗角落，

我就知道我倆的緣份已盡。 想必在吿訴我，

我的心意你確切收到了吧。 

  

你的温柔笑顏絕對忘不了。」玩偶輕聲道。 

  

陰暗的街角。 

 

 

 

 

只是你最後那帶點悲傷的微笑，

「我想，我應該是被遺棄了……不過謝謝你帶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

雲漸漸散去，一絲絲和暖的陽光緩緩灑在這破舊的玩偶上，照亮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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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屯元徵文比賽季軍作品 

心繫屯元 

3A 楊婉雯 

八年了，我正式到屯門八年了！我是個外來移民，就是那種內地同胞、

而不是在香港出生的孩子。時至今日，屯門對我來說，感覺還是不太強烈，

就是沒有那種我是「屯門人」的思想…… 

屯門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很多。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別是輕

便鐵路時，我心裏總是想：擠成這樣，比罐頭裏的沙丁魚有著過之而無不

及；元朗的情況也好不了多少，人多車多，空氣也很差。但是，就這麼一

個空氣污濁、居住環境也不算太好的地方，為甚麼有這麼多人居住在這兒？

我想應該是有一種無形的力量，把人們互相連繫著。 

上年發生的四川大地震事件，屯門元朗區發起了很多籌款活動，令我

印象深刻。居住在屯門元朗區的人們普遍是小康之家，並不特別富有，但

是在這些活動中，很多人紛紛走出來，為此做表演、做募捐，為此籌款，

各人盡自己僅有的能力去幫助四川受難的人們。從這事上，我不但看見了

屯門和元朗本身無形的團結力，也看見了內地和香港的密切關係。在有難

時，大家總是會互相幫助。 

然而這種凝聚力並不是一定在大事件中才看到的，只要細心留意，每

逢週末、週日，在屯門市鎮公園內，人們都會分成一群群，在不同的地方

各自唱不同的歌曲。走進裏面，你就會聽到不同的小曲調，國語、廣東話

等等的多重奏。不論是五、六十年代的流行小調，還是七、八十年代的時

代金曲，只要是紅極一時的，就會有人高唱；有人高唱，就會有人垂聽，

自然吸引途人圍觀。這區的人們自然地聚集一起唱歌、一起在時代巨輪下

演繹著不同的人生樂曲。我覺得這是件十分難能可貴的事，屯門和元朗都

居住了很多較為年老的老人、或是退休人士，他們與其終日在家中面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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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無所事事，倒不如圍聚共樂，一塊兒唱唱歌、跳跳舞，比待在家中胡

思亂想要好得多！這些共聚更能有益身心，令人們、社區更加和諧呢！ 

除此之外，屯門元朗區內還不時舉辦各樣活動，遇上特別節日，或是

節慶日子，市中心的廣場都會舉辦慶祝活動、擺設攤位遊戲、文藝表演等

等，小孩子玩得開心，大人們亦能在繁忙的工作裏抽空娛樂一下。屯門元

朗區的居民就這樣聚在一起，也一天比一天團結。 

身為區內的一份子，相信我也需要調整一下自己的心緒。雖然屯元區

很殘舊，比港島貧乏，尚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作為區內一分子，

盡力去建設更和諧的社區是我的份內事。我一定要全心投入這個充滿凝聚

力的社區，讓它變成我的第二故鄉，讓我做好一個「屯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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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作文比賽初級組冠軍作品 

記一件感恩的事 

2B 林學婷 

感恩，一個多麼令人熟悉的字眼。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感恩呢？

人，應該常常懷着一顆感恩的心。 

三年前的一個深夜，萬籟俱寂，唯有明月及群星高掛在天空，夜光仿

佛是為大地萬物蓋上了被子。我懶懶地躺在床上，睡了。爸爸說要拉下窗

簾，可窗簾壞了，高得拉不下來，月光照進來，有點光。爸爸是做醫生的，

他說太光會影響睡眠，我說沒有關係。爸爸讓我能早睡，為我關上了門。 

不知不覺，過了一個小時，大約十二點，可能是太光的原故，我在床

上翻來覆去，都睡不着。忽然，門打開了，是爸爸！我怕他知道我還沒睡，

於是裝出一副熟睡的樣子，瞇着眼，看見他拿着工具箱，然後慢慢地走到

窗簾前，輕輕地把各式各樣的工具放在桌上，緩緩地搬來一張椅子，站了

上去，慢慢地修理起來，爸爸修理得很認真，全神貫注，又盡量不發出聲

音，動作不算熟手，但全力以赴。爸爸近四十歲，每一個動作都顯得十分

吃力，也比不上以前那麼靈活。窗簾修好了，爸爸小心翼翼地把窗簾拉下，

窗簾遮住了月光，房間暗了，舒服得多。 

爸爸收起了工具，正準備出去，拉開門的一瞬間，光線又射進來了，

我清楚地看見爸爸那佈滿血絲的雙眼、憔悴的面容、勞累的身影。這一幕

幕的都進入了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早了起床，因為我要向爸爸感恩，要煮一個豐富的早餐

給他。爸爸表示奇怪，說我好像脫胎換骨呢﹗ 

感恩我有一個為我着想的爸爸，感恩我有一個健康的爸爸，感恩我有

一個好爸爸，感恩他把窗簾修好了，感恩我學會感恩。感恩無處不在，感

恩它是任何東西也無法衡量的，一句問候，一杯熱茶都在詮釋着感恩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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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作文比賽初級組亞軍作品 

記一件感恩的事 

2A 王倩琳 

感恩，是人類正正缺乏的心態。朋友一句貼心的問候，媽媽熬的湯，

爸爸的鼓勵……這些都是我們所擁有的，但我們懂得感恩嗎？人往往不會

存有感恩的心，大多只會斤斤計較。在我六歲的時候，我開始逐漸明白「感

恩」的意思，因為那時神幫了我一大把…… 

六歲時的我是個好動且不怕陌生人的小孩，尤其在公園時，瞬間即變

了一隻脫了疆的野馬。有一天，我如常在公園裏衡撞時，不慎撞向樓梯的

角位，眼睛上方爆開了，鮮紅色的血如泉水般不斷地湧出。一直在我身旁

的父母都給嚇壞了，瞪大眼睛的看着我受傷的地方。 

大概我自己也被嚇倒吧！半張臉都染上了紅血，而且痛得張不開眼

睛。媽媽原來紅潤的臉瞬間變成蒼白的，送我到醫院的途中，她不停用手

帕替我止血。在二十多分鐘的車程中，我隱約感受到媽媽的淚全都滴在我

的臉上，也一滴一滴的灼熱我的心，而爸爸則握緊軚盤，手指的關節都泛

白了。他們倆臉上流露着的擔憂神情，令我一世難忘。 

我被送到手術室，麻醉藥一點一點地侵蝕我的意識。完成手術後，我

眼上又多了條疤痕，開始時我很不喜歡那礙眼的疤痕。那條又粗又長的線

讓我的生活起了變化，同學們都笑我是「醜八怪」。後來，醫生跟我說，我

的眼睛沒問題已經是不幸中的大幸，原本我的傷是應該會影響視力，幸好

我的視力並沒有因此而減弱。或許，醫生說得對，這已經是神賜給我最好

的恩賜。 

這是我第一次懂得感恩，感謝神，是祢讓我懂得在感恩之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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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作文比賽初級組季軍作品 

記一件感恩的事 

1C 戴麗芳 

  因為有愛，所以感動；因為感動，更使我們懂得感恩。不知道你們在

生活中曾有過這樣的感動嗎？如果你曾因一個微笑而感動、一個眼神、一

聲祝福、一句勸勉，那麼請用你的智慧，去品味多彩的生活，用一顆感恩

的人感謝生活中的美。 

  記得有年的冬天，媽媽和姐姐到外婆家作客，家裡只剩下我和爸爸。 

  深夜的寒風，令人刺骨。我的肚子突然劇痛起來，豆大的汗珠不斷冒

出，出了一身冷汗。爸爸見形勢不對，立刻抱起我，帶我去醫院。因為那

是農村地方，要往城市醫院至少要一個小時，爸爸一臉憂心，好不容易才

喚了架的士來。 

  那時我才六歲，但我依然記得依偎在 

父親的胸前，我聽到「咚咚咚」的心跳聲 

，是爸爸獨有的心跳，爸爸讓我感到踏實 

，感到有了依賴，有了安全感。 

  經過醫生診治後，原來我患上了腸胃 

炎。爸爸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似的，呼了一 

口氣。爸爸徹夜不眠地留在醫院照顧我， 

每天下班後都疲於奔命地趕來醫院，還提 

著他親手煮的粥給我吃。這時，似乎沒有人發覺，我臉上掛滿了幸福，滿

滿的似乎要溢出來。經過爸爸悉心的照顧後我終於病癒了。 

  在充滿著體貼和關心的家庭，父親的愛是最珍貴的。沒有了爸爸的愛

便像花插在瓶裡，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了根。爸爸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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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作文比賽高級組冠軍作品 

謝謝你的愛 

4A 周敏珊 

天空下着綿綿細雨，如雪花般紛紛飛着。我撐着一把淺灰色的雨傘，

拿着一束你生前最愛的百合花，來到這棵依舊青綠茂盛的大樹下，我就像

那一片飄落中的綠葉，輕風一吹，緩緩地飄到兒時的回憶去了…… 

從小開始，我的性格很任性，所以婆婆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也盡力

滿足我的要求，以免我感到不愉快。每天早上，婆婆便為我預備好早餐和

已熨直的校服，準時接送我到學校，縱使她生病了，抑或大風大雨，亦堅

持確保我的安全，每一分每一秒也全心全意照顧着我。 

記得有一次，我倆到了一個嘉年華遊玩。當時，我沿着一陣香噴嘖的

氣味，拉着婆婆到了一輛載着各式各樣的食物車面前，嚷着要吃爆谷，婆

婆便立刻從袋子裹掏出二十元，買了一小桶爆谷給我，我吃過了兩粒爆谷，

鄒了鄒眉頭說﹕「婆婆，這些爆谷很苦，我不想吃呢!」婆婆嚐了一口，五

官也苦得扭曲了，喝過水後說﹕「你吃糖果吧! 爆谷可能用了黑糖來烹調，

所以有點苦，讓我把它吃光吧!」於是，婆婆便一口一口把這些「黑糖爆谷」

吃清，還跟我說這些爆谷很香脆。長大後，我才知道這些所謂的「黑糖爆

谷」，原來是燒焦了的爆谷。婆婆，你為何要說這個善意的謊言呢 ? 

正當我們準備離開樂園時，我扯着婆婆的衣角，指着攤位遊戲區那邊

的一個可愛的洋娃娃，說﹕「婆婆，我很想要那個洋娃娃。」婆婆認真地

搖搖頭，示意我們要離開樂園，乘車回家了。我們掙持了一會，我的雙眼

開始通紅，便順理成章坐在地上放聲大哭，在旁的途人也看着我，我並沒

有理會他們的目光，繼續哭着，滿面都是眼淚，十分淒涼。終於，婆婆無

奈地答應我，贏那個屬大獎的洋娃娃給我，我才停止哭泣。 

婆婆起初用了五十多個遊戲幣玩「擲彩虹」這個攤位遊戲，可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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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我跟婆婆說倒不如算了吧，但婆婆拍了拍我的肩膀，再兌換了五十

個硬幣繼續遊戲，務求贏到大獎送給我。不過，我估計婆婆沒甚麼可能贏

到大獎吧! 

我，我本來失意的臉容轉眼間變

得笑容滿面。婆婆細心地為我拭乾臉 笑容

我很幼稚、很無知、很討厭，婆婆不

但沒有責罵我，還時常鼓勵我，教導 愛如

大海，如浮雲，如陽光，無邊無際， 我身

邊，但卻埋藏在我的心底裹一生一世。 

婆婆的墓前，躹了一個躬，流下

 

 

 

 

 

 

 

 

 

 

 

 

 

 

在我失望之際，婆婆把洋娃娃遞給了

上的淚水，微笑着說﹕「女孩子

甜美，才討得別人歡喜呢!」我感動得擁抱着婆婆，說「謝謝婆婆。」 

如今，我長大了!我才發現兒時的

我人生道理。婆婆對我所付出的

無處不在。現在，這份愛雖不在

微雨依然下着，我放下這束百合花在

一行屬於您的眼淚，心裹輕輕地說︰謝謝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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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作文比賽高級組亞軍作品 

謝謝你的愛 

4E 歐恩平 

丘老師﹕ 

我深深的掛念着您！ 

當您病重住院的消息傳來，我們全班都難過極了，並哭着要去看望您。

誰都知道，您是為了我們才累倒的啊！悔恨、不安、自責一起湧上我們的

心頭。大家都很想來看望您，又怕人多影響您休息，就由我代表全體同學

寫信給您。 

一提起筆，眼前就浮現起您那慈祥的面龐，一時間，胸中有千言萬語，

化作紙上這五個極普通但又極不平凡的字︰謝謝您的愛。 

我們首先要感謝你生動活潑、認真嚴謹的教學作風。您知道嗎？我們

最喜歡的就是您的數學課，這並不因為您是我們的班主任，而是您那靈活

的教學方法、幽默的談吐、清晰的思路深深地吸引了我們。您總愛把上課

提問說成是「抓南郭先生」，當某位同學在黑板上準確無誤地寫出答案後，

您就會高興地示意他坐下，然後拍拍自己的腦門說﹕「哎呀，老糊塗了，

抓錯啦，抓錯啦，對不起呀… …」大家都被您那滑稽的表情逗樂了，在笑

聲中，我們對數學的理解又深入了一層。遇到難題，您不是單純地講解，

而是先讓我們分組計算，然後選出代表在黑板寫出答案，每次我們都從你

所提供的「另一種解題方法」得益，這不是每位老師都能做到這麼好的教

學方法，只是因為您對我們的愛，不忍我們學不到東西。 

我們更要感謝您在工作上給我們的關懷和支持。班裡搞活動，您總是

熱心地替我們出主意、想辦法。您的時間有限，卻還是抽出中午吃飯時間

和我們解決困難，當我們邊吃着熱騰騰的飯菜、邊興高采烈地談論時卻沒

有注意到有着十幾年胃病的您卻還餓着肚子，假如我們細心一點，留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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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蒼白的臉色、異樣的聲音，還有藏在衣袋裡的藥瓶……您又怎麼會病成

現在這樣？啊，想到這還，悔恨和痛苦又一次注滿了我們的內心。 

我們還要感謝您在生活上對我們無微不至的照顧。夏天，您從家中拿

來蚊香，為我們驅趕蚊蟲。炊煙裊裊，我們從中似乎感到了您的關懷。同

學生病了，您忍着胃痛把他送進醫院。自己也倒在了急症室… … 

丘老師，我們的好老師！您為我們，不，您為所有學生付出了太多，

而我們，回報您的卻太少太少。丘老師，我們想念您，我們感謝您！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大明上 

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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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作文比賽高級組季軍作品 

謝謝你的愛 

4A 郭穎裕 

「謝謝妳的關顧與無償的愛護；年月漫漫，多艱苦，妳也永遠優先擔

心我喜惡，唯恐我並未得到最貼身保護… …」這天，當我遇上交通擠塞的

時侯，我邊等着車子開動，邊細聽着這一首歌。我不光是受到歌中溫柔的

聲線和那意義深厚的歌詞牽動，我更聽到一種幸福的回憶的聲音在召

喚…… 

在腦海裹的底片中，那時候，我是個小學六年級的孩子。記得在那一

年，母親因在做運動時，姿態失誤而扭傷大腿。當然，她在承受住不為人

知的折磨。雖然如此，她仍依舊地替我揹起重四公斤的背包；可是她並不

像以前一樣，能泰若柔然地攜着我的小心，反觀是一拐又一拐，扶着欄杆，

蹣跚地走過天橋，多花五分鐘才能回家去。那時，我問媽媽會否感到辛勞，

她卻淡然無若的道﹕「不，因為我是妳的母親，無論要我做任何事，我也

不會感疲倦。」不過，當回家過後，我看見她躲在房間內，用左手按摩大

腿，同時用右手捶肩膀。現在回想起來，母親未免太寵愛我吧!她竟然把所

有疲累由自己一人支撐，反倒不懂事的我更把重擔加諸在她那沉重的兩肩

上，換來是無比的輕鬆，然而，我也未曾為她向我送上最真摯的關顧而表

達一次正正式式的感謝﹗ 

還有一次，在模糊的記憶中，大概是我踏入初中的階段時，我和同學

觀賞一場在晚間舉行的音樂會。那天晚上，母親一直在絮聒着，叮囑我要

穿上厚衣，又說會在表演完結後在門外接送我，可是我顯得極其厭惡，更

用呼喝、無禮的語調拒絕她。當表演未完結前，咱們已提前離開，那時，

我忘記了開啟手提電話，因此在演唱會進行期間，媽媽和我中斷聯繫；誰

知，當我焦急地聯絡她時，她已在寒風交加的門外呆站着，兩手交叉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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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腹前。她在人群中緊張地找尋着我的身影，不消數秒，她看到我時，心

底裹的愉快和想念打從心底裏散發出來﹗她沒有立刻向我展開慰問，而是

慈愛的挪動雙手，向我送上呵護的擁抱！看！那時我多麼討厭她那守舊的

行為，但我卻忘記了那一份無可取替的安全感怎樣來的。「母親，母親，妳

究竟在嚴寒中等了多久？」她只以吞吞吐吐的話來掩飾，「……嗯，要再問，

不要再問吧!」 

媽媽，我實在很抱歉，我從來都把妳的愛視為理所當然而不知感激。

在音樂會一事，妳在寒氣迫人的環境底下等待着這不孝的女兒，妳對我過

份愛護，把我留守在庇蔭之下，而妳卻忽略自己的健康，那一次的呆等的

目的便是為了安全地帶我回家，妳把我放在妳最中心的位置，對我疼愛交

加，每一分鐘，以至每一秒，都是為我這位不肖孩着想！妳愈是對我付出

無私的愛，我愈是感慚愧。那時候，我忘記開啟電話，在那連繫被隔絕時，

妳必定十分焦慮、萬分擔心，我真沒法想像，那時妳的臉上到底浮現出怎

樣的表情!在我六年級的日子裹，妳一直承受着無比的痛楚，為的是幫助我

減輕負擔。妳從來先顧自己。往時，我記的是妳的一點一滴；而妳所記的，

是我的全部！妳的愛是執着和堅持的，可是，我竟連一份感激之情也未曾

坦白白的流露出來!「媽媽，謝謝妳，我永遠愛着妳！」 

交通擠塞過後，車子如常經過每一個隧道，並穿過高聳的大樓。接着，

我終於回到我的幸福之地了！我要立刻買美味可口的甜品，跟媽媽一起品

嚐！「全個世界，幾多種，愛與愛在互動，也未及這種愛，能完全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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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雨中的街頭 

1C 李舒琪   

一個風和日麗的上午，街上的行人熙來攘往，有的在購物；有的在餐廳

裡進食；有的送兒子上學，擠得街上水洩不通。 

  突然，天色一變，天空呈現一片深黑色。不用多久，竟下起雨來。街

上的行人似乎想不到會忽然下雨，大多被雨水弄得全身濕透。馬路上的汽

車行駛時會濺起水花，弄得行人身上全都是污水。街上原本熙來攘往，但

一場雨後令街道變得冷清。為了避雨，有些行人只好站在屋簷下；有些卻

躲在商場裡暫避；有些趕緊跑回家。賣傘的店舖生意特別好，賣家更趁此

好時機將雨傘的價錢提高了。由於行人沒有帶雨傘，只好到賣傘店買傘，

增加了這些商店的生意。雨滴在行人的臉上，帶給人們一種冰冷的感覺。 

  二十分鐘後，雨漸漸慢下來，街上的行人都撐著一把傘子，遠看彷彿

色彩繽紛的花田，十分美麗。街上的行人也逐漸增加，回復了平日的熱鬧。 

  不用多久，雨已經停了。天空出現了一道彩虹，十分美麗，好像一條

連接天空的彩虹橋。難怪常聽人家說「雨過天晴」，現在下完驟雨後果然會

放晴。下雨後，地上呈現出一個個水窪，不小心的話，當車輛經過時，也

會被它濺濕。下雨後的街頭比平日的別有一番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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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夜讀有感 

4A 張玉芬 

夜，是深夜。街上顯得份外黯淡，不遠處的街角傳來幾聲淒厲的犬吠聲，

四周空無一人，只剩下我─一個考試前夜讀的女孩，正孤單地倚窗俯視街

景。 

回想起兩個小時前，當時正是九時多，景貌卻是截然不同的…… 

高樓大廈外牆的燈飾一一亮起，建築物外的招牌及霓虹燈五光十色，每

家每戶的燈光通明，路上的車龍更亮起火紅火綠的烈焰，各種景物都互相

輝映，彼此襯托，匯合點綴出一個華麗的七彩大舞台。街上的孩子們正調

皮地追逐嬉戲；情侶正甜蜜地依偎談情；老人正緬懷地述說往事，大排擋

外食客和東主正大聲談笑，而家中的弟妹亦奮力地爭奪玩偶。看來，人們

就是這個舞台的主角，每天上演着一齣又一齣的戲劇，合力繪畫出多彩多

姿的世界。聽着這歡悅又喧囂的戲劇，當中洋溢的開朗和溫馨，叫我心情

放鬆，溫起習來事半功倍，倍感輕鬆。結果，在短短的兩個多小時裡，我

已把地理科考試範圍溫畢了。 

只是，如今已是夜深，夜闌人靜，寒風蕭瑟。一齣齣的戲劇已相繼落幕，

七彩大舞台的燈光熄滅了，只剩下暗黃的街燈。日出而作，日落而息，或

許演員們都疲累了，要回家休息吧。剩下的，只是一個黑厭厭的燈罩，把

整個大地蒙罩着。巨大的壓迫感把我壓得喘不過氣來，就是無法把經濟科

的重點記下來。牆上的掛鐘大叫了三聲，催促着我把握時間，記下重點，

使我越加焦急、徬徨、鼓躁。時間伯伯嘀嗒嘀嗒地走着，亦不忘狠心地把

我的精力和眼皮也拖着走，使我眼的眼皮越跌越低、越跌越低……「啊！」

我猛地驚醒，媽媽的右手正緊緊地扭住我的耳朵，憤怒地說﹕「都什麼時

候了，還不睡？明知道明天要考試， 今天下午就別玩電腦遊戲啊！你看，

現在自食其果了吧！」擱下這句話，媽媽就「乓」一聲離開了。看着媽媽

的背影，我激動地跑到窗邊。寒風吹得我直打哆嗦，左耳熱辣辣的。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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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我仍愉快地玩着電腦，無視於明天的考試，我笑了，嘲笑着自己

的懶惰。如果我懂得衡量輕重，耐住性子，先專心致致地把考試範圍溫習

好，待考完試再玩電腦，就不會落得如斯田地了。瑟縮着身體，兩行熱淚

不禁滑過臉龐，流向手背，滴落窗沿的一隻螞蟻身上。這隻螞蟻，正努力

地搬着一塊薯片。一隻小小的螞蟻都辛勤地工作，儲備食物，預備即將到

來的寒冬。作為萬物之長的我，又豈能怠慢呢！我擦乾眼淚，重新坐回書

人……」這時，掛鐘響了七聲，而我也

全力了。 

站在窗台前，大力吸一口清晨的涼風

取代了黑色燈罩的魔掌，我知道，黑暗

遠一點。黑暗，只是曙光未到；孤軍作

窗沿的螞蟻和窗外的秋風仍陪伴在我身

貪婪地再吸入一口清新的空氣，準備迎接即將來臨的考試。 

 

 

 

 

 

 

 

 

 

 

 

 

桌前，翻開書本﹕「股東是公司的東主……債券持有人是公司的債權

溫習了大部份考試範圍，算是盡了

，精神一振。看着清晨的曙光逐漸

過後，必見晨曦。任何事，都應看

戰，只是我忽略了街上的流浪狗、

邊，支持我。所以，我並非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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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 

4C 梁安喬 

打從有記憶開始，我的頭髮一直也是媽媽打理的，她就像是我的「專

業理髮師」，而媽媽的理髮工具，就只有一把剪刀。那是一把銀色的普通剪

刀，聽說去世的婆婆也是用這把剪刀替媽媽理髮，每當替我理髮後，媽媽

總會把這把剪刀用棉布包裹著，小心翼翼地擺在 

小罐子裏，放到床下。 

  家裏的露台就像理髮店，每次理髮我都會做 

到露台上去，媽媽會用舊報紙剪掉一個圓圈，套 

在我的頭上，再用其他舊報紙為我捲起圍裙。剪刀的光影閃耀著我的雙眼，

咔嚓咔嚓的幾聲，髮絲就像羽毛般無聲無色地紛紛飄落在我的肩膀或者地

上。媽媽偶然會哼著小調替我理髮，這時候，不知為何一份安心的感覺就

會在我的心中蔓延。 

  媽媽給我理髮的時間也是我們母女倆談心的時間，雖然出身的年代不

同，但我們卻溝通得非常和諧，沒有隔閡，從日常生活到國家大事，從友

情到愛情，我們無所不談，氣氛十分融洽。記得那天學校剛派發成績表，

我因為成績未如理想而感到沮喪，在髮絲飄落的同時，媽媽的話語也在我

的耳邊迴響「乖女兒，媽媽知道你的努力了，我相信你一定能趕上去。只

要你盡力了，不管成績好壞，爸爸和媽媽也會全力支持你，給你支持。」

帶著母親的支持和鼓勵，原本沮喪的我心情放鬆了。 

上中學了，我帶著貪玩的心態嘗試到真正的理髮店理髮，理髮師仔細的

拿起我的頭髮一撮一撮修剪，用梳子配合理髮刀乾脆俐落的打薄我的頭

髮，輕巧地將頭髮弄整齊。技巧當然比媽媽純熟得多，但卻少了銀色剪刀

獨特清脆的聲音，安心感隨之而消散，失去了蹤影，也少了一份媽媽哼小

調時的熟悉感，心裏就像缺少了什麽。 

轉眼間時光飛逝，媽媽的眼力大不如前，身體也變差了，已有好幾年沒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pica.nipic.com/2007-08-07/2007871123628_2.jpg&imgrefurl=http://www.nipic.com/show/3/17/921c91cf9b657f6b.html&usg=__3vtNSAU9zavR32d6gRJRLQR8XZ0=&h=1000&w=954&sz=139&hl=zh-TW&start=2&zoom=1&tbnid=FSZOGfesLKeBNM:&tbnh=149&tbnw=142&ei=HF1LT5fOMoajiQeW4emXDg&prev=/search%3Fq%3D%25E5%2589%25AA%25E5%2588%2580%2B%25E5%258D%25A1%25E9%2580%259A%26um%3D1%26hl%3Dzh-TW%26sa%3DN%26gbv%3D2%26tbm%3Disch&um=1&it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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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替我理髮。這天，回憶起往事的我決定拿起埋藏在媽媽床底多年的銀色

剪刀。年老的媽媽坐在椅子上，圍起我圈好的桌布，我用手指整理著媽媽

的頭髮，銀色剪刀清脆的幾聲，一寸多長的銀色髮絲飄落下來，媽媽閉目

哼著小調，臉上流露出愉悅的微笑。此時此刻，過去媽媽替我理髮的溫馨

場面逐一浮現在我的眼前。 

  「媽老了，現在輪到你為我剪髮了。」 

  「你知道我是很樂意的。」一邊說著，我用剪刀剪下了一縷白髮。媽媽

似乎十分享受，輕輕地閉上了眼睛；而我，亦陶醉在剪刀剪髪時發出的清

脆聲音裏。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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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發人深省的事 

5B 陳秋如 

  每個人的腦海中總載著不同的回憶。在一片回憶海中，有浪花、有暗

湧、有大浪、亦會有風平浪靜的角落。在暗湧間，會濺出浪花，在你腦海

中的浪花漂亮嗎？在廣闊的腦海中，我尋獲最美麗的一片浪花。 

  今年是我重讀的一年，這年我過得比往年愉快、充實。其實校園生活

並沒有什麼特別，對每個學生來說，準時上學、留心上課、下課放學，有

職位的，使盡力做好每一天的本份，就是這樣便結束了一個學年。今年，

我也是一樣，上學上課、下課放學，做好本份，完成我的職責，活得愉快、

充實，不再渾渾噩噩過日子，平淡的過了這學年。 

  回想起上一年的這個時間，在這酷熱的暑假，加上等待升班的名單，

我真的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在鍋上受著時間的煎熬。終於等到名單的出現，

知道留班的消息，實在是萬分不願意，亦不敢期盼留班的校園生活有多精

彩，眼前唯一的出路是灰暗的。 

  二零零八年九月一日，從家中踏出門口的一刻，我的心跳便加速，膽

戰心驚的乘車上學，實在是一步一驚心。「留班的灰暗生活，在這一天要開

始了」；「這亦是新開始，給予自己一個重生的機會吧！」天使和魔鬼的說

話不斷在我耳邊響起，直到與「戰友們」踏進班房的一刻，我對自己說：「沒

有退路了，浪費了一年的時間，就不要重蹈覆徹，勇敢面對這一年帶來的

挑戰．盡力做好本份，不要再浪費時間吧！」 

回顧這一年，我與「戰友們」做出比往年好的學業成績。雖然不算輕

鬆，但也不時提醒自己，不能再走回以往的路，已後悔了一次，就不可以

同一件事再後悔一次！由與同學們之間的關係不太好，與班中的同學們除

了在學習上有少量溝通外，就沒有交談，到現在的打成一片，也算是我們

的成功。 

  「留班」其實也不是想像中可怕，重新打好基礎，迎接會考，未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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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好事。重新學習，也重新思索自己的道路應怎麼走。從最初問自己

到底為何使自己走上一條灰暗的路，到現在跟自己說幸好自己的道路中途

有一個加油站，使我有反思的機會，讓我充滿能量，認清前路的方向才繼

續前行。如何將後悔的事彌補成讓自己無悔一生的事，這就是我從留班的

這一年深省到的事，是我從廣闊的腦海中尋到的最美一片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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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表演 

6A 蔡麗盈 

仲夏之時，晚霞掛在天一方，悶氣逼人。 

下班後，我便拖著累兮兮的身軀，趕到杏壇幼稚園，接一心放學。 

「噹，噹，噹……」放學鈴聲響起，一班小學童魚貫地步出校門。 

「媽媽！」一心帶著燦爛的笑容，一擁而上。「一心，今天有沒有乖乖

地聽老師的話呢？」「當然有！老師還稱讚我演得好好呢！」「演甚麼角色

啊？是小公主，還是小皇子？」一心向我扮了個鬼臉，然後淘氣地說：「明

天你就知道了！」「還真神氣呢！」一心指著天邊的雲彩，問我：「媽媽？

為甚麼天空是紫紅色的？」「這是上天為你準備的禮物，是畢業禮物！」一

心一邊拖著我的手，一邊說：「明天的畢業典禮，一定會讓你驚喜！」 

每當接一心放學的時候，看見一心的笑容，我的工作壓力都會一掃而空。 

「為了趕起年終報告，今晚全體員工都要留下來加班，散會！」接到消

息後，我速忙打了電話給一心。「一心，很抱歉！媽媽可能趕不及去看你的

畢業禮的表演了……」「媽媽，我不管，你一定要來，一定要來……」一心

哽咽地說。「乖孩子，媽媽真的抽不了身……」「不管了，反正你一定要來！」

掛掉電話後，我十分懊惱，也很自責。為了女兒，我決定孤注一擲。 

「陳經理，請恕我唐突，今天是我女兒的畢業典禮，請問我……可不可

以請假？」「請稍等一下，我先接個電話。李秘書……好，就這樣決定……

很抱歉，我現在要趕去我兒子的畢業典禮，有什麼事就跟我秘書說好了。」

「請問，令郎是就讀杏壇幼稚園嗎？」「是。難道你女兒也一樣？」「嗯，

那……」「那一起去吧！要是錯過了，他們可真的會恨我們一輩子呢！」 

幸得陳經理的體諒，我才能趕到畢業典禮的現場。在場的嘉賓，家長、

老師等多半已經就座。接過程序表後，我才獲悉一心竟然是致開幕辭的代

表，難怪她一直強調我要親臨會場，「這傻女孩！」我會心微笑。 

會場的燈光漸暗，畢業典禮即將開始。經校董致開幕辭，主持開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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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後，便輪到一心致辭。儘管一心緊張得連聲線也顫抖，但是令我最感動

的一句話，是：「雖然媽媽沒有來看我的表演，但我很想趁這一個機會獻一

首歌給我媽媽……」這一首歌觸動了我，眼眶也熱熱的。 

有一份想站起來股掌的衝動，想告訴一心：「你所唸的，媽媽全都聽到

了！」可是礙於場合的關係，未能表達我心中的感動。 

致辭後，有一位可愛的小妹妹朗誦李白的《靜夜詩》：「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舉頭……望……」那妹妹大概是因為太緊張的關係而忘記了

詩的內容。坐在前排最左邊的位置的我，隱隱約約地看見老師站在後台，

向小女孩比手劃腳，利用不同動作指示詩的內容。小女孩像恍然大悟般，

繼續唸下去：「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各位來賓都報以掌聲，表揚小

女孩的鎮定。 

欣賞完朗誦表演後，一群穿著中國服裝的小孩子，表演傳統的中國武

術。有的表演翻筋斗，有的表演側手翻，每位孩子均像靈活敏捷的猴兒在

舞台上穿梭。其中，有的小孩子扮演「十八銅人」，每人身上均塗上銅色的

顏料，表演「疊羅漢」。雖然他們的武藝未算得完美無暇，但他們的賣力演

出，真叫人拍案叫絕。 

另外，有部份小孩表演中國舞。綁著兩個髮髻的小女孩，表演彩帶舞，

美輪美奐。有的表演轉碟的技術，利用纖長的竹竿轉動另一端的盤碟，技

術精湛。 

壓軸登場是話劇。三位打扮成小豬的孩子，演出街頭巷聞的《三隻小

豬》。演出中段，發生一段小插曲。大豬突然忘記了對白，「小豬，媽媽說……

說……」小豬深知不妙，連忙說：「媽媽是不是說，我們要有自己的房子，

叫我們動手去建房子呢？」全靠小豬能隨機應變，故事才能延續下去。接

著，小豬們由各執已見，分別用稻草，木材和石磚建屋，至最後三隻小豬

齊心合力把大灰狼擊退，一幕幕的演出不乏令人捧腹大笑的場面，亦有動

人心弦的片段。各人都報以如雷貫耳的掌聲，表揚小豬們的精彩演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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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們謝幕時，我才發現原來臨危不亂的小豬是我們家的一心，「你是最棒

的！」我由衷地說。 

畢業禮的最後一環是頒獎典禮。突然，有一位老師來到我們身旁，說：

「請問，你是一心的家長嗎？」「是，有甚麼事嗎？」「麻煩到後台一趟，

有些事情想請你幫忙。」「好的。」 

「高班全級第一名是何一心。恭請李校董為我們頒獎，也有請何同學及

其家長上台領獎。」 

領過獎項後，一心驚訝地對我說：「媽媽，你怎麼來了？」「你唱歌唱

得這麼好聽，演《三隻小豬》又演得活靈活現，且得了全級第一名，這麼

精彩的表現，我又怎麼能錯過呢？」我緊緊地抱住一心，說：「你知道嗎，

你唱的《世上只有媽媽好》是我聽過最能打動我的歌曲。」一心擁著我，

然後在我耳邊，輕輕的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既

然一心這樣乖，那媽媽帶你去吃自助餐，好嗎？」「好！」 

一路上，我和一心一唱一和地哼著《世上只有媽媽好》的樂韻。在夕陽

下留下一大一小的足印。我只能說：「一心，你的表演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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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 

7A 蕭嘉文 

我緩緩地步入母校的大門，跟我擦身而過的是一位又一位背著書包的小

學生。他們牽著父母親的手，稚嫩的臉頰上掛上了燦爛的笑容，他們彷彿

對未來的學習生活滿懷希望。在這一刻，我對教學充滿了無限的熱誠。 

    「早晨，陳老師﹗你第一天當實習教師，預祝你工作順利﹗」一把熟

悉的嗓子傳進我的耳內。她是許老師嗎？不，不是，她現在應是許校長了。

今天的我穿的不再是校服，因為我是一位教師。 

長長的走廊裡水洩不通，宛如車水馬龍的街道。年幼的一年級生一臉茫

然，他呆呆地站在課室門口，被高個子的學生擁擠著。突然間，他的淚水

奪眶而出，哭個不停。「小朋友，你不用怕，你是哪一班的？」我溫柔地問

著。他馬上撲到我的懷裡，看來他是迷了路。我彷彿成了他的父母一樣，

為他指路，安撫他弱小的心靈。 

「各位同學，我跟你們一樣是新生，你們是一年級，而我是實習老師。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班主任。」我這番說話雖是普通的自我介紹，但卻引

來他們的專注目光。我拿起粉筆，在光潔無塵的黑板上寫上了我的名字------

陳一心。面對著多雙明澈的眼眸，我的心不由自主地加快跳動。「陳老師，

你的個子為何如此矮小？難道你是白雪公主裏的小矮人嗎？」這句話劃破

了寧謐。我頓時不知所措，一股熱氣渾行全身，這班淘氣鬼把我氣得七竅

生煙。身高------一直以來是令我感到無可奈何的問題。我好像被留在黑暗

的角落裡，一滴滴的淚珠在心中滾動著。 

響徹雲霄的鈴聲把我喚醒，迷茫的我步出課室門口。我揉揉眼睛，定睛

一看，坐在椅子上的許校長歡愉地跟學生說故事。鶴髮童顏的她和學生打

成一片，一起說笑談天。為甚麼我享受不到這種喜悅？「一心，別垂頭喪

氣，為人師表是應以身作則，遇到挫折應勇敢面對。耐心、信心、愛心，

這些是當教師不可缺少的條件。」許校長這番話成為了我的指南針，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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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迷路了。 

小學生天真無邪，童言無忌。作為老師的我應耐心地解答他們。「人每

隻手有五只手指，他們各有長短，不論是失去了最長的中指，或是最短的

拇指，這都使我們失去雙手，不能做事。因此，人的外表不論美醜，其生

命也是有存在的價值。」我把故事訴說著。學生們再次展顏微笑，相信我

為他們上了寶貴的一課。 

學生們的拍掌聲連綿不斷，這個動聽的故事使他們拍案叫絕。小女孩默

默地翻開書本，小男孩仔細地閱讀文章，我則用心地教導他們。這一年的

九月一日，我忘不了，我忘不了孩子們純真的笑靨。 

一陣柔和的清風吹動著嫩綠的樹葉。我第一次當了教師，春風化雨。只

要我把這股教學的熱誠保持著，相信在不久的將來，我也能栽種出一棵綠

葉滿佈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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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笑 

7A 劉嘉偉 

笑是甚麼？我想，笑是人類最簡單，也是最複雜的表情。據說,笑也是

人類獨有的一種表情。然而，笑，還是簡單一點的好。 

最簡單的笑，便是嬰兒的笑。小小的人兒，聽到「叮鈴噹唧」的聲音，

或者看到父母溫柔的面容，內心便一下子滿足了，於是小人兒張開小嘴，「呀

呀」地發出笑聲。那種簡單而又悅耳的笑聲，也許是為人父母者的重大心

願，也是所有人希望的。 

笑是悅耳的，也是悅目的，當然，這不一定是「巧笑倩兮」的美女發出

的，一個老頭子也有悅目的笑容。不信？也許你可以看看，當一個浪子洗

盡鉛華歸鄉，來到老父面前，白髮蒼蒼的老頭發出的笑容，也是悅目而動

人的。因為他的笑容，是喜悅的，是不為甚麼，只為自己的歡快而發，這

種笑，就和嬰兒一樣是簡單純潔的。 

簡單的笑，達到了最高層次，便是喜極而泣。試想想，一個人在微笑著，

眼中忽然流下兩行眼淚，夾雜在笑容之中，順流至頰下消失不見。那並不

是哭笑不得，也不是將眼藥水滴進眼中的效果，而是人類所有的喜悅，在

一瞬間釋放及蔓延，令其他人的內心充滿溫暖。這也許是科學指出笑會「傳

染」的原因。 

當然，簡單的笑，不一定是喜悅的，也可以是逍遙的或悲壯的。「滄海

一聲笑」，不單是歌詞，也是所有都市人的願望。誰不想撇下繁重的工作，

自由地逍遙而行，傲笑塵世呢？更令人動容的，是英雄們慷慨悲壯的笑。「我

自橫刀向天笑，去留肝膽兩崑崙」，譚嗣同臨終前的絕筆，留下的是那不滅

的英魂，留下的是那英雄末路的悲壯，留下的是那純粹的，一往無前的膽

氣。正是有這種英雄的笑，才使人間的正義和真理，如同薪火般延續流傳。 

可惜的是，有些特別的人的笑並不簡單。他們的笑不是純潔的，也不是

喜悅的，既非逍遙的，亦非悲壯的。他們喜愛冷笑、奸笑、邪笑，「笑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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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已不足以形容這些笑，因為掩藏在這些複雜的笑之下，是人類的罪惡

和醜陋。在這些人眼中，笑只不過是一件外衣，甚或是遮羞布，以掩蓋他

們笑容下那可厭的圖謀和污穢的實在，讓其他人疏於防範。這種人是可悲

的，因為他們笑的時候，腦海中浮現出的是罪惡，笑對他們來說，已失去

樂趣和意義。 

笑有很多種。我祈求上蒼賜予我的，是簡單的而非複雜的笑；是喜悅的

而非罪惡的笑；是令人溫暖的而非心寒的笑。這，也許是不少人的最大心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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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密碼 

7A 劉嘉偉 

  每個人的一生，都是由數字組成，這些數字的含義，可能是獨有的，

只有當事人才能暸解，並用它們開啟未來，這些數字，使是人生的密碼。

我的密碼則十分簡單，便是「二」、「一」、「零」。 

  「二」便是正反兩面看法。在我的一生中，必然遇到很多抉擇，但是，

我從不會只看一面。凡事都是相對的，必然是有正反、利弊之分，也會有

不同立場的人。所以，我不僅要站在我贊成的一邊看，也要站在反對的一

邊看，才能瞭解和包容。所謂「君子和而不同」，「二」不正是開啟了君子

的道路嗎？ 

  「一」便是獨自一人。「只有上帝和野獸才能忍受孤獨」，但我想，人

類也要學會品嚐寂寞，細味孤獨。「不朽」就是永恆的寂寞，不論是支持我

的，或反對我的，我所愛的，我所恨的，有朝一日或會離我而去，剩下我

孑然一身。沒有能肯定，身邊一定是「真」的，只能肯定自己的存在，當

意識到這一點，那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只有學會接受和享受「我」的

本身。這不正是說明，「一」是開啟了享受寂寞的哲理嗎？ 

  「零」便是「無」。三千世界，一切由無而來，也往無而去。生是有，

死是無；「二」、「一」都是有，「零」便是無。森羅的萬象，最終也歸於塵

土，塵土也歸於無。相比起整個世界，一個人不過滄海一粟，算得上什麼？

即使是寂寞，當「我」也不存在時，其實不應悲哀，因為由有到無，是必

然的過程，可以做的，只有坦然面對，以及享受當下的一切。江上的明月，

山中的清風，它們也歸於無，但是，我卻可享受它們存在的一刻。所以，「零」

不正是任何事物最終的啟示嗎？ 

  「二一零」，由多到少再到無，也許再些脫離現實的意味，但我想，這

些數字大概是伴隨我一生，讓我通向真理的密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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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歌 
 

二
零
一
一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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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6A 周敏珊 

 

「吱吱 吱吱」...... 

「呱－呱 －」...... 

「旺!旺旺!」...... 

「喵」...... 

...... 

 

煩厭? 

 

閉上眼 

放下煩囂 

再聽一次 

 

煩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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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 

6A 蔡翠瑩 

 

 

「達達……達達……」 

紅燈瞬間亮起 

黃黑馬路條成為車輪的跑道。 

 

「達……達..達」 

綠燈瞬間亮起 

黃黑馬路條成為路人的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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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6A 鄭朗昇 

 

唉! 

頭又痛了! 

書， 

有十萬多本還未溫。 

功課， 

有百萬多份未有清算。 

在層層的書山中， 

我埋了頭， 

也低了頭， 

 

唉！ 

又頭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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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曲 

6B 羅子傲 

 

空白五線譜散落  墜下 

大提琴弦線斷壞 

如今的我能做什麼？ 

 

每一粒，四分八分音符 

每一下，一拍二拍拍子 

叫人凋零的聲響在耳邊迴響 

一二三頁的歌詞 

四五六行的旋律 

輕鬆寫出看似困難的幻想曲 

 

走進飄渺的鋼琴室 

你卻在那彈奏結他 

在管弦樂團中心 暸解沒有你的痛苦 

不斷重覆著 沒有終末的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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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 

6C 梁安喬 

 

在白茫茫的霧晨， 

他閉起了疲倦的雙眼， 

藏起那幼長的鋭爪， 

倦縮在軟綿綿的被窩， 

睡了一個清早。 

 

在火紅紅的炎午， 

他咪著矇鬆的睡眼， 

伸了一個懶腰， 

神氣揚揚地遊走著花園， 

悠閒地過了一個下午。 

 

在黑漆漆的靜夜， 

他銳利的目光， 

伸出了尖銳的雙爪， 

擺動著敏捷的身軀， 

把獵物牢牢地抓住。 

 

光， 

從窗外透進。 

他， 

呼呼的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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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歌 
 
 

二
零
一
零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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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念    

6A 戴雋庭 

 

倚欄溫酒玉門關，吹息欲暖雙掌環（1）。 

玉簾勃窣（2）西州蝶，我思瓊現（3）白髮班。 

 

註釋 

（1） 環︰環迴往復。 

（2） 勃窣︰指匍匐慢行。 

（3） 瓊現︰曇花又稱瓊花，在此處指像瓊花一現。 

 

 

 

秋思 

6A 劉暢欣 

 

梧桐雨翛（1）芙蓉落，雁過寒江夜悠悠。月掩星朦誰道晚，撩弦蘆（2）

間倍思惆。孤蟬淒切（3）縈夢中，金風（4

 

註釋 

（1） 翛︰狀聲詞---蕭蕭，形容雨聲。 

（2） 蘆︰秋蘆，看到的人更為思鄉。 

（3） 淒切︰天冷蟬不再叫或低聲

（4） 金風︰秋屬金，故稱秋風為金風。 

 

 

）訴盡千絲愁。 

叫，發出的聲音凄涼悲切，象徵著深秋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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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菊 

6A 周永恩 

 

菊月（1）津（2）愁別，蒼天曉別情。枯藤凋葉影，野犬寂鴉聲。 

大地皆蕭瑟，周盈（3）獨自榮，華嬌然不懦，傲菊見心貞。 

 

註釋： 

（1） 菊月：農曆九月。 

（2） 津：渡口。 

（3） 周盈：菊花的別稱。 

 

 

 

別冬 

6A 連燕芳 

 

夜道最蕭瑟，今獨流連在。枯樹雪蘀飄（1），何年冬莫再？ 

願寒隨漂泊，啁啾替而徠（2）。赤地青草現，人生別無慨。 

 

註釋 

(1) 蘀 : 草木脫落下來的皮或葉。 

(2) 徠：從某處到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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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庭秋 

6A 曾卓儀 

眾林獨綻滿菊蘩（1），牽絲（2）月望賞庭園， 

蘋風（3）落葉共締姻，此生此世獨此人。 

舊事夢華念玉郎，倚伴梳妝凝槐黃（4）。 

本是同株秋海棠（5），無奈今時同株分， 

枯坐幔亭待清晨，再情再地不再人。 

人生歲暮蒼茫茫，庭墀（6）歎憶淚沾緗（7）。 

 

註釋: 

（1）蘩︰菊科艾屬。 

（2）牽絲︰締結姻緣。 

（3）蘋風︰秋風，蘋開花的季節在秋天，故用來比喻秋風。 

（4）槐黃︰因槐花黃時，正值農曆八月，此乃秋天赴考的時候。 

（5）秋海棠︰秋天開花，雌雄同株。亦稱為「八月春」或「斷腸花」。 

（6）庭墀︰庭階。 

（7）緗︰淺黃色的絲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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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歌 
 

二
零
零
九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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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月  

                                         6A 潘煦斌 

  月淡星稀冷（1）草堂，中庭（2）殘菊披銀霜（3）。 

  芊芊素手（4）撥焦尾（5），嫋嫋（6）哀音繞寢房。 

  珍餿（7）金波（8）空對影，渺途孤客枉思量（9）。 

  玉輪（10）不解嘲風月（11），碧玉（12）淚垂神黯傷。 

 

註釋 

（1） 冷：作動詞用，令草堂變得寒冷。 

（2） 中庭：開闊的庭院空間。 

（3） 銀霜：月光呈現銀色，如霜一般。 

（4） 素手：白色的手，語出《古詩十九首 青青河畔草》的「娥娥紅粉妝，

芊芊出素手。」 

（5） 焦尾︰中國古代四大名琴之一，是東漢著名文學家、音樂家蔡邕親手製

作的一張琴。蔡邕在「亡命江海、遠迹吳會」時，曾於烈火中搶救出一

段尚未燒完、聲音異常的梧桐木。他依據木頭的長短、形狀，製成一張

七弦琴，聲音不凡。因琴尾尚留有焦痕，就取名爲「焦尾」。「焦尾」以

它悅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聞名四海。 

（6） 嫋嫋：連綿不絕的聲音。 

（7） 珍餿；美味佳餚。 

（8） 金波︰酒的別稱，因酒色如金，在杯中浮動如波。故謂金波。語出張養

浩《普天樂 大明湖泛舟》的「杯斟的金濃灩灩」。 

（9） 思量：相思，語出宋徽宗《燕山寺》；「知他故宮何處？怎不思量除夢裏

有時曾去。」 

（10） 玉輪：月的代稱，語出宋盧炳《水龍吟‧賡韻中秋》詞：「素娥睡起，

玉輪穩駕，初離海表。」 

（11） 風月：男女情愛。語出前蜀韋莊《多情》︰「一生風月供惆悵，到處煙

花恨別離。」碧玉：古代著名美女劉碧玉，這裏代指美女。語出孫綽《碧

玉歌》兩首。其一：「碧玉小家女，不敢攀貴德。」及其二︰「碧玉破

瓜時，郎為情顛倒。感君不羞赧，回身向郎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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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 

6A 曾嘉欣 

  青鸞（1）翔蓬山（2），皎月照我床（3）。 

  湖鏡舞蟾（4）影，屋梁凝霏霜（5）。 

  姮娥（6）戚難眠，仙藥悔獨嘗。 

  玉盤（7）弦半缺，盤桓（8）歲滄桑。 

 

 

註釋 

（1） 青鸞︰傳說中的神鳥。似鳳，五色備舉而多青。 

（2） 蓬山︰即蓬萊山，為神話傳說中的仙山。 

（3） 皎月照我床︰句出曹丕《燕歌行》的「明月皎皎照我床」，帶出獨守空房

的孤獨及空虛。 

（4） 蟾：傳說月亮中有蟾蜍，故代稱月亮為「蟾」。宋․陳師道․夜句詩三首

之二：「老樹仍孤秀，秋蟾只獨明。」 

（5） 霏霜︰濃霜、厚霜。 

（6） 姮娥︰嫦娥。 

（7） 

（8） 

 

 

 

 

 

 

 

玉盤︰月亮的代稱。宋蘇軾․中秋月詩：「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

玉盤。」 

盤桓︰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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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月 

6A 黃潤湄 

  溷世迷吾志，空留月會意。 

  煙雲蔽玉（1）翠（2），盈潔始無異。 

  陰缺人月事（3），豈能忘我思（4）。 

  冥冥苦中尋，滿月終可至。 

 

註釋 

（1） 玉︰月亮。 

（2） 翠︰皎潔。 

（3） 人月事︰月亮的圓缺與人事上的困阻。 

（4） 我思︰自己一直所堅持的理想、志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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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 

7A 譚兆昌 

元宵玉鏡隆，動輒變懸弓（1）。盈缺千秋久，光陰百歲窮。 

晦明（2）常有事，福禍本虛夢。成敗歸塵土，人終月一同。 

 

註釋 

（1）懸弓︰弓型月。   

（2）晦明︰黑夜與白晝，昏暗與晴朗。 

 

 

月下 

7A 葉保宜 

月滿西樓（1）照故途，寂寥長影共燈零。 

石逵雲襬成千舫，蹤末佳人化縷煙。 

香榭（2）木雕楹（3）載記，綠林叢陣榅（4）相連。 

曾經酒靨遺天幕，宮主姮娥與我憐。 

 

註釋 

（1）月滿西樓︰出自李清照《一剪梅》

（2）榭︰台上的小屋。 

（3）楹︰屋內的柱子。 

（4）榅︰矮叢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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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引歸鄉 

7A 蕭嘉文 

黛蛾（1）孤碧海，光影撥煙波。 

琥珀（2）流雲亮，排簫璞玉（3）歌。 

心哀潮浪伏，津（4）近月宮磨（5）。 

甘露洄（6）眸晃，喜言似爛柯（7）。 

 

註釋 

（1） 黛蛾︰女子以黛色畫眉，指女子。 

（2） 琥珀︰淡黃色的松柏樹枝化石，發出黃光。 

（3） 璞玉︰璞實無華，未經雕琢的玉石。 

（4） 津︰渡口。  

（5） 磨︰泯滅、消失。 

（6） 洄︰形容有水流盤旋的眼珠。 

（7） 爛柯︰典出南朝梁任昉《述異記》，晉代王質上山砍柴，遇仙人下棋，

置斧而觀，後見斧柄朽爛。回家時，已百歲，鄉人皆不認識他。寓言︰

離家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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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語 

 

 

 

創 

作 

二
零
一
一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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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十標語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初級組 

冠軍      1A 胡焯淇 

主恩豐盛三十載，春風化雨育英才， 

多元學習添姿彩，家校齊心創未來。 

 

亞軍      1B 梁詠雯 

呂中耕耘三十載，天父帶領創未來， 

 

季軍 

 

優異獎 

 

優異獎     1C 葉偉然 

基督教義遍四方，口碑載道呂祥光， 

賢能齊集路德會，再育英才耀國邦。   

 

 

 

 

懂得感恩懂得愛，美滿人生更精彩。 

     2C 蔡納言 

恩典福蔭永常在，呂祥光已三十載， 

師生濃情延下代，你我攜手創未來。 

    2B 陳家賢 

感懷念舊心中覓，恩典降世呂中尋， 

三年遠去情還在，十載離別愛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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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冠軍      6A 蒙凱彤 

恩典蓋蔭三十載，祥光校園滿主愛， 

良師用心育英才，繼續攜手創未來。 

 

亞軍      6C 梁美華 

恩光彰顯祥光情，情牽關愛校園徑， 

徑步攜手三十載，載滿回憶創未來。 

 

季軍 

 

優異獎 

 

優異獎     4A 鍾志民 

紫檀風不熄，春風三十載， 

馨香千萬里，作育現英才。 

 
 

     6A 鄭樂遙 

攜手邁向三十載，師資優良未變改， 

學習進度求精彩，驕人成績贏喝采。 

    6D 黃芷欣 

感動恩載三十年，蒙主恩典從不變， 

我校師生齊共挽，創建更好未來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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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語 

 

 

創 

作 

二
零
一
零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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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公路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標語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亞軍     5E 鍾梓軒 

 屏下繁頻交通，處處「生」意。  

 道上恬靜綠洲，悠悠寫意。  

 

 季軍     5E 湯婉紅 

 嘈音遠離屯門區，  

 寧靜不需拼命追。 

 

 季軍 

 道路擠塞已不在， 

 隔音綠化添色彩。 

 

 優異獎 

 隔音屏障新工程， 

 寧靜生活齊歡迎。 

 

 優異獎 

 工程優化屯門區， 

 寧靜環境樂安居。 

 

 優異獎    5A 陳潔明  

 隔音屏障型又寧，  

 基礎建設繁又榮。 

    5E 李少俊  

 

   5E 林健威  

 

   5E 鄭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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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tude to a Teacher 
(Winner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1 – S.2 Group) 
 

  2A    Steve Yip 

 

I am very grateful to my English teacher who has taught my class for two years. 

His name is Mr. Turner. I think he is a role model for my class. 

 

He  is special because he comes from Australia, therefore he can speak English 

fluently.  He  is  so  optimistic  that  I  never  see  him  feel  depressed.  He  is  also 

patient and never gets cross with us easily, although sometimes we play around 

crazily during the lesson. When we feel disappointed with our exam results, he 

will encourage us and we won’t  feel nervous anymore. That helps our class a 

lot. 

 

In the past mid‐term exam, our class results were not very good; however, he 

didn’t  feel  angry.  He  told  us  to  work  hard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instead of feeling sad and doing nothing. I think he is very talented and brilliant. 

I don’t feel anxious about my future. 

 

If he did not  teach me,  I  think  I would be  as weak  as  a  kitten. Now  I  am  as 

strong as a bear. I am very grateful and feel very proud to say I am his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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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tude to my Friend 

(1st Runner Up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1 – S.2 Group) 
 

2C    Yobi Hau 

 

I would like to thank one of my classmates, Suen Ka Yan. She is my best friend. 

When I am depressed, she makes me happy and tells me how to improve when 

I am wrong. When I fail an exam, she says, ‘Don’t be sad. You can do better next 

time  if you put more effort  into study.’  I give  thanks  that when  I came across 

something difficult, she would feel anxious and would care about me.   

 

When I was in F.2, I did many silly things. She would tell me to improve myself. 

Art  is my weakest subject but she never  laughed at me or punished me.  I give 

thanks that I have Suen Ka Yan as my good friend as she helped me a lot. 

 

One day, I was so depressed that I even wanted to kill myself, as I couldn’t lose 

something that was most important and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She told me 

to  think  of  others,  think  of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They would  be  very 

depressed if I died. ‘God said killing ourselves is equal to killing others,’ she said. 

‘Please  don’t  do  that.’ Right  now,  I  give  thanks  to God, who  has  given me  a 

chance  to  live  and  also  to my  friend, who  has  stopped me  from  committing 

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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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tude to a Teacher 

(2nd Runner Up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1 – S.2 Group) 
 

  1B    Yeung Hee Nam 

 

If you asked me to give thanks to a teacher,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class 

teacher, Miss Tse.  It  is because she has taught me for two months and told us 

how  to be good students. Even  though we are so noisy  in  the classroom, she 

seldom gets angry. 

 

One day,  I  failed  in the uniform test and  I was so unhappy. However, Miss Tse 

encouraged me to work harder and not to be  lazy  in order to pass the exams. 

Since then I have cheered up. 

 

I will work harder in the next six years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Miss 

Tse. You have led us through some important things. You are the best teacher in 

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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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Winner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3 – S.4 Group) 
 

  4E    Cecilia Chow 

 

I have  studied  in  LCK  for 4 years. The day  that  I  stepped  in  the  school  is  like 

yesterday.  Time  changes  but  people  never  change.  I  still  feel  thankful  about 

studying in LCK.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here are incredible because they encourage you and 

let you  try everything. Before  I studied at LCK,  I was  like a girl who has never 

had faith. However, teachers believe in me and let me try. I have changed a lot 

here. Thank you  teachers!  I have changed  from a  fearful girl  to a  fearless girl, 

who  can  stand  on  a  stage  and  give  a  speech  at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I really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Moreover, without my principal and  teachers  I would not believe  in God. You 

always  tell us  to be grateful all  the  time, even when you  lose and  feel pain.  I 

remember that God and you will be there for me, to listen to me and  love me 

always. 

 

I  love my friends too! My classmates are thoughtful and reliable. Besides God, 

teachers  and  family,  they  are  the  ones  that  I  count  on. Whenever  you  feel 

depressed,  frustrated and  sad,  they are  the ones  that do  silly  things  to cheer 

you up, just because they want you to smile again. I cannot say they are perfect 

but  they are  friends  that  I  trust. Feeling blessed and  thankful,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being my real friends. 
 

Perhaps you do not think my school  life  is 

that exceptional, but honestly, I do think it 

has  been  a  remarkable  four  years.  In 

addition, being grateful  is  the  thing  that  I 

learnt from you all. You are what I treasure 

and care for. Thanks! I love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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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ro at LCK 

(1st Runner Up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3 – S.4 Group) 
 

  4A    Wong Sze Wai   

 

At LCK, there  is a person who teaches me well and has changed me a  lot. She 

always encourages me and gives me lots of support. As a result, I can be brave 

and face the problems in my daily life and solve them easily. 

 

Maybe you will ask me who the person that I am talking about is. That person is 

my English teacher – Miss Chui Pui Sze. 

 

I  think  Miss  Chui  is  a  really  hard‐working  teacher.  Furthermore,  she  is 

well‐prepared  every  English  lesson  and  I  learn  a  lot  from  her.  This  helps me 

improve my English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sides, Miss Chui  is very nice, 

attractive  and  kind.  She  always  gives  us  plenty  of  time  to  complete  our 

homework and she never shouts at us. 

 

I feel extremely thankful to her. If she hadn’t taught me this year, I would have 

been really poor  in English. Therefore,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Miss Chui at 

this moment. I also wish that I will do better in the future and not let her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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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on I want to thank… 

(2nd Runner Up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3 – S.4 Group) 

 

  3A    Hui Ka Long Sam 

During these years,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e LCK teachers. They try 

their best to educate the students. 

It  shows  that  the  teachers  in  LCK 

are  very  kind  and  helpful. 

Although  I am  just an F.3 student, 

there is a teacher who really takes 

care  of  me  in  this  school,  Ms. 

Fung. 

 

I remember that Ms. Fung was my 

English  teacher  while  I  was 

studying  in  F.1.  She  taught  us 

English  wonderfully!  She  always 

used  many  ways  to  make  the 

lessons more  interesting,  such  as 

using  a  story  mood  to  introduce 

the  unit.  She  changed my way  of 

learning English. 

 

In  fact,  I  was  very  frightened  of 

English when I was still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It was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meaning of many different vocabulary items. However, Ms. Fung taught us 

in an  interesting and entertaining way.  It made me  feel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give 

thanks to her. 

 

Besides, Ms Fung was my coach  for  the Speech Festival. She  took  time out of 

her busy schedule to practise with me and taught me a lot of feelings about the 

poem.  I  learnt  some presentation  skills  from her.  That’s why Ms.  Fung  is  the 

person that I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I  would  like  to  buy  some  flowers  and  write  a 

hand‐made card to her. I hope that she will be happy to receive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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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emory of LCK 

(Winner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5 – S.7 Group)   
 

  7B    Chan Siu Ki 
 

What values do you think our school should provide for 

us  –  a  fantastic  campus with  spacious  classrooms  and 

playground,  or  a  wonderful  teaching  unit  which 

produces  a  heap  of  elite  students?  Even  though  the 

campus  at  Lui  Cheung  Kwong  Lutheran  College  is  not 

perfect  or  beautiful,  I  really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our school, especially in its 30th anniversary. 
 

I believe no one at LCK would deny that we are dedicated. Why do  I think our 

teachers  are  dedicated?  It’s  just  because  they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precious  time,  energy  and  strength  for  education.  I  think  they  do  not  see 

‘teaching’ as simply a tool to earn a  living, but do positively affect our  lives  in 

the hope of ‘building’ a person with proper values and morality. When I was in 

junior  forms,  I  used  to  be  quite  naughty,  someone  who  had  no  interest  in 

studying  hard,  respecting  others  or  contributing  to  my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t was my class teacher in F.3 who told me w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how I should behave and what I should pursue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life. 

It  seems  that  through  her  whole‐hearted  teaching,  I  eventually  located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n my view, the teachers that I encountered 

here  were  not  just  ‘transferring’  knowledge  to  us,  but  also  preaching  and 

guiding us with love and patience. 

 

I always  thought  that  I was poor academically, but  I was  just amazed when  I 

realised  that our  teachers would never give up on any of us.  It  is actually not 

surprising  to  see  our  teachers’  view;  their  beloved  students  are  full  of 

possibilities and all of them are talented  in certain disciplines. As  I remember, 

some  teachers  even  stayed  until  7:00  p.m.  to  help  us  with  our  academic 

problems when we were going  to sit  for  the HKCEE. What’s more, advice was 

given when we were puzzled about our future. We were definitely given more 

love and care than we deserved. Perhaps this is the reason the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at LCK is always close and harmonious. 

 

Other  than  teachers,  I  really want  to  give  thanks  to my dearest  schoolmates 

who always support and encourage me when  I am blue and gloomy.  I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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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e faith about making friends and thought I was  lonely. However, they never 

let me be alone as my  friends  frequently asked me to  join their activities. We 

have  just  prepared  for  Music  Day  and  Sports  Day,  played  games  together 

joyfully,  studied  for  the  exams  diligently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when 

facing difficulties. These are the greatest memories that I treasure over the past 

6 years. I’m really glad that my classmates have been such a crucial part of my 

growth.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LCK  is  like our  second home where we  learn happily and  grow 

gradually.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love  that  I  find  here  which  is  of  colossal 

importance  for  my  growth.  I  am  eager  to  see  LCK  celebrating  its  30th 

anniversary and more importantly, having another 30 years here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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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of Love and Gratitude  

(2nd Runner Up of 2011‐2012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S.5 – S.7 Group) 
 

  5A    Lui Chung Man 
 

‘Love  is  important  for  the growth of a child,’ 
once  said Carl  Jung,  a  Swiss psychiatrist.  It’s 
so  pertinent  because  that  is  what  both my 
school  and my mother have bestowed upon 
me. 
 
This year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Lui Cheung 
Kwong  Lutheran  College.  Like me, my mom 
was once a student here 30 years ago. I think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a  mother  and  a 
daughter  can  go  to  the  same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it shows that love can proce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LCK 
is my mother’s and my second home, and we are full of gratitude to this blessed 
place, which touches our hearts deeply. 
 
I’ve been a student at LCK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now, and I have two more 
left.  Like  everyone  else,  I  have  had my  ups  and  downs.  Some  days  I  am  all 
frustrated and  tired when  I go back home, moaning about how much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anymore. However, my mother always shares her precious 
memories at LCK with me. With her comfort,  I get back on track again. That’s 
the bond between my mother and I, a bond that is made by our mother school. 
LCK raised my mother and guided her way  into society, and so  it’s her turn to 
use the love she felt in LCK to light up my way. It can be nothing else but love, 
that combines us together as ‘schoolmates’ and ‘mother and daughter’. Love is 
important for the growth of a child and 30 years of  love  is what every student 
from LCK should be full of gratitude for. 
 
I know that I belong to this school and  I am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this home 
away  from home  gives me. This  year,  I hope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to  this 
motherland.  I will  help with  the  fund  raising walk  and  the  30th  anniversary 
ceremon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pread the warmth and  love for LCK 
to everyone I know. It is because someday I will leave; love and gratitude will be 
what remains in my heart. 
 
Love won’t  let you go, once you’ve been  touched by  it. Happy birthday,  LCK!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care all these years. I look back on this wonderful 
home  and  feel  gratitude,  because  it  has  allowed  love  to  be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just like with my mother an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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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ntroductory speech 

 

  1A    Jessica Chu 

 

Good morning.  In order  to  let you know me,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myself 

today. My name is Jessica Chu. I am 12 years old. I live with my mum and dad! 

Oh yes, and also with my grandmother!   

 

As both mum and dad need to work, my grandmother mostly takes care of me. 

She cooks every single meal for me. They are delicious!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she  took me  to  school  every day, but now,  I  think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 don’t want her to wake up so early for 

me.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secondary  school,  I  go  to  school  by  myself. 

Moreover, I don’t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I used to get bored but luckily my 

grandma always tells jokes, so she is the one I love most. 

 

In school, Winnie is my best friend. She is in the same class as I am but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primary  schoolmates. Winnie  is a very nice 

person. Whenever  I’ve  got any problems,  she will help me or  talk  to me, no 

matter what.  I  hope we’ll  stay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even when we  have 

graduated! 

 

Let’s  talk  about my hobbies.  I  like  swimming which  I  think  it  is  very healthy. 

More  than  that,  I  like drawing  too. When  there  is nothing  to do,  I will grab a 

paper and a pencil and start drawing. This is what I do in my spare time. 

 

Well,  that’s enough about me.  I hope  you now  know more about me.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me,  you are welcome  to  talk  to me.  I  like making 

friend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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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ister 

 

  1A    Ip  Tsz  Wing  Fiona 

 

I have four members in my family. My favourite family member is my sister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common interests. 

 

My sister, Angela, is older than I. She has 

long  straight  hair.  She  is  now  a  Form  3 

student.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kind 

and helpful. 

 

Her  hobbies  are  listening  to  music, 

singing,  dancing  and  chatting  online, 

which  are  the  same  as mine.  Although 

we  sometimes  argue  with  each  other, 

overall she is kind to me. 

 

I  love my  sister more  than my mother. 

My mother and I always argue with each 

other  since  I became a Form 1  student. 

However,  my  sister  often  understands 

me and puts herself into my shoes,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I admire my sister. 

Despite this, I really love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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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Diary… 

    1A    Maggie  Chan 
 

Dear Diary, 

 

I  spent  a  great  day with my  family  last 

Sunday. We went  to  Tuen Mun Country 

Park. 

 

When we  arrived, we  sat  on  the  grass. 

The  grass  was  green  and  comfortable. 

We  could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n  the 

trees. The  sky was blue and  the air was 

clean. It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o go when you have time. 
 

After we had  taken a  rest, we started  to have our picnic. We  took out all  the 

things  in the bag and share the food together. However, my younger was very 

naughty. He took all the food and claimed, ‘all these are mine’. I was very angry 

because he took all the food away and did not leave anything among us. 

 

There were many people in the park. After we had a picnic, we ran and played 

together. We stayed in the park about an hour before we went home. 

 

I was very happy  last Sunday as  I had  fun with my  family. My  father  is usually 

very busy  from Monday  to  Friday; while he works  at home on  Saturday  and 

leaves not much time with me. Therefore, it wa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have 

family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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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y in Ocean Park 

 

  1A    Becky Wong 

 

I spent a great day with my  family  last 

Saturday.   

 

Last  Saturday,  I  went  to  Hong  Kong 

Ocean Park with my mother and sister. 

My  father  could  not  come  with  us 

because he needed to work that day. I was so disappointed. 

 

First,  we  took  the  bus.  We  were  so 

excited because it was our first time to 

go  there  since  the  new  museum 

opened.  So,  we  went  to  the  new 

museum. We  saw  many  kinds  of  sea 

animals and fish. Some of the fish were 

very cute and funny because they were 

many different colours. 

 

After that, we had lunch in a restaurant. 

Then we played some exciting games. We were very happy after playing those 

games. 

 

Finally, we took the bus to go home. 

I  was  tired  after  playing  in  the 

theme park, so I slept after my bath. 

 

I  thought  this  day  was  very 

meaningful  because  I  c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We could 

als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I 

also  learnt more about  the sea and 

its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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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The Fabulous Story of Fashion 

 

  1A    Jessica Chu 
 

The book ‘The Fabulous Story 

of  Fashion’,  written  by  Katie 

Daynes,  is about how  fashion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Egypt,  pharaohs,  queens 

and high priests liked wearing 

light lines. On grand occasions,

they  would  wear  thick  wigs 

and heavy eyeliner. 

 

In the past, people  liked wearing fancy clothes which were very bulky and had 

lots of layers. They would wear them even if they had horse riding or did sports. 

Time passed. What we are now more concerned with  is convenience, comfort 

and health, so T‐shirts and jeans were invented, which are what we wear most 

nowadays. 

 

My favourite character is Lucy as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dresses. Most people 

really like her taste and her dress sense. Lucy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Although 

her dressing  is  very  charming,  she also helps people  know how  to dress and 

what  is  fashionable.  Finally  people  know  what  to  wear.  She  helps  people 

develop their fashion sense. I think she is a very talente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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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o Trot: An Ageless Romance 

 

    1A    Jerry Ho 

 

Do you hate reading about romance? If yes, Esio Trot by Ronald Dahl is not for 

you. This book is about romance. Not everyone likes love stories, including me, 

but why do I  like this book? It  is because this book not only contains romantic 

elements but also funny elements. 

 

This book  is about a  retired old man called Mr. Hoppy, who  lives alone and  is 

very  lonely. He  is  in  love with  his  neighbor, whose  name  is Mrs.  Silver. Mrs. 

Silver is a widow, but she has already given all her love to her pet tortoise, Alfie. 

Mr. Hoppy has always wanted  to  invite Mrs.  Silver up  for a  cup of  tea and a 

biscuit, but his courage fails him every time. One day Mr. Hoppy finally comes 

up with a brilliant idea. 

 

What is Mr. Hoppy’s idea? Will his idea work? I can’t tell you how it ends. If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how  it  ends,  you  can  read  it  yourself!  I  really  enjoyed 

reading  this book. Both  the  illustrations and  content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funny. 

 

If you like both romantic stories and comedies, I recommend this book. As soon 

as you pick it up and read it, you will like it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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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1B    Kwok Yu Yeung 

 

Kira Kwok 

Decisive, determined, imaginative, energetic 

Sibling of Riko and Peter 

Lover of her friends, family and playing badminton 

Who feels Jesus loves her 

Who needs more energy to play badminton 

Who usually gives sweets to her brother   

Who fears getting low marks in exams 

Who wants to be a resident of Paris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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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1A    Ip  Tsz  Wing  Fiona   

 

Fiona Ip 

Sporty, clumsy, friendly, cute 

Sibling of Angela 

Lover of her family 

Who feels unhappy at home every day 

Who needs good marks and knowledge 

Who gives joy to her family 

Who fears zero marks 

Who would like to dance Hip‐Hop beautifully 

Who wants to be a resident of Hong Kong 

Hip‐Hop d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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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1A    Maggie  Leung 

Maggie Leung 

Friendly, helpful, cooperative, quiet 

Sibling of Rico 

Lover of playing music 

Who feels all people should enjoy their life 

Who needs a netbook to make more friends 

Who gives money to the needy 

Who fears war 

Who would like to be happy every day 

Who wants to be a resident of Japan 

Mu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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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2A    Kristy Poon 

 

Everyone has  role models  in  their hearts. Their role models are usually actors 

and singers. 

 

My role model is a singer. She is a Canadian musician, fashion designer, actress 

and philanthropist. She was born  in Belleville, Ontario, but spent most of her 

youth  in  the  small  town of Nappanee. Do  you  know who  she  is? She  is Avril 

Ramona  Lavigne.  She  comes  from  Canada.  Her  interests  are  singing,  playing 

guitar and composing music. 

 

When she was five years old, her family moved to Nappanee, Ontario, a town 

with  an  approximate  population  of  5,000.  Although  she  struggled  to  pay 

attention  in school,  sometimes being kicked out of class  for misbehaving, her 

parents supported her singing. When she was 14 years old, her parents would 

take her to some sessions. She also began writing her own songs. 

 

In 1999, she won a radio contest to perform with fellow Canadian singer, Shania 

Twain,  at  the  Corel  Centre  in Ottawa,  before  an  audience  of  20,000  people. 

Shania Twain and Avril Lavigne  sang  ‘What Made You Say That’, and  she  told 

Twain she was going to be ‘a famous singer’. 

 

I  love her songs. Her singing  is great. Avril Lavigne  is  famous  for her singing.  I 

hope that she can be the most famous singer in the world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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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2A    Nicole Yeung       

 

My  role model  is Seo  Joo‐hyun. She  is Korean and  is 

more  commonly  known  as  Seo Hyun.  She  is  a  South 

Korean  singer,  dancer  and  actress.  Of  course,  her 

interests are singing and dancing. 

 

When she was a child, she learnt many things such as 

ballet,  piano,  violin,  ice‐skating  and  horsemanship.  I 

think she is very clever. 

 

Now, she is a Korean idol singer and dancer.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Korean  girl  group  ‘Girl’s Genera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vocalists of  the  group.  She was  appointed  as  a UNICEF envoy because  she  is 

kind and always helps poor people. 

 

I choose her as my role model because I think that she is a very clever girl and 

she knows many  foreign  languages  like English,  Japanese and Chinese. Also,  I 

think she  is talented and she  is eager to  learn. I  learned that we need to work 

hard so we can use our talen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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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2A    Jessica    Yu  

 

Everyone  has  different  role  models. My  role model  is  not 

famous and old but he  is  famous  for his work – writing.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Yes, he  is Tomas 

Gosta Transtromeris. 

 

He is from Switzerland and he has many jobs. He is a writer, poet and translator, 

but  his main  job  is  writing.  He  grew  up  with  his mother  after  his  parents 

divorced.  After  high  school,  he  studied  Psychology.  He  received  many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has had quite an international impact. 

 

Transtromeris  is  acclaim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 poetry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over 60  languages, so 

people from most countries know about his writing.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1, after repeatedly being nominated. I am so happy for 

him. His work is great and easy to understand. He is 80 years old now and I am 

very proud to know he got this award. 

 

I love reading his work. One of my favourite poems is called ‘April and Silence’. 

He  is able  to express  strong  feelings by using  just a  few words.  I  think  this  is 

amazing. My  second  favourite  poem  is  ‘Landscape  with  Sun’.  These  poems 

capture my  feelings. When you hate your  life, you are on  the black  side but, 

when  you  ‘Landscape with  Sun’,  you will  think,  ‘Yes!  This  is  our  life. We  can 

choose. We have to go on and be strong, and not always stay on the black side.’ 

Transtromeris always writes about his  feelings and  the  reasons  for his  strong 

emotion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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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2A    Fred  Hui 
 

My  role  model  is  Steve  Jobs.  He  was  an  American.  His  main  interest  was 

inventing highly technological products. 

 

In  his  childhood,  he  was  very  poor  because  he 

looked  stupid.  No  one  knew  he  was  smart  but 

eventually his teacher found out that he was very 

clever. 

 

In  1976,  he  and  Steve  Wonzniak  created  the 

‘Apple’ company and invented ‘Apple I’. In 1985, he 

created NEXT and he also  left  ‘Apple’ at the same 

time.  In 1986, he  created PIXAR which made  the 

first 3D movie  in the world  in 1995.  In 1996, he went back to  ‘Apple’ because 

‘Apple’  bought  NEXT.  When  he  went  back  there,  he  invented  many  highly 

technological products. 

 

I  think  he  is  smart  because  he  invented many  highly  technological  products 

such as  the  i‐pod and  the  i‐phone. He usually modified his products  to make 

them better and he also created many companies.   

 

His influence on me is that if I am hard‐working, 

I  will  become  very  happy.  I  will  have  a  good 

future  if  I never  give up when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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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2A    Errol Noah Ng   

 

My  role  model  is  Alfred  Nobel.  He  was  Swedish.  He  was  the  Nobel  Prize 

organiser and the inventor of Dynamite. 

 

When he was a  child, his  father gave him and his brother a good education; 

therefore, he was good at many things. He liked Science,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Literature too, such as the work of D.B. Shelly. Nobel was  impressed by the 

rich imagination of poetry. 

 

In  1853, Nobel  knew  nitroglycerin  could  be  applied  to  practical  engineering. 

After  that,  he  invented  dynamite which was  safer. When  businessmen  knew 

about this, they could reduce the costs of rock blasting and cave excavation. 

 

Although his father went bankrupt, Alfred Nobel and his father did not give up 

and  strove  to  use  materials  to  invent  the  uses  of  nitroglycerin  and  invent 

dynamite  to  help  people  with  rock  blasting.  This  spirit  can  teach  me  that 

nothing is too difficult if you strive for your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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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ilda’s Letter to Aunt Agony 

 

  3A    Wong Ching Yu 

 

Dear Aunt Agony, 

 

How  do  you  do?  Do  you  feel well  these  days?  I  am writing  a  letter  to  you 

because I am very upset. I have a lot of problems. I want to ask for some advice. 

 

My  father  and mother  are  not  interested  in me.  They  forget  to  send me  to 

school. They make me start school  late.  I  like reading books every day but my 

parents don’t like me to read.   

 

In addition, in my school, the head teacher is Miss Trunchbull. She is the worst 

teacher in the world and she hates children! I’m very afraid of her! 

 

What can I do to make my parents interested in me and let me read more books? 

What should I do if I am afraid of Miss Trunchbull? 

 

Best Wishes, 

Mati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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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lda’s Letter to Aunt Agony 

 

  3C    Ng Wai Ying 

 

Dear Aunt Agony, 

 

I’m  feeling  very  unhappy.  I  think  that my  parents  are  very  unusual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me. Most children begin school when they are five years old. 

However, my parents forgot to send me to school. I really feel sad about it. 

 

I’m sure  that my parents don’t  like  reading. They stop me  reading and punish 

me when  I pick up  a book.  I don’t understand why  I’m not  allowed  to  read. 

Reading is interesting and it lets me learn more. It is a good hobby. I want to be 

obedient but I can’t give up books which are important. What should I do? 

 

I  just want my  family  to  love and care more about me. Why can’t  I  live  like a 

normal child? Now I think that my family is my nightmare. I really want to leave 

this family. I hope that you can help me solve the problem. 

 

Mati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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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of Advice 

 

3D    Cheung  Ka  Man 

 

Dear Kell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problems.  Many 

students  in Hong Kong  share  your problems but don’t worry, because  things 

should get better with time.  In the meantime,  I hope the following advice will 

help. 

 

You mentioned that you were having problems with your homework.  If  I were 

you, I would ask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for help. I think you should study 

with your classmates. Moreover, you can do more exercises at home. 

 

You next problem  is  losing weight. You  should not be  sad. You  should have a 

balanced  diet  and  start  exercising  regularly.  If  it  does  not work,  you  should 

consult a doctor. You should not go on a diet or take diet pills because they are 

bad for your health. You must not undergo liposuction because it  is dangerous 

and expensive. 

 

I hope this advice helps. Please write to me again if you need any more help. 

 

Best Wishes, 

 

Mr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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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of Advice 

 

      3D    Chan Wing Hang 

 

26th October 

 

Dear Kelly,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bullied and you are not doing very well at school. 

 

First, if you get bullied again, please call me. I will go to school nearby and tell 

this problem  to  the  teacher  there. You don’t have  to  feel  scared about his.  If 

you dread  coming  to  school,  try  to  talk about  this  to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and go to school with them. 

 

You  are  a  little  overweight,  therefore  let’s  do more  exercise  and  have more 

healthy  meals  such  as  vegetables  and  fruit.  You  can  go  jogging  during  the 

holiday. Eventually you will get healthy. 

 

Finally,  if you want  to do well at school, try to ask your teachers and practice 

more Mathematics exercises.  It will help you do better. Why don’t you stay at 

school  after  lessons?  As  some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are  available  after 

school, they will help you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Don’t worry. I hope you can 

improve at school. 

 

Please write to me again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Mr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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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of Advice 

 

  3C    Ng Wai Ying 

 

Dear Kell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m  sorry  to hear how upset  you  are. Don’t worry 

because  things  should  get  better with  time.  I  hope  the  following  advice will 

help. 

 

You mentioned that several girls from a school nearby bullied you as you walked 

home. Firstly, get a fresh perspective. You should tell your parents or teachers. 

They might  know  your mind.  In  the meantime,  I  think  you  should  find  some 

friends and walk home together. It may help to avoid the bullies. 

 

You also said that perhaps you’re getting bullied because of your weight. Relax 

and  open  up! Why  don’t  you  try  to  keep  fit?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You 

should keep a healthy diet and do more exercise.  It will make your weight go 

down slowly. You should be confident facing this problem. 

 

Finally,  it’s  a  problem  that  your marks  at  school  aren’t  good.  Think  carefully 

about  the  situation.  You  ought  to  ask  teachers  to  explain  problems.  Perhaps 

they will help you to get the answer. You need to do revision every day.  It’s a 

good way to help your marks get better.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and  I’m  sure  things 

will get better for you. Please write to me again  if  I 

can be of further help. 

 

Mr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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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of Advice 

 

  3A    Hui Ka Long Sam 

 

Dear Kell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problems. I think that I 

can offer  you  some  advice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girls  teasing  you.  Furthermore,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re  getting 

bullied at school. I know that your schoolwork is not good enough. As a result, I 

hope the following advice can help. 

 

In  your  letter,  you mentioned  that  there were  some  girls  teasing  you,  taking 

your bag  and  throwing  it  into  the  road  as  you were walking home.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 They mustn’t do these things to you. I think you ought to tell 

your parents  first.  If you think that they can’t be  forgiv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to the police. 

 

Besides, you also said that you were getting bullied because of your weight.  If 

you want to get a better image, you ought to start exercising regularly and have 

a balanced diet now. This can help you to lose weight. 

 

Finally,  I  know  that  you’re  not  doing  very  well  at  school,  particularly  in 

Mathematics. You can ask your schoolmates or teachers for help. You also need 

to  attend  courses  at  tuition  centres.  In  addition,  you  need  to  do  more 

Mathematics exercises at hom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need to 

remember.  For  Mathematics,  everyone  needs  to  do  exercises  to  get  good 

results. 

 

I hope this advice helps you. Please write to me again if you need any help.  

 

Best Wishes, 

Mr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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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a Problem to Study in Small Places? 

 

  3B    Pang Ching Yan 

 

A lot of students live with their family in small flats in Hong Kong. Some of them 

may live in public estates; some of them may live in old buildings or tiny rooms. 

These  poor  living  conditions  affect  the  children’s  study.  These  students  have 

nowhere  to  study  because  their  homes  are  very  crowded.  There  are  some 

solutions to help these students. 

 

First, students can study after school. I think school is quieter than our homes, 

because  school doesn’t have many  temptations, which are hard  to  resist and 

which affect our study. Most  importantly, we can ask our teacher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Studying after school is better than studying at home. 

 

Second, students can study  in the  library. The  library  is the best place to study 

because it is very quiet and there are many books inside, which may help your 

work and let you access more information. 

 

Students may have  to  communicate  their needs  to  their  family.  For example, 

tell them to keep quiet when you are studying. I think the family members must 

do that after you tell them. 

 

In  conclusion,  I  think  students have many  solutions  to help  them  study even 

though they live in small places in Hong Kong. There should be no excuse not to 

study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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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a Problem to Study in Small Places? 

 

  3B    Li Shu Ki Suky 

 

In Hong Kong, lots of students live with their family, crowded into small units in 

estates or tiny rooms in private buildings. They don’t hav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doing homework or revision because their family members are always noisy, 

e.g.  speaking  loudly  or  turning  on  the  television  and  computer,  so  they  feel 

frustrated. 

 

First, students can go to the study rooms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library  is a 

quiet place, so they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other people. Also, the library has 

lots of books.  If  they come across  some difficult words,  they can  look up  the 

dictionaries there. 

 

Second, students can tell their feelings to their parents. If they know you want 

to do homework and  revision,  they will avoid disturbing you. They will  speak 

softly. 

 

Third,  students  can  switch  off  all  electronic  gadgets  such  as  television  and 

computers. These will distract them from doing homework and revision. 

 

If someone has these kinds of problems, they can follow these suggestions. Lots 

of Hong Kong students live in small places. They think their environment is not 

good so they do not work hard. However,  this  idea  is wrong. They should not 

give up on their homework and strive for good academic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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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to LCK 

 

  4E    Cecilia Chow 

 

3rd November 2011 

 

Hi Matthew, 

 

I feel so thankful to receive your letter. Well, it 

was joyful for me to visit your school as I have 

never been  to a  school which  is as exotic as 

yours. I like the atmosphere there. 

 

So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my school. Lui 

Cheung Kwong Lutheran College  is  located  in 

Tuen Mun. There are  five  floors  in my school 

and  the  building  is  yellow‐brown  in  colour.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thoughtful  and  nice.  It  is  a  Christian  school  and many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Christians. Therefore,  it  is  loved by the public. I do  like my school 

because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teach  and  help  you 

whenever you need them. My favourite place at school is my classroom since I 

spend most  of  the  time  there  with my  classmates.  I  feel  it  is  a  warm  and 

familiar place. 

 

My  school  has  been  built  for  30  years  which  means  there  will  be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this year. On 7th November, Music Day will be held  in 

the Tuen Mun Town Hall. It is our school’s singing contest.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really astonishing and remarkable. The Open Day of our school will be held 

on  10th December.  All  the  clubs  and  societies  are  going  to  hold  some  game 

stalls.   

 

Speaking  of  the  Open  Day,  would  you  like  to 

come? If you do, it would mean the world to me. 

Hope you can come  to my school and visit me. 

And thanks again for the letter! 

 

Yours,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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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LCK 

 

  4A    Wong Sze Wai   

 

Dear Matthew, 

 

Hi!  I was glad  to meet you at  the Open Day of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Kowloon 

Tong. As  you were  interested  in  knowing more 

about my school, I’m going to give some details 

about it. 

 

Let me introduce LCK to you first. Most of the students here study hard and pay 

attention  in every  lesson.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harmonious.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extremely compatible. Howev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school is quite old‐fashioned. Although the school looks 

old  from  the main  gate,  the  facilities here  are pretty  good.  For  example, we 

have four laboratories, a medical inspection room and two auditoriums. 

 

The kind teachers and  friendly students  in my school make me  feel warm.  It’s 

just  like  I’m  in  a  big  family.  Everybody  loves  to  help  each  other  in  many 

disciplines, for example, study and daily life. I think LCK is heaven as it provides 

a safe and peaceful place for me to study and make friends. 

 

As it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this year, we are all busy preparing for 

the coming events. The most popular event in our school, Music Day, is held on 

7th November. All  of  the  students  enjoy  participating  in  it  and  performing  in 

front of the people. Furthermore, we are having a walkathon on 14th November 

in order to raise funds for our school. Last but not  least, our Open Day will be 

held on  the 10th December  so  that  you  can  visit our  school on  that day  and 

know more about it.   

 

It’s  time  for me  to  sleep.  I  have  to  stop 

here. Wish you all best! 

 

Love,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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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og about a Teacher 

 

4B    So Ka Wai 

 

19th  September  2011 

Post: About a teacher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a special teacher, and that teacher is 

Miss Chan. 

 

Miss Chan  is a punctual teacher who  is never  late. She 

always comes to our classroom at eight o’clock. She also 

teaches  us  to  be  punctual.  Academically,  she  is  very 

zealous. She always prepares  lessons when she teaches 

us a new task. She also gives us many past papers to do 

and teaches us new tasks and helps us gain more extra 

knowledge. 

 

Moreover,  she  is  an  affectionate  and  trustworthy 

woman. When we  feel unhappy or have any problems, 

she will help us  to  solve  the problems. She never  tells 

other people about our personal concerns. 

 

In addition, she  is  impartial when melting out  reward and punishment. When 

we do anything wrong, she will punish us and lead us onto the right road again. 

She also encourages us when we are perplexed. 

 

In conclusion, I believe that Miss Chan is an admirabl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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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Work Pays Off! 

 

    5B    Wong Cheuk Ngai 
 

 
Nowadays,  there  are  plenty  of  employees  in Hong  Kong who  really want  to 

succeed in the workplace. They have already used various kinds of methods to 

be  successful.  I  think  that  being  hardworking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workplace.   
 

First of all, being hardworking  can easily make us  successful  since employers 

like hardworking employees rather than  lazy ones.  If you are hardworking, the 

employers will feel that you’re incredibly competent and  it will easily  lead to a 

promotion. Conversely,  if you’re an  idle staff member, your employer will  feel 

irritated  and  think  that  you  are  an  incompetent  employee.  Then  you will  be 

fired. Therefore, being hardworking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that  leads to success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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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ork is not the Main Key to Success! 

 

  5E    Wong Tsz Yin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wants to succeed in the workplace, but do you know what 

the key to success is? Someone said hardwork is the key, I don’t think so. 

 

In  this  skill‐based  society,  hardwork  is  not  required  in  the  workplace  as  skills 

contribute  to efficiency more effectively.  If  you have  lots of useful  skills  such as 

critical thinking and decision making, you can work efficiently by using these skills.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work hard or not, once  you  can  finish  lots of work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instance,  secretaries  have  to  plan  schedules  for  their 

bosses. It’s essential for them to make a well‐planned schedule. It’s not necessary 

that  they  do  much  literary  work;  instead  they  need  to  follow  their  boss’s 

instructions.  It’s  acceptable  that  they  are  not  hardworking.  Skill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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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 and Relationships also Count!! 

 

  5E    Ching Chi Man

 

No matter whether  you  are  clever or not, being hardworking 

can make  you  do  better.  To  be  successful,  the  first way  is  to 

study hard.  If  you  know  your  job well,  you  can  increase  your 

efficiency  and  save  more  time. Moreover,  if  you  finish  your 

duties effectively, your boss will give you more duties and you 

can  gain  more  experience.  With  more  and  more  working 

experience, it can lead you to better prospects. For example, Li 

Ka  Shing,  a  tycoon  in  Hong  Kong,  wasn’t  very  rich  at  the 

beginning. He was not well‐educated but he was hardworking 

which made him succeed. Therefore, working hard can  lead to 

success. 

 

However, just working hard is not enough. There are two other 

which  hinder  your  promotion.  The  first  is  luck.  Even 

you might work  very  hard,  the  boss may  not  provide 

 a chance  for promotion because  the company  is not 

 profit. Conversely,  if  the  company  is  rich, more  and 

employees can get a promotion. Therefore,  luck can also 

ther you are successful or not. 

factor  which  affects  your  prospect  is  interpersonal 

hips with your boss and your colleagues. You may not 

ll if you don’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boss, 

even though you toil a lot and the company makes great profit. 

Since  bosses  do  not  like  someone  who  always  argues  with 

them,  not many  employees who  have  ba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boss will  be  promoted.  Also,  a  boss won’t  promote  an 

employee  who  has  ba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workmates 

because  it  may  affect  work  efficiency.  Therefore,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to your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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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CK 

 

  5E    Cheng Tsz Shun 

 

5 years ago, as a Form 1  student; everything at  school was unfamiliar  to me. 

The  only  thing  I  knew wa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had  just 

passed as I saw the beautiful wall paintings in the school hall. 

 

I entered this school with only two friends from my primary school so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hard  for me  to adapt  to a new environment. However,  there 

were  lots of senior students who were willing to be our guides. They were so 

enthusiastic when they were with us. They helped me a lot to know more about 

my school and we made friends. Although 5 years has passed, the love and the 

warmth that I had in Form 1 has not disappeared. 

 

On the other hand, our school has been renewed  in these 5 years. Renovation 

of  I.T  facilities,  the  floor,  lockers  and  changing  rooms  have made  our  school 

more  user‐friendly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Besides,  two  gorgeous mosaic 

pieces which I helped to make have been put onto the walls on the podium and 

playground.  I  know  all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so  delighted  and  excited 

seeing the alteration of our school. 

 

Our school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technical skills, but 

also a place for us to build precious and sincere friendship. Different challenges 

such  as Music  Day  and  Sports  Day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s.  I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our class  teachers who  take part  in all  the activities and spend 

lots of time to support us. 

 

Time  flies,  I have  studied  in  this  school  for  five  years already. My  school has 

become my home. Meanwhile,  it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Even though I will graduate, I hope my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aga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school, my  lovely  classmates  and  all  the  teachers.  Lastly,  I 

hope all Form 6 and Form 7 students will get good academic 

results in the public 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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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 Separation of Household Waste 
 

  5D    Hong Cheuk Pui 
 
Dear Editor,   
 

Separation of Household Waste 
 
I was  so  pleased  to  read  a  blog  entry  on  the  Internet.  It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pass a  law  for all Hong Kong  citizens  to  separate 
their household waste. I would  like to write a  letter to express 
my support for compulsory waste separatio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is  strategy:  the  waste  is 
sorted  into  recyclable  materials,  food  leftovers  and  general 
household  waste  is  sorted  into  recyclable  materials,  food 
leftovers and general household waste. 
 
Waste  separation  is  crucial.  Firstly,  this  plan  can  ease  pressure  on  landfill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citizens because Hong Kong landfills will 
be  full by 2015  if we don’t do something. This plan can sort  the  rubbish  into 
recyclable materials. So it can reduce household waste. 
 
Secondly,  this plan can provide  job opportunities.  If  the government passes a 
law, it will develop the recycling industry; the number of workers will change. I 
think it will provide a lot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law can settle environmental 
as well as economic problems. 
 
Lastly,  I  think  the  plan  can  arouse  citizens’  awarenes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f  the  law  is  passed,  that  means  the  government  suppor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t is possible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landfills 
in Hong Kong. The residents will follow the government’s footsteps and becom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  indirect  benefit  of  passing  this  law  is 
arousing the residents’ awarenes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though  this  plan  has many  advantages,  it  has  some  limitations  too. Waste 
separation  needs  plenty  of  money  to  be  carried  out.  It  will  meet  strong 
opposition from residents. Also, citizens will not actively participat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Therefore, I support the government carrying out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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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 Online Shopping 

 

  5E    Wong Tsz Yin 

 

Dear Editor, 

 

I’m writing to you to share my views about online shopping. 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shop online.  It  is common  for adults and  teenagers  to shop 

online  –  even  housewives.  Shopping  online  seems 

convenient  and  the  products  are  cheaper  so  it  has 

become popular.   

 

However,  there  are  some  concerns.  Even  though  the 

price of products on the Internet is low, we cannot check 

the products before we buy them. For the consumer, it is 

unfair and unsafe. We have  the  right  to ensure  that  the 

products  are  perfect  before  we  decide  to  buy  them  or  not.  If  we  find  the 

products are not perfect, once we have purchased them online, the sellers will 

not  take  them back. We can do nothing as we have already paid. Sometimes, 

we  do  not  even  know  what  we  are  buying  when  we  join  a  group  sale  on 

‘Groupon’, since ‘Groupon’ was created by some websites which do not need to 

obey any  laws.  It  is hard  for us  to  identify  if  those websites are  true or  false. 

Thus, the risk is high when we shop online. 

 

In my opinion, saf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 when we go shopping.  If 

we  want  to  buy  a  product  which  is  perfect,  we  should  not  shop  online. 

Otherwise, we may lose our money and get nothing.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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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with ‘Dirty Jobs’ – A Street Cleaner 

 

  5E    Ching Chi Man 
 
Dear Mary, 
 
I  participated  in  a  reality  TV  programme  recently.  This  programme  is  called 
‘Dirty Jobs’ which called on participants to do dirty jobs. I had to 
be a street cleaner for one day. 
 
I was ordered to start work in one of the busy streets in Mongkok. 
At the beginning,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an easy job to handle as 
I was  used  to  regularly  doing  housework.  It was  also  true  that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 I just needed to clear a little rubbish on 
the road and regularly put it in the rubbish bins. 
 
However,  it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after  I had  finished  lunch. Many people 
were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much more rubbish, such as plenty of  leaflet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was produced. People kept throwing rubbish and I 
needed to clear  it.  It was tiring to clean the street even after working for only 
half an hour. 
 
There were some disgusting  jobs to do  like removing gum stuck on the road.  I 
could not remove the gum completely if I used the equipment I had been given. 
I had to remove it with my bare hands and some was stuck on my hands. It was 
a difficult job for me to finish. 
 
Being  a  street  cleaner  was  hard  for  me.  It  was  not  similar  to  my  regular 
housework.  Street  cleaners  need  to  do  disgusting  jobs  like 
removing gum and people’s  spit everyday.  I am  really proud of 
them after being a street cleaner for a day. 
 
This TV programme allowed me to feel how street cleaners serve 
us daily and has inspired me a lot. You can watch this meaningful 
TV programme on  the  Internet or  TV  as  it will be broadcast  in 
Canada after a few weeks. 
 
It is time to stop here. Write to me soon. 
 
Yours,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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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 Phenomenon on the MTR 

 

  6C    Ting Ka Ki 
 
I was  on  the MTR  playing  a  game  on my mobile  phone when  a  huge man 
started quarrelling with a  tiny old  lady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I was absorbed  in my mobile phone conversation so  I 
had no idea how their argument had started. I noticed that 
all  the  passengers  in  the  compartment  were  captivated 
about their argument. The old lady was being bullied by the 
huge man, but nobody even tried to help her. 
 
After about ten minutes, a hero gave a helping hand to the old lady. He looked 
like a typical office boy. He interrupted, ‘You don’t think it’s shameful to bully a 
tiny old woman in the fully packed train, do you?’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man. If you dare to make any more noise, I’ll kill you! 
Go  away!’  the  huge  man  replied  impolitely  and  loudly,  like  a  tiger.  The 
passengers,  including  the  old  lady  and me, were  shocked.  The  compartment 
was silent at that moment. We looked at each other with horror. How incredible 
it was! The man scared us by shouting, just like a king of the lions controlling his 
pride. People always say that it is a civilized society nowadays. How can we be 
controlled by a rude huge man  like that? We should be ashamed of ourselves. 
We never tried to help the old  lady. We never even tried to support the office 
boy. We did not do anything, but just tried to ignore them. We only cared about 
ourselves. 
 
This wa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The brave office boy again said something, 
‘This  is Hong Kong, a city with  justice.  I am not scared at all!’ The huge man’s 
face was getting angry and he shouted foul language at the office boy before he 
got  off  the MTR.  The  next morning,  there was  a  piece  of  bad  news  in  the 
newspaper;  ‘A  twenty‐seven‐year‐old  office worker was  killed  by  a  group  of 
people’. When  I  looked at the photo of the victim, to my astonishment,  it was 
the  exact  person  I  had  seen  in  the MTR  the  day  before!  I  remembered  him 
because of his bravery, but  I didn’t  imagine  that  an  argument would  lead  to 
murder as easy as this. 
 
I  blamed myself  for  not  calling  the  police  to  report  the  conflict.  I was  also 
confused about our society. Is the society where we are living safe enough? The 
horrible story told us the answer. It is clearly not saf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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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Bullying 

 

  6C    She Chi Shing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  is noted  that  there have been many  incidents of 

cyber bullying in our school. This is a serious issue that deserves our attention. I 

am  glad  that  I’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my  opinion  and 

suggestions. 

 

In the first place, I hold the view that we must know what cyber bullying means. 

It means some teenagers criticise others on the Internet, particularly on online 

forums. Let me give some typical examples. Some youngsters may use abusive 

language  to  others without  any  reason.  Another  case  is  some  students may 

infringe  on  other’s  privacy,  such  as  posting  their  classmates’  photos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or using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Perhaps some students overlook the phenomenon and the impact. In fact, it is 

a serious issue for victims and it will impact on the victims a lot.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cyber bullying makes  the victims  less self‐assured. The victim may  feel 

disgraced  and  they  may  withdraw  from  society.  Take  a  recent  case  as  an 

example. One  student dropped out his  school  for a week as a  result of being 

cyber bullied. 

 

Another reason  is  that cyber bullying will damage the victims’ emotions since 

the victims are criticised by those netizens. Those netizens will discuss anything 

about the victims, like their appearance, such as weight or height. Those victims 

may  feel  upset  and  frustrated.  They  will  blame  themselves  and  negative 

emotion arises. Worse  still,  they may have a more  serious  reaction and even 

commit suicide as they believe this action can reduce their pain. According to a 

newspaper report, 10% of teenagers commit suicide because of cyber bullying. 

 

Cyber  bullying  is  a  tremendously  significant  issue  and 

various  parties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curb  this 

problem. Yet, above all, students themselves hold the key 

to  curbing  the  problem.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students are stated in detail. 

 

First  and  foremost,  what  the  students  must  do  i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bravely. We cannot help the victim to solve the problem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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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not  able  to  face  setbacks.  I  know  that  it  is  really  painful when  the 

victims  face their problem and recall those experiences. Nonetheless,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other point deserving our attention is that students can change their minds. 

Common sense tells us that the Internet’s so‐called truths aren’t exactly reliable 

and when our students meet criticism without any reason, they cannot ignore it 

at all. The reason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s a clever student, it would be 

silly  if  you were  furious when  facing  criticism.  You must  take  on  criticism  to 

overcome your weakness.   

 

And so, do you now know more about cyber bullying? If you become a victim, 

try my  suggestions.  If you  find  someone who  is  cyber bullied, don’t hesitate! 

Just tell the class teacher. Now, I will pass on to another speaker.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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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Bullying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
share some with you. It is 
First  of  all,  what  is  cyber
bulling is attacking somebo
Actually,  there  are  many
cyber  bullying.  For 

somebody’s  photo  and  posting  it  on  forums,  or  spreading  some  untrue  and 
negative messages about somebody. These kinds of action will not hurt anyone 
physically but mentally. The scars made by  the cyber bullies will not be easily 
removed. 
 
Cyber bullying  is a very  serious  issue  for victims. Some of you may have bad 
experiences  of  being  cyber  bullied  or  seeing  someone  being  bullied. We  all 
know that the feelings of the victims are not good, even very terrible. Imagine 
your photo is edited by someone; your body is replaced by a monkey’s body. If 
there is foul language on the wall of your facebook, it is so terrible, isn’t it? That 
is  the  reason why cyber bullying  is a serious  issue  for victims. Their dignity  is 
destroyed  by  cyber  bullies.  How  can  victims  meet  their  academic 
responsibilities? By the same token, the victims cannot face their classmates, so 
they may not go to school and may be afraid of facing people on the street. 
 
Don’t  think  the  impact  of  cyber  bullying  is  small.  It may  cause  death.  There 
were some cases where the victims of cyber bullying killed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could not bear  the stress of  life. They were not capable of going outside 
their  home  because  of  fear.  They were  scared  of  being  identified  by  others. 
They  became  crazy;  I mean  they  developed  some mental  diseases,  and  hurt 
themselves, eventually committing suicide. Of course,  it  is not common but  it 
may happen. The more common cases of cyber bullying are where the victims 
feel helpless and lack confidence. As I said before, they are afraid of people and 
become isolated. 
 
Cyber bullying  is a  serious  issue. Therefore we need  to know how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being  cyber  bullied.  I  have  some  suggestions  here  for  you  to 
refer  t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need  to do  is  to  say no  to  the bullies. 
When we  feel  upset  or  uncomfortable  because  of  someone’s  action  on  the 
Internet, we should tell that person to stop his/her actions. If that person does 
not stop, we can  find our parents or teachers to help us. Although  it  is useful 
and helpful, it is not the way to solve problems completely. We need to learn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e must  send  out messages  that we  don’t  think 
these actions against us are  funny. Hence we can prevent cyber bullying  from 

  6C    Ting Ka Ki 

day, I would like to 
about cyber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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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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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ervice as Punishment 
 

6D    Lee Kiu Wang 
 
Whether  people  who  commit  minor  criminal 
offences should be sentenced to community service 
is  a  big  ques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re are a  lot of criminal offences every day.  It  is 
time  to  thin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ntencing criminals to community 
service. 
 
Let me discuss  the advantages of community service  first. Community service 
has  a  good  impact  on  criminals,  criminals’  families  and  the  government.  If 
people  who  commit  minor  criminal  offences  are  sentenced  to  community 
service,  it  will  bring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se  criminals.  For  example, 
employment may be retained or schooling need not be interrupted. It can also 
cause  less  damage  to  self‐esteem  because  they  will  not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the community. How about the criminal’s family? The advantage to 
the criminal’s  family  is  that  their  family unit  is not unnecessarily disrupted.  In 
addition, community service is less costly. For criminals who stay in prison, the 
government must  pay  a  lot  of  expenses,  for  example,  their  food,  drinks  and 
clothes. 
 
From  these  points,  we  can  see  there  are  clear  advantages  to  community 
servic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erious disadvantages. If people who commit 
minor  criminal  offences  are  sentenced  to  community  service,  it may  destroy 
community  harmony  because  criminals will  have  fewer  deterrents.  If  people 
who  commit  minor  criminal  offences  are  sentenced  to  community  service, 
people will be more and more careless about minor criminal offences. They will 
not be afraid to commit crime because the punishment is minor. They just need 
to  pay  a  petty  price.  It will  destroy  social  harmony  and  bring  a  lot  of  social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protect people’s rights. People 
will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reliable.  It can damage  the government’s 
image. 
 
To conclude, community service brings a lot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decision whether community service or  imprisonment  is 
better  for  the  community.  No  scheme  is  absolutely  perfect,  but  we  should 
believe  the  government  can  strike  a  balance  and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punishment for cri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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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ervice as Punishment 

 

  6C  She Chi Shing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topic of community service. 

Some  people,  including  policemen,  object  to  the  scheme.  By  contrast,  other 

people such as educationists support the scheme very much. 

 

Common sense tells us that Community Service has less deterrent effects than 

imprisonment,  as  imprisonment  is  a  harsh  punishment, whereas  community 

service  is  rehabilitation.  It  provides  a  chance  for  criminals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whether  they  are helping  the  elderly  to  clean  their home or  looking 

after children when their parents are busy. Community service  is good for our 

citizens. Therefore, it benefits the society a lot. 

 

Criminals can also benefit  from  the scheme as people can  retain  their  jobs or 

keep  going  to  school without  criminal  records, which will  affect  their  future 

prospects. Take my  friend, Tom, as an example. Two years ago, he made bad 

friends  and went  astray.  He  became  a  shoplifter  and  he was  caught  by  the 

police.  In  the  end,  he  was  imprisoned  for  about  3  months.  However, 

imprisonment can ruin our life for good and it does not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have a new life. That is to say, community service can give petty criminals a 

chance to have a new life. 

 

Moreover, criminals’  families are not disrupted by  this plan.  It  is not  rare but 

quite common that some people who are  imprisoned may be the ruin of their 

family. If the breadwinner needs to be imprisoned, those left behind must bear 

a huge financial burden. In contrast, if a community service plan is introduced, 

it does not affect the petty criminals’ families to the same degree. 

 

In short, even though the plan has some drawbacks, there are without doubt a 

myriad of merits.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plan must be introduced in such a way 

so  that  employment  and  schooling  may  not  be 

interrupted.  As  a  conseque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is action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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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of Complaint 
 

  6E    Tong Ka Man   

 

Dear Edito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iscontent with the holiday organized by Go Green 

Holidays at  the Treetops Eco Resort  in  the heart of  the  rainforest.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hat the holiday was not a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s it claimed 

to be in an advertisement posted in your newspaper. 

 

Firstly, the advertisement claimed that the tree houses where we would spend 

a week were built  in  the branches of ancient  trees. However, when  I arrived 

there, I found that the tree houses were not built in the ancient trees’ branches 

but in normal trees. I was totally stunned whenever I saw big houses built in the 

thin branches. It made me wonder whether the tree houses were safe. As there 

were not any  safety precautions,  it could be easily  seen  that  the  tree houses 

were moving when the winds blew, although none of them toppled over. 

 

In  addition,  the  advertisement  claimed  that  the  whole  holiday  wa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t the truth was it was not. I am sure that it was only 

a  promotional  strategy,  convincing  us  that  the  resort  was  dedicated  to  the 

balance of nature. The electricity there was not provided by solar power but by 

an  electricity  plant  since  the  solar  powerplants were  out  of  order  and  there 

were  thin  layers  of  dust  covering  them.  Also,  there  was  no  pool  for  the 

collection  of  rain  water  and  so  no  filtered  water  was  provided.  More 

astonishingly,  the  advertisement  stated  that  the  food  provided  by  the 

restaurant was  100%  organic.  However,  I  saw  the  chef  get  ingredients  from 

containers with the name of a non‐organic food retailer.   

 

Go Green Holidays is lying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that 

they  provide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rip.  I  think 

that  they  should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tackl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not  cheat  visitors  anymore.  If  I 

cannot see any improvement soon, I will complain to the 

Consumer Council.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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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was grateful that Sports Day   

 

  6E    Suen Ching 

 

Studying at LCK, a school of  love and care, has been a  life 

experience  for  which  I  am  forever  grateful.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I was cared for and trusted by my teachers and 

school on Sports Day in F.2. 

 

It was a cold and gloomy in January. As a girl guide, I had to 

patrol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Sports  Day.  All 

uniform  teams  stood  on  the  grass  of  the  stadium.  The 

guests  delivered  speeches  for  the  ceremony.  Only  wearing  uniforms  and 

sweaters,  many  of  us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biting  wind,  and  shivered 

involuntarily. Even worse, it started raining. Although the rain was not heavy, it 

slashed our skins, blown by the piercing wind. Two girls and one boy fainted at 

the end of the ceremony. 

 

After the ceremony, we went back to the stands. Despite being able to walk,  I 

felt as if my legs were not a part of my body. My best friend was waiting for me 

and brought along my  jacket.  I burst  into  tears when  she  gave me a hug. As 

warm  as wool,  her  hug warmed my  heart  and my  body  up  rather  than  the 

jacket.  I was thankful that  I had such an attentive  friend.  If she had not given 

me her support, I would have fainted immediately. 

 

Some  schoolmates  reported  to  teachers  that  I was dizzy.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 carried me  to  the medical aid station. Their helping hands were such a 

strong  force  that supported me over  the short distance. As soon as  I entered 

the medical aid station, another teacher put a blanket around me.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comforted me lovingly. Shivering from head to toe, I could not say 

a word. Without asking, they gave me a cup of hot drink. When they saw that I 

had a running nose, they gave me tissues  immediately as  if  I were their child. 

Someone even lent me a pair of gloves. At that moment, I was moved to tears. 

 

Finally, I got better and stopped shivering. If I had 

not  been  so  considerably  looked  after  by  my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I  would  not  have 

recovered  in  such  a  short  time.  I  am  still  so 

grateful to those who took care of me tha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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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No to Domestic Violence 

 

  6E    Chan Shuk Lai   

 

Domestic violence is the use of a violent act by one person against another in a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violence  also  includes  inflicting 

psychological harm on victims. Case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disputes  leapt  79  percent  in  2006.  Also,  the  social 

workers  from  the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quoted statistics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at 

showed  cases of abuse by  female  spouses had  increased 

from 8 per cent in 2002 to 15 per cent in 2006. 

 

The  rise  in domestic  violence  in Hong Kong brings  serious harm  to all  family 

members. Children may live in fear, lose self‐confidence and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in turn have  lower self‐esteem. They will easily be bullied  in school and  it 

may  cause mental  disorders.  Then,  their  childhood  will  be  full  of  pain  and 

misery. However,  some  of  the  victims will  not  confide  in  anyone  because  of 

shame. 

 

Also, the rise will boost the crime rate in society. Domestic violence brings a lot 

of serious harm to  family members. They may get hurt and sometimes  it may 

cause death. Police Commissioner, Mr. Tsang, said 67 per cent of criminal cases 

had gone to the court and 4570 cases had been referred to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for action. 

 

The  solution  is  to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social 

services and a pilot  scheme  to  counsel  violent members 

may help to relieve stress and prevent harming the family.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more to educate the 

public. More  advertisements  on  TV  and  radio  can  be  a 

good way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the harm brought by 

domestic violence. Also, more information like where the victims can seek help 

and how family members can solve conflicts should be provided to the public. 

 

Domestic violence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deed. We must face it squa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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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s of being a Teenager in Hong Kong 

 

  6C    Ting Ka Ki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I’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joys of being a  teenager  in 

Hong  Kong.  For me,  the  freedom  of  being  teenager  is  the 

source of joy. And there is so much freedom in Hong Kong. 

 

First of  all,  I am  free  to  choose my hobbies  in Hong Kong.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courses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to choose from. I chose skating to be mine. Every 

Sunday,  I can go to the City of Plaza to  learn skating.  I enjoy the time, skating 

with my friends on the huge circle ice 

plane.  The  feeling  of  speed  is  so 

amazing when my buddies and  I race 

on  the  ice. This  is  the  joy of being a 

teenager  in Hong  Kong,  to  have  fun 

doing your favourite hobby. 

 

Secondly, as a Hong Kong  teenager,  I 

am  free  to  stud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ubjects  in  school: Chinese, 

English,  Science,  History…etc.  I  like 

Science most,  hence  I  chose  Science 

at college, and I got a fair result in it. I 

appreciate having the chance to study,

because  many  teenagers  in  poor 

countries  are  not  as  lucky  as  I  am. 

This is the joy for me. 

 

It  is  lucky being a  teenager  in Hong Kong because  I  can  choose my  favourite 

food in many restaurants. Many people in Africa have no food to eat and many 

children die every day because of starvation. I am lucky and I should have more 

joy than the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I can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media  so easily. For example, every morning  I 

can get the daily newspaper from school. I can know the most updated new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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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spaper to check 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Furthermore, I can 

surf the Internet to find out whatever I want to know. Information in Hong Kong 

is so easy  to get, which makes us, the  teenagers  in Hong Kong, see the worl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order  to  think more  critically.  It  is  the  freedom  of 

thinking, which is the greatest joy. 

 

As we compare teenagers in Hong Kong to thos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s not 

hard to discover that teenagers in Hong Kong are so fre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think whatever we want.  The  freedom  I  have  in  Hong  Kong  is  so 

wonderful,  and  I  believe  it  is  the  reason  for  joy  amongst  teenager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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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be an Enemy of the Environment. Be a Friend! 

 

      7B    Wong Po Chu 
 
Hong Kong people are still making  lots of plastic waste every day, despite  the 
environment levy of 50 cents on each plastic shopping bag. 
Hong  Kong  restaurants  which  provide  take‐away  service 
disseminate  plastic  lunch  boxes made  of  Styrofoam which 
are  unlikely  to  be  decomposed.  Some  restaurants  like 
Fairwood  like  to  provide  a  whole  set  of  plastic  dining 
utensils for take aways. So, how can we reduce the waste of 
plastic products effectively? Here are my suggestions.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be encouraged not to purchase take away food or, if 
they want, to bring their own food containers for carrying take‐away foo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bid  restaurants  to  provide  take‐away 
services. Therefore, encouraging customers to bring their own food containers 
will  lessen  the use of plastic  lunch boxes and utensils. Hong Kong people can 
develop this good habit  just  like they are now bringing their own recycle bags 
while shopping. 
 
Another  irresponsible behaviour of Hong Kong people  is that they seldom sort 
their rubbish  into different kinds of materials. People  in Hong Kong just put all 
rubbish  into  a  plastic  bag  and  then  it  is  collected  and  transported  to  landfill 
sites which causes hug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already  introduced  the  tricolor  classification  recycling  bin  to 
collect  materials,  it  is  still  not  enough  as  the  rate  of  filling  landfill  sites  is 
extremely fast and more landfill sites will be needed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production  of  rubbis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force people to subdivide their trash  into numerous categories such as 
flammable,  non‐flammable,  furniture  items,  etc.  This  is  w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doing and  Japanese people are doing quite well at this.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learn  from them. Sorting rubbish will not only slow 
down the rate of  filling  landfill sites, but can also help us 
to  recycle  reusable  materials.  It  is  a  win‐win  situation! 
Why not try it? 
 
We live in the same world and we share the environment. 
If we do not  treasure  it and avoid harming  it, we will all 
suffer by irresponsible acts to our environment. Let’s treat the environment in a 
more friend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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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 Admission of Non‐Local Students 

 

  7B    Chan Siu Ki 

 

Dear Editor, 

 

There  should  be  no  denying  that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whe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ultures  live  together  harmoniously. 

Recently, the number of admissions of non‐local students is on the rise with the 

majority coming from the mainlan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I’m writing to 

suggest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and express my personal views. 

 

First  and  foremost,  mainland  students  are  driven  by  the  enormous  job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 As we all know, Hong Kong has been renowned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where the  local universities train professional 

students  in  Business. Owing  to  the  excellent  reputation  of  Business  Training 

Programs,  a  heap  of  mainland  students  desire  to  study  in  Hong  Kong  and 

choose  business‐related  subjects,  compris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s.  In  addition,  the  programs  equip  them  to  be  qualified  in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o that graduates are dominant in job hunting. 

What’s more, being  a premier  trading  hub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tudying in Hong Kong increases one’s career opportunities. 

 

Secondly,  Hong  Kong  provides  a  cosmopolitan  atmosphere  and  scholarly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stud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ong Kong is a city which attracts a vast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universities  enabl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study 

together with  reciprocal advantages,  such as  cultural 

exchange and academic excellence. Being immersed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is well advocated, can not only make 

students  mo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but  the 

atmosphere  also  broadens  their  horizons  as well  as 

provides  the  gateway  for  students  to  gain 

international  vision,  which  is  extremely  vital  i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Hong Kong, as a unique fusion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can  stay  in  a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the  globe.  Furthermore, Hong 

Kong  has  a  superb  infrastructure  for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  which 



 

 

208

provides a decent environment for studying, working and living. 

 

These are the prime reasons mainland students prefer studying  in Hong Kong. 

Nevertheless, whether  it  should  be  encouraged  or  not  has  been  put  on  the 

public  discussion  table.  In  my  opinion,  the  number  of  mainland  students 

studying in Hong Kong should be restricted. The reasons are listed below. 

 

Obviously,  the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have  very  limited  resources.  The 

competition  for  local matriculation  students  to  gain  a  degree  at  university  is 

undoubtedly already vigorous, not  to mentio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reform 

whereby that both F.6 and F.7 students will enter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in 2012. So how many places are left for overseas or mainland students? If local 

students  have  no  chance  of  study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what  is  the 

justification  for  allowing  ‘intruders’  to  study  in  the  territory?  Permitting 

non‐local students to study here will merely create conflict and competition for 

scholarships or accommodation. I believe no one would like to see such chaos. 

 

Moreover, non‐local students cannot assist or boo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SCMP, most mainland 

students who  study  in Hong Kong are not willing  to  stay  in Hong Kong. They 

choose  to work  in mainland China where  they  confront  less  competition and 

some  even  work  abroad.  The  question  we  should  ask  ourselves  is:  Is  it 

worthwhile  to nurture dozens of professionals who will not be of any general 

benefit to our society? It sounds gloomy but is definitely the real phenomenon 

in the SAR. 

 

All  in  all,  I  am  not  in  favour  of  the  idea  that  non‐local  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study  in  Hong  Kong  on  the  grounds  that  it  undermines  local 

students’ study rights and  it does not bring generic advantage to Hong Kong’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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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 Admission of Non‐Local Students 

 

  7B    Chung Wai Man 

 

Dear Editor, 

 

There  is  a  trend  whe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ainland students are admitted by local universities into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as  climbed  tremendously.  In  view 

of  this,  I  consider  this  is  positive  and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opinion over the issue and reveal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icture. 

 

One  of  the  factors  motivating  mainland  students  to  study  in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s  that  they  can  develop  their  career  here more  easily.  Being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Hong Kong has an all‐round financial system and 

is more open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refore, room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is 

greater.  If mainland  students  join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Hong  Kong, 

they  are  more  favourable  to  Hong  Kong  employers.  In  other  words,  their 

competitive edge is sharper. In addition, studying in Hong Kong can widen their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network so that they can  further establish their career 

here. 

 

Another cause for the sky‐rocketing number of mainland students preferring to 

study in Hong Kong is the high quality and reput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They 

have more  advanced equipment  compared  to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For  investigations  in  Science,  laboratory  equipment  in  the  territory  is more 

advanced. Thus,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comparatively more up‐to‐standard. 

What’s more, the reput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is widely known 

to mainland students and financially more viable. 

 

I  consider  the  entry  of mainland  students  beneficial  to Hong  Kong  students. 

Generally  speaking,  mainland  students  admitted  by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This  can  raise  the  overall  standard  of 

graduates. Besides, mainland  students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hard‐working 

attitudes.  This  can  exert  pressure  on  local  students  and  drive  them  to  study 

harder. This results in an increase of overall academic results. 

 

Besides  the  above  mentioned  advantages,  the  entry  of  mainland  students 



 

 

210

facilitates the exchange of  ideas  in academic fields especially  in the Arts. Local 

students and mainland  student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many  issues. 

When  they  come  together  in  group work,  they discuss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Through this, students are more exposed to other cultures and 

viewpoints  are more  inspired  by  the way  of  thinking  of  other  students.  The 

exchange of ideas is thus enhanced.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I believe the entry of mainland students can raise 

the standard of  local students and  let  local students become more universally 

adaptable to another culture.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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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abitation – Hit or Miss? 

 

6B  (2008‐2009)    Katie  Fung 

 

There  has  been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issue  of  cohabitation  before 

marriag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support  it  since  it  is able  to  test a  couple’s 

compatibility  before  getting married while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this 

lifestyle choice. In this essay, I will discuss its benefits and shortcomings. 

 

 living together 

spend more time 

tand each other 

person  is  totally 

er,  cohabitation 

rtunity  to  know 

  used  to  the 

  your  partner. 

  to  explore  the 

side of your partner that is seldom exposed, so that you can judge whether this 

person  really  suits  you,  thereby  avoiding  unnecessary  conflicts  after  getting 

married. 

 

Indeed,  cohabitation  is  a  good  way  to  establish  financial  security  before 

marry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people  who  desire  marriage  but  whose 

financial situation temporarily precludes  it, since married couples are required 

to pay high  income tax. Undoubtedly, cohabitation provides you wit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prepare less expensively for what sweet married life will be like 

before actually getting marrie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drawbacks  of  cohabitation 

cannot  be  ignored.  When  couples  get  so  used  to  living 

together, they may not find the need to get married at all and 

finally  neglect  the  meaning  behind  and  seriousness  of  a 

marriage. When  problems  arise,  they may make  less  of  an 

effort  to me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hence  the  chance  of 

separation increases. 

 

In  addition,  since  the  relationship  is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problem  of 

pregnancy  before marriage  can  arise.  In  some  traditional  countries  such  a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eople

before getting married can 

with each other and unders

better.  Since  dating  a 

different  from  living  togeth

provides  you  with  an  oppo

each  other  well  and  get

character  and  lifestyle  of

Furthermore,  it  allow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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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omen who  live with  their  partners  before marriage  are  regarded  as 

immoral and too open and this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ir future. Some couples 

may tend not to take their relationship seriously, and worse still, the father may 

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baby  and  can  easily  escape  liability  since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a law‐binding commitment. So is it really fair to the baby? 

 

From my point of view, marriage signifies a life‐long commitment. If the couples 

fall  in  love  intensely,  they  will  have  the  courage  to  undertake  such  a 

commitment. They will also be able  to get over all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reconcile issues peacefully. Obviously, these are more drawbacks than benefits 

to cohabitation before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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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 

 

7B  (2008‐2009)    Elva  Ho 

 

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view  about  the 

promotion  of  overseas  charities.  Whenever 

devastating  natural  disasters  happen  somewhere, 

Hong  Kong  always  receives  the  thumbs‐up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for  its  epic  contribution  to 

raising  funds. However,  is  it  too  generous of Hong 

Kong people  to contribute  like  this  to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In fact, much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local social problems, 

which are dwarfed by these worldwide natural disasters. 

 

To  spell  the  idea  out,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economy.  Undoubtedly,  local 

charity affairs still keep money and resources within the city. It may sound  like 

hard‐nosed  entrepreneurship,  yet  it  is  central  to  stress  the  accountability  of 

helping to develop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iving.  It  is definitely true that our 

prosperity allows us to help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is amenity  is 

not  so  stable all  the  time  so a  fall‐back position  should be prepared. Settling 

local problems, like helping the poor and defenceless, are the best way to cater 

for  needy  and  this  acts  as  a  precaution  to  prevent  the  local  economy  from 

falling into an abyss. 

 

Another  reason  for  giving  to  local  charities  is  that we  love  our  citizens  and 

countrymen more. We belong to the same nationality and 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In May 2008, Burma was engulfed by  floods. However, all attention 

was diverted  to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in our motherland. We  tried our 

best to help the victims that government leaders could not adequately support. 

We focused on the earthquake only not because of proximity, but out of natural 

love. We  love our citizens;  therefore we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locals. 

 

Most importantly, charity at home enhances nurturing of love. Charity begins at 

home. I am not saying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don’t deserve support but helping 

locals should be  in priority. Our underprivileged may not be the poorest in the 

world. Yet, once we help them, such as subsidising poor children to go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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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know  the  blessing  of  being  helped.  Love  can  be  spread  easily  and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is  produced.  Our  next  generation  can  therefore  be 

nurtured to send out love to everyone. Charity at home or abroad will not be a 

problem if everyone has been loved and learns to love. 

 

Helping others should be advocated any time and any place. Yet when we sob 

with grief for victims of a local earthquake, someone else is trembling with their 

tough  life.  I  wish  the  underprivileged  could  be  given  a  hand  to  make  the 

community full of warmth and hope.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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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 

 

7B (2008‐2009) Cheng Wai Luen   

 

Dear Editor, 

 

Looking back  into  the past,  the newspapers were  filled with news of national 

disasters, pollution, wars, protests and tragedies. 

It seems that, as we move further into a new era, 

the world  is far from perfect. Just as the current 

US  President,  Barrack  Obama,  demanded 

‘CHANGE’  in America,  I would  like  to  see  some 

global  changes as  to how  the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welfare  system  and  civil  liberties  are 

dealt with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start with, I would like to see a change in our 

environment, which is also a common hope of many people. Today,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is  subjected  to  serious  pollution  and  destruction.  Forests  are 

disappearing,  the  seawater  has  become  poisonous,  the  sky  is  darkened  by 

smoke and haze. If we do not have a change our waste‐producing lifestyles, the 

Earth will  no  longer be  a  suitable  place  for  humans  to  live,  just  as  scientists 

warn us. Therefore, we should reduce our energy consumption, fin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recycle our waste, and stop producing pollutants. Only then can 

we have a greener and cleaner place to  live and  improve our chance of saving 

the world. Although  it  is not easy to change our habits, we must consider the 

futur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whole human species. 

 

Apart  from  the  environment, we  should  change  our welfare  system  so  that 

everyone  can  enjoy  the  benefi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ctually,  due  to  our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the amount of  food produced  is so abundant that  it 

can feed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However, many people in Africa and other 

underdeveloped  areas  are  suffering  from  poverty,  and  even  dying  of  hunger, 

thirst  and  disease  every  day.  Survivors  earn  very  little money  a  day  and  still 

have no hope for the future. I think the main cause  is the problematic welfare 

systems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Despite the hard work done by charity 

groups,  it  is  still  far  from  enough.  To  solve  the  problem,  developed  counties 

should help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harity groups should  join hands 

with  governments  to  reform  welfare  systems,  so  that  everyone  wi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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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ugh to eat and have as good life as people in other places. 

 

Last but not  least,  I hope  there  is a  change  in people’s mind  set,  from being 

conservative to being open‐minded. Many Communist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North Korea, do not allow freedom of speech or religious freedom, which 

are obv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 still remember that many people who 

protested  for  freedom were arrested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Human 

Rights Day.  It was very worrying because those uncivilised countries are prone 

to  wars  and  poverty.  Therefore,  I  hope  government  officials  can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se  issues  and  let  their people  keep  in  line with modern 

trends globally. 

 

There  is a popular  saying:  ‘I have a dream’. My 

dreams are all revealed  in this  letter and  I hope 

my dreams can come true one day!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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