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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登文榜
〈慈〉
6C 劉秋樺
風和日麗，柔和的微風輕拂臉頰，沁人的花香流連鼻尖，嬌嫩的綠芽映入眼簾。令人
感到悠閒愜意。那棟紅色建築物在一片綠意中顯得格外醒目，門口的匾額上刻著「安樂居」
三個大字，與一派安寧閒適的環境頗為契合。不知情的恐怕以為這是哪位文人雅士的居
所，實則不然，這其實是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照顧的地方——養老院。
老師組織我們來看望老人，每個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房間，陪陪老人閒話家常。而我拿
著房間的號碼牌走向走廊的盡頭，在 135 號房門前停下，
「叩叩叩」等待了一會兒，無人
響應，我只好輕輕擰開門把，
「打擾了，我是來看望您的義工。」一桌一床一櫃，簡單的
擺設顯得乾淨整潔。老人靠坐在床頭，床邊的窗敞開著，窗外梧桐樹鬱鬱蔥蔥，他望著那
棵樹出神，似乎還未察覺我的到來。
我搬了張椅子坐下，他仿佛才回過神來，轉過頭，看見我，有些驚訝，隨即笑了。我
也笑笑，笑他的遲鈍。
「老爺爺，我來陪您聊聊天，您近來可好？」他眨巴著眼看著我，
我耐心地等待著他開口，窗外的鳥兒嘰嘰喳喳，屋裏卻靜悄悄。我尋思是我說的話沒意思，
他懶得理會。「那您平日的愛好是甚麼呢？我啊，喜歡下棋，不知道您喜不喜歡？」原以
為「投其所好」就能打開話匣子，又等了一會兒，樹葉「簌簌」的聲音清晰傳入我的耳朵。
我皺了皺眉，一臉疑惑，他似是看懂了，笑了笑點頭。終於得到了回應，我喜上眉梢，
「那
我可以陪爺爺下棋啊，您別看我年紀小，我可是有十幾年棋齡呢，可別小看我喔！」他這
次很快就笑了笑，點了幾下頭，我琢磨著老爺爺可能喜歡傾聽，不喜歡說話，所以接下來
我侃侃而談，從愛好說到學習，從詩詞歌賦講到社會時事，說到激動處還比手畫腳，他還
是笑笑，只是笑的更開心了。我還未盡興，只是時間到了，我起身向他告別，
「爺爺，時
候不早了，我要走了，再見。」我揮揮手，他也揮揮手。
回到大廳，老師詢問我情況如何，
「老爺爺不喜歡講話，但是他喜歡聽我講，他很開
心呢」老師卻疑惑：
「你去了哪個房間？」
「135 啊。」老師如夢初醒，一拍腦門，懊惱地
說：「哎呀！我忘了提醒你，那位老爺爺失聰，他是聽不見你講話的。」我一臉驚訝，恍
然大悟，原來他不是不喜歡講話，而是聽不見啊！我望向走廊盡頭，老師還在懊悔不已地
碎碎唸，我卻默默的笑了，真是位慈愛的老爺爺，沒有打斷我的誇誇其談，還附和和藹的
笑容，任由我興致勃勃的談論著自己喜歡的事物。
我從養老院的護工得知，老爺爺失聰，不會說話且行動不便，家人工作繁忙，只好把
他送來這加以照看，但是卻鮮有過來探望。我想起他慈愛的笑容，暗自做了決定。
過了一星期，我再次來到這裏，徑直往走廊盡頭走去，禮貌性的敲敲門，擰開門把走
進去，他依舊坐在床上望著窗外發呆。我搬了桌子和椅子，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他還是
略為驚訝，接著和藹的笑笑不說話。我從包裏拿出棋盤和旗子，一番擺弄之後做了個「請」
的手勢，他了然於胸，坐直了身子，一副認真作戰的姿態。我們一來一往，當他不動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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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我的馬時，我驚呼一聲，
「哎呀！大意了！」但當我吃了他的炮時，我神色得意，咧
開嘴笑了，他比了比大拇指，以示讚揚。我沾沾自喜，卻是樂極生悲，因為下一秒我的將
軍就從馬上摔下來，一蹶不起了。他摸了摸下巴，氣定神閒的樣子仿佛在說：
「薑還是老
的辣。」我不甘心的重振旗鼓，誓要把對方的帥拉下馬。
風吹起窗邊的薄紗，它輕柔地舞動著，窗外樹影婆娑，一束光照進房內，光被玻璃分
割成很多個圓圓的光點，落在棋盤上，頭髮上，手上，散發著溫暖的光。屋裏只有旗子落
盤的聲音和少年氣急敗壞「再來一盤」的聲音。
日落西山，我和他仍舊興趣盎然，但我要走了，我拿出紙筆寫下「我今天很開心，謝
謝您陪我玩，下次我一定會贏您的。」遞給他看，他卻哈哈大笑，眉眼全是笑意，原來他
能發出聲音，只是不能講話。我看見他笑，我也笑了，能讓他開心，感覺真好啊，終日只
能對著梧桐樹發呆的苦悶都消失了吧。我獨自期許著，希望我的笑容能讓他感到快樂，希
望我的善意能被他接納，希望我的陪伴讓他感到溫暖。如是想著，心像是湧入了熱泉，熾
熱又倍感溫暖。
又過了一星期，到了養老院，我詢問護工有沒有輪椅，她雖不解卻很快把輪椅拿了出
來。我推著它進了他的房間，把輪椅固定好，拍了拍輪椅，又指了指窗外向他示意。他點
點頭表示明白，我吃力地將他抱起輕輕放在輪椅上，興高采烈地推著它向外面走去。
梧桐樹下，微風不燥，鳥語花香。他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眼角的魚尾紋聚在一起，
嘴角上揚。風調皮地吹亂他的白髮，掀起他的衣角，他卻不惱，雙手張開，似是在擁抱風，
臉上是一派輕鬆閒適。我靜靜佇立在旁，不去打擾他與風的交流。心下卻是歡喜，他一定
很開心可以出來懷抱大自然，聽聽鳥語，嗅嗅花香。比起遠遠的觀望，這樣親近的距離更
能讓他愉悅，舒暢。
他摸索著口袋，拿出一張紙遞給我，上面寫著「謝謝你的陪伴，我很開心。」似曾相
識的話語，寥寥幾句，卻是讓我欣喜不已。
陽光照在他的臉上，奇異的泛著光澤，臉頰微紅，笑意掛滿眉梢。我的心踏實了，我
的一點點仁慈，一點點善意，給他孤獨的生活帶來了快樂和慰藉。我對他的憐憫之心促使
我想要讓給予他快樂，讓他不那麼孤獨，不那麼苦悶。其實我也得到了快樂，他的笑容也
感染了我，他快樂的神情給予我很大的鼓舞。我那小小的善意、仁慈是被他所接納的，所
以我也感到愉悅。猶如與不期而遇的春風撞了個滿懷，心中油然而生歡喜。
夕陽西下，我推著他往回走，兩人的影子被拉的很長，交纏在一起。我和他的心，想
必也是如此，兩顆充滿善意，仁慈的心緊靠著，互相溫暖著對方。

(本文榮獲慈文共賞徵文比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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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
6C 劉秋樺
太陽東升西落，周而復始。人從呱呱墜地到駕鶴西去，嘗盡人生百味，卻敵不過生老
病死。世間萬物皆有定律，日出日落是常態，生老病死亦是常態，人應如何看待它？抗拒
或是坦然接受？
幼時，住在鄉村，父親常帶我看日出。太陽還在沉睡，天空透着暗沉。父親引領我走
在野徑上，夜色朦朧，他寬闊的肩膀卻清晰可見。不知是月光太明亮，還是他太顯眼。
到了山頂，太陽冉冉升起，散發著橘色的光芒。它伸了個懶腰，光芒四散。微風輕
撫，陽光和煦，我與他並肩而坐，好不愜意。
年幼的我總愛發問：
「太陽為何每日都升起？」他慈愛的笑笑說：
「因為它要提醒人們
每天都是新開始，當它升起，世界就煥然一新了。」
「甚麼嘛，我不懂。」他嘆氣：
「這是
大自然的定律，世間常態，一種人不能阻止的事物。」我搖搖頭一臉疑惑。
「以後你就會
懂了。」我不理會他深沉的神色，直視太陽，只是陽光刺眼，引得我眼冒淚花。
上了中學，遠離鄉村，卻時常想起日出，於是與他一同回鄉。他仍走在前頭，他瘦
削的肩膀隱在朦朧月色中，似是要消失一般，讓我惴惴不安。
到了山頂，太陽升起，光灑在樹葉上，石頭上，他的頭髮上，光跳躍在銀絲間，刺
痛我的眼。光爬上我的臉「真溫暖啊」他微微一笑：
「日出讓人感到溫暖，也給人源源不
斷的希望。」我想著他日漸虛弱的身體，心頭一陣酸澀，輕聲問：
「那你會一直陪我看日
出嗎？會離開我嗎？」「總有一天我會離你而去，人的生命有限，我不能永遠陪著你。生
老病死是人必經的過程，就像太陽每日必定升起一樣，都是世間常態，不必過於介懷。」
我似懂非懂，只是父親的悵然讓我心有鬱結。直到那天，我才懂得那番話的深意。
素潔的白衣，悲傷的哀樂，嚎啕的哭聲。舊居裏，躺著我無法割捨的人。我靜靜流淚，
心臟劇烈抽動着，像是要蹦出身體。與他的點滴仍歷歷在目，卻就此定格。心中湧動的血
凝成血塊，一塊一塊掉落。夜深人靜了無睡意，我往山頂走，皓月當空，卻再也看不見那
寬厚的肩膀。
陽光破雲而出，灑在我的臉上，那股暖意讓我淚流滿面。曾經並肩同行，如今孤身
一人，無處話淒涼，難以接受他離去的我睜大眼直視太陽與它對抗，但我終是滿含熱淚，
頹然垂頭，我爭不過它，一如我爭不過生命的消逝。
想起他讓我不必介懷，望著那抹暖黃，我驀然笑了，似乎明白了他的用意，他知道
我會難過，所以他說生老病死是常態，讓我不必介懷他的離去，要我滿懷希望的活著。
太陽高高掛起，散發著令人安心的暖意，在它的光芒中，我擦乾淚水，待日落西山，
我對它說：「明天見！」

(本文榮獲第十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7

〈走在沒有路標的路上〉
6C 呂穎姍
「唰啦唰啦……」
周圍明明有同學的喧鬧聲，老師的大嗓門，女生尖聲尖氣的吵鬧聲以及男生們略粗狂
的歡笑聲，融合成一曲交響曲在我身後狂歡，而刺耳的水聲沖刷着這些雜聲，我的腦子裹
一片空白，耳鳴聲像是我的心跳還是一樣，
「嗶一一」直響，鏡子中的我像屍體一樣面無
表情。
我關了水龍頭，費九牛二虎之力把裝滿水的桶拉出廁所，看着走廊盡頭歎息着打掃衛
生。
那裏，是校園最黑暗、最孤獨、最狼狽的地方。像人體中的盲腸，明明是學校的一部
分，卻連老師也嫌棄它，只顧堆滿層層灰塵。到了晚上自習，走廊就消失在黯黑中，陰森
地令人髮指，是短在咫尺，也是無盡的。
轉學以來，我經常站在課室角落望着這個走廊。它是我的人生，沒有指明的牌告示着
我它存在的意義，沒有目的地，也沒有光芒，在這裏，如我， 終究是在走「兩點一線」，
學校——家，家——學校，卻一直徘徊在自己的世界，做寂寞的守望者。
同桌是一個很優雅的女生。長髮飄飄，潔淨的面孔，高挑的身材。我羨慕她修長的手
指靈活地在黑白鍵上翩翩起舞，她的每個動作都有音樂的陪伴，從同一樓層的另一個走廊
盡頭的音樂室流出，滲入人心，開出朵朵白蓮花。
你看，同樣是走廊的盡頭，一個燦爛，一個暗況。如果，如果我的母親像她的母親一
樣，為我的人生指出路標，會不會更受人歡迎，更方便獲取成功？而不是像飛蛾一樣盲目
直衝，為了尋找燃燒自己的燈火？
是的，我的人生像那暗沉的走廊。走在沒有路標的路上，只能靠着感覺走，戰戰兢兢。
有時候盡頭就在眼前，腳下己沒有路，恐懼和膽怯圍繞着，嘲笑我的懦弱。我回過頭看向
曾走過的路，像泡泡一樣一觸即沒。我轉過很多次學，大概有五六次，原因很簡單，只是
跟隨父母的工作。我的性格也漸漸變得沉默，不願去交朋友，以避免在學校產生過多的留
戀，依依不捨。
我的路是沒有路標的，因此我少了捷徑，有人說那是自由。不，那只是無形的恐懼。
對於自己將來沒有想法的人，活在循環的空間。每做一件事情就忍不住疑惑一一我做對了
嗎？
每當我去完廁所，習慣性地看向那被吞噬的走廊。一個指示牌都沒有的走廊，像沒有
目標的我的人生，無可奈何地留在那裏，進退兩難。
但是，我漸漸發現，沒有路標的路也是路。校園開放日，竟然也在無人問津的走廊裏
掛上一串燈籠。走廊依舊是冷清的，所有的熱鬧都被另一邊搶去，只有有時同學的喧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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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大嗓門，女生尖聲尖氣的吵鬧聲及男生們略狂的歡笑聲的回音悠悠地蕩漾在走廊，
像蜻蜓點水般，蕩起漣漪。但是，那串燈籠有規則地閃着柔和的光，一閃一閃，像路上的
路標，引我走向正確的方向。
我又發現同桌的手。仔細一看，她的手關節嚴重變形，血管突出，像極了枯樹。她的
黑眼圈愈來愈大了，經常發呆。不問，也知道她頻頻參加鋼琴比賽，她的母親逼她練習，
過得很苦。她的路充滿目標，郤因追趕它而受累。

其實，人生，應是沒有路標的。所謂的路標，也不過是父母或前一輩的經歷。他們好
心告訴我們，想我們少走些歪路，而我們沒經歷過又怎知那些是歪路？我們走自己的路，
也應自己慢慢摸索，從中了解人生的酸甜苦辣。是時候自己給自己掛上路標了。走在沒有
路標的路上，我們既是守望者，也是勇者，能為自己開創屬於自己的路。
臨近放學，我打水清洗這走廊。黃昏漸漸拉長了我的影子。我抬頭向上看，天空碧空
如洗，像是給我的安慰。我不再歎息這走廊可憐了，因為我選擇面對它。我打掃着，有個
影子疊住我的影子。
「同學——」
清靜的走廊響起清脆的呼喚聲，我忍不住咧嘴一笑。

(本文榮獲第四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散文即席揮毫大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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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父母的心聲〉
5A 柯惠玲
盡孝是我心中的一個根，從小開始紮根，小時候母親帶著我和還在嗷嗷待哺的弟弟坐
著一小時的巴士，我幫忙提著一包高我半個身子的成人尿片，那時我還以為是弟弟的紙尿
片，這樣就踏上照顧姥爺的旅程，這個旅程結束的時候，是母親在我面前展示的最「完美」
的盡孝，盡孝的根已開始發芽。
吃飯是簡單快樂的事情，可對於姥爺是一件困難痛苦的事情，媽媽去把泡水裏的假牙
甩甩水，輕輕地有些許困難打開姥爺嘴巴，露出兩排紅將軍，為他們被上的盔甲，姥爺便
有了武器去戰勝一場「惡戰」
，母親的臉色有些蒼白，眼皮微微地有些浮腫，眼裏的紅線
一絲絲的，許久未散。母親吹了吹半水半粥的飯食，餵進姥爺嘴裏，我心裏有些難受，也
不知道站在這四壁牆該做點甚麽，現在嫌棄，也許是對姥爺生命的消逝，我卻無法阻止的
無力感。
姥爺嘴角時不時會流下些粥，我便在旁拿小毛巾擦拭，姥爺就像調皮的小孩，食物弄
到臉上、脖子，那裏都是。這樣的場景，每天上演四五次。母親從沒有抱怨過一句，久病
床前無孝子，她卻打破這句被人們人性揣測的定律，給我帶來「敬」
「孝」二字。
有天早上，天有點陰寒，伸出雙手來感覺冰冰冷冷，天還是一片暗灰色，心中是空空
一片，姥爺被裝進長方形的木頭裏，家裏穿著黑鴉鴉的衣服的人。我害怕，踮起腳來，偷
偷地摸摸姥爺的手，他手也和天氣一樣，冰冰的，我覺得姥爺一定很冷，想著姥爺該穿衣
服。跑回媽媽房間，
「媽媽，姥爺冷啦，要穿衣服呀。」母親依舊低下頭繼續收拾東西，
摸摸我頭說：「你姥爺睡著了，暫時見不了他了，等你長大，就知道了。」不懂卻似乎懂
了，我想問母親，是不是，是姥爺離開我們了，卻動了動嘴皮又吞了下去。
時光飛逝，姥爺的墓碑有了青苔，前面的野草在清明節割了一次又一次。小時候的記
憶已經久違，姥爺的出殯入土漸漸在清明節的掃墓取代，姥爺的樣子也漸漸模糊。只會憶
起姥爺最後的時光，母親臉上對姥爺逝去的哀思，後來，不知是母親害怕我們忘記姥爺，
還是母親自己……她會得空收拾整理姥爺遺物，媽媽拿起一副剪刀套具，是姥爺的，媽媽
這時會靜靜訴說姥爺以前的經歷，說著靠姥爺的手藝，和姥姥一同在不穩定動盪的年代裏
養活四姐妹的艱辛，這是母親在我們面前時不時上演的慎終追遠的場景。
母親在追念姥爺的辛苦撫養教育，我也何嘗不是從父母身上學會做人的道理呢？母親
照顧年邁的姥爺，平日對長輩的尊敬，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以身傳予我，用實際行為告
訴我「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我感恩父母伴我成長，感謝一路會有磕磕碰碰，
我也會無所畏懼一路勇闖。
能傳承母親的孝道經歷，是我對孝的觀念的禮物，更是對我的感化與陶冶。

(本文榮獲「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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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母親的道歉信〉
4C

賴文迪

自我在香港讀書，已有幾年未與母親見面。難得春節到來，終於有機會與母親會面。
不孝子讀書多年，徒留個武夫背影，心中的感想，又怎是用心酸一詞說得盡呢？
回到了家，看到母親熟悉的臉，一時感概似有千言萬語哽咽在喉中。歲月不饒人，它
趁你不注意，悄然在人的臉上留下了皺紋，這未免太殘忍。在我離家求學期間，家裏又發
生了許多事，而這些我從來未留意的，盡在她眉宇間展現出來，每當我想為母親做些甚麼
以報答時，她總會說：
「小孩子乖乖讀書就好，這些事大人處理就行。」這時，我便明白
了，生活的煩惱沒有少，只是這些未經歷的苦，承擔在大人身上，而我，只需要在生活和
學習上做得更好，至少，照顧好自己，不用大人擔心，便已經是一種盡孝的方式罷了。話
雖如此，可那種對幫助家人分擔壓力無能的我，仍時時刻刻感到煎熬。苦於無能，羞於無
為。
母親為我整理好床鋪，又給我拿了拖鞋。或許是怕我餓了、渴了，又給我拿了零食，
她問我想吃甚麼。我說，想吃她做的家常便菜了，她說了聲好，就準備去買菜了。而這時，
我想陪她一起買菜，她楞了一下，笑著說好。我跟着母親走著往菜市場的路，細細打量著
四周的風景，忽然留意到母親頭上，多了不少白髮。想說甚麼，卻只有沉默，做兒子的，
還能說甚麼呢？我果然開始害怕，害怕歲月不饒人，黑髮人送白髮人，害怕握著的手突然
消失不見，害怕著時間。
到了超市，突然空氣也變得暖和了一起，讓我想起過往天冷時，母親都會叫我注意穿
衣服，只有母親，才會在你天冷感冒時，要你吃藥，那時我只感到浮躁，如今卻感到害臊。
羞於過去自己的不懂事，想要致歉，卻怎麼也說不出口。
如今，我才感受到，純粹的愛，是你真的想對一個人好，不計較得失，只是想為家人
做事，我問母親原因，她說：
「應該的，自己孩子。」她付出這麼多，憑甚麼？只是母親
與子女的身份就夠了。這，也是我對母親的感受。
到了晚飯時間，有妹妹、母親和我。妹妹看著電視笑哈哈，一如年幼的我無憂無慮。
而如今的我，做好承擔責任的準備，除此之外，多了幾分對時間的害怕，子欲養而親不在，
這是我最大恐懼。但顯然，若你問母親，她會說：
「不奢求你成為偉人，只希望你，做一
個正直、快樂的人。」
現在我能做到的，只有讀書，但對母親而言，已是最大的盡孝。從年幼無知到懂事，
我一邊努力，一邊成長。我開始學會體諒父母，珍惜家人。一如當年，母親照顧我般，我
也要做到照顧家人。唯有如此，更能知道父母的陪伴或照顧並非理所應當。
「不養兒不知
父母恩」母親懷胎十月才生下我來，是我生命的根源，而接受養育，便是我第二份重大的
恩情。所以我想努力成長，盡孝。對家人陪伴，為家人做到最好！雖然會有挫折，但我也
做好成長的代價和成長的準備。我要做的，只是邁步向前，走向未來，並且成長。

(本文榮獲「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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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聲〉
3C 潘雪瑩
親愛的父母，我們可能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坐下來聊過了。隨著我們的長大，而你們工
作也越來越忙，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讓你們可以聽聽我的心裏話。
有時你們就像檸檬的酸，我不敢去觸碰。你們時常因為我們吵架，我夾在中間真的很
難做。有時，我會看到母親一個人躲在房間裏默默擦拭眼淚；當我走進去，你又會用微笑
面對我們，生怕我們知道你在哭，可是，你眼角上依舊有著淚痕，這讓我們看到更是心酸。
那時，我便會想，要是我不出生多好，你們也不會因為我們經常吵到不可開交，我也不會
看到母親的眼淚。
有時你們又像草莓的甜，讓我嚐到幸福
的味道。晚飯後，我們一家人常常坐在電視
前看電視，聊著對方今天發生的事，我們時
常聊得忘神。週末時，一家人會在樓下打球，
在動動身子和閒聊之中，愉快地消磨時光。
放假時，你們總帶著我們遊遍不同的地方，
分享你們的眼界，豐富我們的世界。對我來
說，這些美好的陪伴就是最甜最幸福的味道。
有時你們又像辣椒的辣，會嗆到了我的
喉嚨。我每次都很努力地去溫習，可每一次
期望與結果都有一定的差距，你們不知道我
很認真，成績只要一下降，你們就開始罵我，
我不知如何解釋，只感到很委屈，淚水忍不
住就掉下來了。可當我真正冷靜下來時，回
想你們跟我說的話，你們所說的一字一句充
滿對我的著緊，我愈長大愈明白你們這種愛。
你們總是早出晚歸，一早起床給我們準備，吃完早餐又出門上班去了。工作你們吃了
不少苦，栽了不少跟頭，可回到家，你們隻字不提，面對我們永遠只報喜不報憂。其實我
知道你們的生活充滿了苦瓜般的苦，所以我想與你們分憂，讓這些苦因分擔而成為甘苦。
親愛的父母，原來不管是酸是甜是辣是苦，滿滿都是你們給予我們的關愛，謝謝你們！
我已經長大了，我願意用我的一生陪伴你們，跟你們一起製造更多幸福的味道。

(本文榮獲「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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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科學家〉
2B 吳錦越
假如我是一位科學家，我能為人類做些甚麼呢？有人說研發出先進武器，探究宇宙的
太空飛船。但我會研發出一種特殊的植物，它對人類是有幫助的。
這種植物就叫做「淨化草」
，雖然說它是草，但它卻是綠色爬蔓植物。它的藤蔓呈青
綠色。雖然看上去很粗壯，但是卻十分的柔軟。它和爬山虎有著一樣的特性，都是不怕強
輻射、耐寒、耐旱、容易培養生長。
我為甚麼要研發出這種特殊的植物呢？因為現在人們生活的環境污染
太嚴重了，面對全球暖化和天災的問題，我要用這種植物給人類帶來好處。
首先，它可以使空氣變得清新，能淨化空氣。它和其他植物不同的
地方在於這種植物能夠種進牆體裏面，但是它不會使牆體破碎，而是和
牆體合在一起；還能起到防震作用，適用於大樓的外層牆體，既美觀又
能起到作用。例如像日本這樣地震頻繁次數多的國家來說，就可以引進
這種植物。你可不要小看它，它還有其他作用的呢。它除了和其他植物
一樣，能吸收二氧化碳和進行光合作用以外，它還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有毒物
質，例如我們房子剛裝修完會有甲醛等有害物質，會令我們身體健康受到
威脅。而它能夠吸收這些有毒物質，轉變為氧氣和微元素釋放出來，給人
們的健康帶來好處。
淨化草纏繞的藤蔓可以形成一個個綠色小洞，你可以將這些小洞想
像成一個空間，這些空間可以給那些野生鳥類築巢，還可以給流浪動物
提供住處，防止牠們到處流浪或被虐待。
一到晚上，淨化草吸收了白天的陽光後，便會發出微弱的螢火，一點一點照耀著。我
們平時都受光污染，而這種植物不但可以解決光污染帶來的問題，還可以為我們減少能源
的使用，從源頭減少碳排放。
我堅信，以我們現在的高科技，以後一定可以研發出「淨化草」，讓我們的生活充滿
活力，構成一個綠色家園。

（本文榮獲第 17 屆屯門區中小學生徵文比賽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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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科學家〉
2C 林齊煌
科學家這一職業，他們發明了許多有趣又能幫助人們的發明。眾所周知，有個偉大的
科學家：愛迪生，他發明了電燈。假如我是一個科學家，那我一定會發明一個磁鐵手套。
磁鐵手套，看上去是黑色的，它可以操控任意有磁性的物品，如若小朋友貪玩，玩著
玩著從而誤食了銀幣，就可以使用手套，不費吹灰之力地將銀幣取出來，無需去醫院。
磁鐵手套，在醫學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當有病危者需要手術醫治時，就可以運用到
這一手套了，主治醫生可以同時使用到多種工具，提高手術的成功率，可以從 60%提升
至 80%，還能大幅降低手術的難度，時時刻刻幫助他人呢！
在生活方面，有的老人家行動不方便，需要使用輪椅時，也可以運用磁鐵手套呢。老
人們有的沒有親人陪伴在旁，要自己動手滾動輪椅，而磁鐵手套可以幫助老人輕鬆操控輪
椅，避免老人每次推得到此腰酸背痛。
假如我是一個科學家，我定要令人們在有聲有色的新世界中生活。

（本文榮獲第 17 屆屯門區中小學生徵文比賽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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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科學家〉
2C 王思緣
假如我是一個科學家……我想發明一個可以飛往黑洞的飛船，把人類的知識再往前推
一步，讓人類發現更多空間。
在外太空裏，我們放眼望去，是無盡的星空，這樣我們就可以對於外太空的研究更進
一步，還可以讓人類在太空旅行，這是多麼浪漫又美麗的一件事啊！
顧名思義，船身是用防熱玻璃打造的，讓人可以看得更多星空中的美景，讓人放鬆心
情，在太空中的垃圾可以再次使用，解決了環保的問題。飛船的內部還有各種可以鍛煉身
體的設備，讓我們待在太空的時間過得更快。
最重要的是飛行的時候，能易如反掌、迅速地到達黑洞，讓我們人類的科學更進一步，
科學家們可以看得更清晰，研究得更多，甚至還可以讓我們飛往黑洞內部，裏面可能是一
個美麗的新世界。
我想發明這樣的飛船，我們生活會更加美好，假如我是一個科學家……

（本文榮獲第 17 屆屯門區中小學生徵文比賽 金獎）

15

文情並茂
〈我的動物〉
1A 余加欣
「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時間慢慢地過去。我的動物小白是一隻小貓咪，
時間慢慢地過去，從幼年到老年，我慢慢看著牠老去，直至去世。時間的流逝，一直令我
十分驚慌，擔心牠有一天會去世，所以我每天都迅速回家，歸心似箭。
小白是別人送給我們家的。小白在幼年時非常可愛，牠的一舉一動都令我很在意，讓
我每天每夜都掛念著牠那個可愛的樣子。每當想起牠可愛的樣子，真令我滿心歡喜。每次
餵牠食物時，我都非常謹慎，生怕弄到我的「小可愛」
，對著牠，我的煩惱都不翼而飛，
令我滿臉笑容，牠還會「喵喵」地叫，十分可愛。
隨著時間的過去，小白慢慢地從幼年成長到成年，雖然不捨得牠幼年可愛的時間，但
成年也可愛啊！每次我放學回家後，牠都會坐在門口等我，一看到我，牠就會向我揮手，
這時候我的心情也放鬆了。只要我的身邊有牠，我的煩惱就會飛走，而且本來舉步維艱的
我瞬間變成健步如飛。我非常喜歡我的「小可愛」
，是牠讓我知道甚麼是親情。之前我在
想，難道我沒有感情嗎？現在我知道了。
時間慢慢地過去，小白也慢慢地老了，我非常擔憂牠，我每天都著急著回家看著牠，
非常害怕有一天牠會離我而去，擔心的我
每天每夜都陪伴著牠，記得上次牠動也不
動，連吃也不吃，真令我提心吊膽。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小白已經進入老
年了，牠那一次的生病，令我心煩意亂，
不想牠離開我，但我知道我無法改變事
實，只能接受。時間過得很快，所以我們
要好好珍惜身邊的人，雖然這段時間我都
悶悶不樂，但一想起小白之前的「喵喵
聲」，我開始釋懷了。我一定不會忘記你
的——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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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她〉
2B 黃嘉琪
「人間處處有真情，真情時時暖人心」而這份讓感受到溫暖的感情，來源自我的母親。
猶記得那一天，放學時下起了大雨，我沒有傘只好淋著雨跑回家。我不甚在意，開始
寫作業。夜幕降臨，我從作業中抬起頭，窗外的雨還在滂沱地下著。我摸到自己發燒了，
臉像個火爐一樣。打了電話給母親，就去睡覺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再次睜開眼，母親狼狽的模樣映入眼簾。她全身都濕透，頭髮濕
乎乎黏在一起，衣服更是皺巴巴的。但是，她的臉上卻掛著關心與著急。我聞到空氣中散
發著酒精的味道，額頭上也貼著退燒貼，我知道是母親給我人工降溫了。我眼中浮現一絲
霧氣。
母親溫柔問我：
「還有哪裏不舒服嗎？」我搖搖頭，把床邊的熱水遞給她，說：
「媽媽，
謝謝您。」母親的關心讓我感受到濃濃的溫暖，也讓我明白到，母親原來是如此的關心我，
緊張我。
我再次睡過去，恍恍惚惚，感覺到有人默默我的額頭，臨走前還仔細地給我捻好被角，
我知道，那個人是母親。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母親為了趕回來照顧我，把手頭上的工作都
放下了，還丟掉了一個大訂單。我感動母親為我所做的一切，她時常讓我感到溫暖。
母愛是甚麼呢？母愛是細水長流的關心，是不辭辛苦的照顧，是無怨無悔的付出。母
親為我梳的頭髮，為我挑的衣服，為我整理的書包，為我做的早餐等等，都讓我感到溫暖。
我認為孝順父母也很簡單，無需豪宅豪車，只需要在父母下班回家時，送上一杯熱茶；
在遇到挫折時，給予鼓勵和支持；在生病時，細心照顧給予關心。她使我感到溫暖，往後
的日子裏，換我給予她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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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同學〉
2C 周鈺婷
「沒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一道響亮的女聲彷若把利刃凌空劃過，刺破了瀰漫於
空氣中的寂靜。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這句話用在她身上真是再恰當不過。順著聲音來源望去，最
引人注目的便是那燦爛的笑臉，一口潔白的牙齒在陽光照耀下閃得人眼花，再循上看，一
雙炯炯有神的眸子，眉頭卻總是蹙著，彷彿時刻為了幫助別人而準備著。
記得開學那一天，她便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班主任要求同學自己舉手推薦班幹事，
教室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地的聲音都聽得見。這時，一隻纖細的手高高地舉起來，竟是一位
頭髮撇亂的少女自信地自薦當值日生，毫無疑問地所有人都投了擁有友好笑容的她票。
當了值日生的她恪盡職責，流動獎旗始終掛在我們班的牆上，彷彿是守衛著我們班。
每天一早同學們踏入教室，總是發現教室整潔乾淨，她只是擦了擦頭頂豆大的汗珠，眼裏
閃著欣喜。在同學們沒有看到的時刻，她背著書包早早的來到教室，將教室打掃得乾乾淨
淨，放學了，同學們爭先恐後衝出教室，只剩她一人默默拿起掃帚開始打掃。在下課時分，
同學們都在嬉戲打鬧時，她默不作聲地撿起角落裏的小紙片。毋庸置疑的說，是靠她一己
之力維護我們班的整潔。
令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更高一層的是另一件事。那是運動會當天，驍勇的運動員在場
上磨拳擦掌，她在場下揮汗成雨，霎時，突發事件出現了，一位同學摔倒受傷，她看見後，
二話不說衝過去，背起傷員立馬跑向醫務室，耐心地陪著傷員，安慰傷員，絲毫不顧腦門
密集的汗珠一大顆一大顆地掉落，眼裏的焦急可見一斑。
「能不能教我這題怎麼寫啊？」
「當然可以了，先這樣……」瞧！我的熱心腸同學又
去服務人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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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中三〉
3A 周鈺煒
一寸光陰一寸金，時間飛速流逝著。轉眼間，一年過去了。我不再是中一，不再是中
二，也不再是中三了。過了這最後一天，我就要跟我熟悉的課室離別，跟教導我的老師告
別，跟親密無間的同學們分散在不同班級。我心中甚是難過，十分不捨。可又能怎樣呢？
我望向窗外，天空一如既往透著淡淡的藍色，白雲一如既往慢慢悠悠的漂浮著，樹木
花草也仍舊一如既往地隨微風搖拽著。就如同中一開學，我剛踏入這間學校的第一天，一
模一樣。課室中大笑的聲音不斷，像極了當年吵吵鬧鬧的我們，更像一群小蜜蜂因捨不得
分離想抓住最後一天與友人相處，太多話向互相傾訴才令課室變得吵雜。
中三的最後一天，中一開學的一天。新入學的我對學校一無所知，加入了許多社團活
動，每日忙上忙下的，同學之間還比較冷淡。當時的我因為怕生，慢熱與他人聊不到一起
而自卑，自我排擠。而今天，是中一至中三裏，我融入中三甲班這個家庭的最後一天，因
為下次回來後就是中四了，要分班了。我想到這，心中不由得一陣難受。我還想與我的班
主任、老師和同學再相處一陣子。
就像中二那一年，同學之間關係逐漸親密，大家打成一片，互相打趣。有一次團體合
作，要中二級三個班分成三組進行活動，第一個遊戲中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挑戰，比
其他班早了十多分鐘。其實過程中我們失敗了很多次，不斷重新開始，堅持不懈地爭取最
好的一次成績，我們成功了！用最快的時間完成了挑戰，記錄也是最快的，其他班望著我
們只能羨慕嫉妒。基本上，所有中一至中三的團體合作活動都是我們班獨占鰲頭，凝聚力
十分強大，這也是仰仗著我們的班主任。
我們的班主任十分照顧我們。有句話說得好：
「嚴師出高徒」
，她在中文課上對教導我
們的課程十分嚴謹，有問必答。如同我們一次說話考試的題目一樣，
「一個班級的團結是
怎樣形成的？班主任起了甚麼作用？」一個班級一開始是一盤散沙，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各有各的特點。而班主任則是讓這盤散沙變成一個城堡必不可少的凝聚力。有些班主任帶
的班三年了還是一盤沙，握都握不住；有些班主任帶的班可以建個小沙池，但易碎；但有
些班主任帶的班可以建一個城堡，堅固無比，水浪拍打後還能絲毫不損。一個好的班主任
總能帶出無數個好的班級。中三的最後一天，我最捨不得的便是我的班主任，真的很想跟
您在中四後仍舊聯絡著，謝謝關照，您辛苦了。
中三結束並不意味著中學結束。中三結束代表著中四的開始，可能將來忐忑無限，困
難重重，可能將來某些事上一帆風順，無風無浪，也可能將來會大起大落。可這有甚麼好
害怕的？沒有，無風也無浪的生活不會有意思。困難只會令我更上一層樓，
「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這句話說得對。沒有失敗又哪會有成功？畢竟「失敗乃成功之母」
。
中三的最後一天，我要向這間課室告別，向老師們告別，向同學告別，也向窗外的景
色告別。但不要誤會，告別並不代表不會相見。來年中四，我會向新課室道早安，向老師
們說早安，向新同學打招呼，也會向窗外的景色說：
「你好啊，我的新朋友！」
中三最後一天，告別一切。新朋友們，我們來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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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明天——寫在中三的最後一天〉
3A 李芷彤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我想。窗外的夕陽照得課室金黃一片，大家都在收拾書包，每個
人的微笑中卻透著一絲憂鬱，有不捨，有悲傷，有難過，有惆悵。
等到下星期，等待我們的將不是往常的課程，而是氣氛嚴肅的考場。回想起曾經的點
點滴滴，一時間，我恍若隔世。
中一的時候好像一場大夢，初來乍到的我顯得怕生又膽怯，語言不通，又羞於與人溝
通，只好縮在教室的一角。是我的同組同學接納了我，他們笑著與我講話，為我翻譯，就
像在荒漠中的清泉，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再後來，我認識了一幫交心的朋友：阿菲、梅
杏、丁丁。我們在一起歡笑勝過憂愁，漸漸地使我更加開朗。
若說最讓我感激的人，便是老師了。在學校裏，老師這個詞，一改在我心目中的嚴厲
刻板，變得和藹可親起來，他們會不厭其煩地為我解題，一次又一次地幫助我適應校園生
活。我的班主任是一個溫柔又可敬的人，她就像我人生路上的一盞燈，為我照亮了黑暗的
迷途。她常常開導我、教誨我，教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在我難過時安慰我，在我失意
時鼓勵我，我的成就大多都源於她的教誨，而她眼角的皺紋也越來越深。
在我中學這三年，發生了數不勝數的故事。我曾與人吵架，也曾動手傷害別人，我笑
過，我哭過，我也有不甘，也曾為自己自豪。我經歷了無數的酸甜苦辣，卻也正是這樣的
經歷，塑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我。在哭泣中成長，在歡笑中做得更好，人的一生就是在不
斷探索、長大。
這一晃，已經三年過去了，落寞和恍惚佔據了我的心。時間總是在彈指間悄悄溜走，
曾經人滿為患的課室也終將坐上下一批人。升班後，我可能再也見不到某些同學，也許他
們曾與我有化不開的矛盾，也許我們曾有無數次衝突，可如今再談起，大家也都只是一笑
而過，曾經的悲傷憤怒，卻都成了一份份珍貴的回憶。
等升班後，我的班主任將不再任教我們班，可我仍會將她的教誨記在心中，將她溫柔
的模樣記在心裏，我不會讓她失望，我會在新的班級中學習新的知識，會將她寄託在我身
上的希望變為現實。
想到這裏，我更加堅定了，我和好友走出教室，看著大家曾經一起聽課的地方。我明
白，離別是為了更好的開始，我不但要懷抱期待，更要努力地對待考試。只要盡心盡力地
考出成績，才能不辜負所有人對我的期望。
中學三年級的最後一天，是最後，也不是最後，人生就是一場旅途，只有下了這班車
坐上另一班車，最後才會到達我們想要的地方，心懷過去，期待明天，才能擁抱新一個我！
夕陽仍舊快要下山，鳥兒正急急忙忙歸巢，此時的光景雖殘破悲涼，我卻明白，明天
的太陽仍會高高升起，萬物也會依舊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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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的最後一天〉
3B 李国韜
轉眼間就到了最後一天，這天學校的禮堂是多麼的華麗，多麼的隆重，多麼的盛大。。
這一切的精心佈局都是為了給我們中三級同學們的一個驚喜，為了讓我們能記住這是中學
階段的最後一個結業禮。
當我們的名字被叫到時，一個個走上了禮堂台前，接受着由校長遞給我們的獎狀，從
那一刻起我們畢業了，從中學畢業了！
但是這也代表着人要散了。雖說好聚好散，可在這一天誰又能忍著心不留下任何一滴
眼淚呢？答案是沒有，台下同學們熱烈的掌聲，台上老師們激動的擁抱，怎麼可能不留下
真情的眼淚？
回想起剛來這個班時，全都是陌生的人，全班風平浪靜，個個都自己顧自己。誰又能
想到如今的我們，相互擁抱有說有笑，站在台上拍畢業照彷彿全世界都在關注著我們。
曾經那些幼稚可笑的行為，如今已成為了中學時期的回憶。我們此刻長大了，不能像
曾經一樣幼稚了；我們要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了。
一張未寫完的工作紙；一部未看完的資料影片；一段沒聽完的音樂。這些已成為了歷
史，它們見證著我們一步步的走來，迎難而上，不怕風吹雨打也不怕電閃雷鳴，我們在一
個教室中接受著各種的文化、知識等的信物。這些信物教會了我們生存的道理，同時也讓
我們了解到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當初我認為這班上的人都是冷血無情，但經過時間的洗
禮，讓這個班重獲新生，煥然一新的班級瞬間熱鬧了起來。
我也在這個班中找到了我最正確的看法，他們並非冷血無情，只是他們還沒生根發
芽，經過時間的沐浴讓他們破土而出。
在一次次的活動中，我們遇到了不少的困難，例如：師生同樂日，我們第一次弄食物，
手忙腳亂，既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人手去處理每一個收票、給食物等的程序，
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的腳步，我們一班人團結一心發揮自己的長處，經一段時間的磨合，
再難的事情也會消失不見。
中學三年級的最後一天，這天我們拿完獎狀，流完眼淚，拍完照，說完心事便各自退
場離去。當我回過神時，時間已是下午二時了，禮堂早已空無一人了，原來我一直回想著
早上那盛大的景象。
走到台上，彷彿又看到拍大合照的那一幕。這刻我大聲喊：
「中學三年級的最後一天，
結束了！」說完，我便離開了禮堂，只遺下一張中學三年級的大合照在禮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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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襲港有感〉
3B 馮偉州
隨著「山竹」的侵襲，颱風又將在香港捲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而樹木的倒塌，海水
的氾濫，卻不能阻擋著港人團結一致頑強的阻擋。
颱風未來臨前，最靠近海邊的杏花邨早已作足了準備，市民一個接一個將沙包疊在岸
邊，以防海水氾濫。那時微風徐來，但卻是刺骨的，這彷彿是「山竹」的號角。而我也沒
有一絲絲的恐懼，與市民眾志成城地與颱風對抗。而我也有信心用團結去擊敗這一顆「山
竹」
。
颱風如同巨獸般將腳踏入香港，每當我打開了窗。雨水如針一般刺入我的皮膚，而風
也無情地拍打著我的臉龐。杏花邨的浪花被颱風推了上來，逐漸漫延上岸，更越過沙包流
往房屋。但這一切，並沒有擊退港人的信心，警車聲長鳴，消防員也為此出一分力。他們
不畏颱風，更迎難而上地去保衛市民，對杏花邨作出挽救，令我們更加安全。警民合作，
也令我們更容易擊敗這一隻「巨獸」
。
「山竹」，終究還是離開了。颱風的離開，令香港變得凌亂，樹木的倒塌，海水的氾
濫令市民出行變得困難，並且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通過我們的互幫互助，香港又變得美
好起來。環衛工人在街道上清理雜物，令交通與出行變得更為暢順。市民在樓道幫忙清理
積水，令香港更為乾淨。雖然還是有損失，但我們的團結還原了這一切，我們擊敗了颱風。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
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更能表達出我
們現今情況。近幾年的風雨同舟，無論
是「沙士」或是「金融風暴」
，一次次
的困境都是我們萬眾一心所共同面對
的。所以這一次「山竹」襲港不僅僅是
一次災害，反而是一種經驗。在與大自
然的對抗中，更能明白到團結的重要
性。市民，消防員，環衛工人都值得我
們讚賞與敬佩，為這一次颱風出最大分
力，為香港作出最有力的保護。
港人的同心協力，令香港安全渡
過，更希望在以後的困境中能與本次颱
風一樣，共同面對，令香港變得更繁榮
與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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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不起〉
3C 梁敏怡
溫度迅速下降，天氣變得陰沉沉，上天也好像在控告我的不感恩。我站在門口，卻停
在那裏不敢進去，回想起老師的話：
「父母的愛一直都在，只是你不懂得感恩。」那我怎
麼感受不到父母對我的愛呢？
「穿」出的對不起
我沉思著，小心翼翼地推開家門。看到沒一個人在客廳，於是抬手準備自己拿雙拖鞋，
但母親突然衝了出來，氣都有些不穩，便給我拿了一雙拖鞋，放到我腳前。還抱怨了一句：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我看看因為衝過來而汗流浹背的母親，光着腳還給我拿鞋，彷彿
醒悟了，從鞋箱裏挑出一雙母親最愛的拖鞋，輕輕放到她面前，給她穿好。母親紅了眼眶
就像小時候我吹她被水熱紅了的手指一樣。
「泡」出的對不起
深夜時分，書房裏還響著叮噹叮噹的鍵盤敲擊
聲，我開門查看就看到一盞小小的檯燈下，父親因為
年長、奔波勞累而長出的白髮，還有那受歌風霜不再
挺拔的背影，我放慢腳步走向廚房，還一邊思考怎樣
幫助父親。啊，對了！茶葉可以醒神，燒開了水，沖
了一杯茶水放在父親的桌前。父親抬頭看到我有些吃
驚，並一直口中小心說着自己動靜太大，打擾到女兒
休息，表情十分苦惱和後悔。我好像又明白了甚麼，
對着父親說：
「您辛苦了。」父親驚訝地張了張嘴，像
是想說些甚麼，但最終甚麼也沒說，只對我露出了微
笑。
「說」出的對不起
天明了，睜眼就看見父母坐在我的床邊。看到我醒來高興地拿着我的手，對我說了聲
對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父母對我的愛，原來那些我從沒說出來，但一直在我身邊的點
點滴滴上。
「父母，對不起。」我站起來向他們說。是啊！一直是我不懂得體會父母對我的愛，
是我不懂得感恩父母。
父母，我真的對不起你們。你們一直無私地奉獻我卻未能好好的珍惜。雖然，你們從
沒口頭講過但行為已經深深體現。以後，也讓我表達出我的愛吧！從小事上，從點點滴滴
中表達出來。真的對不起，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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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句話〉
4A 周雅弦
這一句話，我會記上一輩子。在我生活的這十幾年來，我已經聽上了不計其數、成千
上萬的話語了。但一直在我記憶中徘徊，烙印在心中的那句話，我卻無法忘記。
這句話對我影響的範圍以達至我整個人生，足以使我受益一生。僅是八個字組成的一
句：
「努力時的你真優秀」
。在我聽到這句話以前，我是一個將偷懶作為家常便飯的人，例
如寫作業是總想着如何縮短詞句快點完成功課，就連測驗我連題目都不想去瞄一眼，遇到
選擇題就會亂選一通，順理成章，年級排名的後幾名總是歸我所有。即使這樣，我也絲毫
不會緊張，因為我已為自己下了「讀不好書、我不是一個適合讀書的人」的標誌，當時的
我就是這樣篤定自己的，這樣迷惘和找不到方向的日子，我過了好一段時間，甚至已經否
定了自己的後半人生，認為自己「就只能這樣了」
。直到這句話出現在我腦海裏，原本無
所事事的我，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扭轉。
當時的中文課上，老師要求我們寫作文，正好遇到一個我十分感興趣的作文題，於是
我就將精力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寫作上，通過我的努力和專心，居然拿到了意料之外的高
分，我的老師在作文背後的評語處寫了很長的一欄評語，最令我醒目的就是那句「努力時
的你真優秀」，沒想到那樣的我居然可以與優秀這個字眼相提並論，頓時我就醒悟了，我
的確可以優秀，只是取決於我是否肯努力。從那之後我便找到了我的學習目標，我不再是
一個整天無所事事的人，原來我也可以做一個努力的、優秀的人。
對於每個人而言，鼓勵很重要，讚美也十分重要，希望每個人都願意去發現身邊那些
一直生存於灰色地帶的人，試着走進他們的內心，送上一句鼓勵他們、讚揚他們的話吧！
請覺得自己人生迷惘並且找不到方向的人們試着去尋找自己的發光點，每個人都有與眾不
同的可愛，一定不要放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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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次重大抉擇〉
4B 黃子慧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從懂事開始，我便曉得這個道理。在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
就意味著你不得不放棄某樣事物。任何選擇的背後，都存在著代價，無一例外。既然無論
如何都得失去，那當然要付出最小，獲得最大的回報。這根深柢固的想法，成了我作抉擇
的方針。還記得當時面對那一次重大的抉擇，我最終所選的教人大跌眼鏡，大家紛紛為我
感到不捨及可惜。然而時至今日，若有機會重來，我還是會再一次，踏上這路途……
我之所以會在香港讀書，純屬一個意外的巧合。記得當時，我與家人一同前去換領十
二歲的身份證，也正因為這一事，令我徹底改變了生活。我與家人換領完身份證走出來的
時候，突然有個不認識的人過來說：
「請問你們是在找學校嗎？我是某所中學的老師，有
沒有興趣和我們去看一看？很近啊！」而當時我和哥哥正好是小學升中學的年紀，所以父
母也就較為乾脆地答應了。
來到這間學校，我們首先是對學校環境印象不錯，而這也在父母腦海中留下了一個資
訊：第一印象好。相繼參觀下去，他們愈發愈想我們在這裏就讀。我和哥哥雖不是十分抵
觸，但多多少少也會有些抗拒，來自一個心靈上的不情願……但最終還是在此就讀了。在
香港辦理就讀手續，在深圳辦理退學手續，期間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我們已經退學了，移
民了。踏上巴士從深圳返回香港，帶上在深圳住了十一年的家具，在返回的路途上，望向
窗外，心裏百味雜陳。
九月一號，開學日，我帶著難以述說的心情來到了學校。對此，我是感到懼怕及恐懼
的，因為我從來未試過在香港長時間居住，並且還有使用廣東話，陌生的環境、陌生的語
言、陌生的感覺。試想一下，就因一次意外的巧合，陰差陽錯地就到了這所學校就讀，是
多麼的草率和莫名其妙。離開舊居，移民至此，開始全新的生活，適應新的環境、生活習
慣、生活節奏。香港普遍生活節奏較快，多數屬夜貓形式，就因如此多突如其來的轉變，
令原來可以在十點早早進入夢鄉的我，直至凌晨四點也遲遲無法入睡。更過份的是，原來
在深圳交集很好的朋友卻連一句問候也沒有，若不是我先發信息給她，她大概也不會過問
些甚麼，這也是令我有苦說不出。
那次的抉擇也讓我更加的了解自己，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甚麼。也讓我了解到甚麼是惺
惺作態。我了解到自己是有多麼不堪一擊，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確實如此，但，人是從逆境
中成長的，當時年少無知所做的也不再會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現在清楚了解到自己真正
需要的是甚麼，不需要的是甚麼，正正因為這次的經歷，令我更加的清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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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過後，我卻感到失落〉
4C 柯思源
熱鬧過後，我卻感到失落。
又到了一年特殊的日子，我長大一歲。在這個隆重的日子，我決定要留個難忘的回憶。
朋友將蛋糕抹在了臉上，唱着生日歌，空氣中充滿熱鬧的氣息。
下午四點，我與夥伴佈置着房間，另有一批人去採購，準備今晚的派對。慶祝我的生
日，我們互相配合，事情進展得很順利，果然應了那句「眾人拾柴火焰高」的話。合作是
可以事半功倍的，很快場地做佈置好了，馬上每個人就按部就班，分成遊戲組、唱歌組
⋯⋯好不熱鬧。

整個家就像是辦公室一般，我是老總，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我就是主角，每個人都對
我輪番讚賞，將我捧上了天。
最好玩的一幕可能就數真心話大冒險這個環節了，作為派對最勁爆的節目當然讓人記
憶猶新了，真心話的說出珍藏多年的秘密，大冒險的人做了之後失魂落魄的表情更是讓在
場的人捧腹大笑。在眾人的陪伴下，時間飛逝，但有很充實。
瘋完之後，已是半夜，大家離席而去，牆上的彩燈依然閃爍，偌大的房間依然光亮，
但只剩我一人，有一種莫名的孤獨感湧現出來，我感到失落。

作為「獨生子」的我很羨慕那些有兄弟姊妹的人，雖然不缺少爭吵但仍然充滿樂趣。
「隔壁家的允行又和他弟弟搶東西了！」這是在兒時聽父母說過最多的話。我妒忌他們，
他們搶完之後又可以在一起玩。而我在回家之後只能對着電視機，它只會自顧自地說話，
有規則地跳動，不理我的說話。
我的生活從不缺少物質，想要的東西應有盡有，它們滿足了我的需求，令我感到一時
的快樂，但新鮮感一過，它們也將是平淡，取而代之的是新潮玩意。
在這空蕩的房間裏，燈光依然鮮艷，只是覺得少了點東西，是少了可以繼續說話的人，
原來我一直很孤獨，而且會一直這樣下去嗎？我感到受挫，很失落。
人生需要有夥伴相伴，就像之前的佈置場地那樣事半功倍，我需要有夥伴為我排憂解
難，分享我的秘密。
到了第二日，朋友的一個來電便將我約了出去，我們討論着昨天的事，我不感到孤單
和失落了，因為朋友之間也應保持距離，
「距離產生美」
，沒有必要因為一時的獨處而感到
失落。
這是一個難忘的生日，原來我的朋友一直在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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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笑容〉
5A 黃國旭
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笑容每一個人都有，笑容也有分真與假，笑容也是每個人
最重要的。
笑容可以令人變得漂亮些，因此很多人會在照相的時候，露出一絲笑容，目的是希望
可以照得漂亮一些，給別人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但我認為這些笑容是虛偽的，不是真正
的笑容。真正的笑容是由內心散發出來的笑容，是多麼自然，是多麼真實，是多麼的美麗。
其實有時候真正的笑容也是一種禮貌，例如在看見老師、朋友和長輩等，對著他們露出笑
容是出於禮貌。笑容是可以真正地表達自己的心情和感受。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媽媽在工作後回到家，之後就馬上煮飯、做菜給我吃，小時候
的我還不懂得煮飯、做菜，所以媽媽下班後還要趕回家煮飯給我吃。那時候媽媽並沒有抱
怨很辛苦之類，畢竟我還小，辛苦一點也是正常。在吃飯的時候，我看了一下媽媽的臉，
露出了一個笑容，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那時我覺得媽媽像天使一樣美麗，美得令我
也跟著她露出了笑容。這是我吃得最開心和滿足的一頓飯，在這一頓飯，我見到了最美麗
的笑容。
不過，這個最美麗的笑容也令我有所疑惑，究竟媽媽是因為看到我沒有餓著所以露出
了笑容，還是因為媽媽在辛苦過後可以吃飽而露出了一個先苦後甜的笑容呢？我也沒有問
她，因為當時的我被這個最美麗的笑容吸引著。媽媽的一個笑容，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
她的笑容是由心而發的，並不是表面的笑容，因心裏的滿足感而露出的笑容，我在這個世
界上再也找不到這麼美麗的笑容。
媽媽的一個笑容，令我體會到笑容的重要，如果人類沒有了笑容，整個世界都會變得
十分沉寂，每個人都板著臉生活，十分沒有意義。媽媽的笑容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她
的笑容十分自然、真實和有感受的，她的笑容十分美麗，令我一生難忘。畢竟我和她是母
子，表達出來的笑容是最真實、最自然的。媽媽的笑容，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沒有其
他的笑容可以比媽媽的笑容更為美麗。
美麗的笑容在於笑得有多自然，媽媽的笑容是我在這個世界上見過最美麗的笑容，無
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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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笑容〉
5B 李嘉怡
「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她的笑容就像花朵一樣艷麗吸引。
這個「她」是我的媽媽，還記起小時候我最愛看她笑，因為小時候我喜歡哭，無論做
甚麼都好，都要先哭一輪，就如天上的雷公公一樣，嘩嘩大叫，這時候媽媽便會來哄我一
頓，她哄我的時候總愛笑，她的笑可以令我停下哭聲，就像陽光般溫暖了我的心房，從此
以後我便更加變本加厲了，變得更加依賴她的微笑及對我的好，因為那是我見過最美麗的
笑容。
到我開始慢慢地長大踏入青春期，我便開始沒有看見過媽媽的微笑了，相信每個人都
會在青春期時反叛，那時候我真的感覺自己壞透了，我開始與媽媽吵架、鬥嘴。甚至各種
挑戰她底線的東西都做過，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甚麼，但是我是有意識的，我開始離家出走
一段很長的時間，當我重新回到這個家的時候，我已發現媽媽已老去，她滿頭的皺紋、滿
頭的白髮、滿頭的雀斑，竟長得如此快，我震驚並內疚著，從臉上滴在地上的淚水竟如此
清脆，滴答滴答，媽媽卻突然擁抱了我，看著我說了句：
「你回來了嗎？」
，並依舊用那個
溫暖、那個慈祥、那個艷麗的笑容看著我，我的心瞬間便被融化了，你明白那時候的情境
嗎？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
當我懂事的時候，媽媽已經在醫院了，看見
她躺在病房，下身已經不能動的樣子，令我措手
不及，心酸悲傷的心情亦開始竄在臉上，媽媽更
叫我別浪費時間，直接了結她的生命，我雖拒絕，
但看著她半身不遂的身軀，我更難受。媽媽最後
心跳的一瞬間，她用最後的力氣擺出了我從小看
到大像花朵溫暖的笑容，感激妳到最後都要笑
著，是否您知道我喜歡您笑著？媽媽，我永遠都
會記得你，記得我們曾經相處的美好片段，記得
我這輩子見過最美麗的笑容，記得你對我的養育
之恩。
也許，我們一生中看見過許多各式各樣的笑容，我認為媽媽的笑容便是我看見過最美
麗的笑容，那你呢？你看見過最美麗的笑容哪一位的？是親人？是朋友？還是對你人生無
關痛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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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笑容〉
5C 潘偉森
「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有人看著電視裏的明星說道。這句話勾起我對某個人
的回憶，他不是甚麼明星，但他那印在我心裏的笑容，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
小時候我住在市場裏，那種有許多店鋪售賣日用品和蔬菜魚肉的市場，店主大多住在
店鋪的二樓方便做生意。不記得是甚麼時候，市場裏來了一位新的蔬菜小販，他那時大概
四十多歲，有些駝背，臉上和手上有大塊的燒傷痕跡，右臉處還長了一個頗大了瘤。他每
天很早就開始擺攤，但或許是他樣子的原因，生意並不好。有人說：
「他為人不錯，做生
意公道。」但大多數人都不願與他來往，甚至說：
「他笑起來的樣子真難看！」
我對那小販的接觸僅僅是遠遠地見過幾次，那時我覺得他面容可怖，斷定他不是好人。
有一天中午，我正坐在店門前的椅子思考著甚麼，突然，一道像刀刃劃過金屬的尖銳
喊聲劃破了我的思緒。
「救命啊！搶劫啦！」
只見一名男子手裏拿著個女裝手提包在我面前飛快跑過，不遠處有位女士正一邊追一
邊呼喊。年幼的我意識到發生搶劫了，我想幫忙卻有心無力。環顧四周，我發現似乎沒人
有要去幫忙的意思，這是怎麼了？
「啊！」另一道明顯是男子的叫聲傳了過來，我扭頭望去，只見新來的蔬菜小販將他
的菜籃筐推到路中央，搶劫犯一個不小心就被絆倒了，然後他突然撲向搶劫犯。我想叫住
他，因為如果搶劫犯帶著刀，他就危險了。可是來不及了，他已然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
所幸後來警察及時趕到，警察大力表揚了他這種行為，而他只是摸著腦袋呵呵地傻
笑。這一次我雖然站得遠，但卻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地見到他的笑容。他的臉還是老樣子，
大面積的燒傷和右臉處的瘤被彎起的嘴角牽動著，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笑容背後包
含著他那見義勇為的心，即使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歧視，他也懷著善意對待其他人，在別人
有需要時伸出援手。包含著這些的笑容難道不是最美麗嗎？
他有著最美麗的笑容，我卻覺得他面容可怖而斷定他不是好人，我內心感到無比地愧
疚。他有著比許多人都善良的心，他奮不顧身地幫助素不相識的人，比部分冷眼旁觀的人
好太多了。我卻單憑他的外貌斷定他的人格，我理應感到愧疚。
模樣「醜陋」的人也可以有最美麗的笑容，我在那天明白了這個道理。可是社會上仍
有許多人沒意識到，
「以貌取人」並不可取。如果人人都能關注心靈而不單靠樣貌，那社
會上歧視的情況應該會少很多吧！
「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笑容！」我對著回憶裏的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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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的得着〉
5B 呂嘉慧
在這場繁榮的大都市中，心也變得浮躁不安，
「單獨」在這與責任形影不離的人們之
中，更顯得彌足珍貴。
「單獨」是發現任何事件的第一個條件。我未曾想過於平淡又重覆的日子裏能發掘不
一樣的美。記得幾年前的一個今天，寒風像有了意識似的從我的領口、袖口中溜入，刺骨
般的冷使我在車上原本昏昏欲睡的狀態之下變得格外清醒。窗外掠過的行人結伴成雙，有
說有笑地並肩走過，而後掠過的是一束束路邊街燈上耀眼奪目的燈光，終於行駛到公路上
了，眼前的景色變成了一簇簇的野花、高聳的山林。片刻，小巴在加速狀態下突然停下了，
車上的乘客都不滿地抱怨著，我望向窗外，透過昏暗的路燈，我見到了幾個警察圍繞著一
隻倒在路邊氣息微弱的狗。沒過多久，擠塞的路況便疏通好了，而我一直在注意那邊的情
況，在小巴駛在的那一刻，我只看見其中一個警察脫下了外套，輕柔地蓋在狗的身上，並
抱回車裏。每每回想至此，這個人的舉動不禁令我動容，這是我第一次在都市中單獨看見
的一份美好善意。
要發現自己的真，也得給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在日常生活中整天與不同的人打交道
的過程中，往往會偽裝自己的本性。我最愛的便是平日裏的忙裏偷閒和週末獨處的美好時
光。像是週末去圖書館自習室中看基本喜愛的小說，在角落裏做著自己從未一個人思考過
的題目，對我而言都是難得發現自己真正喜好，真正實力的一個得著。與自己獨處時也不
用迎合他人的觀點，給自己一個單獨機會思考大大小小的事，從中想通，開懷與諒解，也
算是為成長之路獨自邁向了一大步。在這容易令人迷失方向的都市裏，浮浮沉沉的靈魂也
在名為「單獨」的地方得以安放。
每個人只能陪伴自己走一段路，朋友亦是。你要發現你朋友的「真」
，也要有與他單
獨的機會。生活中朋友的「好」和所作所為，像是理所當然的。當這份「好」單獨拎出來
說，卻又變得更加珍貴。任何事都是從細節做起，像是我曾向朋友隨口一說不起眼的事，
他也會尊重我的意見而保持緘默。或是在遇到困難時，朋友與我共同解決的問題，更能讓
自己分辨出朋友的「真」
。同舟共濟，危難中見真，
「單獨」不僅能提升個人的品德與文化
修養，更能幫助以及分清身邊的真假朋友。
「單獨」的得著不知是真正的靈魂找到歸宿，也包涵了成長的喜與悲。一次次的「單
獨」中所得經驗，更顯得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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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點滴
〈記一次生病的經過和感受〉
1A 歐陽翹暉
相信大家都知道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生病，雖然我年紀輕輕，不過已經有一次生病
入院的經驗。
屈指一算，距離那次生病已有兩年多，那時應該是四年級。
我記得那是星期六，溫習過後，我打算玩一會電腦就睡覺，在我玩電腦期間，媽媽有
叫我穿多些衣服，不過我怕熱，沒有理會她。當時我玩得很晚，大概是深夜二時，然後我
便去睡覺了，誰知才睡了不到半小時，我的哮喘發作了，我立刻找我的哮喘藥，吸了幾口
後，哮喘也沒有好轉。此時，媽媽見我很辛苦，決定立刻
帶我到急症室，醫生看了我的哮喘後，立刻要我留院。此
時，我感覺很無奈，又辛苦，心裏想：
「怎麼辦，還有兩星
期就要考試了。」當時的我幾乎不能呼吸，沒有氣，很辛
苦。醫生再說我的哮喘太嚴重，如果再晚一些送院，就要
送到深切治療部了。入到病房後，已是深夜四時，但因為
我住的是兒童病房，有很多寶寶在哭鬧，我被吵得不能入
睡，又辛苦，心裏想；
「到底甚麼時候才可以離開？」
。
第二天早上醒來後，仍然很辛苦，由於氣道太近食道，
所以暫時不能吃任何東西和喝水，肚子餓死了，望向窗外
的風景，聽到很多鳥兒吱吱地叫著，又聽到寶寶的哭聲，
我開始後悔了，為甚麼媽媽叫我多穿衣服時，我不聽她的
話呢？此時，奶奶和姐姐來探望我，差不多全家人都來探
望過我，此時我感受到家人的愛。到了第三、四天，我的
病情終於好轉了，醫生亦批准我可以吃東西，因為這樣，
我便打電話給奶奶求她煮些家常便飯給我吃，這讓多天沒有吃飯的我非常開心！第五天的
早上，醫生檢查過後，決定讓我出院了。那時，我高興得像中了六合彩一樣。
最後，我對於這次生病表示很內疚，平時媽媽的一句話可能很重要，只是一句「你要
多穿衣服啊！」因為我沒有理會她就病得入醫院了，同時我亦感受到家人的愛，平時我很
少與家人溝通，但當我一病了，她們卻全部過來探望我。經過這次後，我外出也會帶外套，
即使是夏季，都有可能被商場或其他地方的空調吹得著涼，經過這次，我學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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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農曆新年〉
1A 周琬靜
「嘭嘭嘭嘭！」的煙花聲，就像煙花姐姐提醒我說：
「新年來了，你在這年有甚麼目
標呢？今年是豬年，你可別像豬一樣睡大懶覺。」
「叮咚，叮咚！」門鈴響起了，一打開門，竟然是我最意想不到由外國遠來的姑母來
我家拜年呢！家中全部佈滿可愛的小豬公仔，桌上放著新年不可缺少的糕點和糖果盒。
那一天，我們一家帶著姑母逛街、吃小食、看電影……到了晚上，我們邊聊天邊吃晚
餐，姑母說：
「你們一家就像我的人肉地圖，幸虧有你們呢！」姑母就像一個開心果一樣，
令到平常不太常笑的爸爸也雀躍萬分呢！
冬至是中國人最重視的一個節日，那天，我們可以吃到外婆與奶奶親手做久違的盤
菜，想著就已經令人垂涎三尺，烹調的過程據說十分繁複呢！終於到了盼望已久的晚餐時
間，菜式還沒取出來就已經聞到香噴噴的香氣了，我能感受到她們的心意，亦感恩她們為
我們煮這個盆菜。外婆與奶奶好比一個大廚煮出美味。
我們一家還到了澳門住了三日兩夜，我在那裏偷偷地買了兩份禮物給父母。一邊逛著
媽閣廟，一邊留意著澳門獨特的文化。到了晚上，一想到我們能觀賞花車巡遊，我便笑逐
顏開了。到了花車場地，我看到表演人員的厲害，有的表演跳舞，有的表演特技，還有的
表演扮卡通人物。現場人山人海，擠得我快沒空氣呼吸了！
最後，回到香港，我便把禮物送給父母。雖然不是甚麼名貴禮物，但也包含著我那溫
暖的心意。這個新年，令我感受到人間有情，人間世上的溫暖、幸福。新年就像一個老師，
教會我人間幸福、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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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農曆新年〉
1B 楊思淇
坐上回家鄉的高鐵，一路上過了無數座高樓、無數片天地、再到無數隻牛羊。我心裏
想著家鄉現在的景象，傍晚灰濛濛的天空上映著幾顆閃亮的星星，各家各戶門前亮著紅亮
的燈籠，男人們圍在桌子旁閒談家事；女人們在廚房裏忙東忙西，準備團年飯；小孩們在
院子裏嬉鬧玩耍，放煙花、耍響炮。轉眼間，就到達了目的地——爺爺奶奶家。
剛進門，就聽見熟悉的聲音，大家圍在桌旁，臉上紅光滿面、精神飽滿，
「阿紅，你
們回來啦！」好久沒見的大伯熱情地向我們打照面，聞言，親人們都對我們招呼起來。
「開
飯啦！坐下吃飯啦！」二姨姨用她公雞似的
響亮嗓門作開飯鈴。哇！一桌子香噴噴的菜
引人口水直流，小表弟睜大眼睛，一把撲向
目標——燒雞翅。開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們
也被勾起了胃口，開始吃了團年飯。
飯後，堂妹跑來，眨著圓圓的眼睛一臉
興奮地邀請我去放煙花。這種有趣的事我當
然要參與啦！只見他們捧來一大紥煙花，這
下可好玩了。表哥拿出一個「小向陽」放在
地上，點燃引線後，迅速地跑回來。
「砰——」
絢爛的煙花猶如花朵一般在天空綻放了，放
眼望去，天空被煙花佔據了，五彩繽紛的，
像春天的花一樣艷麗，像天邊彩霞一樣耀
眼，也像天邊的彩虹一樣光彩奪目。我們一
邊看，一邊喝彩，小表弟更是愣住，呆呆地看著煙花呢！
終於，大家都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互相道別，不過第二天清早我們又去了二爺爺家
拜年。見到二爺爺，我們都掛上笑容，嘴裏說著：
「大吉大利」
、
「身體健康」
、
「萬事如意」、
「財源廣進」之類的祝福語。二爺爺臉上的皺紋在受到祝福後，好想也淡了不少，面帶笑
容，和藹地派紅包給我們。過年的喜慶氣氛彷彿又濃了些。
開心的新年就這麼過去了，期待下次會有更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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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與朋友相聚的經過和感受〉
1B 肖嘉怡
朋友如夏日的樹蔭，為我們帶來絲絲涼爽；朋友如沙漠的甘泉，為我們帶來入口清涼，
朋友如避風港，為我們帶來避風之所。
記得那次是來到香港四個多月，因逢假期，我便想回老家探望老友。坐上回家的列車，
看著車窗外的風景，思緒也飛到了天外。我想：時隔四個月，她怎麼樣了呢？記得她以前
就是個難以捉摸的人。她喜靜，喜歡看書，可以說是嗜書如命，拿到書就愛不釋手；她喜
鬧，一下課便能看到她那歡呼雀躍的身影，就連八百米體育考試也不在話下。一路上這樣
想著，總算是到了家，洗漱完便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她便打電話約我到我家樓下
的奶茶店敘舊。當我到達時，發現她還沒來到，
我便在座位坐著等她，等她之時，我的內心又變
得百感交集，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似的。過了會
兒，她來了。她用活潑的聲音打破了這個僵局，
她說：「肖，那麼久沒見了，我好想你啊！」我
微微一笑道：「我也好想你噢！」說完，我們倆
會心地笑出了聲。我們隨便吃了點東西，之後她
就帶我遊玩了我的老家——興寧。她先帶我回了
我的母校。回到母校，一切都是那麼熟悉。熟悉
的教室，熟悉的教學樓，熟悉的朋友們，只是少
了當初那熟悉的感覺。之後，我們又去了神光山，一路上，我們都有說有笑，談著對方最
近發生的事。我們會為了對方做的傻事哈哈大笑，又為對方受了委屈而憤憤不平。到了神
光山，空氣依舊是那麼清新。我們在南山湖閒遊，湖周圍有探出頭來的荷葉，湖中央有一
條條五顏六色的小魚，湖對岸有屹立風雨中栩栩如生的石雕。
落日的餘暉染紅了天邊的雲霞，我和老友告了別，便各自回家了。
友誼，好比一瓶酒，封存的時間越長，價值則越高。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擁有一段不
會因時間而沖淡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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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一天〉
1C 陳澌錡
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裏都會有一天是快樂的，那麼令我感到快樂的事那一天呢？那天
是我的某一個生日。那個生日是我最難忘最快樂的一天。
那天的上午，我、妹妹、爸爸和媽媽去了海洋公園，我在那裏度過了美好的上午。我
們沿途在海洋公園拍照，每個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最討厭拍照的。但是，在那天我拍照
了。因為媽媽用美食誘惑我，騙我拍照，說拍完照給我好吃的。
然後，我們坐纜車上山玩。坐纜車的途中，我看著窗外的景色，心裏覺得很寧靜。打
開窗，一陣陣風拍打著我的臉龐，就像在替我的生日而開心雀躍。
到達山上後，一種種機動遊戲站在我面前，問我是否和它們玩。當我走到過山車前，
它對著我微笑，好像是在歡迎我的到來。玩完過山車，我覺得過山車是最刺激的遊戲。但
是我最喜歡的還是飛天鞦韆。
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中午，我和家人一起下山離開海洋公園去「覓食」
。我們坐車回到
屯門吃午飯，我依稀記得我們是去了一間自助餐廳吃午飯。
接著，我們去了圖書館看書，圖書館是我的一片「天地」
，亦是書的「海洋」
。我喜歡
在這片海洋吸收知識，充實自己。它彷彿有著一種魔力，總能吸引我、令我感到快樂。
最後，我們回家了。一進家門，我的外公捧著蛋糕走出來，嚇得我差點跳起來呢！進
行完一大輪事情——拍照和吹蠟燭，我才能吃到甜美的蛋糕。
總結而言，這一天是我最快樂的一天，亦是我最難忘的生日。我想這一天我會一直銘
記於心，難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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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中秋晚上〉
1C 李政
在今年的中秋節，中一的新同學和我的家人都給了我一個難忘的中秋晚上。
每一年的今天都是賞月的好時機，所以我的新同學便約為在晚上一起出來吃月餅、玩
熒光棒等等。幸好我媽媽讓我去，但九時前要回家。當時我十分期待與中一新同學的聚會。
出來後，我和同學一起用熒光棒砌出不同的明星名字、動物和「中秋節」
，途人看見
後，都誇讚我們有創意。然後，我們轉場地並到了商場的天台公園遊玩，大家都玩得很開
心，很盡興。
開心的時光一閃即過，我是時候回家了。因我媽工作上的問題，所以提早進行慶祝生
日。回家後，我收到三份人生中最驚喜的禮物，分別是：渴望了很久的限量版模型、雙色
衣服和藍牙喇叭，令我開心了一整晚。我利用我的喇叭播放著音樂，和家人享用著無水海
鮮鍋晚餐，與家人度過這愉快的中秋節晚上。
這一晚，真給了我一個難忘的中秋節，我在睡夢中也在回味著今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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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
2A 李梓清
七月中旬的鐘聲敲響了，見證了暑假的來臨。一年的繁忙終於可以放鬆，一次真正的
解放！
在這一天開始計劃一趟旅行，收拾著行李箱，把證件放在口袋，出發啦！拉著行李箱
經過大街小巷，在附近的一家小攤檔買了甘甜栗子，向着屯門碼頭的方向走。這一趟的旅
行目的地——澳門。這次去的感覺跟上次不一樣，每當在澳門的小街道上漫步，每一層樓
梯、每一欄扶手、每一道風景線，都蘊含著她的古老痕跡，不一樣層次感受。
到了澳門的著名勝地——大三巴，在這裏人山人海，大家都是來這裏參觀這歷史的建
築。這個建築經歷了戰火的摧殘、文化的洗禮依舊屹立不倒，展示著她堅強的一面。
這一次的暑假不單只散了心，還對澳門的文化、建築了解了不少，對澳門以前的歷史
遺跡感到了感嘆。明白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看的角度和感受都不一樣，不同的心態就會有不
一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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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放學歸家途中難忘的遭遇〉
4B 林曼婷
每天放學路上都有不同的事情發生，但是有件事至今回憶起來，歷歷在目。至今，我
的腦海裏依舊深深地烙印著這件事……
陌生人的愛是當你看見一個與你素不相識的人在街口瑟瑟發抖的時候，遞上一杯暖暖
的熱茶；陌生人的愛是在一個人在街上遇到困難時，伸出援助之手……
記得一個放學的午後，我和往常一樣，騎著單車和同學一起回家。路上我們有說有笑，
剛騎到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我的單車猛的搖擺，車身忽然往下傾斜，而我整個人也向前
趴，摔倒腿流血了。同學們看見了，都嚇壞了，他們連忙下車。想替我整理傷口，卻手足
無措，剛好大家都沒有帶手機，大家急壞了。
這時一個路過的大姐姐看見了，她看了看支離破碎的單車，再看看我的傷口，對我說：
「小妹妹不要害怕，這只是小傷口，姐姐先拿膠布給你包住，然後再打電話給你的爸媽，
好嗎？」我睜大了眼睛，點了點頭，想不到在我最無助的時候，她的手溫暖了我的心。
我拿著陌生人的電話，趕緊給家人打了電話。很快，我聯繫上了家人。打完電話，我
把手機還給小姐姐，來不及說謝謝，那位小姐姐就走了。望著她離開的身影，我想：誰說
當代人情冷漠？好心人其實試試在身邊，只要每個
人都有愛心，這個社會就會更美好，更和諧。
她，也許只是一位陌生人，也許是一根熟悉的
救命稻草。她就是隔岸的花，隱約可見，可又難以
觸摸。我就會永遠記住她，記住那一次放學的遭遇，
記住這位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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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裏的所見所聞〉
4C 余思琪
是聖誕節，我獨自一人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看着四處都是情侶，
不同的衣着打扮，相同的是手裏都提着各種精緻的包裝袋。
「街上好冷
啊，」我想，「那就去前面的商場逛逛吧。」
還沒走過去，老遠就看到前面商場門口挺立著的兩棵巨大聖誕
樹，上面的彩燈五光十色直晃人眼，下邊站着許多人在拍照：自拍的、
他拍的，都是年輕的男男女女，臉上溢著笑容，倒也是一番風景，不
禁令我加快步伐。
剛一踏進商場，
「叮叮噹，叮叮噹，鈴兒響叮噹」的聖誕曲就鑽進耳朵裏了，這歡快
的樂曲真是十分富渲染力，讓人忍不住跟着哼聲，在中國，也就商場把這個來自西方的節
日利用到了極致吧！
一路走進商場裏面，各商店好像在爭奇奪豔般，紛紛拿出十八般武藝吸引顧客，裝飾
五花八門不必說，店門口穿着聖誕短裙的小姐姐亦不必說多麼吸引人了。令我最感到驚訝
的，竟然還有個聖誕禮物專門店，有幾位穿着聖誕老人裝的員工招攬客人，許多人為着他
們合照，然後員工趁機帶客人到店裏看禮物，玻璃窗上貼着大大的「買一送一」我帶着好
奇走進去，不禁有些失望——全都是被包裝好的聖誕禮盒，都不知道裏面裝着何物。望向
收銀臺處，還有不少人在排隊付錢，長長的隊伍簡直不可思議，大家是抱着何種心態購買
呢？或是買一送一又或是好奇的心理吧，不得不讚一句商家營銷手段之高明。
走出店內，我去到一家常去的「甜品店」，準備點杯飲料坐會兒，一打開餐單，入目
的滿是聖誕限定飲品，甚麼麋鹿雪糕杯，聖誕果汁，價格都比平時貴了兩倍，嘗鮮感使我
點了杯聖誕果汁，店員說再點多杯送聖誕小禮物，我笑著拒絕了，我一個人怎麼喝得完嗎？
飲料來了，造型倒是別致，聖誕老人手捧果汁，但喝起來味道與平時也別無二致，就圖個
好看和應節吧。
我坐在甜品店裏看商場裏的人，大包小包地購買，在商場裏的所見所聞，令我感覺聖
誕節就是為了購物、消費和禮物而過的節日一般，失去了原有的意義。這是一個屬於生產
者和消費者的狂歡，像是我看到不知裝著何物的聖誕禮盒還有那麼多人買，
「一個願打一
個願挨」一切不合理的消費都有了合理的藉口——過節啊。很少有人會考慮到物品原有的
價值，只是不斷地消費。
天色漸晚，我喝完飲料準備回家。走出商場時，又一路看到各種聖誕裝飾：小鈴鐺、
聖誕樹、亮片、彩帶等，煞是好看。亦不禁惋惜，節日過後，商場會清掉它們，等待它們
的命運便是被送往垃圾場吧！是的，這巨大的利潤帶來的資源浪費、廢物棄置，在人類的
眼裏不值一提⋯⋯
這次聖誕節的商場之行，讓我沉思了許久。人們為了一時之樂，不理性消費，商家為
了吸引客人，肆意浪費資源包裝，這聖誕節一過得有多少數不清的包裝垃圾啊！如此惡性
循環，只會加速對地球造成的破壞，不斷污染環境，最後只會自食惡果。作為一名普通市
民，我想，我們能做的，就只有理性消費、合理消費。不理會商家那些噱頭，從根本上抵
制這些「過度包裝」的節日現象，過一個只有祝福與快樂的綠色節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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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
5A 楊芷淇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晴
今天我沒有帶手提電話外出，因而有不一樣的經歷和體驗。
「砰！」當我關上門的一刻才發現……我親愛的手機先生和鑰匙小姐沒有跟我出門
口！然而家中沒有人更讓我深感徬徨無助，逼於無奈之下只好就這樣赴約，出發尋找我的
朋友。
升降機緩緩下降，每個人都藉著這段時間玩手機，而我則呆呆地等，此刻，我才真正
地留意到鄰居的樣子，敬謝經常碰面的人竟如此陌生，連一句問候也沒有，我不禁嘆了一
口氣。
一向習慣依賴手機的我，沒有了手機地圖就仿似外來游客，雖則走在熟悉的路，但漫
無方向，迷惘沖昏了頭腦之下只好向人問路，街上人來人往，除了低頭玩手機之外，就只
有急忙地走著，無從入手，縱使我開口詢問亦無人理睬，頓時，我不禁反思：平時我身邊
會否亦有一些需要幫忙的人，而我只顧玩手機呢？正當我在沉思時，面前出現了一位老婆
婆，她在人群中顯得特別，皆因她並沒有用電話，反之，頸上掛著一部古舊的手機，
「妹
妹，怎麼一臉苦惱？有甚麼可以幫你的？」一句簡單的說話，在這刻卻十分窩心，一股暖
意衝上心頭，而她亦樂意帶我去，一路走著，老婆婆一路和我分享舊時趣事，她教我走出
手機框框，多留意身邊事物。我也問她為何仍留著昔日的手機，既不方便，亦不漂亮，
「我
的兒子在我生日有送新款的手機給我，但我眼見手機把人與人的距離拉遠，甚至連兒子和
媳婦在吃飯時亦低著頭，失去了舊時吃飯的氣氛，由一家人聚著聊天變成各自各用手機，
很沒趣……」她的回答令我不斷反省，她好像一語中的，彷彿說穿了電子產品帶來的影響。
和她分離後，我找到我的朋友，她跟我平時一樣利用手機跟別人聊天、拍照、玩遊
戲……「喂！不如你嘗試放下手機，抬起頭，欣賞美妙的天空，留意一下色彩斑斕的世界。」
放下手機，雖然有諸多不便，但的確有與眾不同的體
會，大概……我也忘記了有多久沒好好體驗生活，亦忘記了
有多久沒有與家人朋友用心相處。或許我們應該認真探討和
反思一下電子科技帶給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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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
5B 譚梓浩
今天我沒有帶手提電話外出，因而有不一樣的經歷和體驗。
由於今天我趕著出門的緣故，居然把最重要的手機忘了帶，在現
今的社會中，手機幾乎是每個人的必需品，更是貼身物品，機不離手。
試問有誰突然沒有手提電話，那一天是怎麼生存呢？
早上出門不久後，突然發現自己忘了帶手機的我，當時就像一隻
在熱鍋上的螞蟻般焦急緊張，原本有想過回家拿手機，但由於時間方
面太過緊張，所以倉卒之間我放棄了這個決定，一如既往地乘車上班。
一上車，看著旁人都低頭看著手機，上班的人看工作進程表，年
輕的學生打手遊，中南女人看八卦新聞，車廂裏每一個人都正忙著低頭，集中俯視手掌上
的熒光幕，每個人都像低著頭的死物那樣，叫天不應，叫地不聞，車廂裏唯獨我木納地呆
在一邊，觀察人群低頭的情景。然而沒手機的我則留心地聆聽車廂裏到站的廣播，每次到
站，看著那些帶著耳機，看著手機的人，自動自覺地走出車廂，我心想，那些人真厲害，
連廣播都沒有聽見就能走出車廂，一看就知老江湖。突然，我旁邊的人焦急地說：
「過站
了，怎麼辦？」我不禁慨嘆，原來沒有手機都有好處，起碼不會沉醉於「熒光幕」中而忽
略周邊的事物。
終於到站了，走出車廂的情況就似一堆螻蟻爬行，衝衝撞撞那樣，香港人的生活節奏
真的是非常繁忙急速。從擠迫的人群中走出來，彷彿從渾濁的空間走出來吸一口新鮮空氣。
走在上班的路途中，平日我每次經過都會帶著耳機，低著頭看手機，根本不會知道路
途上有甚麼景緻、趣事。但是今天，我認真地聽到周邊擺攤的叫賣聲，認真地嗅到剛出爐
的麵包香氣，感覺自己好像重新認識了周邊的事物，非常新鮮。
到了下班時，我選擇到附近公園走一會，下班的時間正值黃昏，大大的鹹蛋黃掛在半
空中金黃色光華映照整個公園，為整個公園帶來一絲的溫暖，周邊的鳥兒互相追逐，風吹
動盛放的花草樹木。陽光、鳥兒、花草樹木，為寂靜的公園增添生氣、生命力，這種景緻，
多久沒看過了，這麼美麗的景色沒有用手機拍下，一般人可能覺得可惜，但我正因為沒手
機，我只能牢牢把這片景緻深刻地記在我的腦海中。
雖然今天沒手提電話是很不方便，只不過平日手提電話就像障礙物一樣，阻止人們接
觸周邊的人和事，經過今天，我沒有手提電話，原來都可以生存，甚至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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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敗過後的感悟〉
5C 陳卓怡
今早發生的事情，以失敗告終，至晚上仍歷歷在目。別以為我一定會傷心失望，我不
但沒有情緒低落，反而有些開心哩！
中學生涯上，除了沉重的功課、考試壓力會令人陷入低谷外，還總會有一群好友，令
自己笑逐顏開，但今天，卻發生了一件我一生人也沒有想像過的事情。
一心——是我在中學生涯上最好的朋友，我們在中三時結識。結識的初期，她為人十
分內向，也不善於溝通，我們會相遇，只是因為巧合地在同一個班上，分配成為鄰座。她
身形瘦削，又比我高上一截，當時的她在我玩耍時，總會在後面看著我，照顧我，就像我
的姐姐一般。
升上中四、中五後，我和她也越來越熟悉，當時我們每天也一起上學一起放學，她在
我的開導下，為人也漸漸變得外向，並且不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了，自然地，她就擁有了
越來越多的好友。
到中學的最後一年，中六時，大家都在為文憑試奮鬥，忙得不可開交，我正以為我們
的感情在畢業後會保持，但她卻在偷偷的變了。她變得無理取鬧，當我有一刻沒有理會她
時，她就會借題發揮，小題大做。當我買完新的東西時，她又會諷刺一番。她這些的行為
造成了我無形的壓力，我喜歡這個朋友，但同時我卻充滿懼怕，生怕我有一點做錯，她便
會遷怒於我，說真的，我有點喘不過氣了。
正當我打算繼續忍耐時，事情出現了轉捩點。今天早上我在課室伏下休息，人們來叫
喚我，我也沒作出回應，我太累了。正當我快睡著時，我聽到了她和我們班的其他女生的
對話。
「你不覺得有容有些公主病嗎？她那些脾氣真的難以忍受。」
「你們不覺得她很過分
嗎？整天自以為是。」其他女生一聲不吭，只有她在說著對我的不滿。我聽到這裏，眼淚
一滴一滴的往下流。我一直以來用真心對待，換來的只是這樣的後果，我真的累了。我把
眼淚抹了抹，走了過去跟她說，放學在課室等我一下，我有話跟她說，她也點了點頭回應
了我。
放學的時候，我沉住了氣，並告訴了她我所聽到的話和我的感受，想與她和解。只見
她握緊了拳頭，雙手微微抖震，眼淚亦隨著我的說話而落下，她在聽完我的說話後，卻說
了一句：
「憑甚麼？」正當我一臉疑惑時，她又說：
「憑甚麼人們都喜歡和你做朋友，會主
動和你說話，而我卻要努力去認識朋友？又憑甚麼你可以做甚麼也成為焦點，而我只能在
你的身邊做綠葉？」我一句話也沒說，她卻又說了一句：
「算了吧我們，絕交吧。」我轉
過身就走了，顯而易見的，和解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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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流出幾顆眼淚以表達我的情緒，但我怎樣也擠不出一滴眼淚，
反而呼吸順暢了，肩上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這數個月來，我一直在想，其實人們的關係，就好比挑選鞋子一般，就如灰姑娘的故
事一般，只有有緣分，合適的才能一直與自己舒服地相處，相反就猶如灰姑娘的兩個姊姊
一般，即使自己喜歡的是那雙獨一無二的鞋子，強行擠進去，不但自己難受，鞋子也會因
自己而可能弄壞，出現裂縫。其實我們的裂縫又是否早已存在呢？
回到家後，我與父母談了一下，他們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朋友的存在，是和自己分
享快樂，分擔憂愁，他們就好比自己選擇的家人一般，對自己心存恨意的無論如何也不能
稱為好友，更不配成為知己。
今天，雖然我失去了一個一直陪伴著我的人，但我也從中明白了人與人的關係是無法
強求的，卸下一直以來的負擔及顧慮後，反而令我放鬆了不少，心情也變好了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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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想聯翩
〈我班是個動物園〉
1B 房穎盈
我們 1B 班就是一個動物園。不信？那就隨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必須得提到咱們的「鎮班之寶」——那隻又在日常發呆的白色小奶虎。瞧瞧這氣
質，自帶威武中又有著一點點呆萌，這種反差可以說是真的適合他了。而且重點是，摸起
來手感很好啊！讓人愛不釋手的，就連學姐們也盤算著，妄圖著去摸幾把，讓這只本就可
愛而珍貴的白奶虎更是萌上加萌。
然後就是我們班的學霸了——可能有山羊血統的「暖羊羊」了，善解人意，溫柔體貼，
還年級第一，可謂是將優點集於一身了！雖然據她自己回答是「每科的分數很平均罷了」
，
但是這讓「年級第二」與「年級第三」情何以堪？真是學霸啊！
說起「暖羊羊」
，就不得不說到「美羊羊」了，她才是「年級第三」三人中名符其實
的「小天使」，就連我也有時懷疑她是上天派遣下來，讓我們兩個「魔鬼」來寵溺的。不
過，我們當然也心甘情願啦！喔，對了，她可一點也不臭美。
看吧，這便是我們「1B 動物園」三個活生生的例子，有白虎，有山羊，也有綿羊。
我們 1B 班可不就是個動物園嗎？
本篇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的鴿子咕咕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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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有超能力〉
1C 鄧倩澄
相信現時很多小孩或大人也期望著有一天我們人類可以像各種各樣電影、卡通片裏面
的角色一樣，有著異於常人的「超能力」，其實我也是一樣的，由小時候開始，我就希望
自己可以有「超能力」。
我想有的超能力就是可以飛行，為甚麼呢？其實人類一直也希望自己可以飛，在很久
以前，我們就已經試如何才可以像天上的小鳥一樣，可以飛往天上，所以開始有人模仿小
鳥製作出飛機。
試想想，如果我們自身可以飛行，真的方便得多，我們可以不用乘坐飛機也可以到其
他地方去，天上毫無障礙物，也就不會出現塞車的情況了，不被地面的空間所限制。有沒
有機會出現空中的人力車呢？這些景象，想想就令人興奮。
其實為甚麼一直以來，我們人類就那麼希望有飛行能力呢？是不是因為現時的電影、
卡通片才令我們想變成當中的主角一樣呢？還是我們看到那麼多小鳥可以飛行，不想被牠
們打敗呢？我知道，如果我們可以飛行，真是一件既有趣又方便的事呢！有人和我一樣想
擁有飛行的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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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雙鞋子〉
5C 馮曉茵
想起自己出生在一家有名的店鋪裏，每一天早上，售貨員將我擦得乾乾淨淨的，令我
有一個潔白的皮膚，我長得很好看，也有和我一模一樣的同伴，它們也被賣出去了，而只
剩我最後一雙，售貨員為了能將我賣出去，把價格降低，最終，有一位女士成為了我的主
人。
我的主人非常喜愛我，時常把我穿出去，也經常炫耀，對
她的同學說：「我穿的這雙鞋子是目前為止最流行的，是不是
很好看？」同學們對她的鞋子表示贊同和認可。當時我非常開
心，因為大家都引以我為傲。
有一次，我感覺環遊了世界，看遍了世界的美麗，女主人
「帶」上我往公園裏，我觸碰到軟綿綿的草地，好舒服啊，多
希望停留在這裏，和它親近親近。當時，天氣非常地悶熱，陽
光普照，許多人都買了冰棍吃，我也好想吃啊！可我偏偏是一
雙鞋子。接著，主人把我「帶」到公園的海邊來，海水「咻」的一下飄到我身上，女主人
不滿地說：「哎呀！我的鞋子都濕透啦！好難受。」可是，對於我來說，簡直是在悶熱的
天氣裏吃上了冰棍一樣，增添了涼意。回到家後，女主人讓我放在陽台的邊上，吹著涼風，
蟬在樹枝上「吱吱」地叫著，讓我安眠入睡，這一晚，我對它留戀不捨。
第二天早上，陽光照耀著我身上，令我的身體都變乾了，暖暖的，好舒服。我也期待
著主人帶我去一些地方玩，和她有一個愉快的過程。可是這一天，竟然發生我沒有料到的
事情……女主人打電話對她同學說：
「最近也流行一雙小黑鞋，上面有很多的花紋，挺漂
亮的，我也想選擇它啊！」隨後，女主人奔向我來，將我扔向了垃圾桶。
這時候，我非常地難過，難過的不是因為我與臭臭的垃圾在一起，包括香蕉皮、空瓶
子，難過的是我是可以被穿的，結果卻被主人視為垃圾，這是我不可接受的事實，她已經
拋棄了我，喜新厭舊的人。我當時真的哭了很久很久，打算長年在垃圾堆裏生活。
正當面臨絕望的時候，清潔工人將我分類，將我放到街道旁，突然，一位白髮蒼蒼的
老婆婆發現了我，把我帶回家，當時還是髒兮兮的我，以為自己一無所用，可老婆婆的舉
動令我很開心，讓我感覺到我還未被放棄。老婆婆用刷子輕輕地刷在我身上，來回摩擦，
我又感到舒服的感覺，這次的舒服與之前所經歷的舒服都是不一樣的。然後老婆婆自言自
語地說：「這雙鞋子洗乾淨就可以穿上啦，穿出去晨跑就方便了，既好看又耐用啊！」
從老婆婆將我帶我回家後，我每天都和她出去「晨跑」
，這種感覺是好開心啊！她將
我放進櫃子裏，我就安靜地休息，回想到那麼多事情，原來不幸的我也可變得幸運，我只
覺得，不要抱怨不懂得你的人，只是你沒有遇見懂的人，時間是最好的證明，你始終會找
到愛惜你的人，此時此刻，我覺得自己是一雙幸福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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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於物
〈顏色筆〉
3A 丁菁
在我們生活中，顏色筆雖說不是必不可缺的物品，但也發揮著很大的作用，不過每個
年齡階層對顏色筆的看法絕不一致。
對於小孩來說，顏色筆是可以按自己心裏想的任何天馬行空的東西表達出來；對於上
了大學，學美術專業的學生來說，顏色筆就像是自己的密友一般，顏色筆被派上了大用場；
對於上了班的人來說，顏色筆只是用來標記一些開會的重要點子的一個工具，在這裏它顯
得有些無趣。但是對於一些不能很好表達自己的人來說，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橋樑。
記得小學那會，我們班上有一個小小畫家，他的畫真的是非常好看，
唯一的不足是他從來不上色，他的畫就只有黑白兩色，後來就有人問
他：
「咦，你的畫怎麼沒有顏色呢？」他笑了笑沒有說話。後來有一天
他沒有上學，老師說他有事，只好請假，然後還告訴了我們一些事情。
老師說他其實家庭十分貧困，爸爸媽媽在外打工，家裏就只有一個病重
的奶奶，年紀那麼小，卻要背負那麼多在這個年齡段不應該承受的，那
天後我也知道為甚麼他的畫只有黑白。
於是，一個念頭在我腦海裏萌芽了——大家一起送他一盒顏色筆。
下課後，我向大家發表了自己的想法，結果很多人都贊同我的這個做法。於是大家一
毫、五毫、一元地捐，一天過去了，錢似乎也夠了。大家合計著放學一起去書店為他精心
挑選，然後等他回校的那天送給他，就說是生日禮物好了，
他回來的那一天，大家都沒有跟他說話，他向大家借用不要的鉛筆畫畫也沒有人理
他，雖然他很是不解，但也不好意思說些甚麼。下午他收拾好書包想灰溜溜走掉的時候，
我們班的人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帶了回來，然後我們一起把那盒顏色筆放在他面前，提早
告訴他：「生日快樂！」雖然這樣有點唐突，但這也是最好的理由。
他看著那盒顏色筆，半夜說不出話來，豆大的眼淚，從他的眼中奪眶而出。我們班的
開心果就逗他說：
「今兒的天氣怎麼那麼熱，你看你的眼睛都流汗了。」這話引得大家哄
堂大笑。那一天我們放學後很開心地一直聊天，他也笑了，是發自內心的那種。
可我們不知道的是，就在第二天，他轉學了。後來老師拿了一幅畫給我們看。畫中的
內容是我們全班，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他的畫可真美。但是這一幅最特別，
它有顏色。
一盒簡簡單單的顏色筆，承載著一些歡聲笑語，一些難以啟齒的話，一些友情的情感，
有時候，顏色筆也不單單只是顏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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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筆〉
3C 岑鈺林
夜已深，窗外燈火闌珊，我放下手中的筆，走到窗邊，看見窗戶上隱隱約約地映著一
個圓柱形的東西，回頭凝視，卻令我陷入了回憶。那是一個裝滿顏色筆的筆筒。
我的奶奶喜歡畫畫。小時候，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奶奶房間去看她畫畫。她畫
的線條在我看來簡單又不失美麗。某一天，她開始畫一幅畫，用的是水彩筆，奇怪的是她
每天只畫一點點，且每天畫的地方都不一樣，一會兒畫這裏，一會兒畫哪裏，有時又從角
落開始畫。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去問她：
「奶奶，您在畫甚麼啊？」奶奶笑而不語，
反倒問起我來：
「你覺得這是甚麼？」
「我不知道。奶奶畫得太奇怪了，每天只畫一點，畫
的地方不同，用的顏色筆還是不同顏色的。」奶奶笑得更開心了，又問起我來：
「那你知
道這些顏色筆代表甚麼嗎？」我搖搖頭，向奶奶請教。
那天，我明白了各種顏色裏所蘊含的東西：紅色洋溢著熱情、橙色充滿了希望與奇蹟、
藍色是沉著和冷靜的心情、黃色和綠色是開朗的性格，而黑色，則代表了沉默。但我始終
沒明白，那些顏色筆的含義與那幅畫，那副奶奶沒畫完的畫。而現在，我明白了，各種各
樣的顏色各自有不同的含義，它們都是組成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也是組成人的一部份。沒
錯，生活與人都是多姿多彩的。而我認為，那些顏色筆裏裝的是奶奶的一生，她用了一生
去畫她的一生，那幅畫上就是她的一生。遺憾的是，我卻再沒有機會見到了。
回過神來再看桌上的筆筒，我思考著，我將會有怎樣的人生呢？奶奶，您能把您的人
生分享給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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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
3B 譚韞妍
書籍是知識的海洋，但當我們暢遊完之後，那一本你曾愛不釋手的書，將會被放進櫃
子裏塵封。
那是一個午後，夕陽的餘暉透過窗戶灑進來，溫暖得剛剛好。在搬家的我正收拾著房
間裏的物品，我打開了一個我不常用的鬼子，在一堆雜物底下，壓著一本書，我將它拿起，
原本鮮豔的封面已經微微褪色，我看著它，不禁一陣回憶湧上心頭。
這是一本童話書，還記得這是小時候與母親從書店買回來的，那時的我還不太識字，
但也可以不亦樂乎地看著書上的圖片猜想劇情。每每到了晚上，只要我這一天的表現好，
便可以享受聽母親讀童話書的福利，我開心地躺在床上，母親便靠在我的旁邊，翻開了一
頁便開始讀了起來，生動的文字令我浮想聯翩：會跳舞的公主、會騎馬的王子、會唱歌的
小鳥、還有會說話的家具……童年時的我顯然很喜歡這些。但對於我來說，比這本書更美
好的，無非是母親讀書時那溫柔如水的雙眼。
我放下手中的雜物，拍了拍這本舊書上的塵埃，翻開讀了起來，熟悉的劇情又浮現在
我腦海，我彷彿看到了舞會逃跑的小公主，面目可憎的巫婆……我摸了摸這頁發黃的紙，
又不禁想到每晚聽著故事入睡的那個小女孩，我的內心百感交雜，那是我回不去的童年。
我拿起這本舊書，敲了敲鄰居家的門，送給了鄰居家可愛的小女孩，希望她也能有一
個聽著童話故事、享受著父母溫情的美好童年，這本舊書便又成為了一個小女孩愛不釋手
的新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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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物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2A 何鑫
此故事是從我奶奶嘴裏了解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我們這個小村莊，有一個中年
男子在山上砍柴時，發現了一個兩個月左右的棄嬰，看起來十分可憐，這個中年男子一直
獨居，看著棄嬰可憐，便狠下心收養了。
就這樣過去了十多年，棄嬰也變成風華正茂的小伙子，也因老伯努力掙錢和小伙子努
力讀書下，小伙子考上了大學，可小伙子心中一直有個疑問：
「他的母親在哪裏？」終於
有一天，小伙子詢問了老伯，老伯坦白告訴他是撿回來的，小伙子十分傷心，亦渴望尋找
親生父母。
在他大學畢業後，他根據以前在自己被丟棄的籃子裏的紙條，找到了親生父母。但就
在此時，傳來了老伯病重的消息，為了報答養育之恩，小伙子還是選擇回到老伯身邊，可
惜，老伯的病情已無力回天。小伙子很後悔沒有時間表達養育之恩。
小伙子感悟道：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雖然老伯和他沒有一點血緣關係，但是，
老伯十年如一日，日日辛勤地工作，只為了這個素不相識的人拼命工作。
我認為這個老伯很善良，他能為一個陌生人努力付出，不求回報，而且他還能為自己
的決定負責任，而不是撫養到一半，因沒有能力就繼續丟棄孩子。老伯的故事可以說是全
城皆知，就是因為他們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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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喜愛的偶像〉
2A 張梅玲
偶像，作為一種榜樣的存在，無論是為自己的夢想努力，或是作為一種標杆人生刻度
而存在，都有積極向上的一面。
——題記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偶像，從二十世紀的雷鋒、陳景潤、張海迪……到現代的影星、
歌星，不同時代的青春話語，偶像的含義名不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偶像都有理想的影
子。
偶像不必是你所矚目的富豪，而是身上要有一種熱愛生命的力量！我的偶像，不是在
屏幕前又唱又跳的明星，也不是享譽國際的富豪，而是永遠都在做瘋狂事情的維珍集團創
辦人——理察·布蘭森。他雖然是一位大集團的創辦人，而且又是英國公爵，但他卻每天
很悠閒地上班，他是第一個用熱氣球橫越大西方的人，也是第一個開始太空旅遊的人；因
為他的瘋狂，他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身為一個英國最大事業及集團的創辦人，但
他永遠不被他的身份和地位捆住，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是第一個實現的人。他讓你我
了解到，只有夢想的人，是不會成功的，只有努力實現，才能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他又許多奇怪的主意，他總能在大家開始前搶先一步開始去做，不怕別人譏笑他的瘋狂，
亦正是他的瘋狂才為他的公司打出知名度。
這就是我喜愛的一位偶像，我喜歡他的非凡以及努力追求夢想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們
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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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喜歡的偶像〉
2B 高志鴻
漆黑的夜晚靠燈光照亮前路，無盡的大海靠羅盤、指南針指明方向。而我們的漫漫人
生則需要偶像給我們作榜樣，作為我的人生的指示牌。
我的偶像是一個平凡的人，但卻對我影響甚大。他是我的叔叔。一個年紀與我相仿，
輩份卻比我大的長輩。我自小與他一起玩耍，釣魚、放風箏等活動肯定不能錯過，但他卻
有些許不同。因為這些玩具全都是由他自己全程製作，而我就負責在他旁邊作為他的助
手。他常常學著大人的語腔對我說：
「臭小子，要學會自立，學到的就是自己的。」這句
話幾乎陪伴我整個童年。
記得有一次上數學課，老師在講課期間，不小心牽扯到了一些更高深的課外知識。老
師對我們說：「這些知識，你們暫且可以不用認識。」但這時我的腦中浮現出叔叔的那句
話：「學到的便是自己的。」它彷彿在提醒著我去學習。於是我在課後向老師請教，領悟
了其中的奧妙。幾年後的一次考試中，我見到了當年數學老師所講的高深知識，同時在我
心中有一個聲音：
「要學會自立，學到的就是自己的。」這句話一直督促著我的學習，令
我在學習生涯中不恥下問請教老師，學習我不懂的知識。我在心中更加感恩叔叔的教導。
叔叔不僅影響我的學習，還影響著我的人生。他作為我的榜樣指引我向前。他不僅學
習，連生活技能也是樣樣精通：炒菜煮飯、維修家具……他就像個無所不能的「天才」
。
因此，每當爺爺奶奶做飯，維修家中的小家具時，我都會走過去在旁邊偷師。就這樣我也
學習了做幾個家常小菜、修補自行車漏氣、換燈泡這些生活小技能。叔叔的那句話令我不
斷地去進步去學習，
「學到的就是自己的」。
偶像不是電影、電視中的那些明星。而是那些指引我們人生道路的人，那些可以成為
我們榜樣的人，那些教導我們人生道理的人。這些難道不值得成為我們的偶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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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庶令人快樂？〉
4A 胡樂彥
香港是一個物質生活非常富庶的地方，在每一個人的童年肯定會有個一個想法：如果
有錢就可以買很多東西了，就會很開心。可是在現今的香港並非是這樣，富庶會讓人產生
邪念，不但會影響自己，更會影響身邊的人因此，我認為富庶的物質生活反而令人難以快
樂。
首先，我認為較富庶的人會較難滿足。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貧窮的地區，他們身穿殘布，
只夠用來遮蓋私密部位，每天過着慘不忍睹、渾渾噩噩的日子，他們連基本的生活需求也
不能滿足。倘若他們能免費獲得一樣禮物，他們可能只需要三餐能吃飽，能生存下去，就
已經感到快樂。相反富裕的人會不斷追求物質生活，錢是有限的，但慾望是無限的。當你
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就會感到失望，難以感到快樂。由此可見，較富裕的人會較難滿足，
因為貪念會隨之產生出來，所以富庶的物質生活反令人難以感到快樂。
然而，我認為追求富裕生活是快樂的枷鎖。以亞洲的國家不丹為例，不丹是一個貧窮
的國家，他們每日的薪金只夠他們糊口，但他們的快樂指數卻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高，比起
香港這個富裕的地區較快樂。就正正因為他們沒有追求物質生活的念頭，他們追求的是心
靈上的滿足，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安居樂業，身邊的人平平安安就能使他們快樂。正因如
此，不追求物質生活讓人較易感到快樂，也證明了不一定富裕才能得到快樂。
可是，有些人認為富裕能解決很多困難，沒有困難自然就快樂，我對此說法有所保留。
沒有錯，這世界有很多問題也能用金錢解決，但也有一些問題是因為金錢而衍生的。馬雲
是中國的首富，但他活得不快樂，因為壓力太大了，他說：
「當你成為首富，在街上的人
會用另一種眼光看你，這很痛苦。」賺的錢越多，投資的金額越多，工作量越大，那就會
少了時間娛樂、休息，自然就不會開心。再加上身旁逐漸聚攏的人群，全都不知道接近自
己的原因，是為了錢？還是真的想認識自己？因此，連結交朋友都成困難的人，如何會得
到快樂呢？
快樂的基礎不是富庶的物質生活，而是用自己汗水自食其力後獲得成果的喜悅，或是
幫助完人後那份滿足感。擁有富庶的物質生活只會因不知足而不斷地追求，難以得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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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別人〉
4A 黃鳳婷
詩歌〈想想別人〉裏講了我們不管在哪裏，在幹甚麼都要想想別人。當自己身處順境
時，要想到別人在逆境，我們要懷抱着感恩的心，成為黑暗中的蠟燭。
時常會為別人着想的人，應該會受到大家的歡迎吧。我的母親經常和我說，做任何事，
在任何環境，都要心懷感恩。她曾經說過一句話：
「別人已經在黑暗中了，我要成為黑暗
中的蠟燭，要讓他們覺得和我相處像是在天堂而不是地獄。」為別人着想應該是一件很辛
苦的事吧，要為他人擔憂，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但這也讓他們人際關係很和諧，大家相
處都很愉快。
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能像我母親這般何時何地都為他人着想，這個世界應該會很美好。
沒有爭吵，因為雙方都彼此理解對方的苦衷。沒有罪惡，有罪惡想法的人在犯罪時，會想
到這是別人很珍惜的事物，自己不能使別人身陷痛苦。沒有黑暗，所有人都彼此理解，都
對世間一切還抱着感恩之心，都希望自己成為明亮熾熱的蠟燭，照亮了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首詩歌寫得非常好，讓我深有體會。在自己難過痛苦的時候，想想別人，有
人失去了自己的摯愛，有人失去了寶貴的四肢，有人在醫院裏與死神搏鬥，想到比自己更
加痛苦但他們依舊樂觀堅強地活着，這樣自己那些痛苦難過就不足掛齒了。當自己很開心
很滿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事物時，想想別人，有人努力了一輩子也不可能擁有你擁有的
一切，有人做夢都想去你覺得無趣的地方看看，有人幾乎要餓死渴死而自己卻在浪費食物
和水，這樣就會讓自己變得謙虛，養成感恩的性格。想想別人，會使自己變得更好。
給身處飢餓的人送去一塊美味的麵包，也許會像春雨一般，滋潤了乾枯的植物，給難
過的人送去一句問候，就像陽光一般，照亮了充滿黑暗的內心，給感到寒冷的人送去一條
毯子，會像火把一樣溫暖了他人的心。想想別人，會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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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有修養的香港人〉
4B 陳嘉和
修養是一種美德，在自己的城市中做一位有修養的人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尤
其香港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我們應更加有修養。我認為「修養」是包括尊重別人、懂得禮
貌和儀容整潔。一但欠缺這三項基本的條件就稱不上是一位有「修養」的人。反之，如果
具備這三項條件，則很有可能會被別人尊重和讚賞。
尊重別人方面，香港人把私隱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重視尊重他人的私隱。例如香
港曾建立一個公營機構，這個機構通過教育、宣傳和推廣，培養香港人尊重個人私隱的文
化，監察和監督個人資料私隱獲得保障。由此可見，香港人對於私隱是非常重視的。尊重
他人的私隱是成為有「修養」的人的首要條件。
懂得禮貌方面，香港人大部份都很重視禮貌，例如有錯必定先道歉、見到長輩時一定
要問候、長輩坐下後才能入坐等等，香港人很尊重這些傳統禮貌。
〈弟子規〉的內容就是
有關於禮貌的，
〈弟子規〉在香港也算得上是眾所周知的文章了，基本都會背誦。就拿我
校作例子，在校內以及樓梯，甚至一些顯眼的位置都貼有一些〈弟子規〉及其他關於禮貌
的內容。因此，懂得禮貌也是修養的一部份。
儀容整潔方面，香港人對於儀容的要求是非常講究的。大部份的工作面試，儀容可能
就是增加錄取幾率的關鍵。就例如學校，如果儀容不整潔就會受到相應的懲罰。由此可看
出，儀容對香港人很重要。除此之外，外國的學校可能不會強烈要求學生穿着統一的校服，
但香港則與眾不同，香港的學校無論是小學、中學都要穿統一的校服。由此可見，香港人
的修養和儀容有着很大的關係。
在個人方面，我認為香港人是一個好榜樣，例如乘搭交通工具時，看見老人家、孕婦
以及小朋友都會主動去讓座。相反，有些外國人看到有需要幫助的人都會裝作若無其事的
樣子，有一次，我乘搭西鐵，列車開門有幾位外國人橫沖直撞地進入列車，生怕沒有座位
坐似的，還把自己的個人物品放在行人道中，就像是自己的車一樣，完全不理會他人的感
受，這種十分自私的行為，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反面例子。
追求知識方面，我認為一個有修養的人會不停地學習，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只
有學習才能提高文化修養和自身的修養。知識能豐富人生，說話能出口成文，還可以增加
自身的內涵，這樣才顯得出自己有修養以及有智慧。
修養是一個人品德素質的反映，它往往體現在人們的言行舉止中，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的談吐是得體的，言辭中也找不到任何的歧視和憎恨的色彩，有的也只是友好和風趣。
一個人有沒有修養，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的毅力，看那些沒有毅力的人，往往就很容
易學壞，當然也不必談甚麼修養了。修養得從小開始培養，而且一定要堅持下去，要不然
在現實生活中，又怎會有「學壞只三天，學好要三年」的俗語呢？
修養好的人不會刻意去裝扮自己，正像唐代大詩人李白所說：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飾。」相反，一個沒有修養的人則會盲目追求，用濃妝豔抹、奇裝怪服來掩蓋他內心的
空虛。正所謂修養就是要修身養性，只有一個有修養的人，才配得上他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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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tinerary
Welcome to Hong Kong. Please find the suggested itinerary for your trip below.
Day one
Morning
Hotel check in followed by a tour of Hong Kong Wetland Park where you will watch some animals,
see some plants, ride a boat and take some photos.
Lunch
Lunch is going to be at one of the best restaurants in Tin Shui Wai where you will be able to try
some local delicacies.
Afternoon
After lunch, you will go to Ocean Park where you will enjoy the dolphin show, watch some animals
and ride the cable car. You will stay here for three hours before going to have dinner in Ocean Park
Hotel.
Day Two
Morning
You will have breakfast at V city in Tuen Mun before visiting The Peak where you will see Victoria
Harbour, go hiking, souvenir shopping and have a picnic.
Lunch
You will have lunch at The World Restaurant at The Peak at 12.30 p.m. where you will have a
choice of various pizzas.
Afternoon
After lunch, you will be taken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where you can eat some yummy food,
watch some films and play some games. You will also be able to have your photo taken with
Mickey and Minnie Mouse. You will stay there for three hours before going back to the hotel to
check out and head to the airport.
Fan Chun-kit (1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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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irthday
I had an eventful birthday yesterday. Firstly, I went to ABC cinema in the morning where my father
and mother watched a film with me. The film was very interesting so I felt happy.
In the afternoon, I held a birthday party at my home. All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came to celebrate
my party which made me feel very warm and happy. I also really enjoyed the food especially the
cakes which were so yummy.
In the evening, all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left, and I went into my room to open the present that
my best friend had given me. To my surprise it was a rabbit! I had always wanted a rabbit and my
friend remembered.
So, finally before I went to bed, I called my friend to thank her for the beautiful and cute little rabbit
that she had given me and promised to get her whatever she wanted for her birthday.
Dickie Tse Dik-kiu (1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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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s
My role model was Lee Wai-sze. The thing I admire most about her is her life story. Indeed, I think
she is a good example for me to follow.
I admire how hard-working she is when training for cycling events which led her to win Hong
Kong’s first ever Olympic medal in cycling.
I also think Lee Wai-sze is such an extremely tough cyclist. She was badly injured in the 2016
Olympics but still won many gold medals for Hong Kong.
Lee Wai-sze’s story is very inspiring. I want to try to be as resilient and successful in what I do as
she has been.
My second role model is Andy Lau. The thing I admire most about him is his altruistic character
which makes him a great role model.
I really like how he helps people in need through the Andy Lau Charity Foundation. Also, I think he
is such an outstanding pop star since he was named one of the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of
the World’ in 1999.
I want to study hard and be just as successful as him because I would like people to admire me the
way I admire him.
April Yeung Sze-ki (1B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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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Happy Returns
Yesterday was my birthday. It was also one of my best birthdays of all time, and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all of you.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there was actually nothing special. Then suddenly my parents
charged into my room and yelled “Happy Birthday.” I was so surprised I never expected this
greeting from my parents. Afterwards, I got up from my bed and brushed my teeth, then grabbed a
bite of toast. After that we started doing some funny activities.
First, we went to our nearby cinema. ABC cinema, where there were tons of people lining up so I
thought w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get our tickets on time. But again my parents surprised me with
tickets to a movie that I had been wanting to go and see called “The Robot Was”. I was so happy
because I really love science fiction action movies. Although this movie was quite long it kept my
interest as people struggl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had gone out of control.
After we finished watching that wonderful film we headed home and I thought that was the end of
the day. But when I opened the door, I saw ten people in my apartment yelling “Happy Birthday.”
This time I was really surprised. In fact, I was so touched that tears started filling up my eyes. All of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gathered to host this party just for me. There was also tons of food, for
example there was sushi, potato chips, sausages and sweets and even a giant strawberry flavoured
birthday cake. All of my friends prepared at least one present for me. Most of these were
inexpensive things they thought I would need like pens, erasers, and correction tape. However, my
best friend Kate gave me the biggest gift I have ever seen. I opened it immediately and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it was a toy necklace that we had played with as children. Since this gift
represented our precious friendship so well, it was more valuable than a real diamond could ever be
to me.
This was truly the best birthday I have ever had. And the return of a favourite childhood toy has
taught m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traditional birthday greeting: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
Gary Lam Chun-yu (1B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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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en friend Email
Hi Roy,
How are you? I can’t wait to tell you about my life and what’s happening in my new school. I’m
now studying in Ho Ngai College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We did a personality test in the English lesson. It turns out that I’m more of an introvert because I
like reflecting upon things in my diary, watching and listening to others and reading. But I’m also
hard-working and cheerful and always do housework for my parents with a smile.
I enjoy reading, dancing, playing volleyball and listening to music because they can make me
relaxed.
My favourite subject is English because I find it interesting.
My new school also has numerous clubs such as the football club, volleyball club and dance club. I
hope to stay fit and strong so I joined the school’s dance club. But I really wish there was a
swimming club especially when the weather is hot.
Well, that’s all for now.
Cheers,
YoYo
Yoyo Chan Sze-ki (1C 3)

My Birthday
Yesterday was my birthday, so I went to the ABC Cinema in Tuen Mun with my family. We
watched The Robot War in the morning. Although the film was two hours long it was funny and I
enjoyed it.
After we watched the film we held a birthday party at home. My mum and dad made a lot of food
for my birthday party for my friends and I to enjoy. When they all sang “happy birthday” to me, I
felt very happy.
After that, my friends and my parents gave presents to me. We ate a lot of food, such as chicken
wings, pizzas salad and fruit juice.
After the birthday party, I opened my presents and I was really pleased with what everyone had
gotten me. What a wonderful day!
Jason Lam Chun-shing (1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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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to a Friend
Dear June,
Let me share my special Christmas gift wish with you. I would like a special Christmas gift such as
a mobile phone, electronic device or computer game. However, what I would like most is a
computer game.
Let me tell you why I would like a computer game most. I would like a computer game because I
like playing games as they put me in a good mood. Moreover, all my friends like playing them with
me too. Since these games a quite expensive, I think I had better ask my father to fulfil this part of
my wish list!
I’m lucky that my father always gets my wonderful Christmas presents.
What’s on your wish list for Christmas?
Best wishes,
May

May Cheung Mui Ling (2A 4)

Letter to a Shop Owner-Manager
Dear Sir/Madam,
I would like to complain about my recent experience in your shop.
First, your shop was much too crowded. There is just too much stock and too many customers for
its size. I suggest that you limit the number of customers entering the shop at a time and only
display one of each product type. This would make the shop feel much less crowded.
Secondly you really need to arrange customer service training for all your shop assistants and hire
more of them. Those that you have were clearly overwhelmed and didn’t offer any kind of
assistance to customers. I’m sure that if you can address these two issues, you will have many
happy customers spending much more money in your shop.
Finally, the shop was in such a mess! You really need to get staff to display things properly and
keep things tidy.
I hope you can follow my advice, so that my next visit will be a more pleasant one.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Ken Wong Kin-long (2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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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a Shop Owner-Manager
Dear Madam,
I am writing to give suggestions to address problems I found at your shop last Monday.
First, your shop is too small. Why don’t you look for larger premises? Meanwhile, why don’t you
display some of your stock outside? This would make more space inside your shop and attract
passersby to check out your shop.
Secondly, the staff at your shop were very unhelpful. You should either give them customer service
training, or fire them all and hire more attentive staff.
Finally, the shop was very untidy. You should either hire some specialized staff to keep your product
displays better organised and tidy or retrain some of your current staff to do this.
Yours faithfully,
Nancy Mak
Marya Khan (2B 20)

How I Deal with Family Problems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believe every teenager has some family problems. Today, I am going to
share some of mine.
My most pressing family problem is 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my parents. This has become a
problem because my parents always focus 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leave for work early in the
morning. This makes me feel lonely because there is nobody to talk with me. I really wish we could
at least do some weekend activities together.
Another problem my family faces is a lack of space. Our flat is cluttered with too many unnecessary
things which make our home seem even smaller. Indeed, there is nowhere in it for me to do my
homework.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is to throw away some unimportant things
and try to make what’s left clean and tidy.
Yet another frequent family problem is arguments between myself and my brother. These come
about because we are trying to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our parents. Maybe if our parents paid us
more attention these arguments wouldn’t happen.
Let’s all face up to our family problems and work out ways to solve them.
Huang Jiaqi (2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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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barrassing Surprise
I felt unhappy because I really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Wizard of Oz play at the Wanchai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but didn’t have a ticket. However, my mood changed when a friend bought me a
ticket as a birthday present. But unfortunately on the way to see the drama there was a traffic
accident which made us feel frightened and caused a terrible traffic jam. Worse still, when we
eventually arrived, we couldn’t get inside because the venue was closed. So, we quickly checked
our tickets and realized it was the wrong day! Then, we felt so silly.
Luckily we could go and see the drama the next week. And the play was so enjoyable. How
amazing the experience was!
Jessica Zhou Yu Ting (2C 20)

V city Excursion
Last month, I went to V city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nd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Yata
supermarket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of all, I liked the Japanese fruits in V city. For example, the bananas were really delicious and
the oranges looked so good. The grapes were also high quality although quite expensive.
In addition, this supermarket had an amazing variety of snacks. For instance, the biscuits were so
yummy, and the chips were so tasty. Moreover to my surprise the chocolates were some of the
cheapest I have seen locally.
This was a most enjoyable excursion.
Leon Chen Ming Feng (2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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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unctional Utility or Form over Function?
There are a number of smart devices in today’s tech world. How can you make a wise choice? As a
member of the Technology Club let me give my opinion of two gadgets that we tested.
The first tech gadget we tested was MUSE Footwear. MUSE Footwear plays music from a shoe!
The best thing about this gadget is that you can choose the songs easily. However, I wouldn’t wear
the shoe except to prank friends because the CD driver is very fragile. The maximum volume is also
quite limited especially for outdoor use. On balance, I would just stick to ear phones.
The other gadget that we tested was CIRCLE – Heater, Speaker and Charger. CIRCLE can store
electric power for you to charge your speaker and mobile phone. It can also heat your coffee, play
music and even charge your phone. However, despite its many uses this gadget has one big
downside – it needs regular recharging.
If you have the budget for just one of these gadgets, I would recommend CIRCLE over MUSE
footwear, because even though it requires regular recharging it is more useful. MUSE footwear by
contrast seems more of an April Fool’s joke than a serious stereo or shoe. My advice – give it the
boot!
Terry CHOW Siu-pong (3A 8)

How Robots are Improving Our Lives
Nowadays, robots are getting smarter and more advanced. Indeed, they are improving our lives in
numerous ways.
Firstly, robots can do household chores for people so that they have more free time. For example,
they can sweep the floor, wash dishes and cook meals like lunch and dinner for us. In fact, they can
clean almost everywhere in our homes and even cars for us which gives us more free time for both
work and play.
Robots can also help keep people safe. For instance, when people are in danger, robots can search
for and rescue them without putting rescuers lives at risk. This would be particularly useful in war
zones or other perilous areas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s.
Another important use of robots is in areas where high precision is required. Indeed, their accuracy
is greatly prized in medical areas where mistakes can be fatal such as surgery and pharmaceutical
work. This can help to relieve the workload of busy surgeons and pharmacists who are prone to
make mistakes when overworked leading to better outcomes for patients.
In short, robots are improving our lives in numerous ways.
May Meng Meixing (3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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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Wizard of Oz
The Wizard of Oz is a fairy tale written by L. Frank Baum about love and friendship.
It is a story about Dorothy who lives in Kansas and was blown by a cyclone to a strange country
called Oz where she teams up with a Scarecrow, Tin Man and Lion in search of the Wizard of Oz
and solutions to problems unique to each of them.
I think the book is really gripping as it follows Dorothy and her companions on their quest.
However, the best part is how each of the characters finds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along the way
but doesn’t fully realize this until their guru, the wizard, points this out to them.
I’d recommend this book to everyone since it’s so inspiring.
Heather Zhou Yong Qi (3B 19)

Book Review of The Wizard of Oz
I recently read a book called The Wizard of Oz by L. Frank Baum which is a story about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book follows Dorothy on her quest to find her way back home to Kansas after she was blown to
the mysterious land of Oz by a cyclone.
I think the story is meaningful because there are many things for us to learn which can make us
grow. My favourite character was Dorothy because she was very brave and helpful and never lost
sight of her goals despite various obstacles and distractions. Indeed, I think she is a great role model
for us.
I’d recommend this book for everyone since it shows how important friendship even with strangers
can be in helping us achieve our goals.
Wayne Feng Weizhou (3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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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ion Review
I recently watched a short film called Wallace & Gromit – A Close Shave produced by Aardman
Animations and directed by Nick Park with my classmates.
It is a British stop motion clay animation comedy about Wallace a window cleaner and his silent yet
loyal and intelligent anthropomorphic dog. The plot contains many twists and turns and amusing
surprise elements and even an evil cyber dog, Preston in addition to a sheep that causes havoc but
ends up being knitted into a jumper!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of this film for me is how the robotic dog took on human failings such as
stealing things and then attempting to frame others. I think this is a cautionary tale for us all to be
wa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imitates humans so well that it can replicate our worst as well
as best qualities.
I’d recommend this film because its exciting plot kept me captivated until the very end and its
themes were thought provoking.
Wayne Feng Weizhou (3B 3)

Review of Two Tech Gadgets
I would like to review the pros and cons of two gadgets.
The first of these is CIRCLE. It looks like a simple pad but does so much more. It is a heater,
speaker and a charger. When you are boiling water to make tea,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is one device. And as if that isn’t enough, you can also use this gadget to charge your
phon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is contraption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Its multiple cords
are cumbersome and its division into three sections makes it difficult to handle. But if that doesn’t
put you off, then go for it because it is easy to use, has great battery life, is surprisingly affordable
even for students.
The other gadget I would like to review is MUSE Footwear. Your friends will be impressed that
with this pair of shoes you will be able to give your stereo system the boot and have music and
radio blasting from your shoes! Well, not quite yet, since the volume was a little on the soft side,
and I wonder just how durable the sound system would be in the long term.
So, I would recommend CIRCLE but not MUSE.
Jackie Poon Suet-ying (3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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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ed Insurance Fraud
A theft was alleged to have taken place on 25th May, 2018 between midnight and 6.30 a.m. at 6
Blackstone Garden, Shatin.
The owners of the house Mr and Mrs Branston-Smith called the police at 6.35 a.m. and the police
arrived on scene 6.45 a.m. finding the door open, and a window broken. The Branston-Smith’s
claimed that two watches worth HK$5,000,000 and one diamond necklace worth HK$2,500,000
had been stolen. So, forensics were called in and filed a report later that morning.
Subsequently, the owners were invited to the police station where they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sleep when the theft was alleged to have taken place. Mr Branston-Smith reported that he
discovered the broken window when he went to get a drink around 6.30 a.m. in the morning.
However, when fingerprint matching was completed several days later, the police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culprits for this break and enter and theft were in fact the owners themselves. It seems
their motive was to defraud their insurance company of the HK$1,000,000 that the items were
insured for.
Following legal proceedings the couple were sent to prison for attempted fraud.
Wong Shun-him (3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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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bullying
Dear Alex,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have been suffered from the cyberbullying. It must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you. I can understand that you feel stressed and sad. I hope my advice can help you.
Do you know that cyberbullying is very common in Hong Kong? It can lead to serious problem. I
am so proud of you that you choose to face this problem. Since there are many teenagers that felt
scared with suffering cyberbullying. I think you are better than tem, just keep going. First of all, I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unfriend and block people who are bullying you. You don’t need to mind
what they have said. If they are trying to use other accounts to, you must block them again and tell
the adults. Then, you can take screenshots of the bullying and send to your parents. Owing to your
parents have the mature thinking they can do the correct decision. Therefore, I prefer you telling
your par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Furthermore, I suggest you doing you best first. You should remember your password and don’t
give it to others, though they are your intimate friend. It can avoid the account leaking. In every
moment, you should be careful who you add to your social network. It is because they may cheat
your money or get fun by cyberbullying. Therefore, you should better protect your own personal
information. I hope this advice helps.
I know that now the situation is not good. However, I think it will become better. I know i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to surf the net freely, but if you follow my advice, I promise that you will stop feeling
scared, and you will feel much better.
Yours truly,
Chris
Wu Nok Yin 4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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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tudy trip to Cheung Chau
It’s March, and my classmates, four teachers and I went to Cheung Chau. It was a cloudy day. We
first took a coach to Central Ferry Piers. From there, we took a ferry to Cheung Chau and arrived at
around 11 am.
First, we went to Cheung Po Tsai Cave and we took a boat there. I learnt that Cheung Po Tsai
collected lots of treasure inside. The cave was quite steep and small. It was a big challenge for us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At last, we exited the cave. It was a fun adventure.
Then, we shopped in the street and ate local food such as big fish ball. Fish ball was the best local
food at Cheung Chau, because they are more savoury, tasting better than others and more spicy too.
Afterwards, we ate mango glutinous rice dumpling. It tasted very sweet and juicy.
Next, we interviewed the tourists in Cheung Chau. It was difficult since a lot of tourists refused. But
we didn’t give up. At last we interviewed two tourists and asked them some questions. For example,
I asked them how they had felt about Cheung Chau. After the interview, I took a selfie with them
and completed the project.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better. I have improved my English and also built up my courage and confidence. I’m no longer
afraid of communicating with foreigners anymore. I thought that they were very nice and
easy-going.
Lastly, we walked around the streets and enjoyed the scenery. I felt that views were beautiful. The
beach had clear water. On weekends, many surf-loving city dwellers head to this island to enjoy the
beaches, but as it was still cold, we didn’t see any of them that day.
I enjoyed this trip very much because I not only learnt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but
also ate delicious food and saw a lot of beautiful views at Cheung Chau. I hope that I could go to
Cheung Chau with my friends or family next time. I would recommend them to try the fish balls
and visit Cheung Po Tsai Cave.
Ling Lok Yi 4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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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Week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song I have recently listened to, it is called ‘You raised me up’. This
song is an example of encouraging song that will make you want to listen.
The song is performed by Josh Groban. This is an old song of Josh Groban. ‘You raised me up’ is
about encouraging the people. When they are down, they could be encouraged by the song or they
could got some support from the song. Also , there are plenty of positive messages, for example, be
brave and strong, even though when you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you should not give up and you
should face3 it bravely. I love this song so much because the lyrics are meaningful, inspiring and
simple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is song’s melody is beautiful and easy to member. Also, this song
has a catchy tune the singer’s voice is strong that he can sing this song perfectly. The rhythm is very
great, I think it can attract the people. The piano music sounds good. It really attracts me.
This is a song which will encourage you. When you feel down and listen to this song, you feel
encouraged and hopeful. It makes me want to listen again and again. If I had to give one word about
this song, I would say it perfect. No matter the lyrics, melody, rhythm, the messages of the song, it
did a great job. The song gives me a hope and an encourage feelings and the singer sings it
perfectly!
This song is worth listening. I am glad listen to this amazing song. I will recommend this
encouraging song to all my friends and family.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ir newly-released song!
Rating scale *****
Chau Ka Yi 4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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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bile phones should be allowed at school
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written by Mary Wong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ated 13th May. It is about No mobile phones allowed at school. I agree to the ideas in the article
because young people are becoming too dependent on these electronic devices and the long-term
goal is to help students focus in lessons.
I support the school rule to ba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lthough mobile phones have so many
distractions now, I will tell you why I support the school rule to ba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Firstly, so many students have a smartphone. The smartphone have so many functions, for example,
we can check the words meanings in smartphones, but a lot of students can’t endure the distraction.
They will play games during the lessons that will let them can’t pay attention in lessons.
Secondly, they will become addicted and not interested in anything. In their minds, they just
remember the games. So, the purpose of the ban is to fight against smartphone addiction because
they are becoming too dependent on these electronic devices. Another long-term goal is to help
students to focus in lessons.
Thirdly, although we can use mobile phone to learn other knowledge and use dictionary, I think if
pay attention in lessons is better than using the phone to learn.
To sum up, student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use smartphone at school. It helps them to fight
against smartphone addiction.
Yours faithfully,
Chadwin Hung
Hung Cheuk Him 4B (07)

71

Selection of Best Junior and Senior Writing 2018/19

Great attractions in Hong Kong
Tai O
If tourists want to see a fishing village, they must go to Tai O. Tai O is also on Lantau Island. There
are many fishermen. They live in wooden house built on the water. Tourists can buy dried shrimp
paste from the fishermen. It is very renowned!
Tsim Sha Tsui Waterfront
Tourists can see palm prints of famous stars there for instance, Kung Fu star Jack Chan, famous
actor and singer Andy Lau in Avenue of stars. And then tourists can see the tall some buildings on
Hong Kong Island, the scenery of Victoria Harbour deserve tourists to admire at night. This view
also makes Hong Kong as a legendary getaway around all year. The scenery of Victoria Harbour is
fit to take photo for sharing moment. Because Hong Kong’s sea views at night is well-known in the
world. It can be said with certainty that you can’t miss if you go to Hong Kong.
Sai Kung
Sai Kung is on Hong Kong Island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f tourists want to enjoy
fresh seafood, Sai Kung is no denying the fact that is a worthy choice. There also are a lot of water
sports such as water motorbike. And then Sai Kung has fresh air peaceful place, therefore Sai Kung
is fit to go hiking, that’s a valued opportun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s a wonderful and amazing place for tourists!

Chen XiaoJun 4C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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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phones should be allowed at school
Dear Editor,
I’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written by Peter Chan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ated on
13th May. It is about no mobile phones allowed at school. It is about no mobile phones allowed at
school. I disagree to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benefits about mobile phones being allowed at school.
First, people only focus on the fact that students will use their phone to play phone games and they
ignore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mobile phones contact at emergency. Students can use mobile
phone to call their parents or even police at emergency. Also, parents can use the phone to make
sure if the students are at school using GPS protest the students. Mobile phone should be allowed at
school.
Second mobile phone can enhance student motivation like using some educational apps in the
lessons. In our school, my math teachers will use an app call ‘G Meths’ to explain a topic to us.
There are many math games for us to play and we can understand the topic easily. And most of the
students enjoy it. So it motivates students to join in the lessons by using mobile phone in the
lessons.
Finally, mobile phones are convenient. Students can use mobile phone to check information at
school or use online dictionary when they are writing compositions or doing projects. It can save
much more time than asking other people to get the answers. So it is convenient that students bring
mobile phone to school.
To sum up, mobile phones get multi-functions, for the safety problem, students should bring mobile
phone to school and it can be used in the lessons like educational apps or online dictionary. So
mobile phone should be allowed at school.
Yours faithfully,
Yonus Ng
Ng Tsz Yau 4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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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book Entry
Academic Life
I have studied in Kowloon Secondary school for 6 years. I love this place so much. I feel thankful to
the school because it has taught me a lot of things. My favorite subject is PE, and I enjoy playing
ball games with my classmates.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I was a very passive person when I was
in Form 2. I used to read books lonely during the school recess. Luckily my teacher and my
classmates encouraged me to bring myself to talk with them so that I won’t be afraid of people how.
Moreover, they also cheer me up when I was in low spirits. If I had a chance to choose my
secondary school again, I would choose Kowloon Secondary School without hesitation. I will never
regret spending my youth here. I will never forget my dearest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s well as
the happy days we spent together. You all are the things that inspire me to move forward at times of
adversity.
Student Life
When I saw this photo, memories of the school days flew thick and fast through my mind. As a
matter of fact, I started missing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as soon as we said goodbye. I miss Alex the
most as he is my best friend. We shared so many happy moments together, and these moments are
the moments that we will surely keep forever. Even though we lived far from each other, we still
managed to have basketball training together very often. Apart from school life, we used to do
revision for DSE together. Besides, 6C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very hard-working, and the overall
learning atmosphere inspired me greatly to take my study serious and work harder. That’s reason
why I could get a good result in DSE.
Lastly, I’d like to say, it is such a lucky thing for me to be one of the members of class 6C, for
which I’ll be forever grateful to the destiny.
Chan Kwun Yin 5A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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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ULES FOR GREEN ENVIRONMENT IN HO NGAI
SAVE ENERGY

TURN OFF ALL THE LIGHTS

1. You should se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air
conditioner at no lower than 25.5 0C. In
this case, you can save more energy.

2.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ever you don’t
need. Make sure you turn off all the lights
when you leave your classroom.

TURN OFF THE AIR-CONDITIONER

BRING YOUR OWN BOTTLES AND
REFILL IT

3. Open the window and breathe fresh air!
Use the air conditioner only when it is
necessary in the hot summer.

4. Bring your own bottles and refill it by using
dispenser. Do not buy the bottled water in
the tuck shop.

USE RECYCLED PAPER

CLASSIFICATION OF WASTE

5. Always use the recycled paper. Don’t use
the new or non-recycled paper anymore.
This can help save energy and wa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duce less carbon
emission.

6. A lot of daily waste can be recycled and
thus save more resource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recycling bins placed at our school:
Blue - Waste Paper
Yellow - Aluminium Cans
Brown - Plastic Bottles

Let’s follow these rules, and creat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Ho Ngai.

Pong Sui Hang 5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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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ve
I’ve recently watched a film called ‘The Cove’. It is a documentary film. The film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the mass slaughter of dolphin in Taiji, Japan. The message of the film is to stop the
slaughter of dolphins.
The Taiji dolphin slaughter starts in September and continues for 6 months. Fishermen in Taiji
would engage in the activity of dolphin drive hunting during this period. Every year, thousands of
dolphins are captured every year, with some of them being sold to aquariums and marine parks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rest being killed in an merciless way. What’s more, even som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involved in the hunting of dolphin. The most shocking scene to me is that
the waters of the cove turned red with blood from the slaughter. What disturbs me most is the fact
that all the fishermen ignore the feelings of dolphins and keep hunting them ruthlessly. My favorite
character in this film is O’Barry. He is respectable because he’s willing to dedicate his life to
protecting innocent dolphins.
Having watched this film, I felt so upset. Dolphins are innocent, and they should not be killed
brutally by human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e are relieved to know that JAZA has banned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dolphins from Taiji. Nevertheless, as an ordinary citizen, I’m sure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to protect dolphins. For example, we can stop buying tickets to watch
dolphin shows in the marine park,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demand for dolphins. If
there’s no demand for dolphins, then the fishermen will have to stop hunting dolphin.
In summary, this film has totally changed my attitude towards animal conservation. If I hadn’t
watched this film, I would have never known that there is such cold-blooded hunting in Japan. It is
alarming enough to increase our awareness of animal conservation. For these reasons, I strongly
recommend this film to everyone I know, it is undoubtedly worth watching.
Yeung Man 5B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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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Robot Bird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keeping a bird as your pet? In fact, keeping a real bird is not as easy as
you might imagine. You not only need to feed it on time but also take good care of other things like
bathing and trimming the wings. If you are worried about all the chores of taking care of a bird,
maybe a robotic bird is a good option. A robotic bird can play with you like a real bir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t is easy to take care of it.
The smart robotic bird is usually very lightweight with a colorful feather. It is of the same size as
that of an average medium-sized real bird. A robotic bird is able to do what a real bird is supposed
to do like flying high in the sky as well as singing pleasant songs. However, a robotic bird’s ability
goes beyond this. Compared to a real bird, the robotic bird is much smarter. It is clever enough to
know your feelings and sings accordingly. If you are angry, it will sing some soothing songs to
calm you down, while if you are in low spirit, it will sing happy songs to cheer you up. Perhaps it is
because of this special function of the robotic bird that many people want to own it. Besides, it is
easy to take care of a robotic bird. You don’t need to feed it or buy toys for it.
Place an ord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 Pay 30 USD and you can take this lovely bird home.
Siu Ping Foon 5B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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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mazing Dog
Do you feel lonely when you’re living alone, but you simply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keep and
take care of a pet dog? Well, here is a product called robot pet for you.
Robot pet isn’t a real pet, it is an electronic pet. It looks like a real dog, and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is robot dog is that you can change its color according to your own preference. When you feel
bored, the robot pet is able to sense your feeling and tries to interact with you. For example, if you
touch it, it will wag its tail in response to your touch, and if you clap your hands, it will run to you
directly, as if it is eager to be fondled. Additionally, if you walk the dog at night, the LED light on
his head will be automatically turned on to light up the darkness.
This adorable dog is suitable for everyone,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ant to keep a pet but don’t
have enough time and energy. If you’re interested in our product, you can browse
www.robot.dog.com to order it. You can get 50% discount if you order it before15th January,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han Cheuk Yi 5C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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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book Entry
Academic Life
Everyone has a subject that he or she is interested in or finds difficult, isn’t it? For me, English is
my favorite subject and I really enjoy studying English.
I found English special and interesting when I first started learning English. Therefore, I had a very
strong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As I grow up, Englis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me
and I can’t handle it. I started to get poor marks in exams. As a result, I started to feel upset with
myself. One day, my friend shared with me her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uggested me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watching videos. I took her advice, and then to my amazement, I found
English interesting again.
Although my English is still at an average level, I surely enjoy studying it. I’ve regained my
confidence and I believe that I could learn it well sooner or later. Most importantly, I’m courageous
enough to face any challenge in my study as well as in my life.
Student Life
Time flies so fast, and I am in Form 6 now. My class is a big and warm family.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studying or playing together with my classmates. Doubtlessly, meeting them will always be
the most fortunate thing in my life. A lasting friendship has been built up among each member of
6C over the past six years. Of all the things about my student life, what I will most are undoubtedly
my dearest classmates. We’ve shared plenty of happy moments that each of us will keep forever.
My classmates taught me a lot, and it is from them that I learned how to deal with problems. I will
remember forever how nice they have been, and we will keep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future. No matter we are rich or poor, we will be friends for life. To anyone in 6C, we will always
be the ones to count on at times of difficulty.
Huang YaWen 5C (07)

79

Selection of Best Junior and Senior Writing 2018/19

Should people be encouraged to cycle instead of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in Hong Kong?
Should people be encouraged to cycle instead of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ycling Alliance has been trying to make Hong Kong a more bike-friendly city. We believe
the most energy-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way to travel is by bicycle. Those who cycle
regularly as an alternative to traveling by car, bus, tram, or train often find it the fastest, most
convenient mode of transport.
Let me elaborate on the benefits of cycling first. As is known to all, cycling is good for our health in
that it exercises our heart and our body as a whole. You can ride a bicycle to anywhere you like
without paying the parking fee. In most cases, you only need to pay a few dollars to have a ride on
it, or if have your own bicycle, then it’s really cost-effective. Cycling doesn’t produce any air
pollution an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getting stuck in a traffic jam. These are the pros for
cycl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of cycling.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who ride on
the highway without wearing helmets or other protective measures. I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as it
is very likely a cause of an accident. In some cases, there’s no cycle track for cyclists to ride
bicycles. If they ride on the sidewalk then it could be harmful to pedestrians. Plus, in hot seasons
such as summer the weather, it is likely to be very hot and humid, which may cause the cyclist to
suffer from heat stroke. I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for cyclists if they feel dizzy and fall down to
the ground.
To conclude, everything has its advantages as well as disadvantages. Riding bicycles is without
exception. But for me, cycling is always an ideal choice for transport. Apart from benefitting our
health, it also gives us a lot of fun to ride a bicycle with friends or family. Let’s make good use of its
advantages and in the meantime, try to avoid its disadvantages. Cycling is practically a convenient
and beneficial exercise, so we should encourage people around us to take bike rides regularly, for
the sake of our health as well as our earth.
Bi Sufia 6B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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