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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繼五月份破例連續出版了兩期【創作集】之後，今天我們再將本應在七月份才和大家見面的

第十期【創作集】「搶閘」出版了！在此，我要為本年度負責【創作集】出版工作的編輯委

員們能有這樣的成績而歡呼！

我知道從事【創作集】出版工作的艱辛。所謂艱辛，倒不在徵稿﹑排版﹑編輯以及釘裝等工

作。我們有源源不絕的來稿；我們有兩隊各有近十人負責編輯工作的同學。【創作集】在本

學年共出版了七期。我們第四﹑五期的「銷量」，曾經有過光輝的時候，我也曾夢想有一天

【創作集】能成為「佛梁人」人手一本的恩物。不想到了後期，面對堆積如小山的「黃金

屋」，我不得不向「環保」低頭，將印刷量減半。這是辦文學刊物的人最大的悲哀！我曾以

「先烈」的事跡安慰過自己，和與我並肩作戰的編委會同學們：云魯迅﹑周作人兄弟從前從

事文學創作，所得就比我慘烈得多！周作人就說過「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文學無

用……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集》導言）；魯迅本以為文

學可以救國，到頭來「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見《吶

喊》自序）。再觀「近親」《文風筆動》，何嘗不是擺在書架上「紋風不動」，面對「環

保」問題？記得曾有同學要我給她介紹香港文學，我說何不自己去看看《香港文學》？我就

曾經從學校的圖書館裡，取回家「一幢幢」新簇簇的過期《香港文學》。【創作集】出版的

文章當然不能和「先烈」、「同胞」相提並論。我們對來稿一向採取「來者不拒」的編輯方

針，我們的宗旨是：讓更多的同學享受寫作的樂趣。如果你發覺我們的文章質素太差，歡迎

你來稿比試！我們正期望有這樣的局面。

我知道經濟學者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可以從計算國民的支出或收入總值入手。我想我們不

必介懷自己「收入」了多少；我計算過各期【創作集】作者的數目，發覺在持續上升。我堅

信有投稿的老師和同學，都會翻閱【創作集】。我依這個計算「作者支出」的方法推算，

【創作集】的讀者無疑在上升著！所以，在此得謝謝投稿【創作集】的所有師生們！沒有他

們的支持，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成績。一年來，我們以月刊形式，出版了七期【創作集】，這

是史無前例的。說到史無前例，不能不提我們每週定期舉行一次的文學座談。這是中文學會

閱讀及寫作班推動文學活動的另一項工作，我們在本學年舉行的聚會就超過二十次，這是我

自己最享受的課外活動。我無意做「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能與一眾愛好文學的同學

分享閱讀﹑寫作心得，是我的樂趣。

過去幾個月裡，我分別收到了藍明華老師和黃美娟老師對【創作集】工作的讚美字句，都寫

在本校「優秀員工獎勵計畫」的獎勵卡上，收卡人是我。我在此感激藍老師及黃老師對【創

作集】工作的肯定之餘，以為表揚卡是對全體【創作集】編輯委員的鼓勵。恕我「老套」，

表揚卡屬於全體【創作集】編輯委員。

今期是本年度最後一期的【創作集】，明年我們必定再捲土重來，延續我們推動文學創作的

理想。

來年再見！

陳永康老師

1999 年 5 月 20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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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頭大將軍》梁淑英 F.3A

一碟碟香噴噴的菜餚已經上桌了，而解下圍裙的卻不是媽媽，而是長駐在我家的大將軍──

我的父親大人。

我的爸爸是個普通人，早上上班，傍晚下班回家，一個典型的己婚男人。可是他在我心目中

是獨一無二的，只因他有一項妙技，就是「烹飪」了！

我爸爸最擅長的是中菜，對於煎、炒、煮、炸、燜、燉、焗，無一不精，無一不曉。由於他

曾在越南僑居過一段長時間，所以越菜也難不倒他。什麼「濱海」（?類）、「賀加」（魚

露炆魚）或是「煎稔」（小食）全都弄得色、香、味俱全。一個星期七天中，我最喜歡的要

算是星期日了。因為那天是爸爸的例假，早午?三餐全由他包辦。我們全家都有口褔了！

他是世界上最稱職的伙頭大將軍。圍裙是他的盔甲，鑊鏟是他的兵器，廚房是他的戰場。每

次作戰都令他汗流浹背，他卻毫無怨言，我知道當我們在快樂地分享他的「戰利品」時，會

是他最高興的時候。有一次我無意中看見他在搥肩頭，對媽媽說自己老了時，我告訢自己，

無論爸爸煮的是山珍海味也好，鹹魚白菜也好，我也要加倍珍惜享用，每一次也好像是第一

次，每一次也好像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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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何淑欣 F.1A

我的母親是一個愛打扮的女人。她的樣子較為好看，把秀麗的長髮束起來，樣子根本不像家

庭主婦，所以關於衣著的問題，她也很講究，而在這個話題上，我們很談得來。

我認為媽媽平時不太嚴格，而且不喜歡隨便罵人，也不是不講道理，做事也有分寸。有時我

和弟弟談天，若果她聽到我們說的說話有趣時她會哈哈大笑，我也認為她是一個好玩的人，

而且說話的時候，不像一個母親，像一個朋友。有時候，我和她一起逛街時，由於我比她高，

所以在別人面前說我是她的妹妹，有時還會扮嚴肅地說：「不准高過我。」令我大笑。由於

我的弟弟身形較為肥胖，有時候媽媽會發出一些尖叫聲：「肥豬。」我認為媽媽是一個可以

開玩笑的人，說得過份的時候也不會生氣，而且性格開朗，也喜歡撒嬌，簡直是一個不像母

親的母親。到了我們生病的時候，會很細心地照料我們，格外溫柔。

我很喜歡我的媽媽，完全是沒有原因，就算她令我有甚麼不高興，她始終都是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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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顧佳露 F.1A

對我而言，母親是世界上最好，最關心我的人。

她最近上了上海，只剩下爸爸/我和哥哥四人，家裡沒有母親，真的變得一塌糊塗了！飯菜弄

得難吃極了，衣服堆積起來沒洗，家裡被弄得亂七八糟。唉！要是媽媽在便好了！才分開三

天，我便很掛念妳了！

傱我十二年來的印象中，我媽媽是個頗任性的人，心情不好時更蠻不講理，但她常常把家務

打理得井井有條，在兄妹間處事公正不私。雖然她和我一樣愛睡覺，但她是料理完所有事務

才休息的。(才不像我！)
哦！好媽媽，求求妳快點回答吧！我眼中的媽媽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溫柔的好人，頭腦也很

精明，常常對我說她任職教師時，認識了校長(爸爸)的經過，我也常不厭其煩地聽……

雖然她的性格有點倔強，吵架從不讓步，但性格卻溫柔得可以；雖然經常發牢騷說家務堆積

如山，但還是好好地處理家務；雖然有時侯很煩，有點無理取鬧，但始終是個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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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記士多》梁淑英 F.3A

「一呀葉，輕呀舟去，……」如果你是元朗炮杖坊的舊街坊，一定聽過這粵曲。因為這正是

陳記士多的標誌 。

士多本來是沒有名字的，只因店主姓陳，於是街坊們就乾脆叫它陳記了。

這間士多和其他的沒有兩樣，賣的都是些糖果零食，而最為人記得的，就是店東陳伯手製的

潮洲小吃和那台專播粵曲的唱機了。

小時候的我，是士多的常客。每天放學便往那兒鑽。買些小吃坐在店裡，邊吃小吃邊聽粵曲。

雖然不太明白內容，但也會「依依呀呀」哼上幾句，常逗得陳伯呵呵笑。他那響亮的笑聲和

慈祥的眼神，我至今仍難以忘懷。

由於父母很信任陳伯，所以父母外出時，就會把我交給陳伯照顧。其實我一點也不寂寞，因

為士多對我來說是個既新奇又好玩的遊樂場。在這裡，我除了可當小廚師，幫手弄小吃外，

又可當老闆賣東西……士多已成為我第二個家哩！

可惜陳伯後來移居海外，因此要把命根子──士多賣了給別人。陳記士多從此在這世界消失

了！

前幾天我路過士多舊址時，才發現那裡早已變成了壽司店。望著眼前一排排冰冷的冷藏櫃，

只覺得無限唏噓。陳伯、小吃、唱機、粵曲，一切一切已經成為過去式。我告訴自己，不要

難過，因為陳記士多早已烙在我的心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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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海瑤

你們喜愛大自然嗎?你們愛護大自然嗎?我便會啦, 因為沒有了大自然我的童年便沒有那麼快樂,
 沒有那麼健康, 所以我熱愛大自然, 很享受這份喜悅和趣味。

還記得小時侯, 爸爸駕著車子往大自然去, 風景美麗得像一幅畫, 於是媽媽替姊姊、妹妹和我

拍攝一些照片。這時我覺得大自然變化膊端, 但像個球一樣地轉, 是不斷循環的, 就是四季裏

所看到的大自然, 是循環的, 指定的景像只會在指定的季節出現的。

春天, 在這個和暖的季節, 萬物醒來, 再次運動起來使大自然熱鬧起來, 充滿生機, 是一年的新

開始,令人不自覺地興奮起來。夏天, 是一個炎熱多雨的季節, 植物身上鋪滿灰塵, 但下雨後, 植
物身上的灰塵沖淨了, 令人本來懶惰, 後來下了一場雨就使人回復充勁, 繼續努力工作。秋天, 
是一個最涼最舒服的季節, 這時, 樹上的葉都轉啡黃色, 從樹上落下來, 樹的樹枝變成禿枝了。

令人感到有點失落。冬天, 是一個寒冷的季節, 萬物都會找一個洞穴冬眠, 令到大自然靜寂一

片, 給中一種寂寞的心情。

四季裏竟可以見到大自然的不同面目, 各令人有不同的感覺, 感到很有趣, 但我們始終不可以

預測到它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或變化,所以亦要提防這些自然現象。不過, 我是永遠熱愛大自

然的, 是永遠不會害怕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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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動》鄧郁邢 F.1D

我是一個不大願意表露感情的人。傷心，我很少哭；開心，我很少笑，但一篇短短的文章，

卻令我哭了三天。

故事是說一隻狗，得到農夫的救助，十分忠心。一次農夫喝醉，睡在著了火的草堆中，狗卻

不逃走，並把身體淋濕，為主人造了個防火圈。最後主人得救，狗卻死了。

看完這故事，我覺得那隻狗很勇敢，很忠心，牠肯為主人而犧牲，報答農夫的救命之恩，非

常難得。在社會上，有許多人只顧自己的利益，不會關心別人，不懂得感恩圖報。其實他們

應該反省，為甚麼他們的行為，會連一隻義犬也不如！

如果每個人也懂得像這隻義犬一樣，肯為別人付出，他們一定會有回報，這個社會也會變得

安定、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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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動》孔嘉莉 F.1D

我沒有為「感動」下過定義，因為每次我覺得感動的時候，每次都是同情多於感動，但令我

真正感動的那一次，我還記得十分清楚。

我記得那次爸爸媽媽帶我回鄉探外婆，那兒雖然簡陋，但小橋、流水，使人投入大自然的懷

裡。爸爸媽媽說會在外婆家住三天才會回家。



第一天我到處玩，和外婆家的小狗玩。在清澈的河水裡玩。到了晚上，吃飯了，外婆煮的晚

飯不是很豐富，只是普通極了的?菜，我也不太喜歡吃。晚上睡覺的時候，我無意中看見外

婆的手不但佈滿傷痕，而且黑黑的，我也覺得怪怪的。

到了第二天，我又到處玩了，快樂極了，我走到田裡，無意中看見在田裡的外婆辛勤地把她

種的植物，一一拔出，我忽然知道我錯了。原來那些普通而不好吃的東西，是用外婆的血汗

換來的，我還不知足，那時我不但感到自己錯，而且感到非常感動。外婆為了我們而辛勤，

我卻不知足。那刻我立刻走到外婆身旁，幫助她。那時我知道我錯了，也同時知道「幸福不

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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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回憶》海瑤

大家好, 你們是否曾唸過小學呢?你們覺得以前在母校裏的生活開心嗎?我覺得母校在我心裏是

一處充滿了回憶的地方, 有開心的, 有不開心的, 都曾在這兒發生過, 所以我特別懷念以前在這

兒的生活。

升讀中學後, 我時常想起以前在母校唸書的片段。記得, 校園大門前種了很多種類的植物: 涼
瓜、絲瓜、玫瑰花、太陽菊……我亦有參與種植的過程。校園的環境不錯, 而我最愛去乒乓

球室, 因為可以看副校長和同學們玩乒乓球, 他們玩得非常激烈, 使我看得緊張和興奮。

在五年級的時候, 每次上英文課時, 全班的同學永都不會靜下來給老師教書, 使老師很不開心。

有一次, 她忍不住了, 嚴肅地責罵我們:「上課要遵守秩序, 要安靜, 不談話, 尊重老師。」自此

之後, 我班的同學上課時亦不再嘈吵了, 使課室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不經不覺已過了很多年了, 在母校裏時刻都帶給我開心的、美麗的回憶, 令我的童年添加了不

少色彩。母校我真是多謝你多年夾的教導,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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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過去了》陳倩怡 F.1B 

窗外的蟬兒在快樂的歌頌夏天的來臨, 唉! 又是快升中二的日子。在漫長的一年裏, 我得失參

半, 有快樂, 亦有傷心的。

在這一年我了很多東西, 有從書本的, 也有從課外的, 最大的得著, 便是數學這科, 因任教數學

科的老師十分和藹, 令小學不及格的我反而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成績也不是太好, 
但卻很有成功感, 答對老師的一條普通問題, 內心就會充滿歡欣、喜悅。也許小學時老師說課

時太呆板, 未能專心, 但現在不同了, 因為我能在飛逝的一年中, 學到上課應有的態度。

最高興的還是我認識到很多新同學和朋友, 他們各有特別的性格, 雖然表面有好也有壞, 但他
們都有善良的心。真的, 我在班中一次遊戲: 現在有一萬元,有些東西可以給你買去, 就算是什

麼東西都可以。有一位外表壞透的同學在其他一項中, 竟是希望世界上每個人也健康, 而且用



了頗多的金錢去買它。我真的無意偷看, 也希望他不會介意, 但這使我心不安, 我後悔自己當

初以貌取人。

我班的歡笑聲, 讀書聲永遠印在我的心坎中, 可能到中三後, 不能再一起學習, 但也祝福他們可

以在優秀的環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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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校慶有感》鄭國威

不經不覺我們的學校也渡過了十個寒暑,我們作為本校的學生,也應替其高興,因為這是光榮的。

十年光景,一切也不斷在變幻,雖然我在學校渡過的日子不足五年,但這幾年間學校的演變也真

不少呢。回想中一入學時的我,當踏入課室的那一刻,就如進入地獄般,為甚麼?還不是課室裹沒

有空調,而當時又正值炎夏,課室就如火焺般,真不好受,同學就因此稱它為一個小煉獄.上課時課

室裡受著太陽的斜照,人就如處身於火海中,試問有誰能有這能耐上課呢?
然而,這地獄課室到我們升上中二時已安了空氣調節,我們得到解脫了。可惜! 可惜!地獄這名字

仍未曾離開過我的心中,因為……

一心以為升上中二後課室有了空氣調節,我們的身/心能舒適一點,然而,卻殺出一個人稱地獄老

師的人。當時這位老師教我們經公科,她以地獄式教學聞名於世。起初她笑裡藏刀,露出一副

和藹可親的笑容,但不到一會,便如厲鬼附身般發狂。一向茍且偷安的我們,就如失去雙臂的螳

螂般任由她宰割。這種地獄式的訓練使我們的經公堂認真地渡過,不能得到一點休息。但能有

好成績,辛苦一點也是等閒之事吧。

想到這裡,也許有些人以為這所學校有點兒恐怖。那倒不是呢!若細心觀察老師的言行舉止,便
會發覺許多有趣的事,先以某老師為例:他不論說甚麼,口中總是離不開「裡邊」這兩個字,因此

有些同學給了他「裡邊太郎」的綽號。我們的校長每逢在演講中也喜歡說出數句英語,然後便

對我們解釋句子的含意。更有趣的，便是本校練得一身好功夫的「大隻佬」老師。他常在放

學後，在校園裏耍刀弄棒。但有一個同學發現老師在耍刀時，有數刀是擊中自己身體的，幸

好那只是一把木刀，不然可要「身首異處」了。聽說他因十周年校慶關係，聲稱要在開放日

中表演身手，這樣的刀術……天呀！真替他擔心呢。

談到這裏，雖然還有不少趣怪事，但我卻害怕得罪老師，故還是收斂收斂。基本上學校在這

數年間也是不斷在進步的，但也有不少地方在倒退。有留意的同學也知道，我校的普賢社地

位穩如泰山，能有此基業，不就是因為有一個好領袖。打從譚老師離開我們的學校，頓時群

龍無首，如漏了氣的氣球般一蹶不振。而新的一輩也因經驗淺薄，根本未成氣候。我感到有

點遺憾，作為佛教徒的我眼看他們如孟子所說般「孺子將入於井」，卻仍未能抱著「惻隱之

心救援之」，不過，聽聞他們將會有一次大改革，以圖重振昔日雄風。在此希望他們能如願

以償。

悲、喜、怨、恨，也在此一一道出，也許因此開罪了不少人，但這卻是我眼所見；耳所聞的

真實事件，沒有半點慌言。適逢學校的十周年校慶，機會難逢，如能在校慶日中幫上半分力，

可說是無上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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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酸苦辣-實習老師實錄》菊子

悄悄地我來了，為平靜的湖面掀起了陣陣的波浪。匆匆地我走了，令翻滾的湖面回復平靜。

實習老師是我的名字，手忙腳亂是我的別號。當天迷糊地走進這「佛門聖地」，今天仍是惺

鬆地離開這地。短短三十天，人生經驗卻豐富了不少，現在就讓我和你一起分享在「梁植

偉」的「四個最」。

最傷心欲絕的時刻，是某班男生用質疑的口吻說了一句：「你懂不懂如何教中文？」才「下

山」兩日，便收到了挑戰書！看來這場仗不易打。羞辱、憤恨、惱怒霸佔了整個腦袋，「罰，

一定要罰，要殺一儆百。」我心中嘀咕著，實際卻只是責備了數句，也許這就是女性心太軟

的弱點。現在還記得那句話，只因為它令我在多少個好夢夜難以入眠。最開心歡笑的時刻，

是學生欣賞我的教具，學以致用的時候，心中會開出朵朵蓮花。記得某班同學仔細欣賞我給

他們看的圖片；某位學生把我所教的知識用於作文中。一切一切給我心靈的回報，只要有備

而戰，終能打勝仗。聽到學生對心血的欣賞，看見學生對努力的肯定，多少次站在車廂裏痴

痴地微笑。

最醉心傾城的一刻，閒暇時在校園裏四處逛逛，在後花園享受大自然的給予，是我在佛教梁

植偉中學最醉心的時候。鳥語花香，清幽閑靜，是學校裏的「世外桃源」。看看草，嗅嗅花，

聽聽風呼鳥鳴，人生如此，夫復可求！當有所不快或鬱結，我喜歡在這小庭園的石椅上坐上

一會兒，好讓石椅的清涼撲滅心中的赤火。聞著清幽的香氣，剛才的火焰也給清風帶走了。

後花園是「佛門聖地」的閉關室。最憂心不捨的時候，一個月後的今天，即將離別，對那班

頑皮的小朋友有了希望；對那一群乖巧的少年人有了感情；對那些幽默的同事有了了解……

當我對一切開始熟悉的時候，時間告訢我：「你的夢快結束了。」人生如夢，這場夢未免太

短暫。離別依依，總是人生的一大苦楚，但我身雖不在，心仍猶在。

想說的話兒並非寥寥數筆可言盡，這「四最」道盡了實習老師的甜酸苦辣。幸有這麼的一班

學生，這麼的一群老師，這三十天才令我無悔今生。我得到的是一個永不磨滅的回憶，我失

去的是惱煩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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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溯影後感》張劍雄老師

這不是一本書:淡黃色的封面、雪白的內頁、黑白人物照、還有文字和漫畫,一切書應有的它

也都有了;可是這不是一本書,為什麼? 不為什麼,只因為它的名字是「溯影」--追溯逝去的影子。

你還不明白, 我也沒要你明白, 這本只定「回憶」而不是書-五年中學生活的回憶。

四十幅「大頭相」配合有趣的漫畫和生動的文字, 令人會心微笑,這便是我們中五理班的「眾

生相」。直至現在,我也很慶幸自己認識了這班知己,我想真正的朋友也不過如是。可能由於

我們是校內唯一的理科班, 在形勢比人弱的情況下, 我們異常團結,不但在各班際活動表現出特

有的合作精神,同時在向校方爭取福利方面, 如安裝新風扇,也發揮了萬眾一心、同甘共苦的決

心;雖然我們偶有互相捉弄、各自為政等分裂時間,但是最後還是聯合一心保持「班譽」。其

實我們彼此間的差別真是很大,各有各的嗜好和興趣、家庭背景又懸殊, 可是我們這一盤散沙

還總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吸引著,互相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體--「『暴』『瘋』的漢子」,(溯
影中我班的代號) 。



回想當時,我們正是「遊戲時遊戲、工作時也是遊戲」,課室的桌椅沒有一張是完整,而大門也

不知撞破了多少次, 而玻璃、黑板、粉筆等更無一倖免。但是每次全班都保守秘密,守口如瓶,
所以從來沒有人因此受罰。現在看來好像是很頑皮,可是當時真的是很有趣,這就是我們聞名

的團結精神。當時各老師對我們的評價都很低,尤其是校長,他教了我們中四倫理後,便沒有再

教我們了。但無可否認, 我班是歷來最活躍的一班(包括班內、班外),而成績卻是歷來最好的,
我想當日會考放榜時,很多老師都大跌眼鏡!
「沒有沙,那有泥;沒有老師,那有我們。」在中學生活中,老師的教導無疑是重要的一環;在學問

的灌輸方面,大部份老師已經盡了全力,其餘的便要依靠各同學的努力。可是,在德育方面,校方
太注重宗教方面,我們得益什少,在倫理課時,真是你講你的,我做我的,互不相干,可幸我們還能

潔身自愛。其實我們對母校的某些老師 (尤其是主任級以上)什為不滿,彼此有不少矛盾,但總算

是一場師生,彼此總沒有衝突。

談到老師,少不免提及溯影中曝光率最高的老師-「金佬」。鼻上架著的眼鏡、咀唇上的鬍子、

樸素的恤衫、深藍色的西褲,這都是他的特徵,表面上他是一個平凡的人,但骨子裏卻是一個好

好老師, 他不但努力地教授自己的專長(數學),同時還不停地自我進修,而他更常常在堂上提點

我們做人的道理, 他不但原諒我們的捉弄, 還時常和我們打成一片, 他在我班深得民心。但是

他本身卻是一個悲劇人物, 他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沒有一些什麼教育文憑等, 他雖教了十多

年, 但自己還在學習中; 而校方竟因他節數不足而要他代教體育。雖然如此, 但是他一真默默

耕耘,不問收成。這樣的一個老師, 你怎能不佩服呢?
「筆耕集」--溯影中的文章大成, 當中有老師, 也有同學們投稿, 各人表達了那種依依不捨和努

力向前的心聲, 記得當時我讀來字字扣人心弦, 可是現在卻沒有這種感覺了, 可能我是成長了, 
也可能離愁減了。無論如何, 雖然我們不能再一起重溫舊日美好的中學生活, 但是我們還是好

朋友, 我們不但沒有因各人出路不同而疏遠了, 反而我們更加爭取機會相聚(例如籌辦同學會)。
在此我祝福各人前途似錦, 友誼永固!
以不是溯影中, 我認為最好的一句: 
「這裏烙有無數的足印,
我的? 
只是其中一雙罷了! 」
希望各人記得曾在母校留不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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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規》鮮奶球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 所以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校有校規。如果犯了校規, 小則記名, 大則記

過。為什麼要我們遵守校規? 因為要培養我們奉公守法的情操。守校規的被稱之為好學生, 不
守校規的被貶為壞學生。

年紀較小的同學往往喜歡刻意犯校規, 因為他們認為壞學生是有型有款的象徵。而犯校規則

代表我敢作敢為，所以很多同學喜歡犯校規，「頂撞」先生，以表示自己的英勇行為。但我

覺得這是多麼幼稚的想法。

把頭髮又染又電便是潮流的一部份? 難道直而黑的頭髮便是老土的表現嗎?還記得陸運會時有

一名中六女生以自豪的語氣說「是呀, 我的頭髮是我自己電的。」學校的訓導老師相信她是

天生鬈曲的, 所以沒有懷疑她, 奈何她卻認為自己違反校規而沒有被老師警戒而自豪, 可憐的

是堂堂一個中六的學生有一個這麼愚昧的想法。更什的是這些思想是會傳染的。她的一個朋

友喜歡用粉紅色球狀象筋紮頭髮回校的。眾所周知, 頭飾只可選擇黑色或黃色。她豈不是刻

意犯校規嗎?但她還在女廁中公然訢說:「我天天不同造形回校，也不會被老師捉呢。」所指



的「造形」當然是指頭飾。大家覺得可笑吧。奈何這是真人真事呢！

中六的學生，一直是中一、中二學生的榜樣。較低年級的學生未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喜歡

模彷別人，所以當你看見他們開始犯校規時，請想一想是誰導致的。不要以為電視、電影喧

染。其實真正元兇往往可能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究竟犯校規真的威風人面嗎？成功犯校

規又代表什麼呢？所謂三歲定八十，現在你勇於挑戰校規，正表示你勇於去做犯法的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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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考試》姚淑敏 F.6A

考試──一個令人聞之色變，避之則吉的名字。每一個人一生都要面對無數大小不同的考試，

無論你是學生還是就業者，都同樣地要面對考試，這是無可避免的。在「偉大」的考試面前，

我們只是一頭「無助」的小猴子，怎樣走也逃不出這座五指山。

對於考試，我相信沒有人會喜歡它，什至會討厭什至恐懼它。但是，考試真的是那麼可怕嗎？

不！可怕的是考試所帶來的壓力；可怕的是要「浪費」時間準備考試；可怕的是要面對實力

不如人的現實。

無可否認，考試所帶來的壓力是十分可怕。但是壓力又是由何處衍生出來的？老師？家人？

朋友？不！是你自己的心魔！事實上，老師的要求、家人的期望、朋友的眼光都是失敗者的

藉口，他們只是想以一句「壓力大」而去逃避考試失敗這個現實，他們害怕去接受、去面對，

希望「壓力」能助他溜之大吉。考試不如理想什至失敗，是人生必經的階段，這正是個絕佳

的機會去試煉自己，學習面對、接受、處理失敗，從中吸取教訓，為將來更殘酷的挫折作出

準備，到時便能從容應戰，那用怕那微不足道的「壓力」！的而且確，壓力是存在的，壓力

是推動自己邁向目標的原動力，它令人們積極向上，並非令人意志消沉。考試所帶來的壓力

其實是多麼可愛！

相信準備考試，是整個考試過程中最恐怖的一環，廢寢忘餐，埋頭苦幹，為的只是張証書，

一張永世通用的飯票。值得嗎？值得的！學問是會一生一世跟隨著你的，絕不會偷偷溜走。

以一丁點的準備時間，換取一生一也的學問，划算得很。況且，從準備的時間中，你會悟出

一些「真理」，這些「真理」只是你自己才會明白，如何使自己專注？如何使用少許時間達

到最大效果？等等……都是使你受用終身的。

考試的目的，是節選出人材，測試實力，這是目前最為公平的方法。通過考試，人們可以分

出高下優劣，証明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即使技不如人，亦「死而無怨」。那些成績不如理

想的人，只懂怨天尤人的又有何用呢？倒不如面對實力不如別人，努力不足的現實，發奮圖

強，爭取更佳的成績。這樣社會便會不斷進步、繁榮不息。

的而且確，我們是一頭一生一世都活在考試的五指山中的小猴子，但我們是快樂地生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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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海瑤



人說愛情的力量是很大的, 它可以令人開心, 令人若惱,嚴重的可以喪失性命。所以我覺得

「愛」是一粒多情、煩惱的種子。

每天在新聞、報紙看過不少自殘身體、為情自殺等報導, 都是困感情出現了問題或其他問題

而做出這些極愚蠢的行為, 墮入了這「愛情墳墓」。我看過及親身體會過不少這些事, 令我感

到無限感慨。

我有個朋友, 她父母在婚姻生活裏出現了多問題, 她爸爸有外偶, 令到她媽媽與他時常發生口

角, 嚴重的他們會動武。她媽媽亦多次自殘身體和自殺, 以致入醫院, 令到她非常傷心和擔心。

她今年只有十一歲, 便要接受這殘酷的事實, 令她得不到正常的童年生活, 這一切一切都是她

爸爸帶給她的。

但在香港有很多這些個案發生。不過亦有些可以「白頭到老」的例子, 他們是過得開心的, 而
他們可以做到互相遷就、互相關心和互相信任, 所以他們可以白頭到老。

我覺得現在的人, 輕視了「愛」,因為他們只顧現在的感覺, 後來發覺不可以一起便分開, 為什
麼永遠都不想清楚便去做呢?婚姻真是簡單, 簡單到像玻璃一樣容易跌爛, 其實婚姻是一生一

世的幸福, 是需要想清楚是否真心相愛、是否可以一起生活、是否可以互相信任等問題, 是要

負責任的, 所以絕對想清楚才可決定, 這才是真正的愛情。愛情的力量真大, 是沒有人可估計

的, 就像投資一樣有很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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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你對香港傳媒的觀感》姚淑敏 F.６ A

難得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城市，傳播媒介應有盡有，百花齊放，例如報紙、雜誌、電視、

收音機，什至電腦網絡等等，一應俱全。單看每天有十多份報刊出版，便知香港的傳媒是如

何發達。

香港的傳播媒介不單止發達，其內容還十分「豐富」。不是嗎？電視、電台全日二十四小時

不停播放，不理會節目是否播完又再重播，只要有觀眾欣賞，便會播放，民主得很呢。而且

還十分多元化，娛樂節目包裝一下，變成新聞資訊節目，你不用驚訝，這正正是香港傳媒能

化枯朽為神奇的地方。即使節目是如何粗製濫造亦不要緊，只怕沒節目可播，寧濫莫缺呀！

更神奇的是，人們竟然繼續收看、收聽……佩服！

香港傳播媒介的發達，實在有賴於勤奮賣力的記者們，只是為了一個電影明星的緋聞便日以

繼夜，窮追猛打地追訪，死纏爛打，實在值得敬佩！可想而知，對於世界大事香港要聞，他

們更加鍥而不捨，不遺餘力。

看！每一份報紙的頭條盡是現場實景，血淋淋的「第一手」資料，又或是直擊剛死了妻兒的

男人吃喝玩樂的實況，多姿多采。傳媒還擔心內容不夠豐富，用金錢去製造新聞，滿足各位

的求知慾，實在難得！

比起世界各地，香港的傳媒是報導最多無關痛癢，雞毛蒜皮的新聞的地方。這表示這個城市

安定繁榮，沒有什麼大事、罪案發生。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感到無比自豪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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