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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鄰居 李春梅 F4C

今天走過她的門口,看到一張房屋處發出的告票─「屋租未交」。昨天她的兒子才來過,給她

買米、買油、買食物。怎會忘記替她母親交屋租呢?
她,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她不是一個啞巴,但我從沒有聽過她說話。自她丈夫過身後,只見過

她一次,我想大概已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她丈夫生時,每天早上我回校上課,總見到他們坐在公園的椅子上皖報紙。小時候我和姐姐妹

妹去公逛街,踫到他們倆,他們總是左閃右避,生怕我們加害他們。不過後來見得多了,也就沒那

麼怕我們,我們也會叫聲「伯伯」、「婆婆」。但他們的行徑也實在怪怪的我門家便替他們起

了個諢名─「怪人」。

後來她丈夫病重要住醫院,沒多久就得知病逝了,她的情緒當然不隱定。過了幾天,她的兒子來

探望她,敲了很久很久也沒有人應門,以為她出了事,接著便用力拍打大門,終於她開腔了,但她不

願意把門打開,所以她的兒子便打了九九九報警。不一會,警察和消防員也到齊了。警察勤她

把門打開,但她仍不願意。警察勤了她半個小時,終於對她說:「若你仍不把門打開,我們便把門

鑿爛的了!」但她寧死不願,所以最後消防員把門鑿爛,把她帶了出來。這就是最後一次看見她。

https://www.blcwc.edu.hk/chinese/product/pap1.html


後來從她的兒子得知,原來她夫婦兩人年青時是從事教學工作的,所以這樣喜歡看報紙。她從

不離開丈夫,他們倆人雖然怪怪的但永遠寸步不離。現在的丈夫去世了,我想她現在的精神快

要崩潰,才會連兒子也不讓他進門。

及後聽聞她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總會在窗口邊 o喃喃自語,不知…….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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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師生關係 朱俊明 F4C

師生關係對每一位學生都很重要,而老師更是承擔著教育學生的偉大使命。老師以其責任心,
關懷、啟發及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的至成長,所以我們應與老師建立良好的關係。

怎樣才能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其實很簡單,只要上課時留心聽書,不要生事,多和老師溝通,自
然會能夠建立良好的關係。除非老師和你有世仇,否則每個老師也會盡心盡力地指導你、關懷

你,令你成績有進步。

佛陀本著「人人都能成佛」的心,到處說法,廣收弟子,與他們的關係非常好。至佛陀病危,弟子

們也盡心地照顧,他到他滅度後,也要教導弟子。佛陀門下的弟子, 大多能證得善果,成為阿羅漢,
菩薩,證明師生關係的重要。

試想想,將來我們有機會成為老,學生對你的態度十分惡劣,到時你又有什麼感受學生不聽你講

課,回家不做功課,到時你有什麼生存價值和意義呢?
試想想,教師每天上學時,會否只是因為和你們結仇,罰你和罵你嗎?他們的職業是要教導你,加
上他們發自內心的關懷,你才會有今日的成就。你看,古今中外的(年 9 人,不是和他們的導師或

教師的關係很好的嗎?
總括以上的一切,本人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和老師建立良好的關係,你才會有良好的成績。到你

老時,也會記掛當年老師的教導,希望你們也有同一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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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同學的一封信 1C 吳小美

素妮:
你好嗎?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們升上中學已有三個月了。你近況怎樣呢?
現在回憶起小學的生活,真令人又快樂又惆悵。在中學的生活裏你與朋友關係和成績怎樣呢? 
在上一次的信中你只提到中 學的壓力很大,有很多煩惱的事,其實我都同你一樣有這一種感覺,
不過我想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風順,所以我希望我們能拋開煩惱,一起努力上進。昨天

派發了成績表,我在全班排 14 名,雖然我感到失望,但我將會用今之的成績作一個目標,待下一

次更努力去考,取更好的成績。

另外我有一件開心的事告訴你知,我在中學認識了很多朋友,不會像小學時只有幾個好朋友,也
識了很多老師,他們都是很負責任的好老師。升上中學後,在生活也有很多自由的空間,我多數

都在看書,你應同我差不多的吧!因為我們都一樣喜歡看書。

祝



學業進步!
小美上

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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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 1C 阮藝蓉

我叫阮藝蓉,1987 年在中國出生,之後跟媽媽來到香港.我家裏

有爸爸,媽媽,祖父,祖母和一個小妹妹,我們一家人生活得很開心.
升上中學後,我的校園生活比起小學開心了很多,因為我認識了很多新同學,午膳時又一起吃午

餐,跟同學相處時間又多了,覺得很開心.我又參加了一些課外活動,認識了一些比自己年紀大的

哥哥和姐姐.
平日我喜歡和同學一起去游泳,踏單車等,這些都是我的興趣.而我的嗜好就是打籃球,我覺得這

種運動不但有益身心,而且可以增高,減肥,又好玩.
我希望以後努力讀書,將來做一個出色的醫生,因為我很想探究

人體的器官,了解多一些醫學的問題,所以從現在開始,我一定會努力讀書,將來做一位好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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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的購物商場 3D 梁健偉

在這炎熱的夏日,大部分的人都會在假日留在家裏休息,但也會有很多的人寧願到一些備有室

調設備的購物商場逛一逛,一方面可以消暑,另一方面也可以滿足自己的購物慾.
我假日也會到購物商場逛一番.一踏入大門就已經感受到那股人山人海的感覺,不過我都繼續

逛,我看到有些人很興奮地逛完一間又一間的商店,那些人看到一些平價的衣服,就算那其實是

一件不美的衣服,那些人也會買下,又或是看到隔離商店的衣服的價錢較便宜.他們就會說:[嘩!
隔鄰還便宜得多呢!]之後就會到隔鄰的商店看.到購物商場購物的大多數是女性,我曾聽說過女

性天生就是[購物狂],這句說話非常貼切.我也看到一些男士站在店鋪門外,我想是在等他的伴

侶或家人吧.有時候,當有一間商店將要結業時,店員就會用擴音器說:[清貨大平賣!]就會有很多

人一窩蜂衝過去,就好像成千上萬的蜜蜂看到蜜糖似的.
在購物商場裏周圍都會放置一些垃圾箱,但地上常常都會出現一些垃圾,如食剩的香煙,用完的

紙巾等.當人們瘋狂購物完後,就會到商場裏的餐廳飲一杯凍飲,之後就會紛紛離去,又或是到隔

離的商場繼續購物,然後新的一批[購物狂]又會來到,如是者,可能到了商場關上時,人群才會離

去.到最後,商場裏就會冷清清的,本來熱鬧的商場轉眼間變成空無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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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不會寄出的信 1B 梁盈慧

親愛的貓咪﹕

妳近來好嗎﹖有沒有給媽媽責罵呢﹖

自從我升上中學後，見到你的時間少了很多很多，差不多每天只有一小時靜靜的看著妳。每

當想起你、掛念妳時，總會不自覺的拿出袋口裏與妳合照的相片，安慰自己﹕努力上課吧﹗

很快又可以回家呢﹗妳不知不覺在我家住了五年了，每天給我的笑話可是不少啊﹗妳還可記

得在以前的家裏有陽光時嚷著要媽媽讓妳去曬，可是不久回到我的面前「 辟啪」的一聲伏在

地上「散熱」呢﹗

其實，我很關心妳，可惜妳不知﹔我想了解你，可惜無從入手，我真的真的想知道妳想甚麼。

妳給了我鼓勵，去面對每件事。有同學說我是貓癡，對，我是。只要妳每天在我身邊撒一下

嬌，用關心的眼神望一望我，用雀躍的心情對我說聲﹕「加油﹗」、「早安﹗」或「不要這

樣吧﹗」，這便是我的幸福，我每天精神的來源﹗

祝

生活愉快﹗

致愛妳的主人 盈慧上 十二月十一日 

返回索引目錄

赤柱遊記 4A 葉穎欣

暑假期間，我曾到過赤柱。赤柱位於香港島的南端，位於淺水灣和深水灣毗鄰，是一個有名

的旅遊勝地。

來到赤柱，首先要到「赤柱市場」。赤柱大街猶如一個跳蚤市場，市場內有不同的店鋪，提

供不同貨品予旅客選擇。由於赤柱市場是遊客區，故所售賣的貨品大都充滿傳統中國色彩或

充滿民族風情，例如，仿古陶器、銅錢、圖章和傳統民族服裝等。但是，有部份店鋪也會售

賣一些潮流玩意和服裝的。

赤柱市場旁邊便是赤柱大街。赤柱大街充滿歐陸風情，大街的一邊是石灘，另一旁是一座座

充滿歐陸風情的舊式建築物。這些建築物都是一些西式餐廳、咖啡室和酒吧，底層的餐室更

會設置露天茶座給予顧客休息。在周末和假日，來到赤柱大街，酒吧和餐室都坐滿了人，熱

鬧得很。

沿著赤柱大街，便到達美利樓。美利樓以前座落灣仔，但由於後來該區需要清拆，重新規劃，

所以政府決定把美利樓搬遷。在清拆前，政府為了方便日後重新組合，所以在美利樓的所有

石磚上畫上不同的記號，故現在美利樓的牆壁上，都可看到不同的記號。現在，美利樓用作

餐廳，提供旅客的飲食。美利樓由於是殖民地政府興建的古式建築物，所以充滿英國色彩。

日間看到美利樓，它是一座非常莊嚴的建築物；在夜間，它則是一座富有浪漫色彩的建築物，

因為在晚上美利樓亮著黃色的燈，燈光和美利樓的倒影投射在海面上，情景美麗得很。

赤柱真是一個美麗的地方，環境寧靜而且幽美，真是一個值得遊覽的地方。

返回索引目錄

「西」遊記 4A 古詠恩



那天,我乘著車子,經過迂迴曲折的路,從四周滿是一座座殘舊的建築物,慢慢去到週邊滿是山水

的地方。眼前所見令我從一個狹窄的地方去到一個自由自在的天地;在車上感受的那點風,充
滿著朝氣,那死沉沉的城市生活,簡直是無可相比。

終於到了要下車的時候。當我走出車子,那清新舒服的微風像帶著一點言語要向每一位到來的

人說聲歡迎。這與海為伴的地方就是香港的西面。在這裏仍有著城市那種商業成份,到處有不

少商場食肆,為一不同的是這裡像童話故事裏的鄉村一樣充滿純真。走著走著,沿途經過了橋

樑,車站和這裏獨有的交通工具一輕鐵。我有一種衝動想去坐這裏獨有的交通工具,但卻被四
周的景物吸引著。這裏看似很先進,但卻滲透著一點像郊外的感覺,到處長滿著類似草原的長

草,每走到一個地方,就像到了不同景點的草原上。輕鐵在我的眼前走過,一瞥的看到藍天,白雲
與那表著現代的建設,美極了!
慢慢天空由藍轉去深藍,我今天到這裏來是為什麼,我已記不起。不久到了一個沙灘上,坐下來,
那溫柔的海風在我身邊略過,看著對面的景色,像一個局外人看著他們因種種事而煩,但回到家

後卻對著家人的溫馨,感覺怪極了。

不知不覺藍天白雲成了一個繁星滿載的星空,躺在沙上仰望星宿的感覺是我渴望的夢想,但從

未想過會實現,這突而奇來的禮物令我又驚又喜。夜了,是我應回家的時候了,這時我選擇了乘

輕鐵回去那車站。我放不低這片天地,這片屬於我的天與地,最終鬱悶的上了車子,踏上回家的

旅程。

回到家裏,本來滿是悲傷的我,聽到媽媽的一句話:「你今天到的地方怎樣,你喜不喜歡,我們要搬

家到那裏的。」是啊!我想起了,我到那裏的目的是「考察」新居環境的,太棒了!我可與那地方

再相聚了,而且是長久的相聚,而那地方就是屯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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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獨白 4A 盧靜雯

我帶著遺憾去世。在生時，受盡列強壓迫，甚至被人民罵我昏庸無能。去世後，被後世人所

唾罵，被歷史學家認定是玩弄朝政的女人。在黃泉路上，我背著各種罪名。先皇留下的血脈，

因我管教失當而死去。我所做一切一切，世上任何一人，也認為是我的錯。

但我不甘心，因責任不應由我一人負上。我乃一名女子，雖是八旗子弟，但當時社會，女子

連家門也不能踏出，何況處理政事呢﹗被選入宮，與後宮三千女性競爭同一丈夫，也不是我

個人意願。一切事情，我也是跟從當時社會準則，有何不對﹖

歷史學家們認為我是使用鄙手段，奪得皇后之位。這也是迫不得已，但又有誰能明白我﹖誰

又了解我的處境﹖我不保護自己，又有誰能保護我﹖後宮如戰場，我要保護自己，便要建立

自己的勢力。加上我是女性，願望只有一個，就是找到好歸宿。旁人認為皇宮生活好，但卻

不明我們的苦處。後宮的生活是很苦悶的，人與人之間充滿鬥爭。今天與你是朋友，明天便

是你的敵人。民間傳言說我把麗妃殺害，但卻不知麗妃在宮中的所作所為。

我能登上太后寶座是很不容易，要在後宮打倒很多對手，與人平分丈夫，雖不願意，但事實

不能改變，連兒子也要與人平分，是我不容忍的。要獨享兒子，便要除去慈安太后。在旁人

眼中，我是自私的人，但這樣自私是應該的，是天理所容的。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是不容易當的，兒子年幼繼位，不懂世事，作為母親的我當然需

要協助他決定﹔對於從未接觸世事的我，也是一個十分大的考驗。除此之外，又擔心大臣藉

此機會謀朝篡位﹔後宮內，眾多的妃嬪又等著代替我的位置﹔朝內不滿我聽政的大臣，多不

勝數。這時候，又有誰來助我一臂之力﹗

大清的衰退，不是我主政時才開始。先帝時，已經敗於外人之手，逃往熱河。雖然往熱河是



以狩獵的名義，但後宮已流傳大清亡國。待我接掌政權的時候，朝政已一敗塗地。外國不斷

入侵，朝中大臣只顧個人利益。我已用盡方法來挽救這局面，但每次也是失敗。

我不是沒盡力做好自己應做的事，但世人卻視我為千古罪人。我不能再容忍，不能再容忍下

去。被人民認為昏庸無能，被後世人所唾罵，被歷史學家評定為罪魁禍首。這一切對我極不

公平，我一定要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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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金金」的日子 5C 李春梅

我家裏有兩隻龜，有手掌那麼大。有一隻很可愛，叫「草草」。但另一隻我卻很討厭牠，叫

「金金」。我沒有用箱困著牠們，任由牠們在家裏走動。這可糟了！「金金」整天追著人，

一看見人的腳便追個不停。晚上，又會聽到一些聲音，原來，那隻「金金」在咬「草草」﹗

就是這些原因，我很討厭牠，不，是十分討厭「金金」﹗我恨不得牠馬上消失在我的面前﹗

這個夏天的某一個晚上，我的願望實現了﹗因為那時還沒有買冷氣，晚上便開著門睡覺。有

一天我突然發覺，為什麼幾天也不見「金金」出來追我們﹙因為牠可能躲在櫃底﹚？媽媽便

說：「牠會不會在晚上跑掉了？」我卻很害怕，害怕牠真的跑掉了。我便立即把櫃底、床底、

洗手間、什麼地方也找過了，也不見「金金」的影子，那時我可以肯定-「金金」真的跑掉

了﹗

我一知道這一個事實，情急之下，居然哭了出來。那時我才知道，我並不討厭牠，反而十分

喜歡牠。雖然牠常常追人，還咬「草草」，但是，我總算養過牠吧﹗這樣一下子跑掉了，真

的有點突然，一下子真的接受不了。

從此以後，我的腳邊再沒有牠的影子，不會有樣「東西」在我的腳邊跟著我走。我不用再餵

牠吃東西，也就不用再清理牠的大小便，這一切究竟是值得高興還是悲哀？

我的願望實現了，這是諷刺吧！我真的後悔許下了這個願望，為什麼人只是懂得後悔？但我

真的很後悔，後悔不好好對待牠，後悔沒看清牠的樣子。為什麼人總是失去了以後才懂珍惜？

我以後一定會好好珍惜身邊每一樣東西，不要讓自己再次後悔。

返回索引目錄

我的理想職業 5C 陳詠詩

看到報章,雜誌上的時裝模特兒打扮得花姿招展時,我真是十分羨慕她們。不過,我不是羨慕她

們能夠穿著美麗的衣裳在觀眾面前表演,我只是羨慕在她們背後,為她們設計時裝的設計師。

而我的理想職業就是時裝設計師。

小時侯,我看過一本漫畫書,內容是說有一位女孩專為別人設計時裝。之後我就被書中的主角

深深吸引,立志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有很多人會說:「在香港從事時裝設計行業,好像沒有甚

麼前途吧。」才不是,現今香港也有很多出色的時裝設計師,他們都很有名氣和才華呢!還有人

會說:「但是,如果只是一位沒有名氣,沒有知名度的時裝設計師,收入便不理想了! 」但是,我認
為自己的職業並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就算能夠做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 但是工作得並不愉快,那
麼薪金再多都沒有用吧!
試想想,如果有一個人穿著自己設計的時裝,在臉上露出歡笑,你的感覺會是怎樣呢?我可以說給

大家聽,我會覺得十分快樂。因為知道有人懂得欣賞自己的才華, 自己的設計, 自己的成果,這
種喜悅真是很難表達出來。就算在世上只有一個人欣賞自己,我同樣會那麼興奮。



把模特兒妝扮得漂漂亮亮,讓她們在「天橋」上表演,然後再得到觀眾的支持和掌聲,這種滿足
感比從事其他行業所得到的更多。

在梁啟超的<敬業與樂業>一文中有一句說話:「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

是可敬的。」我也認為工作不是只為了得到可觀的收入,而是為了達成自己的理想。無論是任

何職業,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不論旁人怎樣反對,也要堅持達成自己的理想。

返回索引目錄

沒有舌頭的日子 5C 葉景泰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我的談話雖然不至爐火純青,但也算是口齒伶俐.我完全沒有擔心過我不能

將自己的思想,感情,感受表達及告訴別人.也不曾擔心過我不能說話.
其實,我的朋友曾對我說對口齒伶俐是天賦的.雖然這是一種特別的才華,但是對某些人來說,它
也是一種缺點.
沒有了舌頭,也不再口齒伶俐了.
我雖然不是沒有了舌頭,但是沒有了舌頭的滋味我卻深深地領會過.
我以前曾經因為自己不清潔牙齒而弄致蛀牙,到不能補救的地步,需要拔掉.要拔掉蛀牙前,醫生

曾徵詢過我的意見,然後替我作口部麻醉.
在麻醉後,我的噩夢開始了.
我口部大部份的地方也感到酸麻,包括舌頭及口部各處也不能自由活動.我在被麻醉後,才知道

我有一段時間內不能再口齒伶俐了.
其實,口齒伶俐也可算是我一個優點.在"沒有舌頭"後,我這頂優點也發揮不了.我就像個啞巴般,
不能說話.
我因不能說話,就連我內心的感受也表達不了.我十分沮喪,也因此而成了家人的笑柄.
就在我不能"口齒伶俐"時,我發覺不能說話的"箇中奧秘",這讓我在說話前的一刻停下來,思考
自己將會說的話.
因為就在思考時,我發現我自信以為的優點,對某種人來說也是缺點.因為我口齒伶俐,在說話時

往往沒有想過別人感受.有時我的說話會令別人受傷,但是我自己卻完全沒有發現.
我明白後,才清楚自己其實是幼稚得很.
我傷害別人時,也在傷害 自己 .其實對雙方也沒有好處.優點?---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沒有舌頭的日子"裏,我明白做任何事前也須停一停,想一想往後的結果.
我實在對"有舌頭的日子"深感遺憾.

返回索引目錄

我就是這樣的過了一個暑假 5D 周家倩

於我而言，生活是無聊的，不論是上學的日子，還是放假的日子。

對於剛過去的一個暑假，我並無甚麼「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的感覺，正確點來說，是沒有

任何特別的感覺，只是有點厭倦罷了。

那時候，每一天我都做著相類的事，並無任何與別不同的事發生，就正如影印機般，在複印

著相同的日子。

每一天早上醒來，還是要懶床，然後匆匆忙忙梳洗一下，看看補甚麼科目，便拉著裙擺上學

去了。



回到學校，與同學不著邊際的閒聊一會，然後望望眼，點點頭，茫茫然，似懂不懂的把課文

塞進腦子裡，渾渾噩噩的過它三、四個小時，便沒頭沒腦的歸家去了。

回到家裡，並沒有溫習，隨便拿起電話聽筒，指頭漫不經心的按下號碼，然後與友人東拉西

扯，上至天文地埋，下至花邊新聞，無所不談。跟著便揹上背包，傾門而出。與朋友一起，

也不外乎逛逛街，看看電影，吃吃茶，直至日落西山，便拖著疲累的身軀，踏上歸途，日日

如是，並沒新意。

我就是這樣的過了一個暑假，一個多麼苦悶的暑假。補課，對於現階段的我，無疑是必需的、

恰當的，亦於我有益。與朋友一起吃喝玩樂，無疑是開心的，沒憂慮的，亦於我無害。但是，

對於這一段千篇一律的日子，我真是感到有些厭倦。就好像從來都沒有放過暑假般，也好像

時間根本就沒有過去，仍然停留在上學的日子裡。

日子，依然是無聊的；我，仍然是這樣的渡過我的日子，一切也沒有更改。

返回索引目錄

知道不?知道! 五世

[明天一起逛街好嗎]
[不知道.]
[今晚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不知道.]
[今天你有空嗎?]
[不知道.]
[請和我約會好嗎]
[不知道.]
[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嗎]
[不知道.]
[你喜歡我嗎?]
[不……]
[知道!]

活在這個不知所謂的世界,
我也不知道何時失去了我的靈魂,
也許它在眾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不知道為何亦不知道為誰死,
不知道誰葬在一個眾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辛已正月作~~~~

返回索引目錄

陌生 6A 羅其昌

在一個寧靜的清晨，正在酣睡中的你，突然被人猛力地搖醒。「今天是星期天啊﹗誰都不用



上學，幹嗎把我弄醒？」你心想。當睜開睡眼，你兀然發現弄醒你的並不是母親，甚至不知

道面前的是誰，你會有甚麼感覺？

「那麼陌生﹗」

茫茫然的你起床了，又發現自己並非身處在自己的睡房，睡的不是自己的床，穿的不是自己

的衣服。窗前只掛著破爛不堪、塵垢滿佈的窗簾，而不是昔日見慣的漂亮鮮明的名貴窗簾。

拍窗一看，不見了以前青山綠水的美景，只是白茫茫的，天與地也連成一片、雪白而蕭瑟之

景，你會有甚麼感覺？

「那麼陌生﹗」

你還以為自己在做夢，跑到也是陌生的浴室內，扭開了陌生的水龍頭，把水潑到臉上，試圖

把自己弄醒。但當抬頭望了望面前陌生的鏡子，兀然發現一張陌生的面孔出現在鏡內，再也

不見以前那張年青貌美、滿面春風的樣子，而是一個白髮蒼蒼、皺紋滿面的老叟，連那把充

滿磁性之聲線，也變得微弱低沉起來，活像另外一個人似的，你會有甚麼感覺？

「那麼陌生﹗」

陌生這種感覺是天然的。打從嬰兒呱呱落地開始，外界的一切事物，對他來說都是非常陌生

的。「這裡是甚麼地方？你們是誰？我怎會在這裡？這是甚麼？那又是甚麼……」不斷的疑

問，不斷的探求，也是由陌生所引起的。他不認識誰產下他，不認識眼前所有見證他出生的

人，不認識關心他的人，不認識這個新的世界，這就是陌生。

小孩子漸漸長大，父母對自己的呵護令他不再感到陌生，漸漸由陌生變成依賴。到了入學年

齡，他被送進幼稚園、小學等接受教育。甫進校園，甚麼事也令他很陌生，陌生的人﹙老師

和同學﹚、陌生的事﹙讀書和遊戲﹚、陌生的環境，使他軟弱起來，坐在陌生的地板上哭了。

老師們溫柔的開解和教導，令他不再哭泣，漸漸由陌生變成信任和服從。面對著一群陌生的

同學，起初每人都是徬徨無助，害羞退縮的。但當透過集體遊戲，接觸多了，發覺其他人和

自己沒有甚麼分別，便開始了最原始的友誼，一起上課，一起遊玩，由陌生變成互助互愛。

小孩漸漸長大，踏入青春期，照照鏡子，發覺自己開始長了鬚根，身體長高了，肌肉也發達

起來，而聲線也沉了起來，已經不再是小時候的模樣，對自己的發育情況也陌生起來：「我

還可以再長高一點嗎？我還會再多生幾根鬍子嗎？」一連串的疑問，遂由陌生變成煩惱。

青少年踏入青春期，對愛情產生幻想和渴求，對異性產生興趣，開始對陌生的愛情玩意作出

嘗試。但大部份的初戀，不但帶給他刺激和短暫的快樂，亦帶給他失敗挫折。原來對愛情陌

生之感覺，亦漸漸變成失戀和痛苦。

而你對一件事是最陌生的，是有生以來從未真正了解和體驗過的，這就是死亡。在每天每時

每分每秒裏，也不斷有人死亡；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無論富或貧，無論懶或勤，男女老幼也

隨時受著死神的威脅。他要你走時，做甚麼也沒用，所謂「閻皇要你二更死，誰人敢留到三

更」。但世界上沒有人能體驗過死亡，因為這是沒有回頭的機會和餘地的，所以所有人都對

死亡感到陌生。即使是法醫官、仵工、醫生等經常接觸到死亡之事，也未親身體驗箇中滋味，

故此他們也不是真正了解死亡。

即使每天有四十小時，讓你去發掘去了解去體會世上所有事，也未能對這世界完全熟悉，況

且還有死亡在威脅著你。所以我們何不盡其所能，不斷嘗試創新，接觸和體會不同的文化風

俗、自然科學，甚至處世待人之道，把死亡的憂慮拋諸腦後，那麼人生便會活得更有意義和

精彩豐盛，陌生也就變得不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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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玩意 7A 葉嘉欣

不過是一隻紋有我倆名字的小玩意罷了，

物輕情重。

我如何把它緊扣在無名指中，



也不能保證明天，

不會飄走，

你說，手指可以長大，

晶瑩的小玩意不變，

依然可緊緊扣著

兩顆心。 

返回索引目錄

劇本 7A 郭逸恆

演員沒權決定

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情和動作

高興、傷心、憤怒、憂慮

也不用演員操心

因有劇本已決定了一切……

莎士比亞決定了

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一切

出生、相戀、殉情

靜靜告訴你一個秘密

最偉大的劇作家

不是莎士比亞

而是上帝

返回索引目錄

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1B 陳穎琪

京劇名演員梅蘭芳:
你近來好嗎?我十分祟拜你呢!由於你努力勤奮,而成為有名的演員:你年輕的時候去拜師學劇,
老師說你生就一雙死魚眼灰暗呆滯,拒不收留,但你沒有灰心,反而勤奮地苦練眼力 :你餵鴿子,
每天仰望長空,雙眼緊跟隨高飛的鴿子,窮追不捨:你養金魚,每天俯視水底,雙眼追隨著暢泳的金

魚,尋縱覓影,最後,練得雙眼閃閃生輝;如一汪清澈的秋水,終於成為京劇名演員.
你這一件事,使我回憶起海侖 .凱勒的一句話:活著,就能展現生命的價值,無論這價值有多大,總
有它的用處.珍惜這寶貴的生命吧!充分利用和發揮你的生命價值吧!這句以成為我的座右銘.它
也使我知道天資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後天的努力.
祝

身體健康!
你的支持者琪琪上

十二月十一日

返回索引目錄



破碎了的玉鐲子 4A 古詠恩

在婆婆的繡花盒子裏，我看見一隻破碎的鐲子，它的碎片如像沙粒一樣在婆婆的盒裏滾動著。

每次看著碎了的鐲子，我的耳邊就會響起了婆婆常常哼著的歌謠，而那時的我多半已經紅著

眼，擦著鼻子了。

在小時候我覺得婆婆沒有甚麼特別，覺得每天回家見到她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理所當然令到

我不曾珍惜過，也因為這樣，我失去了她。某一天，婆婆的樣子累得很，但是我因為和鄰家

的朋友鬧翻了，正在不斷的哭泣。婆婆走過來抱我在她的懷裡、哼著歌謠，雖然她沒有跟我

說安慰的話，但是我感受到婆婆的歌謠正在跟我說：「別再哭，你是婆婆的心肝寶貝」，亦

是這樣我不再哭了。婆婆見我不再哭時，她亦像放下心中的一塊石。跟著她說：「你手上的

鐲子是婆婆最愛的，我送給我最愛的孫兒，你要好好珍惜它。」當時我不覺得這是一件重要

的事。

過了不久，我和鄰家的朋友和好，所以我常常不在家裏而和朋友到處遊玩。天天都是快樂的

我不曾感受到悲哀的到來。有一天我不小心打碎了婆婆給我的玉鐲子，慶幸的是那鐲子是在

我的手袋中打碎的。我害怕給媽媽責怪，所以我想告訴婆婆，要她幫我。走到家門，我從袋

裡拿了那斷開的鐲子，想早一點給婆婆。但當我入了屋裏時，看見了很多的人站著，我好奇

的走去人群中，我看見了一個頭上蓋著布子的人睡在床上。我問媽媽發生了甚麼，媽媽說婆

婆以後也不會和我們一起住，也不可以再見面，我手上的鐲子也跟著掉在地上，變得更碎了。

跟著那幾天所發生的事我已經記不起，我就像一個失去了記憶的人，連那一年後的事我也記

不清楚。媽媽說我在那時候像瘋子一樣的哭著，當舅舅要拋掉那碎了的玉鐲子時，我更是哭

鬧不停，所以媽媽用了婆婆心愛的盒子來盛載她最愛的鐲子留給我。想到這裡，我只想對婆

婆說聲對不起，請原諒我吧﹗原諒一個只會破壞、不會珍惜的孫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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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的購物商場 3D 梁舒淇

平日的購物商場通常都是很冷清、寂寞的，但相反假日的商場便熱鬧許多了，原因無他，因

為香港人很渴望放假，所以每逢有假期，大多數的人都會出外逛街，而逛街的地點通常都是

購物商場。

在假日的購物商場裡，通常都是人來人往的--有些人會一 邊行一邊談天的、有些人會快樂地

哼著歌兒選擇衣服的、有些會是全家總動員出來逛街的，有種盡享天倫樂的感覺，埸面十分

溫馨、和諧。有些男女還在這擠迫的商場你追我逐，簡直可以用「打情罵俏」這四個字來形

容。還有些頑皮的小孩伏在地上撒嬌，要爸爸媽媽買了玩具才肯罷休。在這些埸面中，通常

都會引來人的側目，有些父母還在旁小聲地教導子女：「不要學這頑皮的小孩呀！」不過在

假日的購物商場最常到聽到的，都是人們激烈的討價聲，場面十分可笑，好像有一個頑皮的

小孩在搗蛋、胡鬧似的。

假日的購物商場實在是太擠迫了，簡直可以用「人山人海」來形容。什麼洗手間、食肆……

總而言之人們可以到的地方都有人在。使埸面變得水洩不通，好像一幅隧道塞車的圖畫，而

這幅圖畫裡人數之多實在太令人花多眼亂了。

我不喜歡在假日逛購物商場，因為太擠迫了，也許是我不太喜歡擠迫的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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