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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影響我最深刻的人 洪靜文 3B

我認識的一位朋友灝敏,自小便失丟父母,由她的舅母照顧她。她讀小學時,成績名列前茅,而且

很喜歡幫助別人。她常常到社區中心參加義工服務,她說別人快樂等於自己快樂,幫助別人等於

幫助自己。她相信所有事情都有因果關係,會不斷循環,她不介意別人怎樣說她,只是想能平淡

地過一生.她是一位十分堅強,積極的女孩子。 

一年前,她不幸患上癌症,她不但沒從此放棄自己,反而抱 更加積極的人生觀 ,她仍繼續讀書和

幫助別人。有一次,她接受治療前,還提醒我帶禮物到兒童院送給和仔,當時我覺得她十分傻,不
擔心自己的病,反而擔心這些瑣事。每當我看見她頭髮脫落,不斷受病魔折磨時,我十分心痛,有
時我真的不明白為何她現在還這樣積極幫助別人?不趁著剩餘的時間去 享受人生?在她死前兩

天,她對我說,上天創造人們,是希望人們能把握人生?自己想做的事應盡力去做,否則便錯過這一

生,所以依然繼續讀書,快樂與痛苦都由自己決定,她相信前生可能種下惡因,以致今生招致惡果,
她希望所做的善事能彌補前生的過錯。從此,我謹記她的話,及趁空閒時做些有意義的事。雖然

我現在很幸福,但我也希望將來能幸福,因我相信了佛教的因緣果報,不起惑造業.。

現在,我十分珍惜讀書機會,我希望我能完成灝敏的心願,升上大學,將來能做一位妙手仁心的醫

生,濟世為懷,不再像以前那麼幼稚.可以說,灝敏改變了我的人生.。

 

返回索引目錄

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 小白(筆名) 3B

過往,我都是過著和家人我行我素的生活,而我在家庭成員中關係最差的可算是我的混蛋爸爸,
而他也是影響我最深的人。

幾年前,爸爸因為"家用"的問題和媽媽爭執起來,最後出走了。但有時也會兩袖清風的回來,我
會用仇視的眼光望向他,他只會毫不理會地回他的房間休息,然後趾高氣揚的離去。

他的行為和動靜令我十分討厭,他對家庭那一份不負責任的心更令我萬分痛恨,誕下我和哥哥不

理,還置家在中國大陸,他有資格當我和哥哥的"老頭子"嗎?

我雖十分恨他,但他卻帶給我一些很重要的啟示,讓我們明白到長大成人後要負責任。例如:出
外工作,照顧妻子,兒女和應付家庭支出等等。若要當他人的爸爸便要有照顧兒女的能力和一顆

關心妻子和兒女的心才好結婚和生育,不要弄致神憎鬼厭和聲名狼藉,要是玩著的便不要害人,
若不是的話便應做一個認真的爸爸和丈夫,他現在的失敗我是不會再犯的,因為他現在任何一絲

的缺陷我也會銘記於心。

我希望其他的爸爸也可以好好對待他家中的成員, 我更希望每一個家也有項一個負責任的爸爸,
我心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爸爸都負責任便好了！ 

返回索引目錄



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 崔曉樺 3B

在我小時候, 我的父親因為交通意外而逝世。由那時起, 我便要和母親相依為命, 這一頭家自然

由母親一力承擔。母親為了維持家中的收入,便要由早到晚做過不停,有時還要做幾份的兼職,
因而有時我想見母親一面亦很難。

一日,住在我隔壁的一位姨姨看見我哭得很厲害,她走來問我發生甚麼事,我告訴她︰「我...很希
望...我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得到媽媽我照顧和關心,但她...。」我不敢說出心中最想說的一句

「我不愛我媽媽,我怨恨她。」她聽了,溫柔地對我說：「你爸爸死去,你知不知其實你媽媽已

經很傷心,但她不能日日在哭,因為她還要養活你,她由朝到晚都要上班,以她有限的能力賺最多

的金錢,只希望你在沒有爸爸的日子裏,生活仍是最好。你的媽媽沒有不理你﹑不照顧你,只是

她相信你能照顧自己。但你卻不信任﹑不體諒她,認為她不再愛你,其實你媽媽知道後,是會很

傷心的。」

我聽後，比之前哭得還要厲害，我心中不斷重復思考她說的每一句話，感到無限的慚愧及自

責，我並未去體諒媽媽，反而去責怪她，我對嗎？我真不孝。

這個姨姨的說話啟發了我很多東西，令我知道媽媽不是萬能的，她不是一件機器，一件無情

物。爸爸死去，任何人都不及她傷心，因為她是最深愛爸爸的人。但她不能哭，不能軟弱，

只能堅強，因她亦都愛我，她要養活我。她要收藏這些心裏的創傷，回復心情去工作。其實

媽媽不斷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但她即使倦了，亦不會罵我一句，向我發脾氣。但只有我不懂

體諒她，不懂關心她，不懂愛她。每次見到媽媽在一角自己偷哭，我在哪？裝作若無其事，

甚麼都看不見，我又何曾有想過走去安慰一下她呢？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自責，因這是無用

的。我應去體諒媽媽，對她好點，不要再憎恨她，去做我能力做到的事去幫助她，減輕她的

負擔，讓她舒服點﹑開心點！我很多謝這位姨姨，因為是她解除了我對媽媽的誤解，如果不

是，我怕我會一直憎恨媽媽，我不想媽媽同時失去她的至愛--丈夫及女兒。因我知道她會支

持不住。我亦想她這開心及辛苦的媽媽，對不起。姨姨，多謝你。

返回索引目錄

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 馮偉傑 3B

相信世上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父母所影響﹐而我雖然經常與母親相處﹐但卻深受父親影

響。

記得在五年前﹐我聽到爸爸與媽媽的對話：「你明天去香港仔拿獎……」我立刻上前說︰

「我又去……我又去……」媽媽說︰「你又去?」爸爸接著說︰「帶你去吧。」原來爸爸要拿

的獎是「青山灣雙拖漁民冠軍」及「全港雙拖漁民冠軍」, 這兩個獎每年頒發一次﹐而爸爸在

那時已連續拿了四屆冠軍﹐到現在仍然保持冠軍。在那天﹐我對爸爸說︰「為甚麼你能夠那

麼厲害？連續五年全港冠軍。」爸爸說︰「凡事只要盡力去做﹐不論有多辛苦、多困難﹐即

使結果不好﹐都不會後悔。」

自此之後﹐我深受爸爸的影響﹐每樣事情都盡力做到最好﹐不計較辛苦、困難,無論結果怎

樣﹐自己總不會後悔、埋怨。

如果自己未盡全力﹐而去後悔、埋怨﹐始終是無補於事，不如反省一下﹐冷靜下來﹐想一想



自己錯的地方﹐發掘有關的問題﹐加以改善﹐從錯誤中學習﹐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用心去做，

必定能夠得到好成績，再回想一下那些辛苦、困難﹐可能都已忘記得一乾二淨。

現在﹐我仍然抱著這種態度去做任何一件事﹐而爸爸就不斷教導我一些做人的處事態度﹐他

自己亦以身作則﹐即使做一些低收入的工作﹐也要做到最好﹐不能夠讓自己墮落下去。

返回索引目錄

彩虹之死 五世 6A

天空

架起灰白的蓬

千姿百彩的雲

披上喪服

紛紛趕來哭弔?
彩虹的葬禮

滂沱淚雨

向大地傾倒

注滿江河的眼眶

冰冷的淚沖刷?黃土的臉龐

千家萬?從此響起悲歌

這闕輓歌，為彩虹之死

獻上幽幽一個

白花環

返回索引目錄

冬夜 五世 6A 

熾熱的太陽

在九天上吐?火星
我的肢體成了一束

嫩芽盡萎的枯枝

投進壁爐裏

掏出幾分熱暖--
在寒夜裏

溶化妳那冰冷的心

霜白的月亮

於雲霧間飄下的雪花

熱情，沿?瓦當層疊的篷



「滴答滴答……」

凝結成一座冰川

在漫天風雪的夜晚

緩緩在北冰洋中央游弋

擦過企鵝的愛巢

驚醒寒鴉的夢

一枝羽毛

戛然飛渡

洶湧澎湃的腦海

返回索引目錄

這事發生在暑假 林熙瑜 1C

「快上車！」這是老師催促我們叫聲，這三天的廣州郊遊完滿結束了。想起當初報名時，全

班同學都躍參加，我們甚至要抽籤決定誰能參加。怎料真的抽中我了，那時我真的好開心！

很開！心！

到了出發那天，我帶備行李上車，到達廣州，領隊先帶我們到酒店放下行李，再到廣州著名

的小學一一朝天小學參觀。那裏的設施比較我們先進，有游泳池、網球場和溫室等等........但
他們的課室裏沒有冷氣機，所以課室裏非常悶熱。參觀完畢後，我們一起吃晚飯，然後回酒

店休息了。

第二天，我們到廣州的黃埔軍校進行軍事訓練，有一個軍人教我們步操。原來步操是非常辛

苦的，這次我真的深深體會到了。訓練完畢後，我便到處參觀，看見很多軍人平時用的日常

用、床等........

第三天，我們便回去了。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寫在週記上，這件事不但令我擴闊了知識，

還令我深深感受到辛苦的軍事訓練。這次郊遊真是大豐收呀！

這事發生在暑假 梁鶴友 1C

在暑假的某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是一個最美好的日子了。

那天早上，我先和爸爸媽媽一起到外婆慶賀我的生日，而外婆也準備了送一份大禮給我。當

她送給我時，我心裏已感到這份禮物應該就是……當我興奮地拆這份禮物時，外婆向我說：

「這份雖然不是甚麼名貴而可愛的東西，但是，是我自己親手做的，希望你會喜歡！」聽過

外婆的一番話後，我就更渴望拆開這份禮物啊！當時，我的心情就如太陽一般照在我的心裏，

因為這份禮物令我非常感動，它是……是一份泥膠做的禮物。這份禮物令我回想到童年的時

候和爸媽一起渡過開心的日子。外婆竟然把我和爸媽在公園裏一起玩滑梯的情境，一一刻造

在泥膠上。這份禮物是多麼美好和偉大啊！吃過晚飯後，我就抱 那份親切溫暖的心情和爸

媽一起回家啊！

我覺得這份禮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禮物，就算送甚麼名貴的禮物也比不上這份美好的禮物呢！

返回索引目錄



明恆,原諒我! 王嘉琪 1B

當我拿起原子筆寫字時,我就回憶起和明恆的一次吵架,令我倆不和了很久。

記得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有一位朋友名叫林明恆,在四年級,明恆已經由甲班轉到乙班,那時

我們都不太熟悉,但經過一年時間,我們成為了好朋友,小息時我們一起吃東西和玩跳繩,很開心,
明恆和我所喜愛的食物和興趣都很相近,所以參加的活動都幾乎一樣。我倆很少吵架,但有一次,
我們不和了……甲班有些同學說明恆常常拿人們的文具來用。小息完了,我發現我新買的原子

筆遺失了,我嘗試到老師桌上看看,但總是沒有,當時在我腦海裏浮現甲班某些同學所說的話,我
便到明恆抽屜裏看看,竟發現我的筆,我便找恆責罵了,當時我腦中是一片空白的,最後我才記起

是我借這枝新筆給明恆的。

這件事令我感到十分對明恆不起,是我自己借筆給人,又罵人拿了自己的筆,我更不應亂別人的

話,誤會了明恆,明恆請你原諒我吧!

返回索引目錄

這事發生在暑假 黃亭淵 1B

昨天,上英文課時,英文老師要求每位同學說出自己的英文名字,當有一位女同學說自己的英文

名時,同學們都覺得十分奇怪,因為他們從沒有聽過有人會改這個英文名,他們當然不知道這個

英文名的解釋啦!但我就不同,我正好知道這個英文名我解釋,其實這個名字的解釋是「倉鼠」,
當我把這個解釋告訴全班同學時,大家都大笑起來,這件小事,令我回想到暑假裏的一件不快的

事情……

記得我在小六時,是曾經養過倉鼠的。牠們的樣子十分可愛,還經常做一些逗人發笑的動作,我
們一家人都十分喜歡牠,但爸爸就不同了,他不喜歡小動物,所以也不愛倉鼠,他說經常嗅到一陣

陣的臭味,還說倉鼠不清潔,要我們掉牠。「這樣不人道的事情,我真是做不出呀!」我說。爸爸

立刻上前記了我一耳光,還說:「我不理是否人道,我要在明天放工後不再見到這些可惡的『垃

圾』!」爸爸說完後,就氣沖沖地走進房間去了。那晚,我感到很傷心,要把自己心愛的倉鼠棄掉,
我真的做不出,我想呀想,但我真是想不出我怎能把倉鼠掉去,我望 一包鼠糧 ,呆呆地坐了一晚

……。

經過這件事後,我身心受了很大打擊,我雖然很傷心,但我哭不出來,可能我已再沒有感情了,可能

我已變了一個十分冷酷的人了。

返回索引目錄



一次離港旅行 李可貞 3D

這年的暑假，我們一家人去了台灣旅行。我還記得爸爸提出這個建議時大家高興的情景，待

別是媽媽，她用充滿懷念的聲調說道：「我離開台灣也快將二十年了，真的很掛念那邊的親

友人！」一星期後，我們便回到媽媽的故鄉了。

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小島，有「寶島」的美稱。那兒有很多值得遊覽的名勝，例如西門町、

故宮博物館、日月潭等。雖然這些地方都很吸引我，但媽媽最想先回自己的家鄉，所以我們

下機後，便先乘巴士回台南外婆的家。大門一開，我們便受到了熱情的款待，外婆更是擁著

媽媽，又驚又喜，又哭又笑地不斷說話，場面令人十分感動。

往後的幾天，我們到四處遊玩遊覽，去了不少名勝古蹟參觀。那一棟棟宏偉瑰麗的建築，全

都使我嘆為觀止，眼界大開。但說到我最喜歡的，卻是西門町附近地方的街頭小吃。

西門町位於台北，我們便足足坐了五、六小時的公共汽車才到達。那兒是台北市的中心，所

以十分繁榮熱鬧。特別是晚上，更是人山人海，大概他們有「行夜市」的習慣呢！街道兩旁

的特色小食很多，全部都是熟食，美味非常。我左手一串魷魚，右手一串雞肉，吃得差點兒

拉肚子呢！

一星期後，我們帶著大包小包的禮物，還有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到了香港。至今，我還非常掛

念那邊的人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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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發生在暑假　　楊彌曼　１ D

在暑假期間，我們一家人一起回到故鄉探望外公、外婆。

我在某一天的下午，我約了表姐、表弟和表妹一起到外面踏單車。我們各自踏著自己的單車，

在外公家的門前的空地集合。大家都到齊後，我們就高高興興地踏著單車出發。表弟在途中，

忽然說要和我們比賽，想看誰踏得最快。我們就盡全力去踏，因為大家都想取得第一。可是

我們經過一塊凹凸不平和佈滿了很多石塊的空地時,表妹一不小心,從單車上跌下來,鼻子大力

地撞向地面。我們一時間呆住了，過了一會兒才想起要告訴外公，外公知道後，立刻送她到

醫院。我們都很擔心表妹的傷勢，而外公就不停地責怪表弟。其實，我想表弟也不會希望這

件事發生。

一會兒後，醫生出來了，說表妹的傷勢不算太嚴重，只要縫針和要等一段時間就會痊癒。

我們在發生這件事後，再不敢踏單車踏得快，而這件事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返回索引目錄

一件興奮的事 梁素冰 2B



最令我興奮的事情是在暑假的時候，我、弟弟、阿姨和表弟一起到小欖釣魚。其實我前幾年

的暑假也去過一次釣魚，但事隔幾年，已經忘記了怎樣釣魚，今次是第二次。

今次在星期六那天，我們四個先到三聖輕鐵總站等，然後再到小欖車站乘車。我們到了後，

發覺岸邊已經有很多人，我們便找一個有利的位置來釣魚。一開始我先準備好釣魚工具，然

後釣上蟲蟲，之後拋出魚絲，不久我感覺到有些魚仔，正在吃我魚絲上的蟲蟲，感覺很有趣。

接著我拉回魚絲，終於釣到一條小魚。我問阿姨這條是甚麼魚，她說這條叫青衣。我們由下

午一時十五分至下午五時四十五分，我們四個總共釣到五十六條魚。最後我們回家把魚用來

煲湯，的確很開心。這個暑假我總共釣了十多次魚，非常興奮。

這個暑假非常興奮，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喝我們自己釣的魚湯。希望下年的暑假可以每天都去

釣魚。

記一次成功的經歷和感受 謝佩安 3C

"己經半年了,你怎麼仍然不能順暢地把整首歌拉一回給我聽?我怎麼來得一個那麼懶惰的學

生!"我的小提琴老師怒氣 天地對我說 .對於他的一番責罵,連我自己也找不到解釋.我內心充滿

掙扎 ,難道我真的那麼懶惰?不是!絕對不是!

在這半年裡,我每天放學回家,儘管自己那樣疲累,有那麼多家課,我也拼盡全力拿起我的小提琴,
盡量去投入這首歌的旋律,趕走我內心所有悲哀,柔情地帶 節奏感把這首歌拉出來 .雖然我不

能把這首歌拉得像我的小提琴老師那樣動聽,但我相信絕對不算是五音不全的那樣.因此,每天

我也用一小時來練習,務求能得到老師的認同和在考試裡爭取更高分數.

累了!我真的很累啊!整整半年,每天也是聽到自己所拉的這首協奏曲,多少也感到厭倦.即使自己

的手指指尖己脫了皮,紅紅腫腫似的,水泡也長不下數十次,結果又是被老師罵我拉得不夠好!每
次被他責罵時,我巴不得把這個小提琴狠狠擲落地上,然後把弦線全部扯了出來……可是內心總

有點真情地流露,淚水在眼中打了許多個轉.直到有一次,我的淚水不只在眼眶打轉,它們終於

忍不住滑了下來.

"其實,你己經拉得很動聽,我早己察覺到你的指尖因拉得太多而紅腫,你是我眾多學生中,最勤力
的一個!"我的老師竟然這樣對我說,我內心既興奮又感動.

終於,當我收到成績單時,我果然拿得優良的成績,在批語上,考官還讚我很有感情,很投入和有連

貫性.在那刻,我才知道為何老師對我的要求那麼高,那麼嚴謹.還有,我指尖的痛楚原來是值得

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我真真正正體會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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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怨 悼九一一事件 羅其昌 7A 

秋風驟捲桐葉去，惟獨後院滿落英。

忽聞塞外刀兵?，烽煙遍野吐火星。

白骨凋零何堪認，長夜低迴淒怨聲。

只道繁華原是夢，阿房一炬灰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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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朱耷畫 羅其昌 6A

抬頭 笑看雨後青天

徘徊?幾隻鷂子

像牧羊犬般 驅趕

白如綿羊的雲 接踵摩肩

圍住了群山

嚙咬峭壁的松柏

松柏回首目送

飛瀑的一瀉千里

萬馬奔騰 衝進

山腰的迷霧重重

迷露下

一條小溪穿過

小橋垂柳人家

橋上 老叟

倚杖佇立 聽

楊柳輕探小溪的曲折

涓涓的小溪 注滿

八大山人的石硯

手中的狼毫

垂下

一份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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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羅其昌 6A

愛情 就如一條單車徑

重霧深鎖

我駕?單車 亮起霧燈

看見遠方迷霧中

一個美人招手

「對不起，可否……」

一雙玉手摟在腰間

那種溫暖 令我忘卻了

單車比以前沉重

兩個輪? 就像



我的兩個心室

被她的魅力壓?
如牛般喘息 都送給

身邊擦過的 春華秋實

汗雨漣漣

注滿空洞的眼神

開始是爬一段斜坡 因

地心吸力 她雙手

摟得更緊

不久

便要溜下崎嶇的斜坡

盡九牛二虎之力

我也穩不住

搖晃的車身

終於雙腳二輪齊朝天

回首 芳蹤杳然

幾點猩紅

滴在白色汗衣上

綻出數瓣臘梅

在淚水滋潤下吐香

拍掉

滿身灰塵

仍然

打?霧燈
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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