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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十而立， 《 創作集 》在這些年來，一直堅持只發表師生文學創作，計有詩歌、散文、小說。

除此之外，絕少報導、文章介紹之文，以回應『創作』二字云。 

作為一本文學創作小冊子，我們的任務是給有興趣寫作的同學、老師，提供一個發表的園地，這

一點至為重要。相信大作家，都有過在苗圃成長的過程。我們確曾培養了一些小花，在過去的序

文裡，我都不只一次提過他們的名字。相信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加下去。我想這樣做，一來鼓勵這

些小花，二來也藉以招徠，讓其他人也因此來湊熱鬧。希望大家也因此愛上寫作，愛上文學。這

是我一直『霸著』寫序的其中一個原因。至於編輯、出版方面的工作，實在有賴多年來熱心參與

的同學不斷接力。我一直有個心願：將最後一個工序，也是最繁複的編輯排版工作，也交給同學

們去做，那才真『立』了。 

我又要點名了： 戊同學的〈最糟的哥哥〉、 小美同學的〈 後 山〉、黃兆康同學的〈家 鄉〉以及

阿喵的〈熱鬧的茶餐廳〉都寫得不錯。文章忌俗套，濫情以致媚俗，就更糟。上面幾篇，都不落

俗套。楊寶宜同學的 『 隱題詩 』 愈寫愈純熟，不留意看，詩題真給 『 化 』了去。也有兩位好

『戰』的同學，未知能否以詩來化解戰爭。 中五級的同學快要離開母校，於是就寫起母親來？人

成長了，要自立，文章也一樣要自立。那又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 

陳永康老師 

2005/2/1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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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公主新編 　陳影彤 1D

 

白雪公主逃走到一個森林裏，見到一間小屋，她走了進去。桌子上 放 著豐富的食物，白雪公主因

為太肚餓了，沒有得到屋主批准就把食物吃掉。白雪公主走到房間裏，一心想睡一覺醒來後才向

屋主解釋道歉，卻發現床上已經躺著一個人了，白雪公主隨即破口大罵：「怎麼搞的！故事明明

說這是我睡的呀！」白雪公主立即走到床邊把那個人叫醒，想叫她讓回床位給自己，她說：「喂

喂！小姐，快醒吧，床位是我的！起來吧！」白雪公主一看那人的樣子，立即驚叫，並說：「我

的好朋友睡美人啊！」 

過了幾天，屋主都沒有回來，只是睡美人被白雪公主弄醒了。「謝謝你啊，白雪公主！是你叫醒

我的！」睡美人道。「你太客氣了，我只是按了鬧鐘一下，便吵醒你了。」其後，白雪公主從睡

美人口中得知，原來這間屋是灰姑娘的，灰姑娘為了叫醒睡美人，去了找王子。 

一個月過去了，灰姑娘終於回來了，但並沒有把王子帶回來，白雪公主好奇，便問：「為何你沒

有帶王子回來呢？」「因為王子已把愛麗絲娶了回來，聽說是因為看了她那部《愛麗絲夢遊仙

境》，而愛上了她的呢！」灰姑娘答。最後，這個故事便在她們三個女孩的歡笑中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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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媽媽 徐振皓 5A 

 

今天是十月二十三日，剛從被窩裡鑽出來的我睡眼惺忪，電話從一頭響了起來，原來媽媽約我喫

茶去。 

我和媽媽並不是同住的，雖然住所相隔不遠，卻足有一整個月沒有見面，對於媽媽的邀請，我也

二話不說便答應了，從家中到茶樓不過是十數分鐘的路程，可是我的心情越發焦急。媽媽比我更

早一步到達茶樓，碗筷早已被媽媽洗得乾乾淨淨，我坐下來，心情總算平伏過來。可是，又有一

份感激正要從心頭湧上來。 

媽媽的話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她教曉我的道理有很多，也讓我深切地明白到自己並非世上最不幸

的孩子，縱使有好些人在更為幸福富裕的環境中成長，然而身處第三世界的小孩，他們的苦況是

一般人所無法體會，媽媽是這樣教導我的。 

我和媽媽邊喫邊聊，便把小時候直至現在所經歷過的事情細意回味一番。喫過茶後，媽媽正想前

往安叔的舖子裡去，途中遇上了一位姨姨，媽媽搶著說：「妳胖了 !」，我頓時被嚇了一驚，媽

媽向來和藹友善，今天竟然一反常態，原來那胖姨姨說話尖酸刻薄，媽媽搶說話也只為壓著她的

咀巴，我才回過神來，繼續和媽媽到舖子裡去。 

安叔是媽媽的伴侶，人很好，可是媽媽始終沒有再婚，我也沒有問過究竟，因為多年來媽媽和安



叔還是很要好地生活在一起，安叔也就成了我的爸爸。小時候，他們經常為了我吵架，但他們卻

不曾為了其他事情而吵架。對於媽媽，我是一種遺憾，亦是一種難過 ?一直以來，我並沒有做好

兒子的本份，用功讀書、孝順父母之類的統統都沒有，又不知何月何日，媽媽對我說：「要不是

因為你年紀小，我可能已經自殺去了。」爸媽離婚時，我才只有五歲，姊姊和哥哥都長大了，媽

媽不想把我遺下，也就堅持至今時今日了。我，會不會是作為媽媽生命中的一種動力? 

終於我鼓起勇氣，把埋藏在心裡的話告訴了媽媽，我說：「媽媽，對不起。」。我猛地哭了，媽

媽便用雙手把我摟在懷抱裡。 

媽媽，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妳把我誕下來，十七年後的今天，你的懷抱依然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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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 　　小薇 

 

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慈祥，很堅強的女性。她有著一把烏黑的直髮，圓滾滾的大眼睛，櫻桃小嘴，

還架著一副眼鏡呢！在我的心目中，她既是我的母親，又是我的朋友。而她在我心中，更佔了一

個很重要的位置呢！ 

由於我的父親數年前因交通意外而逝世，因此，母親便獨力把我和妹妹撫養成人，她更花盡了自

己所有的時間、精力去照顧我們，並盡量滿足我們的需要。有時候，我更向她傾訴我的煩惱及有

關校裏所發生的事情。此時此刻，她彷彿是我的好朋友一樣，靜靜地聆聽我的傾訴。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的測驗成績未如理想，更有兩科主科不及格呢！那時候，我感到十分傷心，當

我放學回家後，媽媽就問我：『這次的測驗成績怎麼樣？』，頓時，我的舌頭像被打了結一樣，

說不出話來，而眼淚卻不禁流下，且一發不可收拾呢！我想，那時媽媽已知道我的成績是如何了，

因此，她再也沒有追問下去。只是不斷的安慰我及鼓勵我。我還記得她說：『不要緊，盡了力就

行了，不必太過介懷自己的成績是如何，同時，也不要放棄，下一次要繼續努力。』，當我聽到

了這回說話後，我哭得比前更厲害，因為媽媽不但沒有責怪我，還不斷的安慰我、鼓勵我。 

而此件事情，使我印像深刻，更一直埋藏我的心窩裏。我十分慶幸自己有一個這麼慈祥、這麼堅

強，這麼體諒我的母親。我想：這麼好的母親，世上還有第二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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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 張潔如 5A 

 

曾經我為了一件小事而令我與媽媽的關係疏離 ,長大後的我,內心充滿無限的內疚,希望能與她說一

聲「對不起」,可是我仍說不出來...... 



還記得十歲時 ,我與鄰家的美恩一同到屋 附近的超級市場買東西。當時美恩只是一個八歲、讀小

學三年級的小學生。在出門前,媽媽叮囑我小心照顧她,由於我們經常在一同出外玩的,所以彼此都

沒有理會媽媽的叮囑。 

可惜天意弄人 ,本來我們二人在超級市場打算購買大量零食回家吃的,但離開超級市場後,我同美恩

卻不停吃我們所購買的「戰利品」。當橫過馬路時,我們並沒有留意是否有車經過,突然,有一輛小

巴迎面飛奔過來,我們走避不及,小巴把美恩捲進車底,當時美恩已陷入昏迷狀態,送至醫院時已返魂

無術了。媽媽得悉此事已立即趕來醫院,並通知了美恩媽媽。他們二人都傷心極了,媽媽還不停地責

罵我、打我。經過那件事後,媽媽認為我把人家的女兒害死了,希望把我送給別人當作補償。可惜,
人家拒絕了…… 

自此之後 ,我痛恨媽媽,即使連自己的親女兒都送給別人,難道我又會因美恩的死而高興的嗎?那時並
沒有人安慰我,每個人都認為我是罪人、殺人兇手。之後,為避免大家有所衝突,我搬到婆婆家居住。

當我長大後,醒覺原來自己並不是那件事中的受害者,美恩的死,她的媽媽傷心極了,而媽媽這樣激動

是因為我們親手把人家的女兒搶走了!當時的我,只懂得想身邊的人如何對自己不好,而我並沒有想

到自己並沒有聽媽媽的話,好好照顧人家的女兒。雖然現時媽媽已原諒我,但我卻好想向她說聲「對

不起」,可惜,有點兒難以啟齒的感覺,或者就連自己都接受不了這句「對不起」吧!雖然我明白媽媽

內心依然難安,但我希望用我的表現去告訴媽媽知我已變了一個長大了、懂得為別人設想的女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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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的茶餐廳 阿喵 

 

在我家附近的商場二樓有一家茶餐廳 ,因為方便而且又鄰近住宅學校的關係,每天都有很多家庭主

婦、學生、上班人士在這裡吃東西。所以它成為一家熱鬧的茶餐廳,我和家人亦是常客之一。 

茶餐廳裡最邊兩旁是卡位子 ,而中間柱子兩旁是半卡位的多人桌,前面放著零星的圓桌子。餐廳內

的燈光與其他餐廳的白色光管不同,它用的是茶得帶黃的燈光,一進去,令人有種放鬆不刺眼的感覺。

而天花邊圍著一閃一閃的小彩燈泡,就像節日用那;而牆壁兩旁又有掛畫和相片,老闆又會擺放小裝

飾品,將一家普通的茶餐廳變成一家很有個性特色的食肆。 

這裡的伙計大多是這兒的街坊 ,所以都很熟悉,過來問我們吃甚麼之餘,總喜歡跟媽媽聊幾句閒話。

這兒每天都有不同的套餐,我最喜歡吃這裡的「免治牛肉意粉」,不過不是常有的。每次點菜後,都
閑著無聊,東張西望,除了碰上同學外,還有很多食客,有的人在埋頭苦吃,好像想一下子將整碟飯倒下

肚子似的,大概是趕著上班吧;有家庭主婦帶著孩子一邊吃飯,一邊嘩啦嘩啦的高談闊論,一時說孩子,
一時說丈夫,總有說不完的話題;孩子也有孩子們玩耍;而這裡有教師及學生在這裡吃午飯,他們有說

有笑,一時說學習,一時又說遊玩,師生之間樂也融融;另一邊卡位突然傳來一陣笑聲,原來是一班女學

生在這裡談笑風生,其實每天都有這種情況發生,因為附近很多學校,有很多學生也很喜歡光顧。 

這家茶餐廳的廚房是公開的 ,讓食客吃之餘,還可以一飽眼福。廚房裡有數位廚師,有的負責飲品,有
的炒飯,有的煮麵,每人都有著自己的工作。食物湯料的香味一陣又一陣的傳到鼻子裡,咖哩味、茄

汁味甚至飯香味都毫不吝嗇的釋放出來,令人垂涎三尺,愈嗅愈餓了,終於我的食物端出來了,伙計們

趕快的把食物送到,他們我腳好像裝上輪子一樣,在餐廳裡飛快的穿插往來,盡快將熱騰騰的食物給

客人。哈!這裡我廚子手藝也真不錯的! 



客人結帳時要到門口旁的櫃檯付款 ,雖然有收銀機,但是老闆的心算也很快的,立刻就可以找逐給我。

 

這裡一家小小的茶餐廳 ,看似平凡,但裡面也有很多故事。不經不覺,我也光顧了近十年,相信它也成

為商場我其中一種標記,長年得到街坊們的支持,是一個為人熟悉的地方,希望它可以一直生意興隆,
每天都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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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山 小美 5D 

 

故鄉，對我來說已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在我腦海中故鄉的樣子也已經模糊不清了，但祖屋後面

的那座後山的一切卻深刻地印在我心中 。 

我記得要上後山，必須經過一條長而曲折的梯級，梯級的表面長滿綠油油的青苔。在雨天後去爬

山，一個不小心就會被可惡的青苔滑倒。沿著梯級走，就來到了一塊較平坦的黃泥地上。幾棵幼

小的樹零星地生長在四周圍，但在峭壁上卻長滿了有羽狀複葉的鱗毛蕨和其他短小的植物。在清

晨，露水藏在複葉上，而微弱的陽光射在露珠上，令露水變得晶瑩剔透好像珍珠。 

再往前走，有兩棵高大的松樹豎立在兩旁，好像是前方婉轉曲折的小山徑的開端。周圍都是茂盛

的花草樹木，有山茶、相思、竹和其他不知名的植物。不過最令人目不下暇的是樹的枝幹 ── 彎

彎曲曲，各有特色。站在樹下仔細地端詳一番，就會看見一群群的小螞蟻正在樹幹上忙碌地來往，

有時就見到霸道的大螞蟻正在奪取小螞蟻辛勤得來的勞動結果，一些顏色鮮艷、全身毛絨絨的毛

蟲在樹上慢慢地移動著肥胖的身體；隱藏在樹葉下休息的飛蛾；全身黃灰色的小雀鳥在樹上跳來

跳去，甚至 『 吱吱吱 』 地唱起歌；還有一些被頑皮小孩用刀刻傷的樹幹正流出了白色的血。 

再延著越來越窄小、崎嶇的山徑往前走，原本昏暗的樹林越來越光亮。樹陰也越來越離我而去。

接著轉一個彎。我彷如至身在一片黃白交雜的空間。一陣微風吹過，無數白絨絨的蒲公英種子好

像飛行傘般隨風飄。令我覺得這些像羽毛、毛球、棉絮的小降落傘正在歡迎我。 

終於來到山頂，我踏著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亮像寶石般透明的小卵石並向山下望，看見池塘旁邊

一排排盛花的菊花，在稻田中忙碌的人們；在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等等，一切的空間都好像變

大了，這時才驚覺自己的渺小。而且站在這裏，我彷彿被與世隔絕，只能聽到蟲鳴聲、鳥鳴聲和

風聲，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音。但合上眼睛，我使進入了一個只屬於自己的世界。 

有一天，媽媽告訴我後山因為沒有人打理，所以已經荒廢了。但無論現在後山變成怎樣，它永遠

都是屬於我的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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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人生 　廖翠珊 5A 

 

對你而言，怎樣才算得上是美麗人生呢？是無憂無慮，優哉遊哉的生活？還是一個多姿多彩，豐

盛美好的人生？相信每個人對美麗人生的定義都不一樣，而在上述兩者中，我會選擇後者。 

　　人生匆匆數十年，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沒有多少時間可浪費。一個多姿多彩，豐盛美好的

人生，能夠帶給你珍貴的回憶，在匆匆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可供你回味千百次的片段。

就好比我國的運動員劉翔一樣，在萬人矚目的奧運會中，以驚人的速度勇奪了男子一百一十米跨

欄的冠軍，當時，全場的觀眾都為他而歡呼，為他而鼓掌，這一刻的掌聲，喝采聲都是屬於他的。

要贏得這些震耳欲聾的掌聲，要得到世界的應同，背後他付出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有多少。同樣

地，成就美麗人生，也要有這股堅毅。人生不是給我們浪費的，要充實自己，發揮自己的長處，

為社會加多一分貢獻，為國家爭多一份榮譽。人生雖然有年月日的限制，但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的

精神卻長存人民心中，成為不朽的佳話，萬世留芳，這才是美麗人生的定義。相反，若你所認為

的美麗人生只是吃得飽，穿得暖，完全對社會沒有貢獻，那麼，你的人生與白紙有甚麼分別呢？

光陰對於你來說，又有甚麼意思呢？ 

要在白紙上添上顏色，靠的是你自己的努力與付出，就好像劉翔一樣，他的努力與付出，為中國

運動史上寫下精彩的一頁，為他平平無奇的人生添上豐盛的姿彩，也為他的人生加上奪目的光輝。

只要你肯努力，肯付出，相信你都可以擁有一個這樣美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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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無我 梁子健 5B 

 

李小虎自幼習武於華山下，天資奇高。一日，奉其師父之命，與其師兄過招對拆。此日陽光普照，

映照華山山貌與其輪廓，同時映照出他們師兄二人的汗水，透明清澈，一滴一滴的滴下在山腰上

廣闊的平臺上。 

一陣清風吹過，為正在休息的師兄弟二人送上勞動後清爽的一刻。步履穩健的老師父走過來，叫

了小虎一同進入一間練禪的廂房內。師徒二人先後盤膝而坐，老師父問： 『 是你自己，還是你的

雙腳帶你走進來的？ 』 小虎答： 『 是一雙腳帶著小虎走進來的 』。 老師父微微點頭。良久，

又問： 『 剛才是你自己勝出，還是靠你的手腳勝出？ 』 小虎答： 『 剛才是種種的東西事物令

小虎勝出的。 』 老師父微笑，續問： 『 此話何解？ 』 小虎拿過茶壺，替師父添了茶。說道： 

『 此種種大概包括五種東西 …… 』『 師父，如果沒有甚麼事，徒兒先回練功房練功了。 』 小

虎的師兄在門外小聲道。老師父應了一聲，命小虎繼續說下去。小虎續道： 『 那五種東西就是 

『 色 』、『 受 』、『 想 』、『 行 』、『 識 』。『 色 』 就是小虎身分的各部份，老師兄問：

『 這有特別？ 』 小虎答： 『 有，就是身體雖佔有空間，但總會消散，沒有不變的實體。 』 老

師兄拿起茶杯，喝過茶說道： 『 很好很好，繼續說下去。 』 小虎續道： 『「 受 」， 就是對六

根與六境的領略和感受，就如小虎被師兄摔跌了後感到挫敗感一樣，而六根就是眼、耳、鼻舌、

身、意。六境就是色、聲、香味、觸法。 『 想 』 就是心攝取境相的作用，構成概念，就如小虎

與師兄對拆時能以八卦方位走避進攻。 『 行 』 就是精神意志的活動，就如小虎面對師兄的直沖



拳，經內心的審思判斷，繼而作出相應的招數去化解反攻。 『 識 』 就是對景象的認知，就如小

虎在對拆時，當知道師兄下一招往哪裏去攻，我就沒有道理往哪裏去衝一樣。 

老師父流露欣喜的表情，繼續問道： 『 當你明白到有這五種東西後，怎樣令你勝出？ 』 小虎答：

 『 當我明白這五種東西後，就會明白到我是隨種種因緣而生，不是獨立存在的。我概從因緣而生，

就該隨因緣變化而變化，這使我進入拳法中，捨己從人，忘我的境界，從而令我能知己知彼而得

勝 ── 隨敵人招式的變化而變化，對嗎師父？ 』 老師父笑道： 『 很好，你己學有所成，可下

山去了。記著：我們是可以憑藉改變因緣而改變命運的，同時要把我執破除，就能真正做到無我

無私的精神，並藉著破我執而不再受外境的牽纏和束縛，從而能無罣礙地利益一切眾生，將你剛

才對武功上的領悟用到生活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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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別 廖成達 5A 

 

近來寂寞了,從妳登上飛機的那一刻,內心已藏著無數的不捨得。有時候,我總不能把內心所想的顯

現出來,總在人們面前裝上堅強的模樣,或許男生有一種「口不對心」的天然性格,而我更是這樣的

高手。 

記得妳走前向我說一聲：「我走了,一年後見吧。」這句輕快的離別說話使我呆著了,呆了數秒,我
也只可以「認真」的和妳道別。其實那一刻我非常不捨得,但我要令妳安心遠行,我只好裝上瀟灑的

樣子。當我再看不到妳的背影,我內心流著淚,然後再想「一年後的妳我,會是怎樣?」想不到離別的

一刻,我已在期待一年後的重聚。 

從前的我們,也常常在吵著,為了小小的事情,妳也會顯露不滿的樣子,別人說妳粗魯,但我卻能在妳這

粗魯性格中找到溫柔。記得我病的時候,妳會親手煮給我吃,雖然不是什麼美味食物,但這更令我感

受妳的體貼。無論怎麼,這也只能成為我們的回憶,因為妳已登上客機遠離我了。 

分離是傷痛,這也正是我們的考驗。看到月亮,會想起妳的笑容,因為我曾在月下看到妳的微笑；拿

著電話,會記起我們的甜蜜信息。一年後的我們,一定是美好的重聚,就算我們要分離,我也定能在記

憶中繼續等待妳。 

寂寞的時間,我會好好的想,想怎樣把這一年運用得最好。因為妳也想我積極去面對人生,相信妳也

必定在遠方支持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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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鄉 黃兆康 5D 

 

小時候 ,母親在假期都會帶我回鄉。那一片壯觀的農田、那條清澈的河流、那些芬香的野菜,至今
仍記憶猶新。 

要回去家鄉 ,定必要乘兩個多小時車。車子兩旁走馬看燈的風景,令我只是見到一大片綠色掠過。 

下了車 ,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條清澈的河流,在陽光照射下,河水閃閃生光。河水清得可看清河流中

的魚。魚兒們長的很肥美,偶然也有些小蟹在橫行霸道。 

一直往前走 ,兩旁都是一些長得很高的農作物,高度大約和當時只有四歲的我差不多。一些赤 上
身,身上流 豆大汗珠的漢子 ,拿 沉重的鋤犁耕種。 

在路上倒也不悶 ,看 那些呆頭呆腦的青蛙 ,一邊跳,一邊叫,倒也為這片農田,增添不少聲音。還有那

些莊稼漢,在耕種時發出的「嘿咻」,此起彼落,這一帶頓時生氣盎然。 

走了不多久 ,便可看到不少大屋。這些大屋全都是用磚頭建造牆壁,用瓦片作為屋頂。在香港,這些

大屋少說也可住上二十多人。在大屋前,便是一棵高傲的老柳樹,它長得很是高大,佇立在那兒守著

大屋。老柳樹下,也有一些老人家在乘涼、下棋。他們安靜地乘涼,加上雀鳥們動人的歌聲,就像協
調成一幅有聲音的圖畫。 

到了黃昏 ,莊稼漢便回家吃飯,他們煮自己種的蔬菜,芳香撲鼻,清風送來就是一陣田園風味;又烹自
己養的雞,那些雞嫩滑的肉,令人一再回味。 

晚飯過後 ,到屋外看星,天上的星星很是明亮,就像一顆顆美鑽掛在天上。躺在屋外,看 天上的明星 ,
讓香甜的清風拂過面龐,聽 蟬兒悅耳的對話。 

家鄉的晚上 ,不給人可怕的感覺,反而是很平靜的,人們都開著大門便睡覺。 

如今 ,父母離婚了,我和父親一起生活,要再回到家鄉,也是很難的,至少,也不知道該乘哪那一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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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畫 鄧皓駿 3B 

 

相信很多人也會看過漫畫，漫畫的普及率雖然高，但並不代表它是好的。 

根據報章調查所得，青少年日常的娛樂，看漫畫也佔了不少比重。漫畫，並不等如圖書，漫畫對

我們是沒有益處的，反而有壞的影響。 

每本漫畫價錢約二至三十元，而且還分散成很多本出售，如我們沉迷看漫畫，必定會浪費金錢，

而且一些漫畫的紀念品，一般也是「物非所值」，浪費我們的金錢。 



漫畫的內容，種類繁多︰愛情、暴力……一些更含色情或不雅成份，青少年看了只是百害而無一

利，而且當局對這些漫畫缺乏監管、執法，青少年購還這些 xx 的漫畫有如到超級市場買東西般客

易。有些人可能認為，有些漫畫如《成語動畫廊》，是富有教育意義的。但是，這些所謂的漫畫，

只被看待作圖書般，放在書局發售，看漫畫的青少年，只會流連於漫畫店，又怎會逛書局看漫畫

呢？況且，青少年根本不會注意到。 

每年的漫畫節，從電視新聞中也可看到，很多青少年均不惜以通宵排隊來換取第一名進場，為的

是甚麼？最先換取那些漫畫的紀念品，數年前更出現一個大問題：那些漫畫的紀念品，均是一些

刀、劍模型，好不危險！雖然近年己改善，但也足以令社會關注這個沉迷漫畫的行為。 

從以上種種情形來看，漫畫已嚴重滲入我們的生活，繼續沉迷只會害了自己，漫畫對我們的影響

是壞而且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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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比賽獎，得來不 易 麥浩德 3D 

 

我終於得了朗誦比賽獎杯，我得到了？我是不是在做夢…… 

「阿天，起來，要練習了。」聽見了其他同學的呼喚，我又要去練習了……我是誰？我叫阿天，

是某一間中學的學生，平時生性懶散，機緣巧合之下我參加了朗誦隊，平時只懂睡覺的我被迫參

加這種麻煩的學會。第一天去朗誦練習時，各同學聚精會神地練習，惟獨我在一角睡覺，那時一

位神情兇惡的男導師過來說：「喂，小子！快起來給我練習，聯校朗誦比賽時我不想因為你這種

人令到學校蒙羞。」我心想：「我也不是想參加這學會，是你迫我罷了。但是我一生人最不喜歡

給人看不起，所以我一定要得到這次比賽的冠軍！」「還不快去！」一言驚醒夢中人，做夢中的

我立刻趕去練習。 

說時易，做時難。原來朗誦也不是一件易事，如要讀好文章應有的高低音調，如何加上適當的感

情、動作、手勢、眼神，對我這種「新入行」的學員來真是一頭霧水。我只好硬著頭皮請教那

「兇惡大猩猩」和其他學員，但是餘下的部份只能靠我自己，那就是練習。我在比賽前幾星期內

不斷的練習；對著我家人來練習，對著鏡子來練習，還有對我家的狗兒旺財來練習（雖然牠聽不

懂），但是我不放過每一次練習的機會…… 

直至到比賽那天，那天比賽會場真的很熱鬧，還有有份參加比賽的各校校長，我那時的心情真是

非常矛盾，但一時又非常興奮。終於我出場了，那時「兇惡大猩猩」對我說：「阿天，要用平常

心，不用害怕。你平時的練習我也看得出你很盡力，希望你今次能勝出！努力！」聽完「大猩

猩」說完後，我感動無比，因為「大猩猩」第一次讚我，鼓勵我 ……所以我一定要勝出，不要令

他們失望。「阿天，到你出場了。」我的好友呼喚我出場…… 

一輪掌聲之後到我比賽了，我只懷著平常心去朗誦。我唸完最後一句之後，全場一片掌聲，我回

到後台等待公佈結果，原來真的是我勝出了，我終於勝出了，我終於勝出了…… 

「阿天，不要呆住了，快去領獎。」又是一言驚夢中人，領完獎後我一定要改掉這個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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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的哥哥 戊同學 

 

我自少家中便十分貧窮 ,父親失業,母親任清潔工。父親經常外出喝酒不回家,母親要工作。所以,帶
著我和兩個弟妹的責任便放在哥哥肩膊上。也許,這麼多年來,你太累了,所以才要好好地睡一覺…

… 

那一年 ,他八歲,我三歲。他手臂留下一道永不磨滅的疤痕。那天,他在廚房燒水,可是我在廚房四處

亂跑,一不小心,把水煲碰倒了,他為了保護我,整個人擋在我前面,手臂就這樣被燙傷了,留下一道疤痕。

 

那一道疤痕 ,本來是我的,你為甚麼要把它拿去?你知否你這樣做,我會很痛苦?因為我會內疚一生的。

 

那一年 ,他十二歲,我七歲。那天,爸爸又喝醉回來,我看見他,暗說:「大醉貓。」可是卻說得太大聲,
他怒問:「你說甚麼?」我還沒有答話他便打了我一個巴掌,接 便是接二連三的毒打。哥哥見狀立
刻把我抱著,哭 央求爸爸 :「不要打弟弟了,你要便打我。」爸爸更是用力打他。他被打得打得滿

身瘀傷,一整個星期要 床休息 ,卻還要照顧他的弟妹。 

我知道當時你的身很痛 ,可是,每當我想起此事,我的心便如刀割。你當時的傷痕,今天已消退了,卻永

遠在的的記憶裏,歷久常新;你當時的眼淚,卻是毒藥,每當在無人的夜裏,便要我狠狠的痛一次。 

那一年 ,他十七歲,我十二歲。他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的,可是他卻對媽媽說:「要是我早些到社會工

作,可以減輕家中的困難,他日又可以供弟妹讀書。」就這樣,他放棄了中六學位。這樣做值得嗎? 

他找到了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 ,在他發薪那天,他請的和銻妹吃西餐。當時,我還沒有吃過西餐,表現
得很興奮,走得很快,但是在過馬路時,看不到是行人止步的,在我發覺的時候,一輛車已飛快地衝向我。

正當我以為自己必死時,我被人推開了,當我回過神來,看見推開我的是哥哥,而他,卻倒 在血泊之中 。

 

醫生說他會長時間昏迷。這一年 ,他廿一歲,我十六歲,他還沒有醒。 

這個自私的哥哥 ,只顧自己睡覺,不再理會弟妹。只留下令人痛苦的回憶,令人痛心的毒藥和一個空

虛的軀殼。 

或許 ,那十二年來,你真的很累了,所以你才要睡那麼久來彌補你多年來的睡眠不足,但請你不要睡太

久,因為你的弟妹還是需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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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書 崔曉敏 7A 

 

翻開書本 

眼光 

隨著文字流走 

左至右 

上至下 

不經意 

合上眼睛 

  

拿破崙 

指揮百萬雄獅 

炮火震天 

建立強大帝國 

轉眼 

化為灰燼 

  

眼皮慢慢睜開 

又一次 

翻開書本 

眼光 

隨著文字流走 

左至右 

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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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杜振南 6A 

 

槍聲開始 

穿西裝結領呔的 

拿起水杯 

扭開電視 

看新聞 

  

開槍的人 

被汗水沾濕 

拿起水壺 

注視對講機 

等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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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讓我愛你．綺羅 小傻 

 

薄紗輕撥我； 

風琴喚醒我； 

軟弱襲擊我。 

  

光影飄晃， 

你的不在乎， 



讓我不顧一切。 

  

想你信你等你， 

愛我幫我救我。 

黑暗世界的淚光， 

照耀靈魂 …… 

愛、恨、情、仇， 

只因為有你，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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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說愛我．晴美 小傻 

 

忘了那滋味， 

看不見摸不著。 

一步步， 

逐漸貼近不曾停止的時鐘。 

靜默的結束， 

正如無聲的開始。 

只有灰暗和彩色的對比。 

不可以倒退逃避， 

也不想大意前進。 

沒人能保証的永遠， 

卻保証令人永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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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零 小傻 

 

初升的豔陽， 

照不著黑暗的角落。 

溫熱的眼淚， 

依舊激不起熱情。 

  

既定的人生格局， 

無力挽回。 

放手任它過去， 

是人的懦弱。 

  

任何愛， 

都會 疲憊。 

但是戰神： 

「帶領大家衝破悲劇的黑暗英雄」。 

黑暗的悲劇； 

將幻化成彩色泡沫， 

微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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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隨風逝去 (隱題詩) 楊寶宜 5C 

 

不要走， 

我要求你留下。 

話語隨思念湧出， 

可惡的風卻吹散了我的話。 

逝去的就逝去吧，但風中的淚滴 

卻不忍你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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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 (隱題詩) 楊寶宜 5C 

 

終於 

身上的傷痕都結了疤 

學懂了不再在乎你 

習慣了沒有你在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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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仍難過，問我怎會好過 (隱題詩) 楊寶宜 5C 

 

若果有一天， 

和你吵架了， 

請 仍和我一起。這對你來 



說是否難事？ 

沒有你我過不了 

每一個明天， 

求求你別再追問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這個問題你想要我怎麼回答？ 

我不能回答，到底怎麼樣的 

我你才會滿意，你才會明白，我 

的問候比誰人都來得更好，更真。 

說真的，沒有你，我真的過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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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對聯創作比賽 

優異作品展 

  

上聯：莫再遲疑，雞鳴速起 

下聯：（比賽內容） 

  

初級組優異獎作品 ： 

努力向上，必有回報。（杜瑞芬 1 C ） 

及時醒覺，未為晚也。（林映妮 1 C ） 

  

中級組優異獎作品 ： 

當機立斷，發奮圖強。（陸詩琪 3D ） 

坐言起行，捷足先登。（陳瑞燕 4D） 

思前想後，早已白頭。（林賢樺 4D ） 



  

高級組優異獎作品 ： 

再別頑猴，迎接新禧。（廖成達 5A ） 

坐言起行，鶴立雞群。（柳倩婷 6A ） 

  

公開組優異獎作品 ： 

仍然等待，蟬唱可悲。（註：會考班的同學，莫再遲疑了，快起床溫習啊！若再等待下去，放榜

時會有可悲的情境呢！黃邕暉老師） 

常存儆醒，海噬未驚。（註：不要貪睡，早點起床工作，常存儆醒之心，人生即使遇到多大的風

浪也不用驚怕。黃邕暉老師） 

當機立斷，虎嘯窮追。（吳喜安老師） 

應加努力，馬到成功。（藍明華老師） 

  

另附：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九屆全港學界對聯創作比賽』 

上聯：一路青山紅葉裡 

下聯：千舟綠水彩雲間（吳喜安老師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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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感 李潔濂 6S 

 

我是今期【創作集】的統籌，我覺得有賴各人的合作才能令一本 《 創作集 》 有誕生的機會，但

最重要的是感謝同學們的投稿。 

當我看完今期刊登在【創作集】內的文章，我發現我校的同學真是很有創意，這可以在 〈 白雪公

主新編〉中反映出來。因為從小到大，我所聽到或看到的〈白雪公主〉故事，只是得一個版本，

但當我看完〈白雪公主新編〉後，我發覺原來新編的故事真是十分有趣。 

另外，我發現我校的同學真是有才華，他們十分懂得抒發他們的情感，他們利用不同的文字他們

對老師、媽媽、朋友和女友的感情。再者，也有同學利用新詩來表達他對 『 戰 』 的看法， 這給

了其他同學有一個想像和思考的空間。 



《 創作集 》 是很多人的心血結晶，希望各同學可以繼續支持 《 創作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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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期《創作集》編輯委員會名單

 

打字員： 章希安 3D 　黃慧貞 3A 　楊　娜 3A 　程國權 3C 　梁

繼新 3C 

張紫婷 3D 　李德誠 3C 　袁文駿 3D 　楊芷敏 3A 呂文

豪 3A 

較對員： 阮嘉俊 6S 　葉倩婷 6S 　何欣怡 6S 　李鑽偉 6S 

陳文偉 6S 曾俊威 6S 李潔濂 6S 

聯絡員： 李潔濂 6S 

封面設計： 廖雅翠 6S 

顧問老師： 陳永康老師 

  

2005 年 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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