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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林夕 

日期：四月十四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尖沙咀歷史博物館演講廳 

內容： 

　　林夕與老師們分享他多年來填詞、創作經驗。我帶著中四同學填的〈約定〉

新詞及相關 MV 給林夕看。還有許多來自不同中學的中文科老師們，大家一起談

歌論詞。 

　　原來林夕也談新詩，只見他就從最近出版的詩集《十方一念》挑了一首叫

〈把露珠還給池塘〉的詩說起來… … 

　　手頭上就有這本沈甸甸的詩集，開篇第一首詩正是〈把露珠還給池塘〉。詞

人，不，是詩人林夕，替一個極其普通的荷塘景象，編了一個十分動人，暗藏哲

理的小故事，行文乾淨俐落，是行家出手。記得我第一次讀此詩時，就想過：此

詩可以用來做教材！ 

 

〈把露珠還給池塘〉　林夕 

_____第一滴露珠 

_____憐憫蓮葉單調 

_____吻下了同情的淚水 

_____第二滴露珠 

_____替蓮葉化妝 

_____融合成宛如鑽石的亮點 

_____第三滴露珠 

_____想蓮葉搖曳生姿 

_____匯成一波波漣漪 

_____直到第四滴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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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把甘露變成一灘水 

_____蓮葉累了 

_____一個低頭 

_____把它們全還給池塘

  

　　〈把露珠還給池塘〉寫菏塘裏的荷葉，因為露珠愈積愈多，到了無法承受的

時候，就彎腰將積滿一葉的露水往池塘裏傾瀉。見過荷葉的都知道，荷葉上有許

多絨毛，雨水、露水都不易滲入。於是，積水在荷葉上，就影出銀白色的水珠，

那就是林夕筆下的「宛如鑽石的亮點」。荷塘裏最觸目的固然是荷花，露珠「憐

憫蓮葉單調」吻下了第一滴同情淚。露珠顯然不甘「同情」，於是要替單調的荷

葉化妝，荷葉就有了「宛如鑽石的亮點」。露珠仍然不罷休，進一步要讓荷葉

「搖曳生姿」。然而，將所有的鑽石都掛在身上，是否就告別單調，萬人觸目，

受人愛戴呢？物極必反，終於「甘露變成一灘水」，且讓習慣了單調的「蓮葉累

了」，就將露珠的「好意」全還給池塘（其實，水與露都來自池塘）。不要忘記，

荷花也好，荷葉也好，都象徵出淤泥而不染，安於本份的美好人格。林夕寫荷葉

把露珠還給池塘，寄寓露珠也要安份回到自已的池塘。一首小詩充滿人生哲理、

佛理…… 

　　少年情懷總是詩，我們的同學也有自己的詩篇。第四十五期《創作集》是我

們出版的第十個詩專集。今期詩稿打破往年紀錄，初中、高中同學濟濟一堂，好

不熱鬧。我喜愛F1A香菇的〈烏雲與太陽〉、F1A神輝怡的〈從〉、F.1D李嘉欣

的〈石頭〉和〈橙〉、F.1B第七小隊的〈國際象棋的戰爭〉、F.1D譚子翹的〈孔

雀〉、F.1D余子海的〈蚊子〉、F.1D梁冬熙的〈車窗〉、F.1D陳煒昌的〈月〉、

F.1D梁慧儀的〈飲品〉、F.1D余子海的〈火〉、F.4A 謝子俊的〈無題〉、F4E同

志的〈上學路，回家道〉、F.4B午餐的〈品嘗〉、F.4E文的〈胸無半點墨〉、

F.4E鄭美欣的〈二十世紀少年〉、F.4E等待的人的〈我想回到過去〉、F.4E Yuki

的〈花吃了這女孩〉、F.4D溫偉倫的〈溫偉倫心想事成〉、F.4E何雅思的〈中文

好鬼悶〉… …

陳永康老師 

二零一零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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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回歸英特納雄耐爾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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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孩子____F.4B 嚴展偉　

_初出生，便帶給溫暖的徽風

_經歷四時變化，陪著伙伴到處

_玩樂，宛如暴風，使你憂心

_當以為已經提到時，她卻早以蛻

_變為自由的風，傲翔天際，

_留在地上的你只好隨見遠送。 

返回目錄 



_夢____F.4B 伍可彤　 

_一睜開眼睛，正是夢的開始。 

_不論遇到甚麼事情， 

_總會覺得美好。 

_人生，總有短暫的幸福。 

_一閉上眼睛，正是美夢的結束。 

返回目錄 

_品嘗____F.4B 午餐

_你將酒杯交到我的手中 

_熱情在杯裡翻滾 

_我被迷得醉薰薰 

_忘記曾經的憂傷煩惱 

_湧來一場幸福的風暴 

_但翻瀉酒杯 

_一切都是糊塗的夢 

返回目錄 

_井____F.4B 余嘉穎 

_翻開那清澈見底的書， 

_如井一般看不見盡頭。 

_為我供應源源不絕的清泉， 

_但一切也總需運用力氣去獲取。 

_那堅固的結構， 

_雖然令人有點喘不過氣， 

_墜進去後便難以自拔。 

_跳出來後不再是井底之蛙， 

_踏進廣闊天空。 

返回目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微笑____F.4D 赫寶　

_烙印，存在? 

_永無止境

_流淚

_嘆息，共嗚?

_留傳至今

_讚頌

返回目錄 

_憶述____F.4D 舫　

_陽光照在背後

_影手互相依偎

_二人四足

_走在漫長的路

_雨落在面頰

_淚把影子剪斷

_一人兩足

_走上淒絕的路 

返回目錄 

_輕煙____F.4E 燊 

_輕煙是我們的回憶 

_在我的面前輕輕飄揚 

_隨著時間的流逝越越模糊 

_最後 

_消失 

 

返回目錄 



  時　間____F4D 克勞德 

_又有一位老人被殺害了 

_兇手就是 

_人人都聞風喪膽的專業殺手一時間 

_冷血的他,絕不會手下留情 

_連楚楚可憐的老人也不放過 

_雙手沾滿了鮮血 

_很多人用盡千方百計 

_也不能逃過被追殺的命運 

_可恨的是 

_他不會輕易受到法律的制栽 

返回目錄 

_戀　愛____F4A 步 

_戀愛就像呷一杯檸檬茶 

_甜蜜是熱戀中的幸褔 

_兩人少少的醋意,令人心中酸溜溜 

_吵架使一切變得苦澀 

_然而更多的愛能驅走酸苦 

返回目錄 

_砌　圖____F4D 樂 

_長期尋求 

_形狀千變萬化 

_慢慢合成 

_每一樣皆是重要 

_組合才是完美 

 

返回目錄 



_比　賽____F4A 梁詠珊 

_跑道上 

_是愛情競賽 

_而我被妳的步伐牽引著 

_驀然回首 

_我卻在落淚 

返回目錄 

 

_隱題詩

 

_我真是很愛你____F.4D 舫 

_我明白你，我是個體 

_真期待晴天來臨 

_是我移情別戀 

_很簡單的答案 

_愛　不會重演 

_你活著的目標不存在 

 

返回目錄 

_李麟池笑了____F.4B 午餐

_李子樹下消暑 

_麟池眼漸沉重 

_池畔魚兒伴她睡 

_笑過一個仲夏夜 

_了當能有好回憶 

返回目錄 



_默書好似一頭猛獸____F.4B 綾 

_默默地埋頭苦幹，正所謂 

_書中自有黃金屋， 

_好漢不吃眼前虧，可是 

_似曾相識的文章 

_一樣使我 

_頭昏腦脹，令我 

_猛然將書本撕掉 

_獸性大發 

返回目錄 

_胸無半點墨____F.4E 文 

_胸襟、寬容 

_無量、大方 

_半解、智慧 

_點頭、誠諾 

_墨水、知識 

返回目錄 

_小心色魔呀____F.4E 教士 

_小時候 

_我心內總想著 

_若顏色在世上消失 

_必定比魔鬼地獄 

_更加可怕呀！ 

返回目錄 

_我是一滴雨____F4E 鄭美欣 

_我是淚水，其實 

_是從雲那裡 

_一點一點 

_滴在人們臉上 



_雨水掩飾了悲傷 

 

返回目錄 

_二十世紀少年____F.4E 鄭美欣

_二次畢業，都讓我 

_十分難捨 

_世界在變，只剩下 

_紀念冊 

_少時的玩伴 

_年長了 

 

返回目錄 

_我想回到過去____F.4E 等待的人

_我沒法忘記你的溫柔， 

_想跟你再一次牽手！ 

_回到曾經這約會的地方， 

_到處也有從前的氣味， 

_過去，幸福的臉已不再 

_去哪裡也沒有所謂。 

 

返回目錄 

_花吃了這女孩____F.4E Yuki 

_花朵艷麗嬌美， 

_吃甜品是使她快樂的方法， 

_了無牽掛， 

_這一切都結束了， 

_女的右方走，男的左方走 



_孩子，放在垃圾筒上 

 

返回目錄 

_等你約會我____F4E Yuki 

_等， 

_你的一通電話， 

_約定，你忘了嗎？ 

_會否知道， 

_我在戲院門前呢？ 

 

返回目錄 

_在井崗上鬥____F4E 同志 

_在毛主席的領導下 

_水變得特別甜 

_崗上的亂石為紅軍打氣 

_山中的樹林為紅軍護蔭 

_上了彈的槍 

_鬥上了牛鬼蛇神 

_爭著公平和自由。 

 

返回目錄 

_默書好似一頭猛獸____F4C 無名 

_默不作聲地 

_書寫文章， 

_好多同學在附近談話 

_似街市 

_一樣，令我的 



_頭緒 

_猛然像野 

_獸般狂奔走去 

返回目錄 

_溫偉倫心想事成____F.4D 溫偉倫

_溫哥華的平凡氣質,

_偉大的業績,不久又要撲向 

_倫敦的高貴氣息,但 

_心應該是平靜的,

_想到多年的艱苦,

_事業終能 

_成就。 

 

返回目錄 

_正如命糾纏的線____F4D 孫蔚彤 

_正想著你 

_如在下一站也能遇見你 

_命中注定愛上你 

_糾正著我的內心深處 

_纏綿的片段 

_的確難以忘記 

_線的兩端最終也是困在一起 

 

返回目錄 

_錯過的愛情____F4E 黃安琪 

_錯誤後終於明白 

_過往的妳有那麼的好 

_的確 



_愛沒有回來了,我們彼此的 

_情感已不再 

 

返回目錄 

_中文好鬼悶____F.4E 何雅思 

_中午,上課的時候,

_文學老師 

_好神秘地,說鬼歷史氣氛 

_鬼魅 

_悶氣漸消。 

 

返回目錄 

_低音電結他____F4E 馬啟皓 

_低價發售的電結他 

_音質非常清脆 

_電結他和我 

_結著微妙的緣份 

_他是一生最好的伙伴 

 

返回目錄 

_黑色星期五____F4E 沈俊傑 

_黑暗的夜空下 

_色彩斑爛的廣告燈閃動著 

_星星高掛在天上，看著

_期待新一年來臨的人們。倒數? 

_五、四、三、二、一。 



 

返回目錄 

_柳仙斗最美____F.4B 波奇二號　

_柳枝隨風起舞

_仙鶴飛色只是

_斗轉星移可惜

_最初那幅良辰

_美景不復存在

 

返回目錄 

_我不要中文補默____F.4B 波奇二號 

_我是一名學生

_不願寫詩只

_要及時玩樂，但是

_中華

_文化

_補習班現在

_默默招生 

 

返回目錄 

_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____F.4B 藍

_君，你來自何方？

_不曾與你相

_見。當石梯間小

_黃花盛開；路邊小

_河流淌。取而代

_之的，是你

_水靈靈，飽含



  天真的雙眼。讓我為你蓋

_上春天的棉被，等你醒

_來同交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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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期《創作集‧詩 10》編輯人員名單

文字處理 劉潁霖（2A）梁冬妤（3A）

彭愷欣（3A）莫嘉穎（3A）陳永康老師

封面設計 曾紫茵（2C）

顧問老師 陳永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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