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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老師或一位作家。這個夢想是源自陳老師

對我的影響。陳老師是我中一及本年度的班主任。她對我無微

不至的關懷，猶如一位慈母一樣。不論是對我或是其他同學，

她也是百般關懷和照顧。影響及我，令我也以作育英才，報答

社會，以老師作為我的理想職業。 

    而為什麼我想成為作家呢? 因為，書籍在我不能上學的日子

就是我的心靈伴侶，令我疾病的日子不會孤苦，所以我希望自

己未來也能夠以文字寫作帶給別人幸福。 

    為了這個夢想，我必須努力讀書，爭取考好中學文憑試，以

考進大學學習，之後才可以投身社會，實現自己的夢想。這一

年因為升讀高中，所以較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了; 但我仍然堅

持每天閱讀書籍及主動尋求老師協助，令自己中文及英文科之

成績得到更大的提升。 

小童群益會 【夢想成真學習計畫】 

得獎者  ▂ 鍾孟良▂   參選作品: 「我的作家夢」  

其他作品:「我的夢想」    ▂ 鍾孟良▂  
    我有一個夢想－－做一位出色的教師，像明燈對學生循循善

誘，引領他們走向正途；像園丁對學生悉心照料，灌輸知識和

經驗，讓他們茁壯成長；像牧羊人對小羊般保護學生，令他們

免遭受危險。 

    我之所以有這個夢想，全因為陳老師對我的教導，陳老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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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群益會 【夢想成真學習計畫】 

藹可親，對學生更是無微不至，她經常提醒我要注意健康，雖

然她比較囉嗦，但我深深感受到她對我的關愛。 

    假如我是教師，我會善待每一個學生，我要讓每一個學生快

樂地學習，我會令課堂變得更有趣味，令學生對沉悶的學科也

產生興趣，我會抽空和學生一起聊天，和他們交朋友，幫助他

們解決困難，更重要的是，我會留意學生的一舉一動，協助他

們糾正他們的不良習慣。 

    在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中，幼稚園校長呂慧紅對教學的

熱誠深深感動了我，她不理會低薪酬，更不顧自己的身體狀

況，一腳踢兼任校長及校工，同時解決各學生的家庭問題，希

望挽救幼稚園，避免殺校。記得她曾經對學生及家長說：人要

抱有夢想，而她的夢想是做一位永不放棄的教師，她的無私啟

發了我，使我要立志成為一個不計回報，為學生盡心竭力的教

師。 

    我有一個夢想，我想做一位出色的教師，我會為這個夢想努

力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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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我校操場上矗立着一棵英雄樹－－木棉，每逢早會，他都微

笑地看着我們排隊唱校歌。木棉樹不喜歡彎彎、扭扭，它的樹

身總是很高很直的，他不像桃花那樣妖豔，梅花那樣秀麗，桂

花那樣芬芳。木棉有他自己獨特的英姿。 

    早春時份，乍暖還寒，木棉在雨水的滋潤下，蘇醒過來，長

出滿樹木棉花，紅彤彤的花朵，就像是燃燒的火炬，照亮了整

片天空，英勇地與寒冬對抗。夏天綠葉成蔭，木棉花卻早已落

滿了一地，有的街坊會把新鮮掉下來的木棉花曬乾用以煲涼

茶，大約在五月時，果實會裂開，漫天棉絮猶如六月飛雪般隨

風飄揚，挾着種子四散播種，有的落在路旁，有的擱在小草

上。每年，校工叔叔、嬸嬸都忙着去清理。 

    秋冬木棉樹枝葉蕭瑟；沒有什麼看頭的，整齊的枝椏上只有

一片光禿禿，看上去真是又冷清又寂寞。隨着四季變化，木棉

展現了不同的風情。 

    已故流行樂壇前輩羅文就有一曲《紅棉》，以木棉樹的堅定

挺拔來比喻人的傲骨及剛正不阿，而俗語說得更好：人就算

窮，都要窮得有骨氣。正如歷史上陶淵明寧願辭官也不願為五

斗米而折腰那樣，即使受窮困的煎熬，也不要曲意遷就，委曲

求全，做受辱的事。就如紅棉一樣，做人要有原則。 

    總而言之，他啟迪我：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沒有傲骨。 

小童群益會 【夢想成真學習計畫】 

「木棉」    ▂ 鍾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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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群益會 【夢想成真學習計畫】 

   夏天的晚上，我在院子裏乘涼，牆上的燈亮了，招來了很多

蚊子，也招來了幾隻壁虎。我就仰着頭，看壁虎捉蚊。 

    壁虎把腹部緊貼在牆壁上，慢慢地動着四肢朝上爬。它的每

隻腳有五個腳趾，腳趾叉開，緊緊地扣住牆壁，看上去像爬山

虎的腳。壁虎的頭尖尖的，有點像三角形。我不知道壁虎的嘴

是甚麼樣的，因為牠們的嘴總是貼着牆壁，看不清楚。壁虎有

一對很小的眼睛，我想那一定是非常機靈的，不然牠會餓死。

牠還有一條又長又細的尾巴，爬行時尾巴左右擺動。壁虎身子

披着一層細小的鱗片，顏色有深有淺，形成天然的花紋。 

    壁虎趴在牆壁上，靜靜地一動也不動，像貼着一塊水泥。落

在牆上的蚊子在牠身邊來回爬着，牠卻裝着沒看見似的。等聚

集在身邊的蚊子多起來，有的竟自己送到牠的嘴邊，牠才用迅

雷般的速度把脖子一伸，然後又極快地縮回去。如果這時候你

眨一下眼，會覺得壁虎根本沒動，可是牠嘴邊的那隻蚊子卻沒

有了。 

    有時候壁虎的頭靈活地轉動着，朝四下看。牠看見大一些的

蚊子落在牆上，就用最快的速度爬過去。在距離尺把遠的地

方，壁虎忽然停下來，然後極慢極慢地向前爬到蚊子跟前，猛

地一躥，把蚊子吞吃，接着又朝另一隻蚊子爬去了。 

「壁虎」    ▂ 鍾孟良▂  



★ ☆  ★  P.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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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in our lives are there to STRENGTHEN our  

CONVICTIONS. They are NOT there to run us over.”― Nick 

Vujicic 

Nick, I admire him who was born without limbs, but still    

persevere to live his wonderful life. 

In his childhood, Nick constantly doubted why he wa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 kids. He questioned the purpose of 

life, and tried hard to live like everyone else. In his early years 

of school life, he was rejected by others. He was treated badly 

– being teased and bullied, because of his unusual physical 

appearance. It was so hard for him to accept. Sometimes, He 

did not go to school, wanting to escape the negative attention. 

He thought it was his own fault, because he was the only 

‘monster’ among all school children. He felt that the 

 people around thought he was a burden. He once wanted to 

end his suffering. At the age of eight, he could not see a 

bright future, he was very depressed. When he was ten years 

old, he decided to drown himself in the bathtub to end his 

painful life. But thinking of the parents and family who were 

always there to comfort him, to give him strength when need-

ed, he realized he shouldn't commit suicide as it would break 

his parents’ hearts. 

After experiencing all kinds of bullying and loneliness mood 

war, he wanted to share his story and experiences to help   

others to overcome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in life. He travelled 

around the world to share his stories and testimonies,        

encourage and inspire people to live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小童群益會 【夢想成真學習計畫】 

“A Man I Admire”    ▂ Chung Mang Leu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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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t let anything hind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ideal. 

Since his first public speech at age 19, Nick has travelled 

around the world. Millions shared his story. Nick did his   

sharing at all kinds of venues, speaking to a variety of groups 

such as students, teachers, youth, business people and      

congregations of all sizes. Today, this dynamic young preacher 

has completed more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 a lifetime. He is a 

writer, musician, actor, and his hobbies include fishing,  

painting and swimming. He even got married, and gave birth 

to a son. 

As you can imagine, he faced many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Despite all the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he can still stand 

strong and live a very exciting life. 

I often ask myself: "If I were like him without limbs, can I live 

with as meaningful as Nick does?” Nick’s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 inspired me to realize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 have fell along the way, we must 

stand back up and never quit. 



2014 - 2015 圖書館   

『喜閱獎賞』閱讀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初中組：  2D 盧雯雪  2D 溫悅朗  

 4D 劉冰潔  5D 盧淑程  

Supreme reader:  6D 梁詠琪  

小作家計劃得獎名單 

優秀作品獎:  2D 盧雯雪 我最尊敬的潘老師 

 2D 溫悅朗  雨中有情  

 3D 卓智軒  談體罰  

 4D 劉冰潔  生命在於運動  

 5D 盧星宇  你今天關愛長者了

嗎?  

 5D 布英偉  冰桶挑戰  

    

踴躍參與獎:  4D 黎耀昇  最強「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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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小作家獎  

「我最尊敬的老師－－潘老師 」    ▂ 盧雯雪 ▂  

    在我們求學階段，總會遇到不同風格的老師，而他們在我們

的生活中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最尊敬的老師是潘老師，她是一位女教師，主教家政課。

潘老師的外貌跟其他人一樣都是很平凡的。她喜歡樸素的衣

著，這點能夠在她日常穿的衣服可見，因為她的衣服主要都是

灰、白和黑這三種顏色。 

    潘老師為人幽默，她經常下課後跟學生打成一片，嘻嘻哈哈

的。在我心中她是一個長大後的小孩，但一到上課時，潘老師

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嚴格了很多。 

    潘老師不愛擺架子，她喜歡跟我們分享烹飪心得，比如說當

我們聚在一起談天時，她會主動跟我們說上個週末弄了甜品，

弄得很成功之類的，還邀請我們下次一起到家政室做那個甜

品。 

    潘老師是一個很懂得安慰別人的人。有一次，我獨自坐在小

食部的椅子上，突然有人拍拍我的頭，我轉頭一看，原來是潘

老師，她問我：「你為何弄出這個難過的樣子呢？」我坦言地

說出我難過的原因，她也說了一些話來安慰我，而這些話就像

療治我心靈的痛楚一樣。如果你問我為甚麼會對潘老師坦言的

話，那我能夠給你的答案就是我信任她，相信她不會把我的秘

密說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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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一封信，他是我從小到大的青梅竹馬，他在信中寫:

「朗，你還好嗎?我在美國很好。今天在街上看到了一對朋友互

相幫助遮雨，讓我想起我們三年級的時候發生的一件很值得回

憶的事，你還記得嗎?」我看着看着，心中慢慢投入那一件令我

深存心中的那一件事。 

    小學三年級，那一天，我心情非常差，因為今天和媽媽為了

溫習時間的問題而吵得汗流浹背。在夜闌人靜的街上，突然一

場大雨忽然降下，我雖然有雨傘，但現在不想拿出來撐，忽然

一道黑影衝來，用一件外衣把那討厭的小水滴擋下去了。他是

我一位從小到大的好朋友，他也不問問我為什麼不撐雨傘，只 

    潘老師最能夠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能夠在上課時做一位稱職

的好老師；而在下課後做一位知心好友。 

    從潘老師身上真的有很多的地方讓我們學習，包括她的待人

處事、性格、為人等等，多不勝數。我很感恩能認識到這位老

師，她給過我無數句的訓話，每一字每一句都留在我心中。我

不保證之後我不會忘記，但至少我保證現在我必不會忘記。 

    有人說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我想修正一下的，

我個人認為一位好老師，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哺育了

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所以老師

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 

「雨中有情」    ▂ 溫悅朗▂  



初中小作家獎 

是默默地陪伴我走着這一條好像沒有盡頭的街道。 

    每一刻，我都想問問看他為什麼不問我為什麼有傘卻在雨中

淋雨呢?這時他突然說了一句:「心情平復了吧!雖然我不太清楚

你發生了什麼事，但我要告訴你，你要知道，可能你不知道，

你自己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有可能傷害了你自己；身邊想關

心你，想愛護你，想了解你的朋友、家人、老師和同學。」他

這一段話，打動了我的心，忽然天空上出現一道又一道流光激

射下來，一個圓圓的光盤露出來，而那朋友的臉孔，那高大的

身軀，深深刻在我心中，等我回過神來.他已經慢慢在夜色中銷

聲匿跡了。 

    這一件事情永永遠遠深刻在我的心裡，每一次回想起，心中

不禁一暖，對我來說，他是我心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好朋友，也

希望我是他心中的一位好朋友，我回憶起來了，便回信道:

「軒，我記得的，永永遠遠都會記得，時間觥籌交錯，從一位

天真的小朋友，成為了一個懂關心人的一位青少年，有時間的

話回國見見，不然我就要忘掉你了呀!雖然沒什麼可能，希望你

也一樣永遠把我刻有心中呀!再見。」 

    這一件事令我明白了，世上不是沒有想了解自己的人，而是

自己不讓別人去了解，這一種被在乎，被別人明白，被人尊重

的感受，令我到了中學開朗了不少，也開始放開自己讓別人去

了解我，和家人的關係也一點點修復，我也希望人人都會理解

這一個道理，在此祝福遠在美國首都的軒。 



★ ☆  ★  P.14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在這個現代社會裡，很多青少年及兒童都非常反叛，令不少

父母也想以體罰來管教子女，但在子女的心目中，這樣真的好

嗎？ 

    以體罰來管教孩子所造成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沒有教導子女任

何的正確表現。例如弟弟和姐姐搶了玩具，父母打了弟弟後，

弟弟仍然沒有學會下一次遇到同樣問題該如何處理，例如可以

和姐姐商量，用自己的玩具交換或者找父母幫忙。其實，每一

個不良行為後都隱藏着一個好的動機。搶玩具的動機可能是因

為弟弟的好奇心，這並沒有錯，但錯在不應該搶玩具。 

    而體罰還會給孩子樹立了一個暴力的榜樣。家長體罰孩子，

是因為家長認為體罰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孩子在解決問題

時，也會不自覺地去模仿家長的做法。對於孩子來說，家長可

以打他，而他不可以打別人，當中的矛盾是非常讓人困惑的。 

    有些家長覺得孩子經常打遊戲機而不好好學習，很氣憤。如

果家長在家時只是看電視、打麻雀、上網或打遊戲機等等，管

教恐怕不容易成功。如果家長真的希望孩子做出改變，就先要

給孩子作一個好榜樣。 

    我認為管教孩子不應該使用體罰，因為有效的管教方法應該

是不斷的教導孩子新的改善方法，而體罰不能教導孩子任何改

善方法。有效的管教方法有很多，例如情感輔導和學習輔導  

「談體罰」    ▂ 卓智軒▂  

初中小作家獎 



 

 

★ ☆  ★  P.15 ★  ☆  ★ 

電視上常播放一段廣告:「你今日飲左未?」透過這一句廣告詞

來宣傳產品。今天，我只想問大家:「你今天關愛長者了嗎?」 

    首先，我先將「長者」作一個定義。在我的理解中，我將

「長者」理解為退休了的人，沒有工作能力的人。 

    在香港，由於低出生率的原因，令到「人口老化」的情況越

趨嚴重，但這並沒有令到更多人關注長者，反而衍生出很多的

長者問題：「獨居長者」、「老人貧窮」等。即使香港政府推

行一些政策，如派「生果金」給予他們生活上的保障，但卻不

能給予他們心靈上的安慰。 

    曾經參加過幾次探訪長者的活動，大多數的長者都是一個人

住。由於兒女都要上班，沒有時間陪他們。當我們拜訪時，我

看見他們的神情很愉快，和我們聊天時滔滔不絕，不知道是否

平時孤單和寡言，沒人陪他們聊天，所以當我們拜訪時，他們

感到受人關注。即使只是很短的時間，對他們而言是一份珍貴

的禮物。 

    長者常被人認為是一種負擔，只因為他們行動不便，拖拖拉

拉，更需要別人照顧；只因為他們口齒不清，說話支支吾吾，

更需要他人耐心聆聽；只因為他們記性差，更需要別人提點。 

高中小作家獎  

「你今天關愛長者了嗎?」    ▂ 盧星宇▂  

等，這些方法都能讓孩子遇上問題時有正確的表現。  



★ ☆  ★  P.16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冰桶挑戰是一項於社交網絡上發起的籌款活動，它的意義是

為了引起世界各地的人注意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的患者。

這項活動最先是由紐西蘭的一個癌症協會所發起，它的本意是

藉著「淋冰水」的行為去顯示對患癌症的病人和其家屬的關懷

和支持。而參加者往往都把片段拍攝並在社交網絡平台分享。 

    原本這一項挑戰是只有少數人知的，不過隨著世界各地的名

人都參與這一項活動，包括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面書創辦 

「冰桶挑戰」    ▂ 布英偉▂  

高中小作家獎 

    「將心比心」，大家有沒有想過，當自己年老了，不也會這

樣嗎？老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誰也躲不了。當你老去時，你

希望受人歧視嗎?你希望孤獨一人生活嗎？你希望別人忽視自己

嗎？現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靠老一輩的長者打拼回來

的，若不是他們為我們打好了基礎，我們的家庭不會那麼幸

福；我們的社會也不會那麼興旺。家庭和社會發展，我們應該

感謝他們，可惜我們沒有，反而忽視了他們。 

    其實，他們只需要一句簡單的問候，無論大家是否相識，走

在街上，適當的伸出援手，他們已經很感動。即使不是什麼大

忙，俗話說:「禮輕情意重」，不在於你抽多少時間陪伴，不在

於你是否送厚禮，只在於那一份心意。 

    你今天關注長者了嗎？ 



 

 

★ ☆  ★  P.17 ★  ☆  ★ 

高中小作家獎  

人朱克伯格和一眾美國職業籃球的選手。他們的參與令到這一

個活動立即熾熱起來，傳至世界。而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商

業人物和演藝界人士都紛紛參與，當然這個活動也傳至香港! 

    記得大約在半個月前，在一個晴朗的早上，還在被窩中的我

被一個電話吵醒了，睡眼惺忪的我接過電話，原來是馬同學，

內容大概是「我正在玩一個有意義的活動，這一個活動需要

『淋冰水』我點了你的姓名，所以你一定要玩啊!記得玩後一定

要捐錢啊!」 請容許本人現實，一聽到有「錢」的字眼，本人

就從睡眼惺忪的狀態變成精力充沛的狀態，想著這一個到底是

什麼遊戲，心裏充滿十萬個為什麼…… 

    當我做過資料搜集後，發現這一個活動原來是很有意義的，

因此我二話不說便去了買冰，在家中的洗手間裏參與這一個冰

桶挑戰。 

    我在家中的廚房找了一個水桶，把水桶拿到洗手間，然後就

把冰凍的冰塊放進水桶裏，之後把水龍頭開了。看著水桶一點

點的被裝滿，慢慢的感受到水桶中散發冰涼的氣，由於像是十

分寒冷，所以我就先把手放進水桶下嘗試水溫，結果我從水桶

中感受到的是冰涼、冰冷、冰爽三個的形容詞，頓時令我打消

了「淋冰水」的念頭。但一想到這個活動的事，就馬上拿起沉

重的水桶把冰水淋在自己的身上，在淋的過程，我除了感受到

冰涼的感覺外，還感受到活動中的主角(患者)的痛苦，每天都 



★ ☆  ★  P.18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一年一度的越野賽跑比賽已經拉開序幕，此次比賽分為挑

戰組和輕鬆組，師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選擇適合自己的比

賽，而我則和幾個女同學一起參加了輕鬆組的賽別。               

  臨開始的時候，我們輕鬆組的參賽者在大球場集合。當日天

氣十分炎熱，陽光有點毒辣，而且正值正午時間，這正是考驗

運動員的時刻。我們等待挑戰組出發的時間內，都在互相打氣

和做準備運動。林老師還拿出手機和一些同學拍照，顯得其樂

融融。                                          

 後來，我們在校門口的起點預備跑的時候，我們的副社長還再

三叮囑我要加油。起跑鑼聲一響，我們一窩蜂衝出校門，向西

灣的方向跑去，一開始有很多同學都跑得很快，我想保存體力

便先慢慢跑，烈日下還要這樣努力跑，還真是辛苦。跑至不久 

「生命在於運動」    ▂ 劉冰潔▂  

高中小作家獎 

要承受這麼痛苦的疾病，換著是我的話，說不定可能已經在黃

泉路上了，所以我從心底裏敬佩這一些患者，他們的堅持、毅

力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這一次的參與活動令我明白到生命是很重要的、健康的身體

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了解到不論發生什麼事也好，千萬

也不是胡亂放棄自己的生命，因為有些人想要多一秒的生命也

沒有呢!      



 

 

★ ☆  ★  P.19 ★  ☆  ★ 

踴躍參與獎  

「「最」強「寒」風」    ▂ 黎耀昇▂  

時，已有許多人都氣喘吁吁、體力不支，從而停下慢走；有些

則是悠哉悠哉地散步，好不悠閒。 

 因為平時缺少鍛煉，我跑了不是很長的路程，已受不住而慢慢

走，但是想起副社長的對我的期望，我只好以前面的同學為目

標，一個一個地超越，真的受不了就停下走一段路，然後再跑

一段路。快看到終點的時候已經有幾個同學往回跑了，其中還

有副社長，她好厲害啊，跑的同時還不忘幫我加油。往回跑的

時候，我還看見周老師一溜煙跑過去，甩了我一大段路。有些

老師和同學慢條斯理地一邊聊天，一邊向檢查站走去，有些看

到檢查站便搏命向前跑。我跑到網球場的時候，有點分不清

路，幸好反應得過來，差點與季軍失之交臂，而副社長則獲得

了冠軍，我們明智社女子輕鬆組的賽果挺不錯的呀！ 

        這個比賽不但是想讓老師和同學在緊張學習和工作之餘

放鬆身心，正所謂生命在於運動，多做運動有利於身心健康，

同時在過程中培養堅持的毅力，不管做什麼都不可以放棄，做

人要有始有終，堅持到底啊！ 

   一般人提起韓國，會想起 k-pop，潮流或韓國天氣寒冷等

等，但是能喚醒我的期待，興奮和難忘的韓國之旅卻不一樣。 

     韓國，是我第一次出國遠遊的地方，天氣清涼，人民熱 



★ ☆  ★  P.20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踴躍參與獎 

情，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這次韓國之旅是跟其他組織去的，

行程緊密，當中對我來說，有幾個「最」的地方。 

     首先，我作為食物愛好者，第一個「最」當然是在韓國吃

過，好食的食物啦。「鹹豬手」這個詞語給別人的印象並不太

好，但我相信，吃過這豬手的人也會愛上它! 這是去了骨的豬

手，帶著微暖，被生菜擁抱，投進我的懷裡，用舌頭和牙齒給

它按摩，之後再狠狠地吞下! 清脆的菜，暖軟的肉，那種盪氣

迴腸的感覺運行全身，正正是因為這豬手給我的觸感，能吸引

到我將它納入這個韓國旅程中，「最」的回憶中。 

    其次，第二個「最」，是我看過最迷人的風景，那個地點是

為人熟悉的韓國首爾中的首爾塔，這座塔屹立於山上，遊客需

走一段比較斜的路。之後，遊客需乘搭電梯到頂樓瞭望平台， 

俯瞰首爾市區的景色，非常漂亮。唯一可惜的是，看不到首爾

的夜景，欣賞不到車燈交織出的優美街景，但也可見證到其他

戀人們的浪漫之鎖，因為在首爾塔的底下有一個專為情人而設

的愛情鎖小閣，我這個孤獨的人，在這人群中也顯得特別失

落，唯有羨慕一番。除了一望無際的風景外，還有一個很特別

的裝飾品，那個裝飾品是一個若一人高，鐡製的心並不是一個

普通的心，那個心的中下部分，雕刻上英語[Love]。在短短的

時間中，已有很多情侶拍照留念，人氣不會比首爾塔低，綜合

來說，也是一個值得去的地方，帶給我珍貴的回憶。. 



 

 

★ ☆  ★  P.21 ★  ☆  ★ 

「如果我懂得魔法」    ▂ 黃傲雪▂  
    如果我懂得三個魔法，我會想有創造任何東西的法術，第二

個是長生不老的法術，第三個是能夠瞬間移動。 

     如果我有創造任何東西的法術，我會去幫助全世界的人，

幫他們實現願望，令他們也可以開心地生活。  接著，如果我

懂得長生不老的法術，我就不會死去，可以在這個世界永久地

生存。 

     最後，我希望我懂得瞬間移動的法術，有這法術我便可以

快速地環遊全世界，不需要等很久，還可以不需乘搭交通工具

(由於本人乘搭交通工具會暈浪呢)。 

     雖然，這些魔法很神奇，可惜我只是想像，我不是女巫，

所以沒有以上的魔法呢!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最後，「最」的地方，連我也意想不到，是旅程中的酒店房

間，而那個「最」就是最好玩，因為在五日四夜中的數個晚

上，也是和團友們一起決鬥，拿著一副「三國殺」決戰到天昏

地暗! 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開心的事是能結識到一班朋

友，這也是我列入「最」的原因。. 

     現在的我，對韓國已經改觀，除了 k-pop 潮流風等等外，還

有一段值得我終生收藏的美好回憶，這陣「最」強的韓風 ，為

我的回憶中帶來無比的溫暖。 



★ ☆  ★  P.22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孝敬長者」    ▂ 黃傲雪▂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從前，在一個森林裡，有一個叫安妮的小女孩。她常常身穿

一襲紅色的裙子，頭上戴著一頂鮮艷的紅色帽子。居住在附近

的村民都稱她「小紅帽」。 

「故事新篇—小紅帽」    ▂ 郭曉諾▂  

長者是什麼人？長者是一些年紀老邁的人士。當你們還沒有出

時，他們就默默貢獻社會了。而我身邊也有一位長者，她是我

最尊敬的祖母。 

    孝敬長者可以由生活做起。在家庭裡，如果是和祖母同住，

可以幫她洗衣服，幫她煮飯，減輕她的負擔，還可以跟她一起

散步，與她閒談，令她的生活多添些趣味。 

    我們除了要關心身邊的年長親人外，對陌生的長者，我們也

應該尊敬。例如乘搭巴士、地鐵時要讓座。在街上，如遇見長

者背負重物，可以主動幫忙。看見行動不便的長者，我們可以

扶他們過馬路。有時候，也要多和長者傾談，開解他們，了解

他們的心事。 

    一個社會，若人人互相尊重和懂得關愛别人，這個社會必定

是美好的。如果多些關愛和照顧長者，社會也必定會更繁榮，

我們要令長者感受到世界是充滿了愛和温暖，令我們的社會變

得更美好。  



 

 

★ ☆  ★  P.23 ★  ☆  ★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一天， 安妮一如以往跑跑跳跳地由自己的家出發到祖母

家去。自從安妮的祖父去世後，她的祖母就一直一個人住。安

妮的媽媽多次叫祖母搬回家和她們一起，但是，祖母總是不願

意離開，可能那裡有很多有關祖父的回憶。媽媽便吩咐安妮，

每天送飯菜到祖母家。因為祖母年老了，體弱多病，加上行動

不便。 

    步至祖母家，安妮興奮地叫：「到祖母家了！」她先敲門說

道：「祖母，你的孫女來了，快開門！我帶來美味的飯菜來

了！」門後傳來一聲尖叫。然後，她聽到有人說：「安妮快

跑！不要留在這裡！」安妮心想：祖母？於是她打開門，看見

祖母縮作一團。大熊一步步接近祖母，安妮想也不想，丟下籃

子、拿起椅子，並勇敢地衝上前去，她揮起椅子說；「不要接

近我祖母啊！」 

     砰！ 椅子擊中大熊。 可是，大熊看起來並沒有事般轉向安

妮的方向。吼！大熊咆哮著，還向安妮抓了一下。情急之下，

她用手臂擋下攻擊，手臂出現幾條很深的抓痕。安妮看看自己

的手臂，血不斷地流出，哭泣著說；「很痛……很痛……有沒

有人幫我……」此時，大熊回到祖母旁邊，安妮看著大熊卻不

能做任何事，她太害怕了，雙腳也軟了，只能抬頭看著牠！ 

     當安妮聽到骨頭咬碎的聲音，立即回神起來，原來祖母已

經被大熊咬開一半，祖母的鮮血四濺，飛濺至牆壁上，也飛濺 



★ ☆  ★  P.24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尊敬長者」    ▂ 郭曉諾▂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電視上常播放一段廣告:「你今日飲左未?」透過這一句廣告詞

來宣傳產品。今天，我只想問大家:「你今天關愛長者了嗎?」 

    首先，我先將「長者」作一個定義。在我的理解中，我將

「長者」理解為退休了的人，沒有工作能力的人。 

    在香港，由於低出生率的原因，令到「人口老化」的情況越

趨嚴重，但這並沒有令到更多人關注長者，反而衍生出很多的

長者問題：「獨居長者」、「老人貧窮」等。即使香港政府推

行一些政策，如派「生果金」給予他們生活上的保障，但卻不

能給予他們心靈上的安慰。 

至安妮的臉上。當觸碰到祖母的血後，安妮的心碎了，整個人

已經崩潰了，她彷彿成了另一個人一樣。 

     一瞬間，安妮現身廚房中，她拿起了水果刀，趁大熊還在

吃牠的「午餐」時，安妮衝上前去，毫不猶疑地用刀刺穿大熊

肚子，大熊腸穿肚爛。之後，大熊向前倒下並發出絲絲悲鳴。

很快安妮的腿踏在熊頭上，她輕聲說: 「真可憐！我來送你一

程，好嗎？」語畢，安妮就不停用刀狂插大熊的身體，重複又

重複。途中，安妮還狂笑起來，「哈！哈！活該！」 

     村民來到的時候，安妮已經不見了，留下的就只有血跡、

屍體和凌亂的家具。之後，沒有人知道安妮到了那裡去了！ 



 

 

★ ☆  ★  P.25 ★  ☆  ★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玩具」    ▂ 鄭禮賢▂  

    曾經參加過幾次探訪長者的活動，大多數的長者都是一個人

住。由於兒女都要上班，沒有時間陪他們。當我們拜訪時，我

看見他們的神情很愉快，和我們聊天時滔滔不絕，不知道是否

平時孤單和寡言，沒人陪他們聊天，所以當我們拜訪時，他們

感到受人關注。即使只是很短的時間，對他們而言是一份珍貴

的禮物。 

    長者常被人認為是一種負擔，只因為他們行動不便，拖拖拉

拉，更需要別人照顧；只因為他們口齒不清，說話支支吾吾，

更需要他人耐心聆聽；只因為他們記性差，更需要別人提點。 

    我最喜愛的玩具是劍球，因為可以玩很多花式，還有很多困

難要克服。我最喜歡一些令你感到有難度的玩具，因為會帶給

自己一些桃戰。這個玩具是在我的中學上學期買的。 

    我有兩個劍球，一個是綠色的，一個是藍色間條、白色背

景，兩個都非常漂亮，但它們都很貴，大約一百多元一個。其

實，這個玩具是由日本人發明。當初我還以為是美國人發明

的。這個玩具十分受歡迎，有非常多國家的人玩劍球，例如有

中國、台灣、美國、英國、香港和日本等等。 

    它可以玩很多很多花式，但我只懂得幾個。每個花式都非常

困難，所以我只會幾個花式。每一個花式我都是不太熟悉，但 



「我最熟悉的叮噹法寶」    ▂ 梁耀泓▂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也略知道玩那個花式的技巧。 

    這個玩具是我非常喜歡的玩具，因為這兩個劍球都是我的媽

媽送給我的，所以我特別喜歡這個玩具。我媽媽從小到大都很

少買玩具給我，這是第一次重覆買同一個玩具。 

    我擁有了這個玩具，真是很開心！ 

     我最熟悉的叮噹法寶，它的名稱是放大電筒。 

     我還記得，大雄再一次與叮噹去冒險，當時他們遇到一個

壞人。他騙大雄說 :「這個法寶是令你有很多金錢，只要你按

著這個電筒向著自己就成功了。 」 當大雄按下了，大雄突然

變大了。 

    之後，因為他們在恐龍的那個時代，大雄變大了，令很多恐

龍看著他，視他為敵人。當時，有很多恐龍馬上追著他。大雄

馬上跑！跑！跑！跑了九個森林、跨高山和入大海。 幸好，叮

噹再找了一件法寶，叫縮細電筒。叮噹馬上向著大雄使用；大

雄變細之後，馬上用其他法寶飛走了。 最後，他成功逃脫，叮

噹還打敗那個欺騙大雄的壞人，大雄就說他不要再使用那個法

寶了。 

    其實，那個法寶，大雄和其他人在其他冒險時都有使用過。 

它可以將一些物品放到很大。例如 1.5 倍丶 2.5 倍丶 5 倍丶 10 

倍等等。 所以，放大電筒兼有好處和不好處呢！ 



 

 

★ ☆  ★  P.27 ★  ☆  ★ 

曾經有一部電視劇的角色：「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這句話

令我刻骨銘心，常在聯想十年後的我，到底是怎麼，不過我相

信我的人生一定過得很快樂。 

    十年後的我性格一定比現在改變了許多，由以前幼稚、頑皮

和常玩弄同學的我變了成熟、踏實的我，做事不再那麼衝動。

我想我應該在歐洲留學，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一方面能認識更

多人，另一方面又能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當是給自己寶貴的

一課。 

    到了暑假，我會回到長洲居住，探望家人和朋友。一進入家

的門口，我就能品嚐到媽媽的美味湯水，和能在家裡聚在一起

吃晚餐，十分溫馨。在家裡不像在外國一樣那麼獨立，我會依

靠媽媽，將在外國的種種既奇異又有趣的事情告訴給我最愛的

媽媽知道，令她大笑不停，爸媽身體也健康，哥哥已經結婚，

還有了小孩子，我就成了別人的姑姐。 

     一到晚上，我會約我的六位好姊妹聚會，這六位好姊妹是

我由中學認識到現在，感情十分深厚的。一到聚會，我們從以

前的七個變成現在的十四個，為怎麼會說成十四位了？那是因

為每一位帶著自己的男朋友或是老公一同出來聚會，那就是從

七個變成十四個的原因了，看著大家有些可能已經結婚，有些

已婚後還有小孩的，有些還在甜蜜地談戀愛中呢。。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十年後的我」    ▂ 盧雯雪▂  



★ ☆  ★  P.28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我的老師名叫鄧成宙，他是我的班主任。他是一個比我高大

的老師，在我眼裡他是一個什麼都會的老師，特別是連乒乓球

都曉。 

    我是在升中學時才認識鄧老師，他在中一和中二也是我們的

班主任，他常常與我們訓話，給我們一些意見。 

    鄧老師沒有教我們科目，但是他教過的的學生都說他是一個

好老師，還說鄧老師做你們班主任真好。 

    鄧老師要不是穿休閒便服，便是恤衫和西褲。要是有大日

子，他就會穿西裝。 

「我的班主任－－鄧老師」    ▂ 張維浩▂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暑假一完結，我就馬上回到歐洲，繼續發展我的才華，我對

許多的活動也感到有興趣，例如：跳舞、唱歌、舞台劇和運

動。在外國有許多機會能給我發展自己感到有興趣的活動，相

信是應有盡有，我的前途也是無可限量的。 

    到了畢業後，我會回到香港繼續發展我的事業，深信由外國

留學的人一定會到一個環境相當不錯的地方工作，我的經濟環

境一定比以前更加富裕，能養起爸媽，感激他們的養育之恩。 

    最後，我認為十年後的我一定很快樂和充實，不論是十年

後，二十年後或是三十年後也好，我都會令自己成為一位快樂

的人。 



 

 

★ ☆  ★  P.29 ★  ☆  ★ 

    在晴朗的天空下，我看著正在享受著自由的鳥兒飛翔，我真

的很渴望和牠們一起在自由地飛翔。在天空飛是多麼好呀！能

夠俯視大地，小草綠遍田園，高樓大廈隨處可見。 

    有了翅膀，我便可以在白天飛行，在白天時，鳥兒會向我招

手問好，飛機會與我擦身而過，一切都會變得神奇。 

    有了翅膀，我便可以在晚上飛行，我要飛到月亮上，抱著星

星，做一個好夢兒。 

    如果我成為了小鳥，我會跟牠們一起飛翔，一起玩耍。我會

像牠們一樣快樂地生活著，像牠們一樣無憂無慮地生活著，會

像牠們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著。 

    也許，在數年後，有人會看見一隻快樂、無憂無慮、自由自

在的鳥兒，在藍天中嬉戲著，那就有可能是我的身影了。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願望」    ▂ 卓智軒▂  

    如果你找我問我他的性格，我只能想到他做什麼都很認真，

對任何人都很好，除了有時有一點悶之外，也算是一個完美的

人。 

    我記得他說過:好與壞只是一缐之差。這一句說話令我很深

刻， 因為令我想到一個選擇可以令我改變一生。 



★ ☆  ★  P.30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中山陵地處南京市東郊紫金山南麓，是中華民國國父，中

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陵墓，這座陵墓不僅有着深刻

的意義，而且有着宏偉的氣勢，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

陵”。 

      如若把中山陵比作一間房子，那麼中山陵入口的那棟牌坊

就是它的門口，白色大理石建成的牌坊，上面的牌匾是孫中山

先生所題寫的“天下為公”四字。走過牌坊繼續前進，入眼的

是路旁一排排綠葉茂密的雪松，這種松樹一年四季都鬱鬱青

青，象徵着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屹立不倒，而這些高大粗壯的松

樹也在默默地 

守護着孫中山的靈魂。 

      一直往前走，你會看到一座特別的建築，裏面有一隻很大

的石造神獸，而它的背上馱著一塊很大很高的石碑，石碑記錄

着孫中山先生長眠於此的日期。有很多人都很奇怪，為什麼要

在這裡修建這樣的建築？其實，這種建築就像屏風一樣，遮擋

着後面的風景，給人遐想的空間。 

      越過石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十分雄偉壯觀的階級，一級

級白色的階級向上延伸，從下面看上去，好像這些階級一級級

的連接着。其實，每隔幾十級階級，上面都會有一塊平地給人

休息，但是在下面看上去，卻是連接起來的階級，十分神奇。 

「遊南京中山陵」    ▂ 劉冰潔▂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 ☆  ★  P.31 ★  ☆  ★ 

    11 月 6 日那天，我們中四級的大部分同學跟隨老師，到西

灣河參加歷奇活動。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活動有兩個。 

    第一個是“百慕達三角”，我們一幫人跟著導師去到四樓的

天台空地上，那裡有一棟棟椅子擺放成三角形的形狀，然後之

間分別有三條繩子連接起來，導師交給我們的任務是，讓我們

分成兩組，每組分別有 12 個人。我們這一幫人就要利用每組

僅有的一塊厚重的長木板，從繩子圍成的空間裡面，從繩子的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歷奇活動」    ▂ 劉冰潔▂  

中山陵的階級一共有 392 級，每一級都代表着當時南京臨時政

府的官員在支持着孫中山先生。一直向上走，走到階級的中

間，你會看到兩座鼎分處於兩旁，彷彿也是在守護着孫中山的

安魂。走完了階級，你會看到一座孫中山先生的座像在建築裏

面，而建築外面的牌匾則寫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

族”“民生”“民權”。如果你站在外面的平地向遠處眺望，

你會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遠處的山、雲和樹，好像沒有邊

際，像龍一樣蜿蜒着，彷彿和天際連接在一起，前臨蒼茫平

川，後踞巍峨壁障！音樂台、光化亭等紀念性建築，眾星捧月

般環繞在陵墓周圍，真不愧是“中國近代建築的第一陵” 

      走進中山陵，你會為孫中山的精神而敬佩，你會被雄偉壯

觀的陵墓所折服，你會因建築師的巧奪天工而讚歎！ 



★ ☆  ★  P.32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上空在不碰到繩子的情況下，成功出到繩子三角形外面。我們

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只利用這塊木板，怎麼能從一米五五

高的繩子上空騰空出去，又不能碰到繩子，開玩笑吧！但我們

也只能遵從遊戲規則，每個人都席地坐下，絞盡腦汁想辦法，

試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而另一組的情況比我們也好不了多少，

我們只能在這個三角形裡垂頭喪氣。在旁的主導師就讓我們細

心思考一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還有怎樣能夠去解決。經過

一小段沉默和後來的熱烈協商後，我們終於決定兩組一起合

作，一起利用現有的物資——兩塊厚重的長木板，根據我們定

下的計劃，每個人互相幫忙，相互合作。當看著一個一個人成

功從'三角洲"內“逃亡”出來，我們差點喜極而泣，歡呼起來。

從活動當中，令我更認識到合作的重要性，一個團隊所需要的

精神，更看到了一些平時調皮的同學，他們原來都有一顆善良

的心。 

    第二個活動是高空爬網，在 16 樓的天台上，吊著威亞走鋼

絲！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但要克服對高空的恐懼，還要在

克服恐懼的同時，爬上軟梯，到上面的鋼絲上保持平衡行走。

這個活動需要兩個人一起合作。雖然我有一點畏高，但是我認

為，這是一個挑戰自己的機會，所以我挑戰了兩次。當我站在

鋼絲上面向下望的時候，十幾層樓的高度讓我仿佛看到的是生

命高度。人生中有許多挑戰，包括未來的成長道路上，也有許 



 

 

★ ☆  ★  P.33 ★  ☆  ★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母愛與夢想」    ▂ 郭彥衡▂  

多未知的事物等著我們。經歷這次的高空挑戰或許不算什麼，

但在以後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麼艱難險阻，我想我的心裡都

會默默地想到：那麼高的地方我都上去過，面前這裡的困難險

阻算得了什麼？ 

    我很感謝我能參加這次歷奇活動，因為經過這次活動，我認

識到團結和勇敢的意義，讓我收穫良多。我相信這次的經歷將

會在我的人生路程碑上留下燦爛的一筆！ 

    當我還在幼稚園，曾發生一次意外，讓我深深感受到母愛。

那時，我還是剛剛踏上兒童的階段。 

    大概是這時候報讀幼稚園的，一進入屯門的某間幼稚園，我

已經對這間學校感到抗拒和恐懼，我至今仍然弄不清楚究竟是

自己的心情反應，還是自己真的擁有預知能力？當這間學校接

收我後，我一點也不覺得開心，果然…… 

    不出我所料，開學日當天，我非常抗拒進入這間學校。在翌

日經過走廊回課室時，有兩名男孩子在追逐，不但撞倒我，還

把我推至臺角上，我痛得放聲大哭。當時我的淚與大量血液混

合，我的臉疼痛著。一開始，學校沒有立即通知我的家人，只

是一直用棉花幫我止血。據媽媽所說，我當時曾因失血過多而

昏迷。學校看見我流血不止才通知家人。 



★ ☆  ★  P.34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我媽媽一接到電話，馬上向上司請假，花了三百多元乘計程

車到屯門醫院了解我的狀況。醫生替我作了初步檢查，再告訴

我媽媽因我撞傷後沒立即送院而導致失血過多，需要大量輸

血，還要進行四小時多手術。 

    曾路過地府門口的我，終於完成手術；而我在深切治療部睡

了兩天，終於醒來，這消除了我媽媽所有擔憂。之後，我轉回

普通病房。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個好老師，培育人才；但自從發生了

這次意外後，這個夢想便漸漸消失在我的腦海中。 

    在這次以後，我用盡方法達成媽媽給我的要求。在小學的時

候，我的表現一直優良。但是，踏上中學我已開始學壞，常常

深夜外出玩耍，成為嗜好。我想，這時候的我，大概可以用最

壞的中學生來形容。 

    當我收到學校的通知書要求我留級時，我馬上在想：我正在

做什麼？我當時除了後悔，就只有更後悔…… 

    媽媽知道我要留級，便馬上替我轉校。我在想：為什麼我要

留級，媽媽你還要花那麼多功夫替我轉校？我留級後再努力讀

書便可以了。媽媽竟回答我說：要你重新開始，是要有恰當環

境；這樣做是希望你轉了新環境可以變好。 

    初時我仍覺得媽媽找我麻煩，但後來我因離奇肚痛，就連醫

生也找不到原因，又再次住院了。在醫院裡感到沉悶，於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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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總覺得母親最需要溫暖，卻忽略了父親也需要溫暖，片

中的琴聲並不是唯一一樣可以用來懷念母親的，但這琴聲卻是

最深刻的，因為這琴聲一直存在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成為一

種習慣，慢慢地深入骨髓，伴隨一家人度過最溫馨的日子，這

些都深深藏在父親的腦海裡。 

    說男人是家裡的精神支柱，倒不如說女人就是那混凝土。因

為母親把家裡的一切都整理井井有序，所以一家人才能那麼安

逸地生活。偶爾躺在沙發看看報紙，看著妻子在教女兒彈鋼

琴，嘴上的微笑，深深地存在腦海裡!母親走了，說不難過又怎

麼可能呢？人總是要面對新生活，不能活在過去，女兒也要為

了未來而去努力，家裡又剩下了父親一個人了，他該有多寂寞?

我們都忘了，其實，父親也只是個孩子，他也需要人陪，但他

從未哭泣過，可他心裡該有多想哭啊？而女孩失去了母親，是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想念」    ▂ 韋琳琳▂  

電媽媽。起初媽媽說話怪怪的，後來我發現原來她正在喝酒。

她還哭著跟我說，她很害怕失去我；說我是因認識了一些不好

的朋友才把自己由白紙染黑。這時我非常後悔，因我再次令媽

媽擔心。 

    當我出院後，媽媽迅速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只為趕來跟我吃

午飯。那一刻，我立下決定，要改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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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盡在不言中」    ▂ 盧星宇▂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會很難過，能哭著抒發情緒；可是，父親未說過:「我沒有妻子

了。」 

    作為一個男人，父親也有脆弱的時候，走了的人解脫了，去

了另一個極樂世界，最痛苦是留下來的人。他們需要面對的勇

氣，因為有太多的回憶，愛的記憶，說不出那裡好，可就是誰

也代替不了。 

    無論過了多少年，也不會忘記你，因為愛；所以，今天帶你

來參加女兒的婚禮了。其實，我想你了。 

    其實，現實生活不也如是嗎？因為要生活，多少年日盼夜盼

只為能見女兒一面，偶爾向老頭子說說瑣事，天知道他們多渴

望女兒的陪伴。因為太懷念，所以總是做一些家人以前總是做

的事，尋覓一起走過的地方，仿若時光倒流，都不曾離去。 

    「我承諾，我即使四十歲，也可以為了子女去學任何事。」

這句對白，我經常在電視上聽見，是一位父親說的。當時我還

不以為然，直到看了這個廣告…… 

     廣告中講述的是父親在女兒的婚禮上，彈奏了一首歌曲給

女兒，以慶祝女兒出嫁。當父親出場時，他手裡拿著琴譜和亡

妻的照片坐在鋼琴前，女兒都覺得很奇怪，父親明明不會彈鋼

琴，怎麼會這樣？原來父親知道女兒要出嫁了，想給她一個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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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所以就去學彈這首歌給女兒。這首歌是母親在世時，最喜

歡彈奏的歌，他想借這首歌，讓女兒感覺母親彷彿也在參加她

的婚禮，熟耳的歌曲響徹整個婚禮，女兒也忍不住流淚哭泣。 

    短短三分鐘的廣告，帶來的信息卻是如此深刻。廣告中的父

親已五十多歲，頭髮都白了，依然可以為了女兒去學習自己從

未接觸過的鋼琴。每天晚上都很努力地練習，為的不是興趣，

只是為了想給女兒一個最好的禮物，即使辛苦，他也不會放

棄。這是令我最為感動的。然而在婚禮當天，主持人邀請父親

致辭，他只彈了這首練習已久的歌曲，以表達對女兒的愛，一

切的愛盡在不言中，全沉浸在音樂中。 

    這個廣告讓我很感動，讓我明白到父親為了子女，真的甚麼

都願意做，就拿那位父親，年齡看似五十多了，學鋼琴真的困

難，要熟記樂譜，而且彈鋼琴講求手腳要靈活。但他為了女

兒，願意豁出去。 

    這讓我想起我父親，我父親是不會煮飯的，但他都願意去學

習，雖然現在煮的飯也不是很好吃，但我知道他努力了。而我

爸爸又大男人主義，不會開口要求別人教他，只是靜靜地，偷

偷地看著別人放了甚麼配料，他就跟著做，份量完全靠感覺，

儘管如此，我也知道他努力過，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善。 

    其實，父親就是這樣，他不會光明正大、明目張膽地將他對

你的愛赤裸裸地表達出來，但並不代表他不愛；你只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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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你年輕時多麼的可愛動人，總有一天你會頭髮斑白，容

顏老去。當你步伐蹣跚，滿臉佈滿歲月無情的皺紋時；當你手

握拐杖，滿頭稀落的白髮；當你彎曲了的背，身懷病痛……你

的身邊無人陪伴，無人關心，你會如何？ 

    請看看，你身邊的老人，不管是家裡的長者還是其他的長

者，再想一想你自己。 

    每個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無法逃避的。 

    長者，是我們的長輩，他們像我們一樣年輕時，為社會作出

甚多的貢獻，沒有他們付出的勞力加努力，我們未必會生活得

如此幸福。現在我們嫌棄他們老了，變成一個負擔，令我們困

擾，我們就不要他們。試想想，他們在我們小時候默默地付

出，教養我們，難道他們一定要這樣無條件地付出？不是，他

們沒必要這樣做；同時，他們也可以嫌棄我們是一個負累，但

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把青春年華奉獻給我們，為我們遮風

擋雨。隨著歲月流逝，我們長大了，他們老去了，你可忍心嫌

棄他們嗎？ 

「關愛長者  你我有責」    ▂ 林佳威▂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懂得怎麼用言語表達，只能靠行動去表達，就像廣告中的父

親，用他的行動和音樂來表達他對女兒的愛，一切盡在不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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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語曰：「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從古至今，中國都極

重視孝道，因此大家一般都會悉心照顧家中的長者。除了因為

重視孝道，大概當中還包含著點報恩之情。 

  小時候，你不懂得照顧自己，你不懂覓食，不懂治理好自

己的病，只懂得哭，只懂得令身邊的人增添麻煩，按照這樣，

你不能活到今時今日。但你還是能活到今天，為什麼？難道不

是家中的長者嗎？要不是他們在你小時候照顧你，在你餓時餵

你吃，在你病時帶你看醫生等，難道會有今天的你嗎？ 

  小時候照顧你的人，可能並非長者，但他們從前也可能得

到某位長者的悉心照顧才能夠長大，然後才能夠去照顧小時候

的你。然而在你漸漸長大之際，照顧你的人也漸漸變老。故長

者照顧幼者，其實也是件代代相傳的事。 

  我想說的是，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歷最脆弱的階段，大致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關愛長者就是關愛未來的自己」    ▂ 鄭文浩▂  

    你不需要付出太多，只需要你真心地一句問候，與他們吃一

餐簡簡單單的飯，已經對他們來說是個窩心的慰藉。 

    一個沒有關愛長者的社會，必定是個冷漠沒、有人情味的社

會。敬老愛老，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孝道是我們的美

德。 

    難道，你想你的下一代對你也是冷漠無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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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小時候，我十分喜愛運動，幾乎什麼運動我也有興

趣；不過，其中令我最喜愛的非一種運動莫屬－－足球。為什

麼我會特別喜愛足球？那是因為我認為足球相比其他運動更需

要合作性，更需要個人的技巧，還要考臨場的反應，令我覺得 

「我最想做的三件事」    ▂ 布英偉▂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為「小孩」和「老年」。這兩個時期都是人生的必經階段，都

十分需要被關懷和被愛。你現在因為別人的關懷和愛，度過了

第一次的「脆弱期」，到了那個時候，你再次需要別人的關懷

和愛護。儘管「那個時候」對你還很遙遠，而你現在正正十分

健壯，應該輪到你去幫助那些「第二次脆弱期」的長者了。 

  某天我跟爺爺聊天，他訴說一些往事，他常說：「我後生

o 個陣，其實……」。他說的內容並不新鮮，都是一些關於自

己昔日的往事和趣事。我卻霎時想到：「長者其實不就是自己

的未來嗎？」後來我再想：「如果我這一代不敬老，完全不關

心長者，並把這個風氣傳給下一代，那麼當我們這一代年老

時，不就沒人尊敬自己，沒人關心自己嗎？如果我們這代把關

愛長者的風氣承傳四周．並灌輸給下一代，那麼受惠的其實不

就是自己嗎？ 

  最後，當你缺乏關愛長者的動力時，不妨想一想：「長者

不就是未來的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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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運動十分有趣，甚至有想做足球員的想法! 這就是我最想

做的第一件事情。 

    至於第二件事是照顧家人，現在的我已慢慢明白到在這個社

會工作是有多麼的辛苦。每當我想起自己對家人發脾氣的時

候，我都有點悔疚，因為我認為在外上班，受氣已經夠辛苦

了，但回到家中還要被我指手畫腳，好像是把家人當作發洩對

象，從沒有想過家人的感覺、心情。所以，我最想做的第二件

事情是照顧家人，她們不計付出、辛苦的養大我，因此我希望

長大後能夠有能力照顧家人，以報答多年來的養育之恩呢! 

    環遊世界，這就是我最想做的第三件事。每當看到電視播放

旅遊節目，我都 覺得十分有趣，例如: 異國風俗、食物和天氣

等等。世界上各地方各有不同，因此我想環遊世界，去不同地

方遊玩，認識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看看不同國家的風景、感

受當地的天氣、品嚐當地的美食等，及體驗一下新奇刺激的事

物。 

     這就是我最想做的三件事，不過我明白到「想」是沒有用

的，要身體力行去做，例如做足球員需要不斷練習、堅持不懈

地努力；照顧家人需要賺更多的金錢；環遊世界至少要學會英

文等等。這一些事情，都是需要努力才能達到，希望我能夠堅

持自己的信念，長大後能夠成功完成這些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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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開飛機窗口的一刻，初昇的曙光穿過我的眼皮，把我喚

醒了。這感覺如中學返學懶床時，媽媽把窗簾拉開，逼使我起

床般。終於願意把雙眼睜開，看到的是一大片藍天碧海，即使

在睡眼惺忪的情況下，也不禁讚嘆這個美不勝收的地方——沖

繩。  

    在學校老師的帶領下，來到沖繩，進行文化遺產考察活動。

是次活動以自由行的方式來進行，讓我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沖繩文化，不但認識當地文化，還享受別一種的文化生活。 數

天的行程，滿滿都是學習、參觀和逛街。過程中的確見識很

多，學習很多，但遺憾也不少。 

    還記得在參觀最後一間寺廟時，誓言要買一些平安符和健康

符給家人。但最後卻因與朋友拍照和觀賞，把事情放置了一

旁。結果要到與老師集合時，才醒覺起來。最後，還是眼睜睜

地看著平安符離我而去。 

    旅行的時間總是很短，短短幾天要走過不同的著名景點。塞

滿的行程總是讓人透不過氣來。若是錯過了什麼風景、表演或

手信，它們通通只會在你眼前流走，並沒有機會讓你回頭再看

再買了。 

    秒鐘不會逆轉，光影不能後退。中六時，天天做的事只有上

學、溫習，然後睡覺。每天能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根本不足三小  

「沖繩憾」    ▂ 陳曉彤▂  

日本沖繩見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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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是一個陽光與海灘的美麗島國。”  聽過不少過來者

說同一番說話。我亦聽過 ，“沖繩文化與日本文化並非一樣，

沖繩有獨特的本土文化－－琉球文化。” 對於日本，對於沖繩

的認識都是從網址、別人口中聽回來的。在一次的機會下，我

能夠參與沖繩文化交流團，去認識它，了解它。 

    記得第一天踏足屬於沖繩島的泥土，看著一望無際的天空，

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它透過微風告訴我，“歡迎來到沖繩。” 

    回到酒店擺放完行李後，便開始我們的考察行程。第一個考

察地點是酒店附近的中式庭園。在徒步前往的路程中，在街道

上有許多自動販賣機，販賣着不同類型的商品。同行的伙伴在

短短的路程中已購買了 3 至 4 件販賣機的商品，想不到日本的

吸引力那麼大﹗ 

    完成了第一天的考察活動後，我們去到當地一間商場內用 

日本沖繩見聞錄  

「第一次遊沖繩 」    ▂ 蔡嘉敏▂  

時。那時才懂得掛念家人，偶然會惦掛著與姊妹吵鬧；惦記著

與母親談心事；惦著與父親爭電視看的日子。那時還誓言，文

憑試過後，一定要好好陪伴著家人，把那大半年錯過了與家人

的美麗風景追回來？ 

    哈......現在回想，只能嘲笑著現時整天在上班的自己。想念

在這一年間從未間斷，這晚午夜裏醒來，思念卻像決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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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我和數個友人便選擇了一間西式的餐店。或者會有人會說: 

“難得去到沖繩，理應嘗試下當地著名的食物。” 但我與友人

已被店外的陳列品吸引過去了。安坐後，充滿笑容的店員便馬

上為我們遞上涼水為我們解渴。當店員問我們想點什麼的時

候，毫無日文底子的我們便用國際語言－－身體語言及簡單英

文，來表達我們的需要。幸好店員能夠明白，若非我們晚上便

要吃家鄉零食了... 

    在短短的五天考察，從觀察、體驗都感受到沖繩和日本京都

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沖繩島是一個較為西方化的小島。對於第

一次踏足日本國土的我，我覺得是次旅程並不能夠令我體會到

日本的文化，相反則令我體驗到"沖繩"文化。 

    而在最瘋狂的最後的一天，老師給了我們整個下午的時間給

我們去購物及買手信。我和友人便失去了常性瘋狂採購，而目

的是用光手上所有日元，那時我們手頭上的日元猶如遊樂園的

代幣般，不加思索地購物。就是這樣，我們用了約 5 小時購

物。至於晚餐，我們亦只是在街頭上邊吃邊逛。 

    究竟沖繩是怎樣的地方 ﹖每當遙望着晴空，那片讓人放鬆

的天際，就是在整個旅程中最令我難忘的影像了。 



 

 

★ ☆  ★  P.45 ★  ☆  ★ 

 

后記  

后記       -彭惠達(編輯)- 



★ ☆  ★  P.46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 ☆  ★  P.47 ★  ☆  ★ 

其他各級優秀作品 



★ ☆  ★  P.48 ★  ☆  ★ 

圖書館小作家作品集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