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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於 2019/20 學年舉辦「非華語

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比賽」，目的是透過讓非華語學生

展示學習成果，提高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和信心。 

有關比賽已圓滿結束，非華語學生從個人經歷和

感悟出發，以文字寫出自己的成長歷程和生活體會。

非華語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展現出良好的中文能力。

經過評選，小學組及中學組分別有二十二位及十九位

學生的作品獲得奬項，成績驕人。 

本作品集輯錄二十篇得獎作品，藉此展示他們的

才華及學習成果，讀者亦可以從文章中體會他們的所

想所感，促進交流與共融。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二零二零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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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成績表的那一天 

今天是派發成績表的日子。早上一起牀，我已經

感到很緊張了。 

到達了課室後，我看見很多同學不慌不忙地交功

課，突然老師來了，説：「班裏只有一位同學拿優異的

成績。」然後就用了一種肯定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

心想：難道那位拿優異成績的學生是我？ 

老師突然宣佈：「這位同學是……利雅！大家給

她掌聲吧！」原來真的是我，我的臉頓時紅彤彤的。

我謙卑地出去拿成績表，看見成績表上全都是甲等的

成績，我心裏喜滋滋的。 

回到家後，我看見哥哥拿着自己的成績趾高氣揚

地説：「你看我！我所有科目的成績都是甲等和乙等

呢！是不是很厲害？」 

我就尷尬地説：「其實……我全部都拿甲等呢！」 

哥哥聽完後垂頭喪氣，哭喪着臉説：「其實我還有

一個科目是拿『丙』的，都怪我沒有好好温習這一科，

我真害怕爸爸罵我呢！」於是我安慰哥哥，並鼓勵他

下次努力温習，爭取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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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付出時間温習，

就會有好的成果。 

瑪利曼小學 

SHARMA SANIYA (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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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的水果 

我最喜歡的水果是香蕉，因為香蕉的形狀十分有

趣，嗅起來更是清香撲鼻呢。 

香蕉的外形是彎彎短短的，既像一個電話，也像

一個駝背的人。香蕉皮的顏色也非常美麗，有些香蕉

的兩端和果柄都是碧綠色而中間是金黃色的，黃裏泛

綠的顏色讓人看了就很有食慾。熟透的香蕉會有烏黑

的班點在果皮上，吃起來份外香甜，美味植了！ 

剝開香蕉的果皮，你會看到軟綿綿的香蕉絲和奶

黃色的果肉，黏糊糊的果肉看起來十分光滑，味道清

爽可口，咬開它時更會看到烏黑的核子。 

在眾多的水果中，只有香蕉令我愛不釋手。 

李陛大坑學校 

CUBILLAN, BROOKLYN ASHA, CABRERA (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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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騎自行車 

你學過騎自行車嗎？我就學過了，讓我告訴你當

時的經歷吧！ 

今天是我的生日，家人、同學和朋友為我舉行生

日會。我收到很多禮物，爸爸，媽媽送了一輛我很想

要的粉紅色自行車，我喜出望外。 

然後，爸爸帶我到自行車徑騎自行車。我戴上頭

盔，配上護肘和護膝，自信滿滿地坐上自行車，用力

一踩腳踏，自行車本來開得很平穩，但後來卻失去平

衡，令我摔倒了。我再試一次，起初可以快速地前進，

但是沒有多久卻被一顆小石頭絆倒了，我心想：要不

要放棄呢？思前想後，我決定再試一次，卻還是沒有

成功，心裏悶悶不樂。 

在我想放棄的時候，爸爸走過來鼓勵我説：「學習

一項技能，如果中途放棄，那就永遠都不會。」聽到

爸爸這麼説，我下定決心再試一次，我用力再踩腳踏，

這次我滿懷自信，終於成功了。都是爸爸鼓勵我，我

才能成功，我感動不已。 

今天，我感到樂不可支，因為爸爸鼓勵我，令我

學會了騎自行車。我體會了學騎自行車要堅持不懈。

我希望下次能用這種精神學習其他運動。 

路德會沙崙學校 

KWAN LAI YING (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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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成長的良師 

轉眼間，我已經是五年級的學生了。曾教導我的

老師多不勝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只有杜老師。 

還記得一年級時，我因為聽不懂、看不懂中文，

所以中文成績很差，令我感到非常挫敗和無助。我花

了很多時間温習中文默書，但還是不合格。我失望極

了，不禁哇哇大哭起來。杜老師看見了，馬上上前安

慰我，温柔地説：「麗芭，不用氣餒，老師相信你的努

力一定會得到回報的！」聽到這句話，我感動得流下

眼淚。 

後來，我在杜老師的悉心教導下，認識了很多中

文字，中文成績也進步了不少。為了多認識我們，她

常常跟我們談天，又會在新年時陪我們逛花市，所以

我十分喜歡她。 

在杜老師離開學校後，她把我們之間相處的點點

滴滴輯錄成書-------《十個小孩的老師》，還把書送給

我們。從字裏行間，我感受到老師對我們深深的愛，

能在學習的路上遇上這位好老師，我真是幸運啊！ 

杜老師，謝謝您兩年來的教導，我愛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LAI BA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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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第一次 

人生總會出現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嘗試學鋼

琴的經歷，真是令我既緊張又興奮。 

記得那一次，因媽媽在圖書館看到鋼琴班的報名

表，便幫我拿了一張。回家後，媽媽説：「你要不要參

加鋼琴？」我很興奮地説：「我要！我要！我一直都想

嘗試學鋼琴的。」媽媽就幫我報名參加了鋼琴班。 

第一次上課時，我緊張得四肢發軟，坐在鋼琴面

前不禁忐忑不安起來。我要是彈錯了怎麼辦？要是被

老師責罵怎麼辦？要是怎樣也學不會怎麼辦？老師

看到我很緊張，就播放了一段彈鋼琴的影片給我看，

我看到影片中的人彈鋼琴時非常放鬆，精彩的表演獲

得了很多觀眾的掌聲，連我也忍不住拍起手來。影片

結束了，接着便到我嘗試了。老師細心地教導我，不

過，無論我怎麼學也學不會，我總是記不牢手指放在

哪裏？我常常彈錯音調，令我感到自己很失敗。 

幾天後，我已經想放棄了。不過，我得到了家人

和老師的支持及鼓勵，最後我終於克服了。我樂不可

支地想：我終於學會彈鋼琴，我記得手指放哪裏，我

感到很有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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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經歷，令我感到心花怒放，我領悟到一個

道理：「失敗乃是成功之母」。現在，我學會了彈鋼琴，

我希望日後可以再參加比賽。 

路德會沙崙學校 

CHEE LEE CHI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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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一次遲到的經歷 

「糟糕了！」當我起床時，看到手錶上的時間，

原來已經八點十分，還有五鐘就遲到了。我大叫：「快

要遲到了！」我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從床上一躍

而起。 

我手忙腳亂地梳洗，只吃了兩口麵包便衝出家門，

急忙地跑回校。那刻，我一直忐忑不安，害怕到學校

後會被老師責罵。 

到達學校後，我望向時鐘暗暗對自己説：遲到了！ 

我喘着氣，提心吊膽地走進教室。全班的同學看着我

大笑了起來，原來我出門時忘了整理頭髮，校服也沒

有穿好，樣子狼狽極了，我非常尷尬，臉都變成一個

紅蘋果。老師讓大家安靜後，説：「小美，你為甚麼姍

姍來遲？」 「我……我……」我低着頭，低聲地説起

了昨晚的事。 

昨天，我放學後就一直看電視，待要做功課時已

經晚上九時了，可是我的功課非常多，所以到了三更

半夜才能睡覺去。我完成功課便只顧上床睡覺，就忘

記設定鬧鐘時間。 

我向老師解釋過後，她語重心長地説：「小美，這

一次我就原諒你，但功課應先盡快完成，也應提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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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設定鬧鐘。」我慚愧地説：「好的，我不會再這樣了。」 

這次的事讓我明白到守時是應有的個人責任，我

決定以後不會再遲到，有功課時會先盡快完成，當個

守時的好學生。 

靈糧堂秀德小學 

AHN LI EVN (小六) 

  



 
 

10 

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每當我看到棒棒糖時，就會讓我想起那件令我後

悔無比的事。 

「媽媽！我們要去哪呀？」 「去買東西啊！」那

一天，由於颱風要來了，所以我們要去超級市場買東

西。我們來到了商場，商場裏有很多店鋪，而我最喜

歡的就是玩具店。這時，媽媽説：「不要呆在這裏，快

走了！」我只好施施然地跟了過去。 

來到了超級市場門口，我隱約看到掛着的生肉彷

彿還是有生命的一般。我帶着哭腔跟媽説：「我不……

不想進去，裏面好恐怖！」 「那你站在這兒，不要到

處走，不要和陌生人説話……」 「哎呀，我知道了！」

我不耐煩地回答道。 

看着媽媽走進超級市場，我心裏竟然閃過了一個

念頭：為甚麼不去玩具店裏呢？想到這兒，我就跑到

了玩具店裏。哇！玩具店裏的玩具琳琅滿目，有玩具

車、橡皮泥、布娃娃……多不勝數。我看看這、看看

那，覺得應該沒甚麼。我看得心滿意足，就回到了超

級市場，走進去看看媽媽在不在。 

我到處找着媽媽。「媽媽呢？媽媽在哪兒？」我想

到這兒，就感到心急如焚，手足無措。最後甚至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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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哭了起來。我也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一不小心摔

了一跤，手也擦破皮了，好痛…… 

這時，耳邊響起了温暖的聲音，是媽媽！我抱着

媽媽，帶着哭腔對媽媽説：「媽媽……我知道錯了……」 

「沒關係……」媽媽寵溺的説。這時，我看到了媽媽

眼中的淚水，她在我手裏放了一根棒棒糖，「吃吧！你

最喜歡的！」我吃着糖，默默地滴下了眼淚。 

啊！媽媽！我以後一定會聽你的話，哪

怕你很嘮叨。你給我的棒棒糖也刻在了我的

腦海中，那樣的甜味，就像您的愛一樣甜！ 

路德會沙崙學校 

JINRULIN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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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深刻的教訓 

在日常生活中，你會對父母的提醒置諸不理嗎？

有一次，我對父母的提醒置諸不理而受到教訓，令我

感到後悔莫及。 

上星期日，我做完功課後，媽媽説：「不如我們到

公園玩耍吧！」我樂不可支地説：「好！」到了公園的

遊樂場，我看到我的朋友在玩耍，我也想和他們一起

玩，我問媽媽：「我可不可跟我的朋友捉迷藏？」媽媽

説：「可以，不過你要留意，不要離開遊樂場啊！」我

一聽到我可以跟朋友玩，便馬上跑走了。 

捉迷藏的時候，我們都玩得興高采烈，當我捉我

的朋友時，我説： 「一、二、三……十，我來了！」

可是，找了很久也看不到我的朋友。於是，我就越走

越遠，不知道自己到了甚麼地方。我東張西望，看不

到人。我不知道我來了甚麼地方，我迷路了。我感到

膽戰心驚，我心想：媽媽一定很擔心我，有人會捉走

我嗎？我就哭了起來，因我不知怎麼做才好呢？ 

不久，我看到有一個警察，我就跑過去説：「警察

姐姐，我迷了路，你可不可以幫我？」警察帶我回警

察局，她問我的名字、年齡、地址和爸媽的電話號碼。

她叫我打電話給媽媽，請她到警察局。我就打電話給

媽媽，我等了十分鐘，媽媽來了。我一看見媽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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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媽媽哭起來。媽媽跟我説：「我都跟你説，不要離

開遊樂場，你知我多擔心你呢！」我説：「對不起！我

沒有聽到這句話。」媽媽看着我説：「我有説，不過你

沒有聽進耳內，下次不要再不聽我的話了。」我慚愧

地説：「媽媽，對不起。」我們就手拉手一起回家去。 

 那天，我感到十分後悔，因為我沒有聽媽媽的話。

經過這件事，令我汲取了教訓，我以後一定會聽媽媽

的話，我一定要孝順媽媽，不會再讓媽媽擔心。 

路德會沙崙學校 

ZAHID AYESHA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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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學生活 

我很喜歡我的校園生活，因為同學和老師不但待

人友善，而且很熱心。記得我剛來學校的時候，還很

害羞，很多時候都會不知所措。這時候，常常會有同

學主動詢問我並提供幫助，我真的很感激他們。同學

們對學習也都充滿興趣，並積極參與學校的各項活

動。 

 在小學四年級時，我被選任風紀，需要負責巡邏、

檢查樓層的洗手間。慢慢地，我變得比以前更勇敢了，

我會主動提醒同學不能逗留在那些區域，也在匯報工

作時比從前更有自信了。 

課外活動也讓我獲益良多。從四年級開始，我加

入了學校的舞龍隊。我很享受和其他成員一起練習的

時光，也深刻體會到努力就會有成果，因為在五年級

的一次舞龍比賽，我們終於拿到了第二名，這是我們

辛勤練習得來的佳績，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學

校六十周年校慶匯演中，我們還上台表演，分享豐碩

的成果。 

轉眼我已經是一名六年級的學生了，將要畢業，

離開母校。雖然我會很不捨，但答應老師一定會繼續

努力學習，並會再回來探望老師們。 

佐敦道官立小學 

THAPA SUNIB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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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成功在堅持 

我一年級就在學校的排球隊打排球了。因為我覺

得排球隊的內容太難了，所以二年級的時候，我就退

出排球隊，但我仍然愛打排球。 

後來，我依然愛排球，因此向我父親請教要怎麼

做，他説：「如果你想打排球，就要堅持、克服困難，

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或夢想。」於是，我三年級再度

加入排球隊。那年即使經歷了很多困難和傷病，我也

聽從父親的建議，在排球訓練中學到了很多新技能，

並希望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我很珍惜打排球的機會，現在我已成為了學校女

子排球隊的隊長。當我告訴父親我是領袖時，他説：

「我告訴過你的，在往夢想和目標努力的時候，可能

會遇到不少困難，但你必須堅持，只有堅持不懈才能

實現夢想！」聽了父親的話，我感到很高興。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海」我希望以後能成為一位排球運動員。我也明白要

長期的堅持和積累，就如同這六年打排球的我，一步

一步帶領排球隊走上了各大領獎台。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BERNARDINO MILENA MAN SUMLAI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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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裏的小風波 

世界上有很多風波，不過有些事會令我學到知識

或道理。 

有一次，我們在音樂室等待音樂老師時，有些同

學十分投入地唱歌，有些同學在談天，也有些同學在

睡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 

突然，有一隻蜜蜂飛進來了，大家都驚慌地大叫，

紛紛離開自己的座位，那隻蜜蜂飛來飛去，飛到嘉欣

附近，她看起來十分害怕，她驚恐地看着那隻蜜蜂，

然後站起來，想遠離蜜蜂，不過蜜蜂仍然跟着她，她

走到哪，蜜蜂也飛到哪。 

全部同學都開始笑她，説：「那隻蜜蜂愛上了你！」

大家所説的蜜蜂是隔壁班的小峰，不是圍繞着她的那

隻蜜蜂。她聽到後便哭了起來，大叫：「閉嘴！」大家

都被她嚇倒，沒有想到她會哭，我們只是在開玩笑，

不過她當真了。 

正當大家手足無措時，老師走進課室，很快地把

蜜蜂趕走了，大家都靜下來了。不過嘉欣仍然在哭，

老師問她：「你是不是害怕那隻蜜蜂？」她説：「不是，

因為同學們都説小峰喜歡我，所以我才哭。」老師了

解事件的起因後，對我們説：「做任何事也應考慮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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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易地而處，我相信你們也不喜歡被取笑，對

嗎？」那位同學聽到後便低頭向嘉欣道歉：「我下次不

會這樣做的，請你給我一次機會，對不起，可以原諒

我嗎？」嘉欣默默地點頭，大家也安靜下來，開始上

課了，這場小風波便平息了。 

那些男孩子雖然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過那

位同學把這件事當真了，所以我們開玩笑時，也要先

考慮別人的感受，以免傷害了其他人。 

聖公會李炳中學 

MANZOOR ASMAA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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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認錯的經歷和體會 

媽媽經常跟鄰居炫耀，説我的成績考得很好，對

於這些稱讚，我已經習以為常，慢慢地變得沾沾自喜，

目空一切。 

有一次考試，我因沒有温書而得到不理想的成績。

我做卷時，本來還自信滿滿，以為靠我的小聰明，至

少應取得八、九十分。但收到成績後，卻是晴天霹靂，

不但不如理想，更是不及格的分數。我很怕媽媽知道

後會責罵我，所以沒有給媽媽簽署試卷，還欺騙媽媽

取得高分。後來，媽媽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從老師

的來電發現了我在説謊。於是，第二天放學後，媽媽

問我為甚麼沒有給她簽署試卷。我起初還想繼續混水

摸魚，但看到媽媽憤怒的目光中泛着一絲淚光；我知

道我令她很難過了，所以最後還是和盤托出。我跟媽

媽誠心認錯，又承諾從此不會再犯，因此媽媽原諒了

我。 

由此我明白了一件事，媽媽重視的是我的品格，

而不是成績。這次犯錯，不但令我學會了不應説謊和

驕傲，更曉了我要有承認錯誤的勇氣，為自己負責。 

寶血女子中學 

LAIBBA BIBI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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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擦讚 

深夜，我無意間看見媽媽還在為我洗衣服，我的

目光不由得停留在她的額上，看見她滿頭大汗，汗水

如黃豆般，我為她的辛苦感到陣陣刺痛。 

於是，我返回自己的房間，坐在書桌前，看着桌

面上的文具，我突然驚覺：我和母親不就是鉛筆和橡

皮擦嗎？ 

我就像一支鉛筆，任意在白紙奔跑，儘管過程中

時而正確，時而錯誤，更時而天馬行空幻想作夢。可

是，橡皮擦總會為我擦掉錯誤，不辭勞苦替我抹去過

錯。她每次清除我犯下的任何錯誤，都將失去自己的

一部分，因而變得越來越小。 

還記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爸爸心愛的古董手錶

摔壞了，我害怕地跟媽媽説：「媽媽，我不小心把爸爸

心愛的古董手錶給摔壞了，該怎麼辦呢？」媽媽安慰

我説：「你不用擔心，去睡覺吧，爸爸差不多回來了，

我會解決的，你不需要擔心。」 

隔天早上，我和媽媽一起吃早餐，我垂下頭問媽

媽，她微笑説：「不用擔心，我昨晚告訴你父親我弄壞

了他心愛的古董手錶。雖然他有點生氣，但會沒事的，

你不用擔心。」我頓時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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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知道了——父母就像橡皮擦，我們就是鉛

筆。他們總會為孩子服務，清理錯誤。有時，他們會

因為犧牲自己而受到傷害，即使年紀大了，也會繼續

下去。我承諾我要用我的餘生照顧父母，善待父母—

—以愛擁抱他們。 

聖公會李炳中學 

DILPAZIR ZOYA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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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欣賞的朋友 

楊寶寶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最欣賞的一位朋友。

她是一個勤奮、善良、富有正義感和充滿陽光氣息的

女孩。同時，她也是一位田徑和足球運動健將。我和

她相識七年，覺得她對我有很大的感染力。 

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小學被欺凌，楊寶寶站出來了。

她非常勇敢地把欺凌我的那些壞孩子趕走。那時候她

還耐心地開導和安慰我。她真是一個不平則鳴的人。

從此以後，她成為了我的好朋友，也成為了我的學習

榜樣。她也是一名很優秀的運動健將，每當大家讚賞

她的時候，她都十分謙虛。 

還記得她告訴我，非常不滿意自己五年級的田徑

成績，決定要努力改善。從那天起，我每天早上都能

在附近的公園找到她的身影。我每天起床後，就能從

房間的窗戶看見她在練跑。每當我賴床的時候，想起

她意志堅定的身影，就馬上從床上起來，不許自己偷

懶。 

在她身上，我學到了紀律和堅持，我的好友寶寶

堅持每天鍛練，終於在六年級的田徑比賽成績非常優

異。她突破了自己往年的成績，還進入了香港田徑隊。

我也要好好向她學習，期望有一天我像她一樣優秀。 

拔萃女書院 

SHAH JIYA KETUL (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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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職業 

理想是甚麼？理想是我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盞

燈，它會指引我們要走向哪條道路。理想是甚麼？理

想是我們對生活的希望，它可以點燃我們對生活的熱

情。我相信每一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理想，而我，也

不例外，我渴望當一名獸醫。 

獸醫這個理想從小就在我心中發芽。我覺得當獸

醫是一個很有趣的工作，你每天都能看到動物，這對

我來説是多麼的幸運，因為我非常喜歡動物。我知道

當上一名獸醫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你不僅要學習

研究動物的生物學知識，而且當獸醫要學習最多五年

時間。儘管如此，我還是會堅持當一名獸醫。要當一

名專業的獸醫，除了專業知識外，還要有一顆愛護動

物的心。每當我一看見動物，都會讓我不由自主地接

近牠，雙眼發亮，難掩興奮喜悦。 

我曾經看過一個關於獸醫的電影，這部電影就是

------- 《 怪醫杜立德》。在這部電影裏，杜立德是一位

獸醫，他非同尋常，他能聽懂動物語言，他還能與牠

們溝通。在電影裏的某一幕，他正在搶救一隻老鼠，

他直接用他的嘴巴給那隻老鼠做了人工呼吸。杜立德

周圍的人都看呆了，包括我這位觀眾。看了這部電影

後，我更確定我要當一名獸醫，我想成為杜立德這樣

的獸醫，我覺得他很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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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有些人的理想職業或許只為了金錢，為了過

上富裕的生活，這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我認為當

獸醫除了滿足生活基本需求，更多的是出於對地球，

對動物的一種關懷，這不僅是工作，更是一份使命。

我想當上一位獸醫，一位稱職的獸醫。我希望看到動

物有健康的身體。有些動物一來到這世上時就不幸，

牠們生來就有疾病纏身。我有時候看到這些動物會熱

淚盈眶，我想，獸醫這顆種子就是在這時發芽的。 

這就是我的理想職業-------獸醫。我想通過自己

的努力成為杜立德那樣稱職的獸醫！儘管失敗了多

次也沒關係，因為「失敗乃成功之母」，肯定會成為一

名獸醫的！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MERUVA DHAATHRI (中二) 

 

  



 
 

24 

解釋不了的委屈 

今天是初中生活的最後一天，老師會派成績表給

我們。我懷着緊張的心情上學，等待畢業典禮的開始。

我們齊集在禮堂，既高興，又緊張，我想：我的成績

表會怎樣呢？能不能考全級五名呢？想着想着，畢業

典禮已經開始了。 

首先，黃校長上台致辭，他對全體同學説：「同學

們，相信你們很緊張，緊張自己的成績表，自己的排

位，緊張回到家後父母的反應等等。其實，同學們，

我想對你們説，學業成績固然重要，但這世界裏更重

要的是你的家人，尤其是中三同學，你們在初中是年

紀最大的一級，你們在這暑假裏應好好反思一下，你

們有沒有真正為家庭付出過？尤其是你們的母親，她

每天為你們煮飯、燙衣服、細心地聆聽你們的煩

惱……」我一聽到他説的「有沒有為家庭付出過」這

句話時，我的腦中不禁想起了媽媽去世前對我的叮

囑…… 

「小潔，很對不起，我這麼早就要離開你，但你

一定要幫媽媽，多為你的弟弟、妹妹着想，幫媽媽照

顧好這個家，雖然你一定會辛苦，但我在天堂裏會看

着你，保護你。」 

畢業禮進行期間，媽媽的叮囑，一直徘徊在耳邊，

不知不覺，原來畢業典禮已經結束了，是時候發成績

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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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老師一一發給我們成績表，到我的時候，

老師笑逐顏開地對我説：「小潔，做得非常好，由上年

的第五名升上了第二名呀！」雖然我起初非常期待收

到自己的成績表，但現在，我覺得這張成績表沒有那

麼重要，因為我心中，還有更重要的另一件事。 

回家的路上，我仍一直想着媽媽的叮囑，一直想

着我該怎樣為家庭付出？ 

終於走到家門，我已經有了決定，心中好像突然

明亮起來，點着光燦的燈泡似的，我清晰知道自己要

做甚麼！ 

晚飯後，我把成績表遞給爸爸。然後對爸爸説：

「爸爸，我想退學！」短短的一句，令爸爸將剛喝的

水全部噴在地上。爸爸説：「退學！你説甚麼？我是不

是聽錯了？」我回答：「不是，我想退學！」然後爸爸

就説：「小潔，你一定要繼續讀書呀！不可以中途退學

呀！」 

之後，我把自己關在房中，蜷縮在床上不停地哭，

窗外一絲一絲的冷風吹到我的頭髮上，令我更感冰冷，

心想：我只是想早點退學，能出外工作賺錢，減輕爸

爸的負擔，難道我錯了？我只想為家庭多付出…… 

德貞女子中學 

BIBI SUNDUS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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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的那一天 

雖然最後沒有爭得冠軍，但我沒有灰心。因為我

終於戰勝自己的恐懼，成了一隻破繭而出的蝴蝶，在

空中驚艷地展翅，那一天真是很難忘。 

大廳裏鴉雀無聲，只能聽到我心跳的聲音。當台

下幾百位觀眾凝望着我們時，不禁心慌了，感覺心臟

隨時會跳出來，但我迅速調整了一下心態，又用堅定

的目光看着他們——開始跳舞。 

我把最濃的感情和熱情融入到我的舞蹈中，把我

過往幾個月的訓練投入音樂中，集中在舞步裏，就像

最後一次去跳舞，盡心盡力地表演。我越跳越開心，

根本都忘了當初為甚麼會感到害怕。我掩飾不住我內

心的愉快，展現出最燦爛的笑容。最後我仰起頭，和

組員一起做了一個向上的手勢，鞠躬。雷鳴般的掌聲

傳到我的耳朵，才知道之前的努力沒有白費。走下舞

台，我才發現我的手心早已被汗水沾濕了。 

為了那次的跳舞比賽，我每天都會抽出時間認真

地練舞：早上練舞、下午又練舞、晚上都練舞。即使

練到滾瓜爛熟，仍然沒有信心，認為自己沒有盡全力，

跳得不好。一直以來抱着緊張的心情度過每次的訓練。 

直到今天，那天的經歷，仍然影響我日後每一個

步伐：記得剛剛升中一時，非常不習慣新校園，所以

學習得很吃力。當時，有一個同學歧視我，説我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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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香港繼續升學，又認為我應該返回家鄉農耕；因

為我是來自尼泊爾。老實地説，我聽到後感覺自己被

那「種族主義者」的無謂評判，嚴重地打擊了自尊，

甚至產生了退學的念頭。但是，我又想起那年辛辛苦

苦的練舞經歷。我就重新以堅強的態度站起來，努力

嘗試尋求解決方法，面對眼前所有困難。 

很多年過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天。因為如果沒

有那一天，蝴蝶便不會直到今天也仍在振翅飛翔。 

伊利沙伯中學 

NEHIKA THAPA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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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比賽的經歷 

這個選擇不是我自願的，而是在老師推薦，在大

家給我的壓力之下作出的決定。我參加了一個風景繪

畫比賽，當然，我知道老師那麼堅定地強迫我參加，

一定有原因的。但在那一刻，我陷入了一個悶悶不樂

的狀態。 

我有一個自己的安全區，我不太喜歡從裏面走出，

嘗試新的挑戰，所以到了比賽當天，我心驚肉跳，內

心掙扎着。去比賽？還是回到我舒服的家裏？我當時

很緊張，完全沒有信心可以畫出一個令人讚嘆的作品。

雖然我常常欣賞別人的畫作，在空閒時也會練一些的

風景畫，但真正去和其他學校的學生比賽？這離我安

全區太遠了。最後，在我同學的勸告下，我還是不情

願地跟着他們到比賽場地。 

拿到畫紙時，我腦袋裏一片空白，我看着其他參

賽者迅速地找到位置坐下，開始繪畫，我就不知所措，

東張西望，沒有一點頭緒。突然，我注意到遠處有一

個比較僻靜的位置坐下來，那裏的環境十分幽靜。我

深呼吸，握緊手上的筆，然後就開始繪畫周圍的花草

樹木。 

不知不覺，比賽結束的時間到了。因為繪畫時真

的很平靜，我竟對比賽結束感到有點可惜，但很快就

到了頒獎時間了，而想回家的感覺又回來了。坐着聽

評判和嘉賓説話時，我開始有不耐煩的感覺，我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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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知道我不會得獎，而我沒有興趣知道得獎者是誰，

我只是想快點回到我舒適的家中，因此我開始收拾用

具，預備頒獎一完結便立刻離開。突然，我聽到我的

名字，我當場愣住了。我的同學立即拉着我的手臂，

叫我快點上台，我就在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情況下，

拿到冠軍。 

老師聽到這個消息後，展露出笑容，並稱讚我技

巧上和顏色上的運用都有很大的進步。在老師的讚賞

下我感到很自豪，老師告訴我：「你看，我一早就知道

你可以的，你只要給點信心自己，甚麼也有可能的。」 

這次的經歷讓我明白到對每一件事有點信心，結

果可以出乎意料。幸好我的老師當時強迫我參與這個

活動，因為她，我才能踏出我的安全區，啟發出我畫

風景的潛能，也讓我將來能勇敢接受新挑戰。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SMYTH NATALIE JASMYN (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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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 

陽光普照，我正趕着上學。夏天時，在巴士站等

候是一件吃力的事，因為太陽會不斷蒸發我的耐性，

但我沒有其他途徑上學，所以只好接受現實，大汗淋

漓地站在那裏。 

「呀!」  

我朝着聲音的方向望過去，看見有位老婆婆摔倒

了。那位老婆婆不停掙扎，但不能成功。婆婆發出呻

吟的聲音，而且臉上的皮膚不停抽搐，看上去十分痛

苦。她坐在那裏四處張望，但每一個人顧着做自己的

事，裝作看不見。 

不久，巴士到達了，每個人都只顧着上巴士，沒

有理會婆婆。我看看手錶，已是八時十分了。如果我

繼續猶疑應不應幫助老婆婆，就會遲到。那我應怎樣

辦呢？ 

最後，我決定上前幫忙婆婆。我從背後慢慢扶起

她時，聽到她輕聲説謝謝，令我感到温暖。我頓時忘

記了自己快要遲到。 

可是當她轉面看見我時，竟然立即大聲説:「走開! 

走開!我不需要黑人的幫助!」猛然甩開我的手，便離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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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良久，我再次回到巴士

站，默默地等候巴士。看看手錶，都已是八時三十分

了，怎樣趕都會趕不着上學。 

遲到與幫助人相比是小事，婆婆的説話便更小了，

但為甚麼我仍感到低落，很不想接受剛剛發生的事情

呢? 

真光女書院 

NAYAB NASEER QURESHI (中四) 

 

  



 
 

32 

離別 

放學時，天色已黯淡。夕陽的餘暉打在商店的玻

璃窗上，反映在我了無生氣的臉上。身處外地的她，

還記得我嗎?失落時，我總是習慣想起她。 

街上的燈亮了起來，我拉開補習中心的玻璃門，

突然那熟悉的背影令我猛然卻步——兩條辮子，黝黑

的皮膚，是她嗎？我立刻追上去，可一晃眼，她已被

人潮吞沒。眼前一片汪洋，哪有她的蹤影？我卻不由

自主地往前走。 

「要記住我呀!」我想起在小學畢業典禮上離別

的情形。我流着淚，一邊抱着她，一邊對她説。回憶

的水龍頭被悄悄扭開，兒時的片段嘩啦啦地傾瀉下來。 

「鈴鈴!」又有一位同學成功了，周圍都洋溢着同

學的掌聲。因為一心不斷拉着我，我只好跟隨她到攀

石場。可抬頭一見處於七層高的鈴鐺，我不自覺地顫

抖起來。只見一心毫不猶疑地爬上去，「鈴鈴」敲響了

鈴聲，又輕鬆地滑下來。「英秀，到你啦！」她向我投

來熱切的目光，只好硬着頭皮向上爬。 

岩石上的支撐點彷彿搖搖欲墜，我緩慢地爬，心

中的恐懼不停吞噬僅存的勇氣，我實在做不到！「英

秀！加油！」這洪亮的聲音令我突然充滿力量，體內

每個細胞都煥然一新。我咬緊牙關，一步又一步，終

於敲響鈴鐺。攀石忽然變得不可怕，腳下傳來陣陣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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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她的掌聲比所有人都響。 

那天，我在咖啡店裏哭了很久。「要記住我呀!」

難以相信一心將前往英國。你輕輕拍着我，為我擦掉

眼淚。「英秀，我一定會記住你。」 

一日?兩日?不記得了。只記得我哭了很久、很久。 

「鈴鈴！」耳邊傳來手機鈴聲，把我從回憶拉回

現實。「為何還不回家？」「媽，補習晚了，我現在回

來——」那熟悉的背影又在眼前晃動，我深深吸了一

口氣，百味交集，是她! 

然而，我像木頭一般站在那兒不動。那熟悉的咖

啡店，一起坐過的椅子，記憶中的笑容，卻與我再無

關係。我多想衝進去，但一張張陌生的面孔令我猶疑。

算了。我靜靜地回頭走，因為我不敢注視，不敢讓她

看見。 

我默默地走開，任由黑夜把我籠罩，任由寒風推

動這空心的軀體。 

真光女書院 

THEBE NIMSING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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