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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eedback: 1P Lam Wing Yan
After the 15-minute Reading Scheme has been introduced to all students, our reading 

skills have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 reading time, all of us read the books patiently. 

Through this programme, we learn how to be patient and know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books every day. This scheme is really useful for us.

continue reading many books every day! 

Apart from being a Reading Ambassador, I am our school's student librarian. 

I am extremely glad to be a part of this team and I hope that I can help those 

students who are not good at reading to read more. I always encourage my 

fellow schoolmates to read more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obtain 

knowledge. I'd like to thank Ms. Tam for always encouraging me and other 

students to read. I am very grateful to her because she chose me to be a 

Reading Ambassador and a Librarian which helps me to build up my self-

esteem and sense of belonging to PLKL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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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無線網絡校園建議書》............

間
我的理想無線網絡校園比賽「初中組冠軍」
1P 梁善琛、紀靜雯 、林穎忻

引言

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網上資源豐富，

我 們 可 以 在 網 上 取 得 很 多 有 用 的 資

料。利用網上的工具如電郵、討論區

等，我們可以與人通訊，增加討論的

空間，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以往我們利用有線網絡連接互

聯網，然而，有線網絡受到傳

輸長度及地方的限制，我們便

不能隨時隨地上網。但無線網

絡則不同，我們可以隨時隨地

連接互聯網，因此較為方便。

現在有很多餐廳已經安裝無線

網絡，方便顧客隨時上網處理

公司及私人事務。因此，無線

網絡已經非常普遍。我們亦建議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以提升學校的

教學質素，下列是一些建議！

內容

建議一：無線網絡點名

我們建議每天上課前，學生可以用「拍卡」的方法來點名。因為從

前我們點名都是「老師叫名，學生回應」的方式，但是這個方式太

不方便了。現在的智能卡及讀卡機利用有線網絡，但有線網絡需要

使用一條實在的線，並受到傳輸長度的限制。如果我們將讀卡機連

接無線網絡，問題就迎刃而解。學生每天上課前和下課離開校園

時，只須把學生證放在讀卡機上輕拍，資料便直接輸入電腦，老師

和家長可從電腦

取得學生當天出

勤資料，方便省

時。

建議二：結合無

線網絡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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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

12% 

88%

贊成

反對

們可以從即時收集到的數據立刻向同學們解說可改善的地方，如定

向的策略，時間分配等等。

建議八：老師的應用

體育科老師可以把無線電腦或掌上電腦拿到操場，然後把學生的考

試成績直接輸入電腦，可以節省紙張和時間，十分方便；而老師的

生活節奏很快，比較忙碌，工作繁忙，如果用無線網絡隨時隨地上

網，可以節省不少時間，亦可以在教員休息室，輕鬆放鬆一下，播

放一些柔和的音樂，一路工作，好像在咖啡屋一樣… K … K 。同學

可以在學校任何地方交功課，直接方便，並方便老師檢查同學們的

答案。

建議九：科學科的應用

如科學科到野外考察植物的生長時，同一種植物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不同的生長情況，又或在不同的地方生長了不同的植物。如

果我們想收集數據以進行分析，可以將同學可分成幾組，每組同學

於某幾個地方進行考察，以筆記簿電腦紀錄當地的天氣、溫度、濕

度等數據。不同組的同學透過無線網絡將不同地方收集到數據傳送

到老師電腦上的內聯網系統以作分析。同時老師及同學亦可以透過

這個網即時對所收集到數據進行討論及分析。這樣我們便不要再像

以住一樣，用紙筆記記下資料，然後回到召集的地方才可以進行分

析及討論，大大提升學習的效率。

學生調查

以下，我們訪問了本校 67 位同學是否贊成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以便

我們用來進行學習，然後做成一個統計圖：

從 此 統 計 圖 得 知 ， 有 88% 同 學 是 贊 成 在 校 園 安 裝 無 線 網 絡 ， 有

12% 同學是不贊成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因此，證明大部份同學是

贊成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

71

d
im

en
s i
on

d
im

en
s i
on

空
我們建議用電子書及電子筆記來代替現時的書本。同學透過無線網

絡，可從筆記簿電腦或掌上電腦取得電子書及筆記。此舉可解決學

生書包過重的問題。這是一般連接有線網落的電腦不能媲美的。相

反，使用無線網絡，同學便可以隨時隨地得到書本及筆記，只要帶

一部電腦便可以到各個科目室，甚至去操場等地方上課，非常方

便，還可以減省許多紙張的印刷，支持環保。

建議三：流動電腦室

我們建議在教室設立無線網絡，方便同學在教室做網上測驗，而不

用跑到電腦室，從而節省轉課時間。

建議四：無線流動教室

現今，網上資訊爆炸，我們透過互聯網可得到許多知識。上課時，

我們也經常需要在網上找尋資料。所以我們建議在校園每一角落安

裝無線網絡，使學生可以在校園任何地方上課及上網進行學習。

建議五：無線網絡交功課

學生現行交功課的模式是把功課交給科長，然後由科長轉交予老

師，造成很多不便。至於部份用電腦提交的功課也不見得很方便，

因為學生須到指定的地方才可以用電腦交功課，但如果用無線網

絡，同學便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無線網絡交功課，就更方便！而且同

學也沒有藉口說自己遺失了功課，因為他們可以隨時隨地下載功

課，環保紙張，還有老師也不用帶功課回家批改，網上批改便可以

了！ 

建議六：無線流動發問系統

為了讓同學善用休息和午膳的時間，延伸學習，我們建議設立一個

無線網絡聊天室。校方給同學每人有一個用戶名稱，這樣便可以與

校長、老師和同學，甚至校工談天，以增進校內各人的感情。另一

方面，同學亦可有更多機會在此網上寫作和發表自己的意見！

建議七：體育科的應用 - 野外定向

野外定向這項體育活動，不單可以在郊外進行，亦可透過無線網絡

在校內進行，使無線網絡將傳統的野外定向活動變得更有效率及更

有趣。首先，每一組學生都有一張智能咭，而每個檢查點都會安裝

一個無線讀卡機，這個無線讀卡機是直接連接老師的電腦，當學生

們每一次到達一個檢查點時都要拍一拍卡，讓老師即時知道他們的

到達時間，同時老師也可以即時知道他們的進度及所使用的策略。

而且，同學也不會有機會作弊，作弊的定義是學生們是否有到達這

幾個檢查點，是否在特定時間之內到達目的地。活動完成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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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用電子書及電子筆記來代替現時的書本。同學透過無線網

絡，可從筆記簿電腦或掌上電腦取得電子書及筆記。此舉可解決學

生書包過重的問題。這是一般連接有線網落的電腦不能媲美的。相

反，使用無線網絡，同學便可以隨時隨地得到書本及筆記，只要帶

一部電腦便可以到各個科目室，甚至去操場等地方上課，非常方

便，還可以減省許多紙張的印刷，支持環保。

建議三：流動電腦室

我們建議在教室設立無線網絡，方便同學在教室做網上測驗，而不

用跑到電腦室，從而節省轉課時間。

建議四：無線流動教室

現今，網上資訊爆炸，我們透過互聯網可得到許多知識。上課時，

我們也經常需要在網上找尋資料。所以我們建議在校園每一角落安

裝無線網絡，使學生可以在校園任何地方上課及上網進行學習。

建議五：無線網絡交功課

學生現行交功課的模式是把功課交給科長，然後由科長轉交予老

師，造成很多不便。至於部份用電腦提交的功課也不見得很方便，

因為學生須到指定的地方才可以用電腦交功課，但如果用無線網

絡，同學便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無線網絡交功課，就更方便！而且同

學也沒有藉口說自己遺失了功課，因為他們可以隨時隨地下載功

課，環保紙張，還有老師也不用帶功課回家批改，網上批改便可以

了！ 

建議六：無線流動發問系統

為了讓同學善用休息和午膳的時間，延伸學習，我們建議設立一個

無線網絡聊天室。校方給同學每人有一個用戶名稱，這樣便可以與

校長、老師和同學，甚至校工談天，以增進校內各人的感情。另一

方面，同學亦可有更多機會在此網上寫作和發表自己的意見！

建議七：體育科的應用 - 野外定向

野外定向這項體育活動，不單可以在郊外進行，亦可透過無線網絡

在校內進行，使無線網絡將傳統的野外定向活動變得更有效率及更

有趣。首先，每一組學生都有一張智能咭，而每個檢查點都會安裝

一個無線讀卡機，這個無線讀卡機是直接連接老師的電腦，當學生

們每一次到達一個檢查點時都要拍一拍卡，讓老師即時知道他們的

到達時間，同時老師也可以即時知道他們的進度及所使用的策略。

而且，同學也不會有機會作弊，作弊的定義是學生們是否有到達這

幾個檢查點，是否在特定時間之內到達目的地。活動完成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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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從即時收集到的數據立刻向同學們解說可改善的地方，如定

向的策略，時間分配等等。

間

建議八：老師的應用

體育科老師可以把無線電腦或掌上電腦拿到操場，然後把學生的考

試成績直接輸入電腦，可以節省紙張和時間，十分方便；而老師的

生活節奏很快，比較忙碌，工作繁忙，如果用無線網絡隨時隨地上

網，可以節省不少時間，亦可以在教員休息室，輕鬆放鬆一下，播

放一些柔和的音樂，一路工作，好像在咖啡屋一樣… K … K 。同學

可以在學校任何地方交功課，直接方便，並方便老師檢查同學們的

答案。

建議九：科學科的應用

如科學科到野外考察植物的生長時，同一種植物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不同的生長情況，又或在不同的地方生長了不同的植物。如

果我們想收集數據以進行分析，可以將同學可分成幾組，每組同學

於某幾個地方進行考察，以筆記簿電腦紀錄當地的天氣、溫度、濕

度等數據。不同組的同學透過無線網絡將不同地方收集到數據傳送

到老師電腦上的內聯網系統以作分析。同時老師及同學亦可以透過

這個網即時對所收集到數據進行討論及分析。這樣我們便不要再像

以住一樣，用紙筆記記下資料，然後回到召集的地方才可以進行分

析及討論，大大提升學習的效率。

學生調查

以下，我們訪問了本校 67 位同學是否贊成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以便

我們用來進行學習，然後做成一個統計圖：

從 此 統 計 圖 得 知 ， 有 88% 同 學 是 贊 成 在 校 園 安 裝 無 線 網 絡 ， 有

12% 同學是不贊成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因此，證明大部份同學是

贊成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

d
i m

ensi on

在校園安裝無線網絡

12% 

88%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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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電車》..........................................
2006 年度詩網絡傑出學生詩人獎「學校詩人獎」               
2M 洪嘉駿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鎖着我的腳步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擋在我的前面

令前路一片黑暗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令我迷失方向。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的聲音漸漸消失

光明重來了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再次匆匆的回來匆匆地走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總有離開的一天

光明總有來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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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無線網絡的好處

好處：

4可以與多些人溝通

4增進感情

4可以與校長、老師、同學及校工談天或問功課

4可以在學校每個角落直接交功課

4方便老師檢查同學們是否提交了功課

4可以方便老師對閱答案

4節省時間、快捷方便

壞處：

由於我們經常使用電腦，這便會有以下的壞處：

4對眼睛會有影響..但是我們可以有辦法解決。

　 解決方法如下：

4與電腦螢光幕要保持一段距離(大約30cm) 和每隔三十分鐘望一些

遠的東西，最好是一些綠色的東西

結語

我們希望校長可以在校內安裝無線網絡，令我們可以有一個方便及

快樂的環境學習，從而提高我們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d
im

en
s i
on

學生回應： 2J陳慈恩

我覺得這個建議書的構思很好，同學懂得利用科技幫助老師、學生，提升教學質

素，且分析精密，取得冠軍乃實至名歸。希望這個理想校園能早日出現於保良局羅

氏基金中學！

老師回應：梁潤興老師

三位同學需要經過初賽、決賽及最後面試才能在多間的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獲得

冠軍，實在絕不容易。而這份決賽建議書是同學們經過很多的資料搜集及討論所得

出來的，同學們所付出的努力是我們欣賞的。老師最欣賞同學們在比賽中的主動性

及要求不斷完善自己的態度，例如她們會主動地不斷練習面試環節的口頭報告技

巧，完善自己的表達方式。經過此比賽後，我看到三位同學的自信心也增強了不

少。她們認真做事的態度，實在值得其他的同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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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應： 2J陳慈恩

我覺得這個建議書的構思很好，同學懂得利用科技幫助老師、學生，提升教學質

素，且分析精密，取得冠軍乃實至名歸。希望這個理想校園能早日出現於保良局羅

氏基金中學！

老師回應：梁潤興老師

三位同學需要經過初賽、決賽及最後面試才能在多間的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獲得

冠軍，實在絕不容易。而這份決賽建議書是同學們經過很多的資料搜集及討論所得

出來的，同學們所付出的努力是我們欣賞的。老師最欣賞同學們在比賽中的主動性

及要求不斷完善自己的態度，例如她們會主動地不斷練習面試環節的口頭報告技

巧，完善自己的表達方式。經過此比賽後，我看到三位同學的自信心也增強了不

少。她們認真做事的態度，實在值得其他的同學學習。

總結無線網絡的好處

好處：

可以與多些人溝通

增進感情

可以與校長、老師、同學及校工談天或問功課

可以在學校每個角落直接交功課

方便老師檢查同學們是否提交了功課

可以方便老師對閱答案

節省時間、快捷方便

壞處：

由於我們經常使用電腦，這便會有以下的壞處：

對眼睛會有影響..但是我們可以有辦法解決。

　 解決方法如下：

與電腦螢光幕要保持一段距離(大約30cm) 和每隔三十分鐘望一些

遠的東西，最好是一些綠色的東西

結語

我們希望校長可以在校內安裝無線網絡，令我們可以有一個方便及

快樂的環境學習，從而提高我們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4
4
4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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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電車》..........................................

間
2006 年度詩網絡傑出學生詩人獎「學校詩人獎」               
2M 洪嘉駿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鎖着我的腳步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擋在我的前面

令前路一片黑暗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令我迷失方向。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的聲音漸漸消失

光明重來了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再次匆匆的回來匆匆地走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她總有離開的一天

光明總有來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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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來自勤奮》....................................
2006 年度正心文學獎散文組「冠軍」                  
1P 曹倩儀

要成功，不是單靠命運，而且亦要靠勤奮，所有成功的人，無不是

因為勤奮才會成功的。

立志和勤練是成功的條件，就好像想和做，想好比立志，而做就好

比勤練。我們必須想想自己有甚麼志向，然後就定下目標，最後就

要努力。

李白是唐代的人，他小時候讀書不用功和不認真，只要碰上困難，

他就會放棄。有一天，李白出去玩的時候，看見一位老婆婆正在磨

鐵棍子，於是問她磨棍子有甚麼用，那位老婆婆就對他說鐵杵磨成

針的道理。他聽了老婆婆的話後，十分慚愧，他決定把這個道理用

在學業上，從此他就十分用功地讀書，最後成為大詩人。

歐陽修是北宋時期的人，他小時候十分貧窮，不能上學，更窮得連

買紙筆的錢都沒有。有一天，他的媽媽突然靈機一動，想起可以用

荻草桿削尖當筆來教他識字，於是從此教歐陽修識字的任務就由他

媽媽負責。歐陽修難得有機會可以讀書，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

會，他決定要努力學習，然後他不停地向別人借書來讀，還常常把

愛不釋手的書抄下來。他認真學習韓愈的文章，把它完全消化吸

收，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後來成為北宋大文學家。

李密，隋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首領，是百姓愛戴的領袖。他從小就有

遠大的志向，立志要做一個有成就的學者。他讀書廢寢忘餐﹑手不

釋卷，有空就把書本拿在手中，往往為讀懂書中某一段文章的意

義，而久久陷入沉思之中。正因為他這麼勤奮，所以他長大後很有

成就。

陸羽從小是個孤兒，是寺院裏的和尚把他帶大的。他從小就在寺院

裏做雜工，而且還要放三十頭牛。他十分熱愛學習，儘管幹活已經

很辛苦，但他仍然堅持要讀書。有一天，他要在山上放牛，他偷偷

地帶上了幾本書。他坐在牛背上抄書，他看書看得太專心，連和尚

來到身邊都沒有察覺到，最後書被沒收，陸羽也被懲罰關進寺院的

一間小黑房，不准讀書。他認為在這個地方生活是不能讀書，於是

他決心離開，躲在一個戲班子裏，一邊做雜工，一邊讀書。因為他

的堅持，所以最終他成為了唐朝知識淵博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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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光明是我的前路

老師回應：溫剛老師

哈！少男少女互相傾慕，借詩抒發情懷，自古有之；然而，詩人筆下這個「她」，

卻讓他望而卻步，誠惶誠恐，箇中原委，只有當事人才知道。詩無達詁，我們毋須

深究；反而詩中那些無奈、猶豫、期盼、樂觀……多重複雜的心理，都由「丁丁」

這條藥引所引爆。電車這個意象用得很好，「丁丁」而來，「丁丁」而去，本是萬

物的常態，若積極盼望，必碩果纍纍；若消極逃避或視為洪水猛獸，那必然成為每

天要默默承受的苦差。

學生回應：2M吳玉麟

這是一首很有趣的新詩，因為它的意味委婉曲折，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的深

層意思。細看之下，發現「丁丁」並不純指電車，而「她」正正透露出詩中玄機。

這首詩像是說作者先被女孩子限制，後再重獲自由似的，讀者能通過重重的解讀過

程而獲得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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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溫剛老師

哈！少男少女互相傾慕，借詩抒發情懷，自古有之；然而，詩人筆下這個「她」，

卻讓他望而卻步，誠惶誠恐，箇中原委，只有當事人才知道。詩無達詁，我們毋須

深究；反而詩中那些無奈、猶豫、期盼、樂觀……多重複雜的心理，都由「丁丁」

這條藥引所引爆。電車這個意象用得很好，「丁丁」而來，「丁丁」而去，本是萬

物的常態，若積極盼望，必碩果纍纍；若消極逃避或視為洪水猛獸，那必然成為每

天要默默承受的苦差。

學生回應：2M吳玉麟

這是一首很有趣的新詩，因為它的意味委婉曲折，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的深

層意思。細看之下，發現「丁丁」並不純指電車，而「她」正正透露出詩中玄機。

這首詩像是說作者先被女孩子限制，後再重獲自由似的，讀者能通過重重的解讀過

程而獲得趣味。

從我聽到丁丁開始

我在路途上

光明是我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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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來自勤奮》....................................

間
2006 年度正心文學獎散文組「冠軍」                  
1P 曹倩儀

要成功，不是單靠命運，而且亦要靠勤奮，所有成功的人，無不是

因為勤奮才會成功的。

立志和勤練是成功的條件，就好像想和做，想好比立志，而做就好

比勤練。我們必須想想自己有甚麼志向，然後就定下目標，最後就

要努力。

李白是唐代的人，他小時候讀書不用功和不認真，只要碰上困難，

他就會放棄。有一天，李白出去玩的時候，看見一位老婆婆正在磨

鐵棍子，於是問她磨棍子有甚麼用，那位老婆婆就對他說鐵杵磨成

針的道理。他聽了老婆婆的話後，十分慚愧，他決定把這個道理用

在學業上，從此他就十分用功地讀書，最後成為大詩人。

歐陽修是北宋時期的人，他小時候十分貧窮，不能上學，更窮得連

買紙筆的錢都沒有。有一天，他的媽媽突然靈機一動，想起可以用

荻草桿削尖當筆來教他識字，於是從此教歐陽修識字的任務就由他

媽媽負責。歐陽修難得有機會可以讀書，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

會，他決定要努力學習，然後他不停地向別人借書來讀，還常常把

愛不釋手的書抄下來。他認真學習韓愈的文章，把它完全消化吸

收，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後來成為北宋大文學家。

李密，隋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首領，是百姓愛戴的領袖。他從小就有

遠大的志向，立志要做一個有成就的學者。他讀書廢寢忘餐﹑手不

釋卷，有空就把書本拿在手中，往往為讀懂書中某一段文章的意

義，而久久陷入沉思之中。正因為他這麼勤奮，所以他長大後很有

成就。

陸羽從小是個孤兒，是寺院裏的和尚把他帶大的。他從小就在寺院

裏做雜工，而且還要放三十頭牛。他十分熱愛學習，儘管幹活已經

很辛苦，但他仍然堅持要讀書。有一天，他要在山上放牛，他偷偷

地帶上了幾本書。他坐在牛背上抄書，他看書看得太專心，連和尚

來到身邊都沒有察覺到，最後書被沒收，陸羽也被懲罰關進寺院的

一間小黑房，不准讀書。他認為在這個地方生活是不能讀書，於是

他決心離開，躲在一個戲班子裏，一邊做雜工，一邊讀書。因為他

的堅持，所以最終他成為了唐朝知識淵博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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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葬路上》..........................................
2006 年度正心文學獎散文組「亞軍」                  
2P 朱穎施

清晨的天色一直都陰沉，大片大片的烏雲使香港的天空佈滿不祥的

陰沉，也許是心中的烏雲也未能消散吧？彷彿太陽也不願和我說聲

早。也許是很討厭我吧？悶熱的空氣令我透不過氣來，也許是上天

也不想我多活一會吧！

還清楚記得當天，聽到你的死訊，有一點不知所措，這感覺不只單

單是突如其來的消息，當中夾帶著死懼、震驚、悲傷，難以想像日

後只能隔著墓碑和你揮手，卻與你無言以對。吊掛在半空中的電話

筒，另一邊廂通話已結束，但空氣中充滿了你的氣息，填滿了我的

心肺。我頓時哭得聲嘶力竭，除了這種意識的行為，我想不到更好

的行為去宣洩我的情緒。桌上留下和你的合照，在眼中間歇閃耀，

儘管相片燒成灰，你的笑容、你的臉龐也不能在我心中輕易抹掉。

下午換上一套黑色的禮服後，便準備出發，參加你的葬禮。內心那

抹不掉的傷口仍在痛，也許天只會對我們的眼淚而感到煩躁吧？一

直眷顧著我們的陽光突然像日蝕般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無情

的驟雨。在葬禮中只有凝重的氣氛不斷迴盪，大家平靜得說話的時

候，心中有一絲絲的痛。你魂未到藍橋，我們寸腸已先斷。即使知

道自己再也聽不到你的聲音，卻提不起勇氣去看一看你的遺容。然

而，讓你像荷花仙子一般的影子，長久存在心靈深處，或許會比見

到你冰冷的軀體所留下的印象，來得更加能激起對你深深的懷念。

失去，也許是新的開始，曾經得到過，也許已經是一種幸福。天下

間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經過很多歷練之後

的結果，我們永遠都容易忽略過程。失去，無法釋懷，伴隨撕心裂

肺的痛；剖開內心，卻發現其實一滴血也沒有，只有很多不甘心。

在埋怨的同時，機會不斷來了又走，始終無法把握。越是握得緊，

流失得越快。不肯放手，又有什麼意義。明知沒有將來，沒有明

天，為何不嘗試放開，卸下包袱，就從停下來的地方，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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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的例子，不是證明了成功來自勤奮的論點嗎？在上述陸羽

的例子，證明了成功除了來自勤奮外，還來自堅持，無論志向是多

麼遠大，要走的路是多麼崎嶇，我們都一定要堅持，不能放棄，放

棄的話，以前的努力就白費了。

相反，有些人十分勤奮，但最後卻不能成功，為甚麼？因為他們經

不起挫折，沒有堅時，最後放棄，所以就不能成功。其實，一次失

敗，並不代表甚麼，如果一次失敗，就放棄志向，不再向著目標勤

練，就一定不會成功。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後就知道錯在哪

裏，懂得去改，再接再勵，才是成功的人。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成功的人在一開始就能成功，例如發明大王愛

廸生，他有一次在火車上做實驗，結果不小心打破了一瓶易燃液

體，導致在火車上有輕微爆炸。車長十分憤怒，由於車長是出於一

片好心，讓愛廸生在車上進行實驗，但結果愛廸生竟然弄了亂子

來。車長事後因為十分生氣而給他一記耳光，令愛廸生從此失聰。

但愛廸生並沒有被這個極大的打擊影響，反而再接再勵，繼續研

究。

只有勤奮，堅持和不放棄的人才能成功。雖然失敗讓人沮喪，但傷

心過後應重拾過往的朝氣。

老師回應：李曉芳老師

首段即開門見山指出要成功必須「勤奮」，立場清晰、堅定。引用李白、歐陽修、

李密、陸羽等典型而家喻戶曉的例子來說明勤奮的重要，文章說服力很強。透過正

反論證方法，分別指出「勤奮」和「懶惰」的不同結果，讓讀者能從中權衡輕重、

得失，頗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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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舉出成功實例，精簡而有說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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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的例子，不是證明了成功來自勤奮的論點嗎？在上述陸羽

的例子，證明了成功除了來自勤奮外，還來自堅持，無論志向是多

麼遠大，要走的路是多麼崎嶇，我們都一定要堅持，不能放棄，放

棄的話，以前的努力就白費了。

相反，有些人十分勤奮，但最後卻不能成功，為甚麼？因為他們經

不起挫折，沒有堅時，最後放棄，所以就不能成功。其實，一次失

敗，並不代表甚麼，如果一次失敗，就放棄志向，不再向著目標勤

練，就一定不會成功。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後就知道錯在哪

裏，懂得去改，再接再勵，才是成功的人。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成功的人在一開始就能成功，例如發明大王愛

廸生，他有一次在火車上做實驗，結果不小心打破了一瓶易燃液

體，導致在火車上有輕微爆炸。車長十分憤怒，由於車長是出於一

片好心，讓愛廸生在車上進行實驗，但結果愛廸生竟然弄了亂子

來。車長事後因為十分生氣而給他一記耳光，令愛廸生從此失聰。

但愛廸生並沒有被這個極大的打擊影響，反而再接再勵，繼續研

究。

只有勤奮，堅持和不放棄的人才能成功。雖然失敗讓人沮喪，但傷

心過後應重拾過往的朝氣。

老師回應：李曉芳老師

首段即開門見山指出要成功必須「勤奮」，立場清晰、堅定。引用李白、歐陽修、

李密、陸羽等典型而家喻戶曉的例子來說明勤奮的重要，文章說服力很強。透過正

反論證方法，分別指出「勤奮」和「懶惰」的不同結果，讓讀者能從中權衡輕重、

得失，頗有教育意義。

家長回應：1P曹倩儀家長

能舉出成功實例，精簡而有說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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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葬路上》..........................................

間
2006 年度正心文學獎散文組「亞軍」                  
2P 朱穎施

清晨的天色一直都陰沉，大片大片的烏雲使香港的天空佈滿不祥的

陰沉，也許是心中的烏雲也未能消散吧？彷彿太陽也不願和我說聲

早。也許是很討厭我吧？悶熱的空氣令我透不過氣來，也許是上天

也不想我多活一會吧！

還清楚記得當天，聽到你的死訊，有一點不知所措，這感覺不只單

單是突如其來的消息，當中夾帶著死懼、震驚、悲傷，難以想像日

後只能隔著墓碑和你揮手，卻與你無言以對。吊掛在半空中的電話

筒，另一邊廂通話已結束，但空氣中充滿了你的氣息，填滿了我的

心肺。我頓時哭得聲嘶力竭，除了這種意識的行為，我想不到更好

的行為去宣洩我的情緒。桌上留下和你的合照，在眼中間歇閃耀，

儘管相片燒成灰，你的笑容、你的臉龐也不能在我心中輕易抹掉。

下午換上一套黑色的禮服後，便準備出發，參加你的葬禮。內心那

抹不掉的傷口仍在痛，也許天只會對我們的眼淚而感到煩躁吧？一

直眷顧著我們的陽光突然像日蝕般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無情

的驟雨。在葬禮中只有凝重的氣氛不斷迴盪，大家平靜得說話的時

候，心中有一絲絲的痛。你魂未到藍橋，我們寸腸已先斷。即使知

道自己再也聽不到你的聲音，卻提不起勇氣去看一看你的遺容。然

而，讓你像荷花仙子一般的影子，長久存在心靈深處，或許會比見

到你冰冷的軀體所留下的印象，來得更加能激起對你深深的懷念。

失去，也許是新的開始，曾經得到過，也許已經是一種幸福。天下

間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經過很多歷練之後

的結果，我們永遠都容易忽略過程。失去，無法釋懷，伴隨撕心裂

肺的痛；剖開內心，卻發現其實一滴血也沒有，只有很多不甘心。

在埋怨的同時，機會不斷來了又走，始終無法把握。越是握得緊，

流失得越快。不肯放手，又有什麼意義。明知沒有將來，沒有明

天，為何不嘗試放開，卸下包袱，就從停下來的地方，重新開始？

d
i m

ensi on

77



間

dd
ii mm

eennssii oonn

《一個難忘的星期天》............................
2006 年度正心文學獎散文組「季軍」                  
1P 陳俊傑

當我打開我記憶的大門，童年的往事就像一顆璀璨的金星一樣，在

我腦海中一掠而過。在我的心中它永遠是那麼明，那麼亮。

那是一個星期天，媽媽在屋子裏打掃房間 , 爸爸教我炒蛋。我準備

配料的時候，爸爸在屋裏爭分奪秒地觀看足球比賽，他一邊看一邊

告訴我炒蛋的步驟。

爸爸在屋裏說：「加油，起油鍋！」我加了點油，鍋裏發出啤啪啪

的聲音。不一會兒，爸爸在屋裏像中了邪似的，一邊用手拍打着

腿，一邊大聲喊：「加油！加油啊！」我聽了之後便說：「爸爸，

油不是剛加過嗎？」他卻拉着長音喊：「加──油！加──油！聽

見了沒有？」於是我只好拿起油瓶又往鍋裏加了許多油。爸爸似乎

才想起我正在學炒蛋。他如夢初醒地說：「哦，對了，柳柳快打

蛋。」不久，爸爸又發狂地邊蹦邊笑說：「啊！加油，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嘛！」我聽了他的話後，又是加油，又是加蛋，還邊搖頭

邊想：「我沒見過媽媽炒蛋加過這麼多油啊！ 」……

一會兒，我端著豐碩的成果讓爸爸、媽媽來看。媽媽一看，瞪著我

的「傑作」 ── 十三只炒蛋和兩大隻色拉油空瓶，嘴張得像要吃

人。這時，爸爸掃興地走出來說：「完了！完了 」媽媽哈哈大……
笑，把爸爸給笑傻了。媽媽對我說：「你爸爸剛才正在看足球，加

油是叫足球隊隊員加油，再來一個是說再進一個球。」聽了爸爸的

話後，我霎時瞠目結舌。這時，我們三人都大笑起來，爸爸在一邊

風 趣 地 瞪 着 眼 睛 說 ： 「 如 果 我 們 天 天 吃 你 做 的 炒 蛋 ， 不 吐 才 怪

呢！」

在開心的笑聲中，炒蛋活動結束了。但我會永遠記住這個難忘的星

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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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蔡雪清老師

同學選寫這個題材，並非聲嘶力竭地哀喊，只在字裏行間隱含著一種深沉的、難以

掩藏的悲哀和傷痛。從首段開始，同學就善用環境襯托，情景交融，例如描寫「天

色一直都陰沉」、「悶熱的空氣令我透不過氣來」，表達了內心那種侷促不安，鬱

鬱不歡的心情。至第三段，同學再寫「一直眷顧著我們的陽光突然像日蝕般消失

了，隨之而來是一場無情的驟雨」，將氣氛推至最凝重、最低沉，令人喘不過氣

來。雖然整篇文章覆蓋著濃厚的哀傷情緒，但在尾段同學嘗試自我開解，教人明白

既要珍惜所有，也要學懂放手，才能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學生回應：2J黃進熙

文章感情豐富、有條理，並能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如比喻法、擬人法等，帶出筆者

心中的傷痛。此外，文章詞彙豐富，便文章如虎添翼。如文章多圍繞「路上」二字

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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