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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李曉芳老師

把課堂上師生之間的「鬥法」寫得維妙維肖，活靈活現，筆調幽默、詼諧，讀者彷

如閱讀武俠小說，親歷武俠小說的打鬥場面般，予人驚心動魄、緊張刺激之感。透

過細緻的動作描寫，和準確精煉的言語描寫，成功刻劃出鄭老師聰穎敏慧、身手靈

活的形象，而且善於準確地描述老師與學生比鬥的過程，營造緊張、刺激的「比

武」場面，能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善於運用借喻手法，如把用紙球擲向老師的學

生比喻為「暗殺者」；把老師佈置的作業比喻為「陷阱」、「挑戰書」；把搗蛋的

學生主腦比喻為「門派掌門」等，使文章活潑詼諧、幽默有趣。

學生回應：1P伍穎瑜

文章生動有趣，有點像我最愛看的武俠小說，老師和學生的感情隱隱流露在文章

中，寫得頗詼諧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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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之反思》................................

間
2P 劉蘊湘

看《人工智能》的觀眾，若以為此片能滿足其欣賞一場未來世界機
械驚險旅程的話，可能會失望而回，因為導演史提芬史匹堡志不在
賣弄使人無法找出破綻的電腦特技，或是教人驚喜的科幻情節，而
是借機械人的題材，拍出一部意味深長的電影。

故事講述：踏入未來世界，地球缺乏資源，為着更有效節省糧食、
能源，形形色色的機械人應運而生。而首個注入愛的程式的機械小
孩大衛，亦為一對育有患病待療兒子的夫婦所認養。惟當病童病
癒，機械小孩大衛亦被棄於荒野。大衛為着得回母愛，不惜冒險訪
尋童話故事中，能令木偶變成活人的藍仙女……

我對科幻片並沒有特別偏好，看畢全片，心神卻被觸動。結局雖是
溫馨美滿，但依然令人義憤難平。

電影中描述的人類世界雖然醜惡，卻能反映現實。片中的機械人屠
宰場 ── 人類的娛樂場所之一，猶如人間煉獄，其手法和行為，與
在地獄的魔鬼無異，只是這些場面被移至人間舉行罷了，其手法卻
是同等冷血、暴戾。幸好，他們最後也能憐憫一位幼小無知的機械
小孩！看到此處，那種驚心的感覺才能寬舒一下。

人類一手創製出機械人，當然有權隨時把其毀滅。然而，既然他們
創製出的是仿真度極高的機械人：有生命、有感官、有思想感情、
有自尊，為什麼人類卻不能尊重這些機械人的自尊呢？

電影中，機械人的世界比起人類世界有人情味得多。當中的機械人
敬業樂業、從一而終，在這個世界中，同伴們互相信賴。只是一次
偶然的觸手，便令機械小孩大衛對素未謀面的機械男妓喬建立信
賴，在險遭處決前一刻，依然相偎相依。而喬亦因為大衛對自己的
信任，而產生一種使命感，義無反顧地助他找尋童話故事中，把木
偶變成男孩的藍仙女。

戲中，我最喜愛玩具熊泰迪。他的一舉一動，十分逗笑，使人想起
小時候所玩過的玩具。但最教人憐惜的，還是他的從一而終，對小
主人不離不棄之情。片末，大衛對着藍仙女許願，不知不覺，已歷
千年。在被未來人救出時，地球經面目全非。玩具熊卻依然陪伴身
邊，忠心不二，大衛有些良伴，實是畢身之福。

戲中，他被自己的天真無邪蒙在鼓裏，歷盡一生，卻不知自己只不
過是他人的替身；他的單純，說服他相信只要找到童話故事中的藍
仙女，自己便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孩子；他的稚氣使他以為自己變成
真正的孩子後，便能得回母愛。就因為這一點點的純真，他以二千
年的時間，來換取一個可能永遠無法達成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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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路上》..........................................
2P 江肇峰

當這消息伴著死神的呼喚而來時，我真不敢相這份報告。這腦癌除

了剝奪我的性命，還吞噬了我的心靈。

踏出診所的第一步，眼前的景色頓時變得灰暗。遠山不再翠綠，像

是被潑了一桶灰油；雲層頓時變得死氣沉沉。看著身旁的商業大

廈，人們還忙碌工作。真不明白他們，正當壯年時，不去享受人

生，還說為未來努力。到頭來黃金時間過去了，人老了，為何不活

在當下？我在商店門前走過，走下通往地下鐵的階梯，彷彿正走下

一個無底深淵，不知前路如何，走後可能一片光明？走進列車中，

人們木無表情。上班一族為整天疲勞奔波；學生為試卷的壓力而弄

得狂躁；中產人士亦為股市商機而憂心。此時我笑了，若我放開懷

抱，接受一個月後的事情，我便是一個不需為未來的責任而憂心的

人。當等待變成享受時，周遭的事物、聲音也變得沒那麼礙眼。可

能這是一個去環遊世界的時機。

下了車，通往回家的路上，一切事物我亦會好好感受，我不會花時

間重複在同一路上。回到家，唯一令我憂心的事是我會在身邊的人

腦裏成為記憶，並伴隨他們度過餘生。果然，他們的神情無比震

驚。但只要知道靈魂的層面是不斷進化，死亡只是一條必經的路，

除了空虛寂寞外，根本沒甚麼擔心。

終結時日的迫近亦令我增添不少恐懼，隨之，恐懼和平伏互相交

替。有時反而期待探索死後的路，直至死亡的一刻才知道那到底是

甚麼。

老師回應：吳倩萍老師
死亡 ── 對一個活著的人而言，總是有一份恐懼、神秘的感覺。徘徊在死亡邊緣的
作者，難得看破紅塵，把靈魂和宇宙的奧秘視作生命的一門課。留下凡俗的一眾，
不禁反省活著的意義何在？作者寫死亡，思路跳脫，心情如騰雲駕霧，從震驚到跌
入谷底的灰暗，轉而平靜反思，至最後的豁然 ──「憧憬」死後的生命歷程。全篇
未予人半點傷感。

學生回應：1J許雅欣
文中描寫對死亡的恐懼到享受自己餘下生命的時候，過程十分細緻，用詞令讀者有
如身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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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寧願相信大衛是一個沒有思想感情的機械人，也不願親眼看着他
被人類的智慧和特質愚弄一生。

電影道出了追求着可能永遠也得不到的愛的無奈和痛苦。對於一個
被注入愛的程式的機械小孩而言，這種痛苦是陪伴他一生的。

電影中，導演刻意使人類成為與機械人鬥爭的勝利者。但不論人類
有多大的智慧，他們永遠無法戰勝時間，任由他們能怎樣操控一
切，成就一切，他們都逃不過死亡。在此方面，機械人比人類優勝
得多，因為他們擁有「永生」。然而，「永生」未必是每一個人都
渴求的。若要追尋一個永遠也無法達成的夢，「永生」帶來的只會
是永無休止的失望和痛苦。

戲中的大衛正是「永生」的受害者，他經歷千年，只為母親的一句
「我愛你」……

以大導演史匹堡的功力，他本可依着潮流和觀眾的囗味，把此片拍
成一部全球賣座的電影。然而，他選擇了保持固有的作風，把《人
工智能》拍得格外有人情味、有童心。他這不隨波逐流、不為迎合
觀眾囗味而犧牲藝術的胸襟，在現今以金錢為大前題的商業電影市
場上，經已罕見！

老師回應：蔡雪清老師
同學在欣賞電影之餘，能作出連番深思，實屬難能可貴。同學對於機械人的評價
是：「敬業樂業，從一而終」、「同伴互相信賴」、「義無反顧」，反觀人類世界
卻充斥「冷血」和「暴戾」慨嘆「機械人的世界比人類世界有人情味得多」。我相
信電影和文學同樣有傳達信息，反映現實的功能，人性中的醜惡、自私在電影中被
充份反映，同時亦教人重尋友愛、和平、親情的真諦。另外，同學認為電影道出：
「追求可能永遠也得不到的愛的無奈和痛苦。」沒錯，在追尋的過程中可能有失望
和痛苦，但誰又能肯定答案？大家願意作一個欠缺靈魂但有血有肉的人，還是作一
個單純天真，相信愛和夢想的機械人？

學生回應：2S鄭慧婷
我覺得這篇文章語重心長，令我反省到人類雖然有很高的智慧，有自己的思想，但
往往因這些複雜的感情和勾心鬥角的性格傷害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反，機械人
雖然沒有獨立的思想，卻有著互相信賴、真誠的心。此外，我也意識到人類不應因
一時的慾望而買一些沒有用的東西，這只會造成更多浪費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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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應：2S鄭慧婷家長
能夠將這電影中的背後含意記錄下來，表達得淋漓盡致，是用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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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寧願相信大衛是一個沒有思想感情的機械人，也不願親眼看着他
被人類的智慧和特質愚弄一生。

電影道出了追求着可能永遠也得不到的愛的無奈和痛苦。對於一個
被注入愛的程式的機械小孩而言，這種痛苦是陪伴他一生的。

電影中，導演刻意使人類成為與機械人鬥爭的勝利者。但不論人類
有多大的智慧，他們永遠無法戰勝時間，任由他們能怎樣操控一
切，成就一切，他們都逃不過死亡。在此方面，機械人比人類優勝
得多，因為他們擁有「永生」。然而，「永生」未必是每一個人都
渴求的。若要追尋一個永遠也無法達成的夢，「永生」帶來的只會
是永無休止的失望和痛苦。

戲中的大衛正是「永生」的受害者，他經歷千年，只為母親的一句
「我愛你」……

以大導演史匹堡的功力，他本可依着潮流和觀眾的囗味，把此片拍
成一部全球賣座的電影。然而，他選擇了保持固有的作風，把《人
工智能》拍得格外有人情味、有童心。他這不隨波逐流、不為迎合
觀眾囗味而犧牲藝術的胸襟，在現今以金錢為大前題的商業電影市
場上，經已罕見！

老師回應：蔡雪清老師
同學在欣賞電影之餘，能作出連番深思，實屬難能可貴。同學對於機械人的評價
是：「敬業樂業，從一而終」、「同伴互相信賴」、「義無反顧」，反觀人類世界
卻充斥「冷血」和「暴戾」慨嘆「機械人的世界比人類世界有人情味得多」。我相
信電影和文學同樣有傳達信息，反映現實的功能，人性中的醜惡、自私在電影中被
充份反映，同時亦教人重尋友愛、和平、親情的真諦。另外，同學認為電影道出：
「追求可能永遠也得不到的愛的無奈和痛苦。」沒錯，在追尋的過程中可能有失望
和痛苦，但誰又能肯定答案？大家願意作一個欠缺靈魂但有血有肉的人，還是作一
個單純天真，相信愛和夢想的機械人？

學生回應：2S鄭慧婷
我覺得這篇文章語重心長，令我反省到人類雖然有很高的智慧，有自己的思想，但
往往因這些複雜的感情和勾心鬥角的性格傷害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反，機械人
雖然沒有獨立的思想，卻有著互相信賴、真誠的心。此外，我也意識到人類不應因
一時的慾望而買一些沒有用的東西，這只會造成更多浪費和傷害。

家長回應：2S鄭慧婷家長
能夠將這電影中的背後含意記錄下來，表達得淋漓盡致，是用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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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路上》..........................................

間
2P 江肇峰

當這消息伴著死神的呼喚而來時，我真不敢相這份報告。這腦癌除

了剝奪我的性命，還吞噬了我的心靈。

踏出診所的第一步，眼前的景色頓時變得灰暗。遠山不再翠綠，像

是被潑了一桶灰油；雲層頓時變得死氣沉沉。看著身旁的商業大

廈，人們還忙碌工作。真不明白他們，正當壯年時，不去享受人

生，還說為未來努力。到頭來黃金時間過去了，人老了，為何不活

在當下？我在商店門前走過，走下通往地下鐵的階梯，彷彿正走下

一個無底深淵，不知前路如何，走後可能一片光明？走進列車中，

人們木無表情。上班一族為整天疲勞奔波；學生為試卷的壓力而弄

得狂躁；中產人士亦為股市商機而憂心。此時我笑了，若我放開懷

抱，接受一個月後的事情，我便是一個不需為未來的責任而憂心的

人。當等待變成享受時，周遭的事物、聲音也變得沒那麼礙眼。可

能這是一個去環遊世界的時機。

下了車，通往回家的路上，一切事物我亦會好好感受，我不會花時

間重複在同一路上。回到家，唯一令我憂心的事是我會在身邊的人

腦裏成為記憶，並伴隨他們度過餘生。果然，他們的神情無比震

驚。但只要知道靈魂的層面是不斷進化，死亡只是一條必經的路，

除了空虛寂寞外，根本沒甚麼擔心。

終結時日的迫近亦令我增添不少恐懼，隨之，恐懼和平伏互相交

替。有時反而期待探索死後的路，直至死亡的一刻才知道那到底是

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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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吳倩萍老師
死亡 ── 對一個活著的人而言，總是有一份恐懼、神秘的感覺。徘徊在死亡邊緣的
作者，難得看破紅塵，把靈魂和宇宙的奧秘視作生命的一門課。留下凡俗的一眾，
不禁反省活著的意義何在？作者寫死亡，思路跳脫，心情如騰雲駕霧，從震驚到跌
入谷底的灰暗，轉而平靜反思，至最後的豁然 ──「憧憬」死後的生命歷程。全篇
未予人半點傷感。

學生回應：1J許雅欣
文中描寫對死亡的恐懼到享受自己餘下生命的時候，過程十分細緻，用詞令讀者有
如身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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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蔡雪清老師

將自己化身成狗仔隊，必須有充份的想像力。同學不僅能做到這一點，更能運用精

簡的文句和切合人物身份的對話，把日夜跟蹤守候明星的狗仔隊寫得活靈活現，並

讓讀者有如走進現場，勾起了讀者的「八卦」心態，同時亦對狗仔隊的工作有另一

層的反思。

學生回應：2J李銘燃

不俗的文章！文章不但記叙了作者跟蹤阿 Sa 的經過，而且作者還能記下作者為糊口

而感到無奈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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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隊的一天》...................................
2S 陳凱琳

我現在的身份是「 LFC 狗仔隊」的領隊，今日的目標人物是我的偶

像。她正是二人組合 Twins 裏的阿 Sa ── 蔡卓妍！現在我就在阿

Sa 的住所附近，等候阿 Sa 的出現。由於今日阿 Sa 放假，所以一定

會有事件發生！

「阿 Sa 終於從住所裏出來了，大家準備行動！」我邊說邊在住所附

近的草叢裏悄悄地拍了幾張照片。由於阿 Sa 最愛到「小記茶餐廳」

吃招牌名菜「小記奶油多」，所以我己經準備妥當，在茶餐廳附近

等候。

「報告領隊，阿 Sa 真的叫了一客奶油多和一杯涷朱古力奶，今次有

料可寫了！」一名手足帶點不懷好意地說。我馬上問道：「為甚麼

呢？」他囂張的答道：「枉你是她的歌迷，她最近正積極減肥，你

應該知道吧？」我連忙道：「對呀！那又如何 …… 啊！奶油和凍朱

古 力 都 高 卡 路 里 的 食 物 ， 你 不 是 想 寫 她 …… 」 「 正 是 ！ 我 真 聰

明！」他自大地說道。吃一客多士也可給人大造文章？我真的不敢

相信，尤其身為阿 Sa 的歌迷，我又怎忍心偶像被人說三道四呢？可

惜我是一名狗仔隊，不做不行，真是無奈啊！

大約過了二十多分鐘，阿 Sa 從茶餐廳裏走出來，上了一輛保母車後

便走了。我馬上上公司車跟蹤她。經過半個小時的車程，到了沙田

歷史博物館，由阿 Sa 的保母下車買票，然後阿 Sa 迅速走進博物館。

由於今天是星期五，人流不多，所以她顯得輕鬆寫意，不過，即使

在室內，她也戴著一頂帽，掩蓋著半雙眼睛。她在那裏逗留了兩至

三個小時，把我們都悶透了。由於在博物館內不能拍照，我們也只

好等待了。

「她終於回家了！手足準備！」我們繼續貼身跟蹤，在她家樓下等

到晚上七時左右，終於拍到數名阿 Sa 圈中好友包括阿嬌上她的家作

客，可惜他們遲遲也不下樓。我們苦苦等待，只吃飯盒當作晚餐。

「現在已是凌晨三時了，怎麼辦？」一位等至發呆的手足說道。

「算了吧！大家收隊！」我無可奈何地答道，心想為免被老闆痛罵

一頓，唯一出路便是發揮想像力，大造文章吧！經過這一天後，我

知道原來不論是做被追訪者或是追訪別人者都是十分辛苦的事情，

我亦從此打消了做歌手或做藝人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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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隊的一天》...................................
2S 陳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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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蔡雪清老師

將自己化身成狗仔隊，必須有充份的想像力。同學不僅能做到這一點，更能運用精

簡的文句和切合人物身份的對話，把日夜跟蹤守候明星的狗仔隊寫得活靈活現，並

讓讀者有如走進現場，勾起了讀者的「八卦」心態，同時亦對狗仔隊的工作有另一

層的反思。

學生回應：2J李銘燃

不俗的文章！文章不但記叙了作者跟蹤阿 Sa 的經過，而且作者還能記下作者為糊口

而感到無奈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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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在戰火重生》................................
2P 朱穎施

看，                    

一絲絲的雲層在藍空中飄浮，                    

再沒鳥兒在森林的上空滑翔。                    

孩子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                    

能否告別戰火、地雷、殺戮？

聽，                    

戰機的機械聲劃破長空，                    

當緣起在烽火蔓延時候，                    

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哭聲滿佈、殘酷、悲慘。

嗅，                    

空氣中瀰漫着火藥的味道，                    

燒過的屍體與泥土融為一體，                    

水流經過戰火的洗禮，                    

血染、黑煙、白骨的風采。

心，                    

無論漂流到哪一個時空，                    

無論身軀走到哪一個國度，                    

也要保持一顆赤子之心，                    

也要讓愛在戰火重生。

老師回應：溫剛老師
十四歲的小詩人能對戰爭賦予這樣深刻的同情，實在難得。詩人細緻的觀察力在作
品中表露無遺，荒涼的森林、地雷、戰機、烽火、屍體、硝煙等戰爭的代名詞在作
品裏不停渲染恐怖，佈置緊張心寒的感情基調，反戰思想溢於言表。詩人擅於運用
顏色，首段蔚藍的天空和笑容燦爛的小孩子很快已被鮮血、硝煙和屍骨的大片紅
色、黑色和白色所覆蓋。喜樂與哀愁，和暖與淒涼，互相對照，讓讀者真切關注戰
爭的禍害。赤子之心和愛是消弭人間矛盾的好材料，作者對未來充滿希望。

學生回應：2J陳慈恩
這是一首關於戰爭的詩，朱同學不但用視覺、聽覺和嗅覺生動地描寫了戰地前的環
境、戰鬥時和戰爭過後的情況，到最後還提醒大家應該把愛傳遍戰爭瀰漫的地方。
這使我深感戰爭悲慘的同時，還令我重新醒悟到愛心與關懷對在戰爭中受到創傷的
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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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的碎片》.......................................
2J 徐嘉鴻

忘記的                    

究竟是甚麼

拋下的                    

我已經不會管了

過去的記憶                    

就像流水一般                    

沿着四面八方流去

流水越過了萬重山                    

越過了草原                    

越過了世界的末端                    

慢慢的　消失了

我相信                    

只要還有時間                    

我不會放棄                    

去建造新的記憶碎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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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應：溫剛老師

回憶真是十分奇妙，零零碎碎，印象有深有淺。中段的意境很壯闊，以流水這個喻

體帶領讀者馳騁於山嶺間，草原上，直至世界的邊際。雖然記憶始終會逝去，但好

好的過每一天，可以令回憶更豐富、更美麗。

學生回應：2J李佩珊

在開端運用了反問句，令讀者們有聯想的空間。這詩上半部的感情基調都是比較灰

暗的，但在詩的中部出現了個轉捩點，詩中的意思漸次明朗，給人希望。讀完這詩

後，可令讀者們有更深一層的思考，回想過去一點一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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