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錄目

    本學年第二期的可道校園報《道網》又跟大家

見面了。今期的內容主要報道閱讀周的活動花絮及

介紹可道全方位學習日的熱鬧情況，讓未能出席的

家長及同學們，了解當天的活動實況。另外，亦會

重溫水果日、聯校排球賽、小學時事常識問答比

賽、學習如此多紛2018  i  Generation  Hong  Kong

及家教會活動。同時，亦會向同學展示下學期同學

在不同比賽中所奪得的獎項，例如視藝比賽、舞蹈

比賽及中英文朗誦比賽等。創作園地，展示了同學

們中、英文寫作的創作能力，期望達致互相交流的

效果。同學們千萬不要錯過！熱切期待下一期《道

網》有「您」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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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目

編者
的
話

    本校於2018年3月9日（星期五）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在老師跨科協作下，讓同學走出課室，在真實的情境中，發展及

運用跨學科的知識，提昇學習趣味及建立全人發展的共通能力。

初中三級分別在3月21至23日進行全方位學習匯報，旨在讓學生

展示在研習當日的心得或成果。初中級共有四隊取得由校長和老

師評審的匯報金獎，分別是中二級介紹元朗舊墟及中三級介紹西

貢墟文化考察的組別，另設有由同學選出的最受歡迎大獎，足見

是次活動學習成果斐然。

中一最受歡迎大獎（林慧琴老師組）中一最受歡迎大獎（蕭嘉瑜老師組）

中三金獎作品：

介紹西貢客家

村落與教會的

關係

中三同學到圖書館尋找

有關西貢的資料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同學到尖沙咀考察中一同學熱情地與外國遊客交流

 中一銀獎作品：香港藝術場所的對稱學

中二同學在出發考察前，先計劃行程。

 中二金獎作品：元朗舊墟行

中二級同學為完成健康餐單的專題，

特意到元朗街市考察。

中二金獎及最受歡迎大獎

（張偉文老師組）

中三金獎作品：

英詩朗誦

中三同學去西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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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此多紛 

得獎同學及老師合照

左起：鄭國威老師  2C朱羽楊  2C張楚瑩  2C黃心儀  2C陳茵彤 

      黃育俊先生  朱建華先生

鄭老師用心指導學生向評判匯報作品 師生們正在構思作品

冠軍作品—智能警衛

  本校為一群喜愛科技，熱衷實踐，分享技術及交流的學

生，成立了「可道創客聯盟」。經多次討論及實習，終奪得由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的「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Generation 

Hong Kong」初中組冠軍及最佳創意獎，得獎作品為智能警衛及

iKey智能鎖。

2018 iGeneration Hong Kong

嗇色園董事會副主席余君慶先生蒞臨主禮，比賽完成後，來張聯校大合照。

嗇色園中學聯校女子排球比賽

冠軍戰—本校對可風

    本校於2018年3月13日主辦嗇色園中學聯校女子排球比賽。當天各屬校

包括可立﹑可風﹑可藝﹑可譽及本校的女子排球隊，雲集本校進行女子排球

交流活動。全日賽事過程緊湊，各隊爭持激烈，打氣聲此起彼落，場面熱

鬧。經過五輪賽事，比賽在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成績如下：

冠軍 : 

可風 

亞軍 : 

可道

季軍 :

 可立

可道女排合照

本校代表落力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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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一小步‧人類一大步」

閱讀周

    圖書館在2018年 5月7至11日，以「好奇一小步‧
人類一大步」為主題，一連舉辦了五天的閱讀周，精彩
活動包括：

    本校第二年舉辦的「小學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比

賽2018」已於5月5日圓滿結束。是次活動有5間小

學組隊參加。在家長及同學的支持下，各校學生於

比賽中表現卓越，讓人眼前一亮，足見各小學老師

及學生的認真與投入，為比賽下了不少苦功，而學生

在過程中亦能得著不少寶貴的知識與經驗。

全場大合照為是次比賽劃上完美句號

參賽學生與家長及老師賽後合照

小學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2018

比賽前開心留影

台下問答環節，小學同學踴躍參與

	 老師好書分享。 全年最受歡迎書籍投票。

	 作家黃虹堅女士分享會。 英文故事演繹比賽。

中文科攤位學生買手為校內同學挑選新書，

真期待快些可以在圖書館借閱！文愛玲老師在早會作

好書分享。

同學在書展選購心儀的圖書英文故事演繹比賽，

同學自創臉譜，十分有趣！

初中級同學與作家黃虹堅來個大合照，充滿愉快的氣氛！

「如果我是一本書」續寫比賽得獎作品

「如果我是一本書」續寫比賽，30名獲獎同學的文句將由修
讀視藝科的同學創作成海報，貼於校園以宣傳閱讀的樂趣。

LIBRARY CAFE 由中英文科老師在午膳向同學作好書分享
及推介。

安排兩天大型書展，更邀請每月最高借書量首三名的同
學，擔任「學生買手」，為學校添購新書。

數學、電腦、設技、生物、化學及物理科，安排與閱讀
主題相關的攤位遊戲，讓同學參與，藉以提升同學的閱
讀興趣。

Library Cafe 徐笑珍老師向同學推介中文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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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日     本年度分別於上、下學期舉行了「開心水果攤位

日」及「水果派對」，藉此推廣吃水果的益處，為師

生營造吃水果的環境，培養每天吃充足水果的習慣及

提高進食水果的份量和興趣。

    本校英文科參加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
詩詞獨誦比賽，成績優良，獲獎名單如下：

詩詞獨誦比賽亞軍  5D 黃敏嘉 

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3C 曾子晴 

優良獎名單
1C 陳彥諾  2C 黃沛妮  3C 何詠儀 

3C 黃宝林  3C 黎宝恩  3C 李紫琳  

3C 曾子晴  3C 黃佩瑩  4C 陳寶怡 

5C 葉健怡  5C 房承熹  5D 黃敏嘉 

良好獎名單
2A 李子謙   2C 王浩葦

    本校中文科參加了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的粵語及普通話組朗誦比賽，
成績優異，獲獎名單如下：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獲得季軍的同學合照獲得優良獎的同學合照 獲得良好獎的同學合照

3C曾子晴同學

5D黃敏嘉同學 英文詩詞獨誦比賽良好獎狀

英文詩詞獨誦比賽優良獎狀
英文詩詞獨誦比賽亞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獎名單 
4D 陳薏茗  4D 陳偉宗  3C 高永俊  3B 張諾詩 

3B 梁希彤  2C 李芍盈  2C 黃沛妮

良好獎名單                         
5D 周藝雋  2C 張楚瑩  2B潘麗蓉  1C余德偉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4D 何佩芝     
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5D 黃敏嘉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C 房承熹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4A 張孝賢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3C 杜卓嵐 

英文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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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投入演繹舞蹈角色，

抬腿姿勢充滿力量！

你願意與我共舞嗎？ 造型充滿青春氣息，忘我地發揮所學的舞技！

同學如仙女化身，

舞姿優美動人。

肖麗的舞衣更突顯同學靈巧的身段和
舞藝。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詹
文茵

詹文茵同學連奪兩獎，成績超卓。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邱溢樺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周穎彤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岑旻軒

    本校視藝科學生詹文茵參加由
教育局舉辦的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17/2018，獲得中學組金獎。同
時詹文茵亦在Student  of  the  year 
第37屆年度學生選舉中，在視覺藝
術界別中獲得優異獎。

    在第10屆青年視覺藝術展中，本校有6位同學在接近800位參賽學生中脫穎而出，
獲取佳績，作品亦於中央圖書館展出。

視藝比賽

第54屆學校舞蹈節

    本校舞蹈組的同學憑藉天賦
和努力，經過數月密集式的訓練
後，終在第54屆香港學校舞蹈
節比賽中獲得殊榮，令人振奮，
實是可喜可賀。相關得獎成績如
下：

中國舞（獨舞） 優等獎 5D劉嘉莉 

中國舞（群舞）

甲等獎 1A張卓瑤   1A簡樂如   1A邱溢詠   1A劉秀霞
1B謝思敏   1B胡焯琳   1B梁寶兒   1B陳淑貞
1C蔡熹旻   1C洪沂欽   1C黃鈺茜   1C潘麗蓉
2B張楚瑩   2C陳芷晴   3C李紫琳   3C葉凱蓉
3C黎宝恩   3C黃宝林   3C陳美琳   3C張咏瑜
4D何佩芝   4D胡淑華   5C劉嘉莉   5D黎施潁

現代舞（群舞）

甲等獎 2B潘麗蓉   2C張楚瑩   2C畢嘉嵐   3A劉培新 
3A劉鴻新  3C李紫琳   3C葉凱蓉   3C黎宝恩
5C陳頌明   5C葉健怡   5D胡淑華   5D劉嘉莉 
5D黎施潁  5D黃敏嘉 6D梁卓茹 

現代舞（獨舞） 甲等獎 5C陳頌明 
現代舞（雙人舞） 甲等獎 3C李紫琳 4D何佩芝  
街舞及爵士舞（三人舞）甲等獎 3A黃裕寬   3A歐陽靖宇 3A劉培新 
街舞及爵士舞（獨舞） 乙等獎 5D胡淑華

街舞及爵士舞（群舞）
乙等獎 1B陳建成 3A黃裕寬 3A伍軒成 3A潘俊佑  

3A歐陽靖宇 3A劉培新 3A林肇康 3C關升浩 

舞種 獎項 參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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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投入製作唇膏，

慢慢把口紅調出來！

家教會旅行日在吉
澳準備開餐了！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一周年》標語設計比賽 2C湯翹蔚 殿軍
5C 葉倩敏 優異

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5C 房承熹 高中組 優異獎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2017

2C黃寶儀 2C黃心儀 Formula m 中學組 一等獎
2C劉家銘 2C張楚瑩 HK智慧型循線競賽 中學組 一等獎
2C曹敏榆 2C陳茵彤 死亡平台編程大師賽 一等獎
2C黃沛妮 2C駱子風 死亡平台遙控gogo賽 一等獎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Generation Hong Kong

2C張楚瑩 2C朱羽揚
2C黃心儀 2C曹敏榆

初中組：冠軍

2C黃沛妮 2C劉家銘
2C黃寶儀 2C陳茵彤

最佳創意獎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7

6D黃雪兒   5B羅肇汶   5D林文欣   5D周藝雋    5D冼承亨 5C葉倩敏   
4A周栢穎   4A黃淑珍 4B陳俊彥   4C陳芯羽 4D羅淽晴   4D文苑梅   
3A陳卓軒   2A蔡依彤   2B葉芷媛 2B鄧灝正   2C陳茵彤   2C湯翹蔚   
2C曹敏榆   2C黃寶儀 2C黃沛妮   2C黃心儀   1A田雅淇   1B劉秀霞   
1B謝思敏   1B陳泓翰   1B黃 銣   1B甘鎧霖   1C張詠茵   1C張玉珊  
1C陳彥諾  

金獎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6D詹文茵 金獎

第10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6D詹文茵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6D周穎彤    6D邱溢樺  6C岑旻軒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6C趙靖琳  6A孫嘉宜 入圍獎

2017國際可持續旅遊發展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4D湯曉翹 香港賽1等獎
4A張孝賢   4D鍾棹琳   4C杜鈞婷 香港賽3等獎 、世界賽3等獎
4A林紀呈 香港賽2等獎
4A岑凱瑤 香港賽2等獎 、世界賽3等獎
4C陳芯羽 香港賽1等獎 、世界賽3等獎

優質教育基金20周年海報設計比賽 6D文苑華  季軍
6A孫嘉宜 優異獎

Student of the Year 年度學生選舉 6D詹文茵 視覺藝術界別―優異獎

「家」多一點愛系列比賽2017―首日封設計比賽 6A陳煒瑩  6C岑旻軒      優異獎

元朗繽紛創意嘉年華2017時裝設計比賽 6D文苑華  6D詹文茵 中學組優異獎

面具設計比賽 4A羅袓儀 優異獎
4A蔡曉彤 入圍獎

2017全港校際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大賽
2C張楚瑩 2C黃沛妮 2C劉家銘  2C駱子風  
3C何祖怡 3C楊泳玲 3C謝心恒 4C潘俊傑  
4C鄧龍輝 4D許越丞 4D黃正業

初中組優異獎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1B蔡明樂 中一組―優異獎
2C黃心儀 2C黃寶儀 中二組―二等獎
3C葉凱蓉 中三組―優異獎
4C鄧龍輝 高中組―優異獎

2017 HKAEE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全校 優異獎

屯門區分齡田徑賽

1C陳展暉 男子E組―壘球冠軍
6C陳嚼暉 男子C組―標槍季軍
5B羅肇汶 男子C組―鉛球亞軍

3B葉倩怡
女子C組―跳遠季軍
100米欄季軍、200米季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賽 2B王晉杰 男子丙組―100米及200米亞軍
6C陳嚼暉 男子甲組―標槍季軍

元朗區五人足球賽
2A鄧梓朗 2A祝正臻 2B梁子傑 2B王晉杰 2C駱子風
4A簡天齊 4B鄧梓軒

男子青年組季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羽毛球賽
2C黃沛妮  3C黃弘喆  3C杜卓嵐 
3C葉詠芝  4A葉心瑜  3B梁希彤

女子團體組―第五名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入境事務學院五日四夜挑戰營 3A徐鎮鴻 最佳學員
2B王晉杰 最佳進步學員

我的香港夢攝影比賽 4D余穎晞 中學組季軍 「網上人氣大獎」

棋道盃第八屆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3B許建樂   葉天龍   馮易豪 初中組團體亞軍
6D葉志倫  6C冼承希  6A陳伽明 
4D王毅翔  4C吳俊潔  4C鄧龍輝 
4B廖柏暉 

高中組團體冠軍

6D葉志倫 高中個人冠軍

下半年獎項
  本校除了關注學生的學業成績外，更一直致力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環境，讓學生發揮潛能，使他們有均衡發展。本校學生代表

學校參加不同範疇的比賽，包括環保、電腦、音樂、設計、資訊

科技、語文、體育及棋藝，均有傑出表現。以下為下學期部分的

學生成就：

可道中學家長教師會
家校同心 暖遍校園

       本年度家教會的活動多采多姿。首先，由家長擔任導師的

興趣班，例如縫皮革班、花瓣盒手作唇膏班、天然蚊油製作

班等，家長在各範疇增長了知識及達至聯誼的效果。

        此外，家長委員更在2017年12月20日舉辦了繽紛美食

迎聖誕，展示出精湛的烹調手藝，為本校師生製作出豐富又

美味的食物，此活動促進了老師、家長和學生間的交流和互

動，場面熱鬧而愉快。

       一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旅行日」已順利舉行，一行百

多人乘船遊覽鴨州、吉澳、東坪洲，觀賞香港獨有的天然景

色、品嘗鮮味漁村菜餚，一同舒展身心，渡過美滿的週末。

家長們拿著顏色鮮豔的唇膏
製成品，十分漂亮！

繽紛美食迎聖誕大合照，

一桌都是豐富的美食。

各家長投入準備美食，變身為廚神。

本年度家教會旅行在坪洲的大合照

家長導師用心教授皮革縫製

技巧，當中的用具真不少！

6



Hong Kong housing Vs Youth Future

  How do you view a br ighter future? Is  i t  to fol low your 
dream or purchase a house to establish a sweet home with your 
beloved? With property prices reaching dizzying heights in Hong 
Kong, teenagers face a dilemma of either choosing a house or 
their own dreams. 
  I  agree that purchasing a house is  regarded as a better 
way to have a secure future for teenagers. Of course, if they are 
determined enough to put all their efforts in saving money,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s to make their dream of owning a flat 
come true. If however, they fail to do that, marrying someone 
they love or giving bir th to children becomes unachievable. 
Hence, when teenagers graduate, the most pressing issue for 
them would be seeking a prosperous job that pays for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s on a property. 
  Th is  begets  a  quest ion .  Af ter  a l l ,  how di f f icu l t  i s  i t  to 
purchase a property? With the average salary of a fresh graduate 
from secondary school about $12000 to $ 18000; and $15000-
$30000 for those who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it is still  hard 
to pay monthly  mor tgage payments with this  salar y  range. 
According to 14 th annual  Demographia Sur vey of  2017,  the 
average home prices are 6.2 million HKD in Hong Kong. It shows 
that Hong Kong is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s to buy a flat 
in the whole world. Are we really will ing to be a ‘brick slave’ 
throughout our lives? 
  Inadverten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how keen concern 
about the housing problem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current 
measures are not enough to help the youth. The constraint is 
largely due to the shortage of land and lack of will for developing 
resident-friendly housing policie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re 
similar in economy. But in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supportive of teenagers for purchasing a property, including 
providing funds for  mor tgage payments.  I n  compar ison to 
Hong Kong, about 90% of Singaporeans own their property.  In 
contrast, even having surplus budget does not motivat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effective and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eenagers. 
  To reinforce the messag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try to balance the mismatch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so our youth 
can have a brighter future to look forward to.

Hong Kong housing issue: Will we have 
a better future by purchasing a house?

  H o u s i n g  p ro b l e m  co n j u re s  h o t  d e b a te  i n  H o n g  K o n g. 
Hongkongers are known to have been work ing hard to own 
their houses throughout their lifetimes. For us teenagers, who 
are going to face housing problems soon, we hav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hoice of following in our parents’ footsteps, 
or not. Will we have a better future by purchasing a house? What 
will our future lives in Hong Kong be and can we guarantee a 
financially stable life without owning any property?
  Undeniably,  having a proper ty is  assuring, in dire t imes 
of unemployment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onthly rent. 
Correspondingly, it  is more cost-effective if  we own a house. 
Acco rdi ng to  R at i ng an d Va luat io n  D epa r tm ent ’s  Prope r t y 
Market Statistics, the average rents by class in 2017 were $452/
m2 and the average buying price by class was $158328/m2. In 
hypothesis, for a 40 square meter house one needs to pay about 
HKD 20,000 per year or 13 mill ion for 60 years for renting as 
opposed to 6.3 mill ion for purchasing that same house at an 
average 5% interest rate per year. Thus, owning a property is 
definitely more economical than renting in the long run. 
  I n  addit ion,  proper t y  market  has  a  huge poss ibi l i t y  of 
appreciation in Hong Kong. With many creative and talented 
teenagers likely to start their own undertakings, this property 
investment could help them secure financial leverages. Hence, 
teenagers could experience less economic pressures if they own 
a house before marriage or starting a new family. 
  Unquestionably, buying a house in Hong Kong is a difficult 
target  to  achieve.  According to  14th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in 2018, Hong Kong 
has the least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he eighth straight year with 
a median multiple of 19.4. It also means Hong Kong has become 
the hardest cities in the world to buy a house. The household 
which has 3.19 million income per year needs 19.4 years to buy a 
property without any added expenses, even for food. 
  In reality, most of the graduates do not earn over twenty 
thousand an income per month so it is an unrealistic dream for 
teenagers to attain in 20 years. No teenager is will ing to put 
their valuable youth in being a slave to a property and tying 
themselves down. For today’s dynamic teenagers, living without 
the property ties and economic grunge gives them more freedom 
so they can explore the world and challenge themselves. Having 
a change of residence can be fun for some. 
  The definition of better future is  different in ever yone’s 
mind. Purchasing houses is a way to get a stable life but not the 
only way so just seize the day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The dilemma of Hong Kong teenagers: 
How housing anxiety drives us mad
  
  In today's times, the major concern of many teenagers who 
will soon find themselves in the job market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ies will be whether they could have their own piece of a 
snail shell in this city cluttered with shoe-box housing. However, 
is giving up quality life just for buying a house really the only 
golden road to future happiness? 
  First of all, considering the sustained uptrend of property 
prices in recent years, buying a house is a lucrative investment 
for any Hong Kong graduate. According to Hong Kong Economy 
Times,  with a  record increase of  a lmost  49% in  the pr ivate 
property price index in the last four years from 206.1 to 306.6 
in 2016, investment in property market has brought sustainable 
valuation to buyers’ every dollar invested -- an opportunity that 
Hong Kong graduates should not miss in view of gainful financial 
prospects in Hong Kong. Coupled with statistics provided by 
Hong Kong’s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the rental index 
in 2017 showed an upsurge of almost two-fold to 182.6 points 
from 101.8 points in 2007. It divulges the fact that renting may 
not be a viable long-term housing strategy for graduates.
  Progressively with an appreciation in median monthly income 
from main employment, graduates won’t experience economic 
pressures as their salaries increase over time. Results of a recent 
survey conducted by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show the median monthly income in 2016 was ‘$15,500,  up 
visibly by 29.2% when compared to $12,000 in 2011’,  with strong 
expectations of such rises in the future. Coupled with mortgage 
periods of 20-30 years, most graduates by the age of 50 may live-
off comfortably in their own homes after retirement. Thus, buying a 
house early seems like an astute decision. 
  Unfortunately, the reality of amassing down payment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an average-sized home is a bitter pill to 
swallow. Taking into account inflation changes historically from 
2011- 2016, the increase in median monthly income was only 9.5% 
in real terms which makes it tough for graduates to pay mortgages 
on homes in addition to past student loans.  For the last 7 years 
Hong Kong has topped ratings for the middle income housing 
unaffordability in comparison to 406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ccording to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Survey 2017; and it would 
take 18 years for a graduate without sparing expenses for food to 
afford a 500 sq. ft. property in Hong Kong. Henceforward, living 
in temporary homes such as OPod Tube Housing, Capsule Pods or 
partitioned apartments of 100 sq. ft. may be the only option left 
for most graduates; making it unbearably harder to raise a family in 
such tiny spaces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buying a house may be a decent retirement 
prospect but the risk of the property bubble bursting similar 
to the one in 1997 cannot be ignored. What ’s behind bigger 
revenues are unexpectedly greater economic, social and mental 
health risk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with shrinking living spaces. 
Therefore, balancing one’s economic conditions with stress-free 
lifestyle before adding a burden of buying a house is the silver 
shoe that graduates should wear. 

My school hero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at  Ho Dao College,  I  have met 
many different teachers. One of them, Mr. Wong, is my favourite 
teacher. To me, Mr. Wong is the best teacher who influences me a 
lot. Therefore, he is surely my hero.
  When I first met him in Form One, I was overwhelmed by a 
difficult examination. I was then so frustrated. When he knew 
about it, he talked to me and comforted me. He advised me to 
get rid of my sadness and work harder to get good results in the 
next examination. 
  From then on, I threw out the bad mood and started working 
much harder. With a lot of efforts that I put in for preparing for 
the next examination, I  finally passed. I  felt very pleased and 
immediately shared my joy with Mr. Wong. He was so pleased 
because of my positive attitude and my exceptional results.
  Since then,  whenever I  have diff icult ies,  I  ask Mr.  Wong 
for help. He is a good listener and he is always willing to give 
me a hand to deal with my problems. With his help, I can solve 
the problems confidently and successfully. So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him for his help, support and advice.
  Mr.  Wong is not only an exemplar y teacher,  but also my 
school hero.

Tokyo Adventure

  During Christmas holidays, I went on a trip 
to Tokyo with my family. We went there to have a 
nice holiday. We stayed at a traditional Japanese 
hotel for 6 days. It was very comfortable.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to was a Tokyo park. 
Anyone can have a sushi picnic in Shinjuku Gyoen 
Park under the cherry blossom trees. The view 
was very beautiful.  We bought some Japanese 
snacks there. The park was the biggest and most 
popular public park in Tokyo. 
  Next, we went to Sensoji Temple, the oldest 
Buddhist temple in Tokyo. While we were there, 
we worshipped and wished for a better future. 
The temple was huge and full of statues. Anyone 
visiting Sensoji Temple should go to the souvenir 
s h o p s  t h e r e .  Yo u  c a n  b u y  m a n y  t r a d i t i o n a l 
Japanese goods.
  We visited Tsukiji Fish Market in the morning 
of Day 3. We ate a lot of Tuna sashimi and sushi. 
The Tsukij i  Fish Market is  huge. You can see a 
real  wasabi vegetable there.  Then, we walked 
to Ginza from Tsukiji and had a fantastic ramen 
lunch at Ippudo. 

  O u r  l a s t  s to p  wa s  To k yo  Towe r.  We 
went to the top of it, which was amazing! 
Tok yo Tower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ghtseeing spots in the metropolis. 
  I t  was a nice trip.  On Day 6,  we flew 
back to Hong Kong. We were so tired but 
happy. If I visited Tokyo again, I would still 
go to these famous attractions. 

My school hero

  I have been studying at Ho Dao College for four years. I have 
met numerous kinds of teachers. Some are nice, but some are 
not. Among them, Miss Kung is the most exceptional teacher I 
have ever met. It is fortunate to have her as my teacher. She is 
my hero.
  I first met her in Form 3. She was my class teacher and English 
teacher. Now, she is still my English teacher. She is so amazing. 
During her lessons, I never feel dull because of her keen voice. Also, 
she sometimes tells us some jokes to make us laugh. I feel relaxed 
to study in her class. I love her teaching methods too. She always 
shares her experiences with us to broaden our horizons. That is why 
she makes me fall in love with English language. Because of her, I 
want to attain good results in English.
  Besides, I appreciate her because of her efforts. She always 
makes an effor t  to improve herself.  She works ver y hard to 
attend different advanced courses to better herself. She is my 
role model.
  I  wil l  never forget Miss Kung although I  would graduate 
from Ho Dao College soon. She will always be my school hero. 
Nobody can replace her.

英
文
創
作
園
地

 5C Yip Kin Yi

3C To Cheuk Laam Christy 4D Tong Hiu Kiu, Carol 4D Wong Ngai Cheung, Jackson 

5D Lam Tsz Ki, Angela

5D Tan WeiXin, 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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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我再沒有遺憾。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已經是一個中六生了，愈來

愈接近人生中最重要的大考─「中學文憑試」。寒窗苦讀多年，也

是為了應付這個考試，我不能讓同樣的錯誤重複第二次。

我在十八歲前，有兩個難關，一個是小學升中學的考試，另一

個是中學升大學的考試，可是我在第一個難關中，因為懶惰而影響

了我不能像自己的好朋友一樣，踏進心儀的中學。

還記得小六呈分試前一個月，正當大家努力溫習，把自己的心

儀中學作為目標，把握每一分一秒溫習書本的知識，進行最後的衝

刺時，我到底在哪裏呢？天天拿着書本背讀？還是每天到圖書館溫

習？其實通通都不是，這一個月對全港的小六生也很重要的日子，

我卻用來吃、喝、玩、樂。雖說一個月的時間不多也不少，但我從

來都沒有用過一分一秒放在學業上。直到考試完結後，回想起考試

時很多題目都不懂作答，終日感到惶恐不安，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到了公佈成績當天，要揭曉每一位同學將進入哪一所學校，我

看見好朋友成功考進了心儀的中學，興奮得大叫大嚷。相反，我卻

進了一間自己不是太喜歡的中學，便放聲哭了起來，朋友們都過來

安慰我，但歸根究柢，只能怪責自己不好好溫習，哭也無補於事。

六年前所犯的錯，到了現在我仍然歷歷在目，就是因為自己的

不努力，令我在人生的第一個難關留下遺憾。到了現在，我時時刻

刻努力學習，準備一個月後的文憑考試，希望能順利闖過，我決不

能再讓自己重蹈覆轍。

考試終於來臨，當天我十分緊張，身上背負著的擔子比其他人

重，壓力自然也比較大，但最終我仍然咬緊牙關，順利完成考試，

現在只能等待結果公佈。考試終於完結，所以我可以放鬆心情，吃

吃小食，玩玩遊戲機了，努力了六年，未曾有時間好好休息，現在

總算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心想︰如果當初我決定先苦後甜，先努力

溫習，考試完了才休息，結果會不會有所改變尼？但是沒有辦法得

知，因為時間一去不復返。

終於到了中學文憑試公佈結果，每一位學生都十分緊張，包括

我在內，在家人的陪同下，收取由教育局派發的成績單。我的文憑

試成績不算很差，但最終仍然考進不了大學，家人害怕我接受不了

這個結果，立即安慰我說︰「這六年你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不

要傷心呀！」我回想起這六年每天溫習的場景，心情確實有些難受

和失落，但我並沒有像六年前一樣痛哭，臉上沒有淚水，情緒尚算

平復，爸爸好奇一問︰「為甚麼你的心情和六年前不同的呢？」我

說︰「雖然我進不了大學，但我知道自己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即使

今次失敗，我雖敗猶榮，問心無愧！」

縱然我再次嘗到失敗的滋味，但這一次，我再沒有遺憾了！

路     

有人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是啊，路在腳上，需要我們腳踏實地，持之以恆地去走，最終開創

出一條屬於我們自己的路，並享受沿途中的風景。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句話說明了讀書勤

奮最重要，而學習是沒有終點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學習是沒有路

的，需要我們自己去探索、去開創。有的人學習到一半便因勞累而

放棄，那麼，半途而廢便是他的路；而有的人學習雖遇到挫折，但

他勇於面對，最終克服挫折，繼續前進，那麼，堅持不懈便是他的

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但能到達得多遠，卻取決於人的態度。選擇

放棄的人，等待他的便是失敗；而選擇堅持的人，迎接他的卻是成

功。因此，無論在哪個領域？都應該堅持不懈，才能開創出一條走

向成功的道路。

人生亦是如此，需要我們去開創一條既屬於且適合自己的道

路。在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許多碰碰撞撞，甚至會遇到障礙，擋住了

我們的路，而我們要做的便是解決障礙，乘風破浪，繼續走下去，

最終能夠到達心目中的終點，完成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但

獲得了成功，而且亦享受了沿途的風景，享受了克服難關後的喜

悅，高興至極。但是人生路不只是需要我們自己去開拓，更需要我

們下定決心走下來才可以到達彼岸，到達終點。有決心才可能開創

出道路，因為成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條條大路通羅馬，雖然這樣說，但是每條路都有許許多多交叉

口，這時便需要我們不斷的去嘗試，探索，最終才能發現通往羅馬

的道路，發現了不一定能到達，還需要我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

走，矢志不渝地走，最終我們才可以到達羅馬，發現到另一種美，

體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付出才有收穫，開創出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亦絕非易事，反

需要借鑒他人的經驗，還需要自己的努力，成功並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而是需要長久的累積與付出，體驗過過程中的艱辛，方能享

受到成功後的喜悅，所謂的先苦後甜莫不就是這個道理了。

是的，地上本沒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此我們需要

下決心嘗試，一步一腳印，最終創出一條路並到達目的地，享受那

沿途中與眾不同的風景！

重臨舊地，面對變遷有感。   

離開幾年後，今天再次踏足這個我曾經熟悉的地點，心中難免

泛起觸動。

這條我曾經每天都要經過的街道已經變化了不少，曾經的街道

小店早已變成了霸道的商場，曾經行駛在這街道的悠閑單車早已變

成匆匆忙忙的汽車，曾經那些熟悉的人也不復存在了… …看到這般

繁華的景象，心中沒有太多的高興，更多的是感慨。

記得上小學時，這條街道是很多人每天的必經之路。我也很喜

歡走這條路去上學，因為它寬敞、熱鬧。和路過的人噓寒問暖，互

相問候，心情也會變得輕鬆。久而久之，凡是經過這街道的人，都

無所不談。於是在這街上，我學會了與人交流。

又記得在那條街道的盡頭，有一家雜貨店。店鋪外牆的磚塊剝

落了幾塊，門外也沒有太多的裝飾，只掛着一副舊刻着店名的牌，

顯得特別有歷史感。這間破舊的雜貨店的裏頭不大，但卻裝着很多

貨品，凡所應有，無所不有。而店裏只有一位老頭子，他為人善

良，待人和藹。每天就在店裏獨自打理，悠哉遊哉，自得其樂。

小時候最喜歡去這間雜貨店了，因為老頭子看到我總會和我閑

聊，聊的無非都是些小雜碎的事。我總是問他類似為什麼水是透明

的？鳥為甚麼會飛？這樣的問題，有煩惱也會向他傾訴。他從來不

會覺得我煩，而是一一細心地為我解答那些問題，幫我分担煩惱，

就像我的家人一樣。有時客人到他店裏買東西忘了帶錢，他也會讓

客人賒賬，甚至有時一些便宜的東西他會直接送給客人。為人慷慨

的他和那條街的人關係都很好，所以獨自一人的他從未感到孤獨。

於是在這街道中，我體會到了人情味。

幾年後的今天，這條街道已經變了許多。街道兩旁都是各種花

樣的商店、商場，琳琅滿目的貨品讓人應接不暇，街道上的人也多

了很多，整條街道透露出城市化的氣息。即使如此，我懷念的還是

舊時回憶裏的那條街道啊！

長大後，我明白了水為甚麼是透明的，也懂得了鳥為什麼會

飛，更不會再問別人那些低端的問題。雖然商場很大，新鮮事物很

多，但獨自走在裏面卻感到了無比的空虛；街道上的人雖然很多但

卻沒有人會互相打招呼，噓寒問暖，人們只是顧着購物，沒有一點

交流；如此龐大的商場，人們即使購物時差了半毫錢也不行，更不

用說可以賒賬了… … 這一切的改變，都讓我感覺到這條街道是多麼

陌生，這裏的人們是多麼冷漠。

而以前噓寒問暖的路人，老頭子與我相處的時光以及像雜貨店

一樣的店鋪。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 …只能藏在心底。舊時有

關那街道的回憶，也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說：「在現今社會中，創意較勤奮重要。」

你對這句話有甚麼看法？  

什麼是成功？成功的因素是什麼？踏入千禧世代，不少年輕

人着重創業，因此有人說︰「創意較勤奮重要。」這句話像是埋

沒了年輕人所作的努力，成功的必需元素就是勤奮，甚至比一切

都更重要。

一個有創意和勇敢創新的人一定比只會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人

更容易成功，可是一個不勤奮的人即使有無限創意都只會是空想，

這是因為要把創意變成真實需要一定的努力。創意只是助我們邁向

成功的一條捷徑；而勤奮是走這條捷徑的工具。假如沒有工具，就

走不上這條捷徑，那麼「創意」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因此勤奮一定

比創意更為重要。

就像曾流行一時的冰皮月餅。以往的中秋節都只有白蓮蓉月

餅。商家認為每一家餅店都在賣同一款月餅，毫無新意，於是想到

把冰淇淋與月餅結合，創出全新口味的冰皮月餅，因為中秋節的天

氣仍然十分炎熱，因此以冰皮月餅作為賣點，無論什麼年齡層的人

都喜歡這種冰涼和甜甜的味道。但把白蓮蓉轉成其他東西，不會像

冰淇淋一樣容易因受壓而改變形狀，最后以糯米製作外皮。這個看

似簡單的步驟卻困擾製作者多時，他們嘗試過上百次研製冰皮月餅

的方法，失敗過不少次。最后把食譜改良再改良才研製出這種入口

即溶的冰皮月餅。可見商家有創意想出冰皮月餅，亦要經過無數的

努力才能把創意變成事實。

阿里爸爸創辦人馬雲希望把購物變成足不出戶都能完成的活

動，於是以網購作為賣點，開設淘寶。馬雲之前從未有人想過購物

都可以在網上進行，馬雲這個逆天的奇思妙想，似乎根本沒法實

現。他以自身努力把書讀完，再白手開設自己的公司，因為在他之

前從未有人做過這件事，在技術上他沒有前人指點，在業務上他只

能靠着自己來找生意，這種堅毅不屈的精神就是導致他成功的一個

主要元素。這時候人人都以傳統方式購物，他大胆創新地以網購代

替它，就是馬雲打開了電子網購的大門，開設了另一片「藍海」。

假如他只是空想，而缺乏勤奮，根本不會有現在的網購年代，創意

而不努力，就像失去翅膀的火鳥，永遠飛不起來。

有人說︰「有創意的人都是希望創業，而這時候自己已是老

闆，其他事情可交給員工，何須勤奮？」在業務剛開展時研究工作

可交給員工，但作為老闆必須親自找客戶，找贊助，並非老闆就是

最閒的，反而作為老闆應是最勤奮的，否則如何管理自己的員工？

假如所有人都為老闆而奔走效力，但老闆反而每天只顧吃喝玩樂，

這樣的老闆根本不可能管理好一間公司，因此沒有勤奮的態度，即

使成功亦只是曇花一現，亦只會轉瞬即逝。

創意是一輛飛機，而勤奮就是飛機的引擎，有創意而不勤奮就

是失去引擎的飛機，毫無用處，只有創意加上勤奮才能令一架飛機

遨遊於天際。世上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努力才能完成，工作如是，創

新亦如是，天行健，人亦當自強不息。

珍惜眼前人   

韶華易逝，紅顏易老。時間是殘酷的，它

從不給人第二次機會。時間也是溫柔的，它給每

個人都以相同的機會去體驗。古語有句「莫叫美

人見白頭」，當美麗不再永恆，我們回憶起當初

的美麗時便只有唏噓。時間的洪流滾滾前去，我

們被裹挾着，手裏緊緊抓住記憶的流沙，到達終

點，才發現沙礫已流逝在不可抗逆的洪流之中，

無法挽回。

小時候的我，輕易地對朋友說出「永遠」

兩個字，彷彿永遠不會察覺有校服不合身的一天

到來。上課，是可以任由思緒遨遊的時光，下

課，則屬於沙地和弄髒的雙手。和朋友在一起，

可是有說不盡的笑話和嬉戲，在陽光明媚下手牽

着手，不會有烏雲密佈的一刻。一起上學，一起

回家，牽着的手即使因為燙得手心冒汗也不願甩

開。我們笑着說彼此是永遠的好朋友，彷彿一句

咒語，話一出口，魔法便會生效。

可惜，我們都不是童話故事中的主人翁，

魔法並沒有奏效。曾幾何時，我們開始為小事爭

吵，也許是因為沒有一起參加同樣的小組活動，

也許是因為借了東西卻不慎損壞，也許是因為不

經意間說了重話。友誼的扁舟在翻騰的波濤裏終

於擱淺。我們互相寫了絕交書，大大的「絕交」

二字彷彿在嘲笑着我們以往歡天喜地分食冰淇淋

的時光。昨天，我們一早約定要做永遠的朋友，

此刻，卻發誓今生今世不再是朋友。

一別經年，時光荏苒，如白駒過隙。我們仍

然默默守着彼此最後的約定。當年的一時意氣早

已消散，回首卻滿目瘡痍。在沒有她的日子裏，

我不斷在尋找可以再一次讓我緊握的手，卻已無

從牽起。我在凡塵俗世中摸爬滾打，練就了一身

的圓滑世故，再也無法找回當初那份赤誠的心。若是當時我們彼此

能更珍視這段友誼，結局會不會不一樣？

我們錯過了那麼多時間，原來姹紫嫣紅開遍，都付與斷井頹垣。

友情如是，親情亦如是。

當我還是個不被家長接送會被非議的小學生時，上下學常常由

父親騎着一輛既過時又高大的自行車接送。每當我坐在前方，父親

騎着車，於顛簸的路上下坡時，左搖右擺，像坐過山車般刺激。颯

颯清風輕柔地吹動我的髮絲，加上背後有父親寬闊的胸膛支撐着，

讓我感到舒適和安穩。朝七晚六，父親風雨不改，管接管送，相信

不僅是一種堅持、信念，還是源於對生命託付着的一份關愛、責

任。直到有一天……

「你爸怎麼騎一輛那樣的破車啊！」

同學語帶嘲弄的話如同驚雷，把我震得臉如紅燭。我唯有訕

笑，半句話也答不上。

從那以後，我開始常常找藉口推辭，或是自己提早出門。漸

漸地，我家門前那道寬闊的車道上，不再聽見父親醇厚的訓誨，不

再聽到我被逗得嘻哈大笑的歡聲，我的髮絲亦不再飛揚，妥妥貼貼

的，不甚舒暢。

到了今天，父親已是古稀之年，行動不便，已無法再騎自行

車了，眼前的他，只有髮上縷縷的銀絲和臉上乾癟的皺紋。我多麼

想微風吹起我的頭髮，讓我想起那些如同暈染在紙上的淚痕般的回

憶。若是當時我能珍惜這段父女情，結局會不會不一樣？

怨憎會，愛別離，人的痛苦總離不開這六個字。可是真要等到

失去時，才懂得甚麼叫「珍惜」嗎？我站在時間長河的這端回首，

卻得到了答案。

或許人生中最重要的是珍惜現在、珍惜當下，正如「花開堪折

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美好是那麼輕易流逝，難道我們不更

應該抓緊能擁有它的一剎，並沉醉其中嗎？不要等到它悄然消逝時

才生出桃花依舊，人面全非的感慨。

這一次，我站在時間洪流的盡頭驀然回首，卻已不再為流沙消

逝於掌心而難過。因為，我已經見過它發放着最美的閃光。此情此

景讓我深切明白何謂珍惜。

《道網》徵稿
校園報《道網》每學年出版兩期，第二十一期將於1月

份出版。其中「投稿園地」現誠邀各位同學踴躍發表作品，

中、英文均可，類別、字數不限，來稿者請註明姓名和班

別，方便聯絡。稿件請電郵至mail@hodao.edu.hk，註明「校

園報投稿」，截稿日期為10月28日。另外，如想取得更多本

校資訊，亦可瀏覽本校網頁：http://www.hodao.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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