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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霆 軒  六 年 級  浸 信 會 呂 明 才 小 學  時 光 機 
 

  今天我起牀時，發現自己睡在一張陌生的牀上，牀的旁邊有一

個銀色的巨型物體。是一部時光機啊！我按了一個叫「七十至八十」

的按鈕，突然時光機的玻璃外面變成白光，時光機則搖來搖去。不

久，它終於停了…… 

 

  原來我回到七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

我站在街上，看不見高聳的大廈。突然我

聽到隆隆巨響，我抬頭一望，看見一架龐

大的飛機在一棟棟的舊樓的天台上飛過，

我立即被嚇得目瞪口呆。我想問途人借電

話打回家時才發現他們都沒有高科技的智

能電話。之後我便準備乘港鐵回家，但我

在街上四處尋找也找不到港鐵車站，最後

我只好乘坐巴士回家。 

 

下車後，我的肚子發出咕咕的聲音，

正想到便利店買點東西吃時，才發現附近

沒有任何便利店。我經過的都是一些家庭

式經營的小店子，店舖的老闆的笑容都很

親切。 

 

  回到家裏，我發現書桌上沒有電腦和電子遊戲機。正當我坐在

椅子上小休時，我聽到門外傳來小朋友嬉戲的笑聲，原來他們正在

玩集體遊戲：捉迷藏、射波子、跳橡皮筋……我忍不住加入其中，

與他們一起玩樂，大家你追我跑的，在追逐中我跑到走廊的盡頭，

發現牆上有一個洞，於是我跑進去…… 

 

  我睜開雙眼，躺在熟悉的牀上，才發覺：剛才只是一個夢。但

通過這個夢，我才能親身體會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是多麼的純樸：沒

有智能電話，沒有便利店，沒有港鐵……那時候，物質生活雖然沒

有我們現在的充裕，但是卻充滿着濃厚的人情味。左鄰右里的互助，

小朋友一起玩樂，雖然遊戲很簡單，但是我感覺到他們內心的快樂。

我感受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是快樂的。 

©Ywchow @ 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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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睿 恆  四 年 級  英 華 小 學  時 光 機 
 

  今天，我聽了媽媽細說兒時的經歷，因為想了解更多她小時候

的生活，於是我便乘坐時光機穿越時空。到達後，我看見四周的景

象，不禁嚇呆了：高樓大廈不見了，眼前是環境惡劣的徙置大廈。 

 
  由於徙置大廈沒有升降機，所以住在七樓的媽媽每天都要爬七

層樓上落。媽媽的家很小，不但沒有廚房，而且沒有洗手間，居然

要用公共的廚房和廁所。天啊，真讓人難以想像！外婆正在門外做

飯，勤奮的媽媽就在狹小的凳子上專心地做功課。 

 
  做完功課後，媽媽便和鄰居玩跳飛機、捉迷藏，直至華燈初

上。這麼簡單的遊戲，已令她們不亦樂乎。 

 
  晚飯時，外婆才發現家中沒有醬油，於是媽媽便向鄰居借來了

一點。外婆則盛了一大碗湯，跟鄰居分享。由於隔壁陳先生要當夜

班，外婆便請陳先生的孩子來吃飯。 

 
  飯後，外婆開始穿塑膠

花，希望多賺一點錢，幫補

生計。媽媽也幫忙穿，直至

夜幕低垂、月兒高掛才睡。

生活真艱苦啊！ 

 
  這次時光旅程，令我看

到長輩的生活環境雖然惡

劣，但仍然咬緊牙關，努力

工作，改善生活。同時，他

們更能守望相助，臉上常帶

笑容，令我體會到知足常樂

的道理。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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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家 睿  四 年 級  英 華 小 學  我 的 外 祖 父 
 

  一個寧靜的晚上，天上掛着一顆閃爍的星星，像一隻離羣的螢

火蟲，我伸手去抓它，卻怎樣也抓不住。這時，外公走到我的身

旁，說起他兒時的星空。 

 
  外公說他小時候住在新界圍村，屋子前有一小塊空地，放着幾

張破舊的椅子。那些椅子，是太公和鄰居們一起造出來的。每逢有

事，外公和鄰居們都會圍坐在那些椅子上一起討論。平日晚上，外

公和鄰居們也愛坐在那些椅子上乘涼，看着滿天繁星，說着牛郎織

女的故事。他說天上的銀河固然美不勝收，地上的溫情更是寶貴，

令人難以忘懷。 

 
  現在我抬頭望天，卻再也看不到滿天繁星的景象。為甚麼天上

的星星都跑掉了？是萬家燈火讓它們害羞得躲起來？還是火龍似的

街燈把它們嚇跑了？為甚麼家家戶戶都把家門鎖上？是怕賊人入屋

光顧？還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冷淡了？ 

 
  怎樣才能把疏離的人們拉近？從今天開始，我要打開心中的大

門，和鄰家的朋友們一起打造屬於我們的椅子，共同尋找我們心中

友愛的銀河。 

 

 

 

 

 

 

 

 

 

 

 

 

©Jason Jenkins@flickr 



5 

主辦機構 
Organized by 

捐助機構 
Funded by 

 

 

 

 

 

 

 

 

 

初中組 
 

 

 

 

 

 

 

 

 

 

 

 

 

 

 

 

 

 



6 

主辦機構 
Organized by 

捐助機構 
Funded by 

初中組冠軍 

潘 樂 晴  中 二  聖 羅 撒 書 院  一 張 舊 照 片 
 

  今早我們三代同堂到影樓拍全家福。 

 

  祖父是個精練的人，早已發覺我們一家的不耐煩。只是他仍然

和藹地笑著，一直到照片終於拍完了，他才忽然走上前來，一言不

發地遞給我一張保存得極好的舊照片。 

 

  自問，我亦非愛傷春悲秋之輩。 

 

  但當我抬首，看見那十多朵真摯燦爛的笑容，心中泛起的漣漪

居然不是甜的，而是酸的。 

 

  我問祖父這張照片的歷史，他的雙眼好像閃出了幾滴淚花；他

說：「孫啊，你知道嗎？以前到影樓拍照可是很貴的，但是，在我

的央求下，你的太爺太嫲終於軟下心來，帶了我們去拍全家福。那

是我小時候最快樂的一件事情了。」他一邊說著，一邊用眼神不時

瞥向正在看電郵的爸媽。 

 

  我忍不住追問：「當時的影樓是怎樣的呢？」 

 

  「當時的攝影機哪有現在的先進！都是老大的一部；也別談甚

麼佈景了。不過，在那時拍照片可是一件特別了不起的事，我們一

家人都笑得可燦爛了！」他說到這些情景時，神采飛揚。 

 

  我拿著照片，它的邊角因著年月的侵蝕而起皺、泛黃。它就是

一張沒甚色彩的舊照片，拿在手裏很輕，擱在心裏卻很重。 

 

  或許以往黑白的情感最可貴真實吧！在這個步伐急促的年代，

我跟爸媽即使在同一屋簷下，但談話的時間又有多少呢？ 

 

  縱使祖父那個年代生活艱苦，但是他們的笑靨，卻是那麼的快

樂。那時候的家人，可算真真正正的愛著他們的「家」。反觀我們

現在，大概是太幸福吧，以致忘掉了珍惜，忘掉了家庭，忘掉了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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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年似水，舊照片留下的不過是一剎。讓我們把那時的溫馨延

續至當下的和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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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紫妤  中三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一張舊照片 
 

  「為興建新型住宅，多處唐樓將被收購及重建……」每次聽到

這些新聞，我的心總是戚戚然，於是直接把電視關掉了。 

 
  我留意到斜立在電視旁的一幅照片，那是一張被相框牢牢地框

着的舊照片，相邊已經舊得泛黃了。當然，照片的像素比不上現在

流行的數碼相片高，但仍能清楚地看見一個稚嫩的小男孩對著鏡頭

露出真摯的笑容。男孩咧著嘴笑，雙眸微微瞇起，那就是我父親兒

時的樣子。凝視著照片，彷彿把我帶到了昔日的香港。 

 
  這是一條熙來攘往的街道，許多熱鬧的店鋪林立，抬頭便看見

各式各樣的招牌吊在半空中。街道的另一邊則是由一排唐樓整齊排

列而成的，左鄰右里聚在一起打麻將的吵鬧聲和小孩們嘻嘻哈哈的

笑聲打成一片，紛紛傳入我的耳朵。 

 
  「媽媽！給我買輛賓士吧！」照片中的男孩嚷著。 

 
  「怕了你。去一趟街口發叔的玩具店吧，上次他叫我帶你去挑

選玩具車。」話音未落，男孩便蹦蹦跳跳地走向遠方，他的母親只

好匆匆地追趕著。一晃眼，他們已被人潮呑沒了。 

 
  我想，這就是小男孩在照

片中笑得很燦爛的原因吧，這

是簡單而美好的快樂。 

 

  「轟轟轟轟轟……」刺耳

的鑽地聲把我拉回現實。樓下

的道路又要進行工程了，可怕

的噪音嚇得人們全都不敢上

街。幾個稀客的手上都拿着一

部電子產品，低著頭用急促的

步伐走路，跟身邊的人匆匆地

擦肩而過。懷舊的玩具店、充

滿人情味的唐樓在這刻都變成

歷史。 ©何紫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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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驚覺手中握著的舊照片在不知不覺間褪色，人情在不知不覺

間消散。不知從何時開始，照片中的男孩也只能懷緬過去了。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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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美 君  中 三  基 督 教 宣 道 會 宣 基 中 學  

假如我活在 60 年代 
 

  香港從匱乏年代轉入風華漸茂的日子，所走過的道路崎嶇曲折，

其中多少拼搏奮鬥的精神，都已在時光飛逝之際黯然消失了呢？ 

 

  我走進小區，看見一位「擦鞋」婆婆。她彎下身子，駝著背，

默默地擦著鞋子，散發著一股耐人尋味的神秘感。在對視的瞬間，

我才看清楚──白髮蒼顏，猶如傾吐著歲月的無情，但一對深邃眼

睛卻射出有神的目光。我鼓起了勇氣問：「婆婆，擦鞋辛苦嗎？」

她微笑：「這是我的生活，怎會辛苦呢？」我一臉疑惑。婆婆放下

手上的鞋刷說：「其實我在你這個年紀時，已經開始擦鞋了……」 

 

  隨著老婆婆的話，我彷彿置身六十年代：一個小孩子，一直走

到中區萬宜里，那裏的人衣著光鮮，也聚集了許多「擦鞋童」。小

孩子找到了好位置後，便放好鞋箱，排出鞋油、鞋刷和乾毛巾，大

聲吆喝：「擦鞋嘍，擦鞋嘍，兩毫子一對！」 

 

  我不禁疑惑：「這不是非法童工嗎？」老婆婆不以為然：「六

十年代的人們生活困難，為了維持生計，不但父母要早出晚歸，外

出工作，連孩子也要掙扎求存。為家人付出，有何不可呢？」聽到

這裏，我的臉不禁一紅，為何我留意到的，並不是那值得令人敬仰

的拼搏精神呢？  

 

  「擦擦──」，擦鞋聲打斷了我的思緒。婆婆滿布皺紋的雙手，

起勁地擦著鞋子，汗水絲絲滲出，漸漸滴滴流下，而每滴汗水都代

表著一份無比的堅毅。假如我活在六十年代，我能有他們一半的堅

毅嗎？ 

 

  在時光飛逝之際，消逝的並不只是匆匆的歲月，而是昔日同甘

共苦、拼搏奮鬥的精神，唯有我們繼續承傳下去，才不會讓香港精

神黯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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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學容  中四  廖寶珊紀念書院  昔日兒時玩意 

 
  凝望著眼前沾染著舊年代氣息的公仔紙，它們是我進入爺爺回憶

之門的通行證。爺爺說，這堆收藏品，全是他兒時珍愛的玩意，它

們曾陪伴著他，走過六十年代那貧困得接近荒蕪的歲月，讓他三餐

不繼的童年，仍可洋溢著無憂無愁的笑聲── 

 
  公仔紙上的圖案繽紛多姿，印有許多歷史人物。玩法亦很多，

如果是兩家對決，便各執一張公仔紙，然後對拍、放手，公仔紙跌

落地面，反轉的那張便輸，須歸另一方擁有；倘若是多人競賽，大

家便各自把公仔紙放在桌上，輪流使勁一拍，利用風力使公仔紙反

轉，便可贏得戰利品。 

 
  爺爺說，當年的他，是木屋

區拍公仔紙的長勝將軍，他每次

都像領軍出戰的元帥，率領著關

公、張飛、趙子龍、岳飛等名

將，力敵群雄，把花木蘭、孫悟

空、豬八戒一一收歸旗下。真是

數古今風流人物，還看公仔紙！

想當年，公仔紙被兒童視為「寶

物」，男生們經常隨身攜帶，成

為友伴間彰顯地位的象徵之一。 

 
  一張張的公仔紙，蘊藏了無

數的童趣與快樂，也為爺爺集結

了許多友誼。爺爺與友伴們每天

放學後，便全情投入公仔紙的世

界，這成為他生活裏重要的一

環，讓他忘卻種菜、煮飯跟照顧

弟妹的辛勞！ 

 
  爺爺說得興起，便即席教我

拍公仔紙。雖然時隔數十年，但爺爺依

然寶刀未老，用一張關羽，便贏了我的賈寶玉、超人跟李小龍。爺

©HKY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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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得意洋洋地說他手執良將，無人可以匹敵。我心生不忿，朝他扮

個鬼臉，高聲宣告我要畫一張天下無敵的長勝將軍，說著刷刷地在

公仔紙背面素描。半晌，我神氣地把自製的公仔紙往桌上一拍，喊

道：「看我的長勝將軍，決鬥吧！」爺爺一看，哈哈大笑，因為我

繪畫的，正是：我的爺爺！ 

 
  與爺爺玩公仔紙的時光，我們都樂得笑不攏嘴。真正的幸福，

果然是金錢買不到的，懂得珍惜的人卻唾手可得！ 

 
  爺爺的童年，物質貧乏，但精神生活卻極豐盛，朋友間的互動

性高。哪像現代，隨街都是耳塞聽筒、眼望手機的人，從牙牙學語

的嬰孩到成年人，無一例外！我們的世界，狹隘得除了手機，還是

手機！ 

 

  我驀地驚覺──跟香港普遍的小孩一樣，從小到大，我擁有過的

玩具不下百件。正因為物質豐裕，一切唾手可得，所以我們從來不

懂得珍惜。例如我五歲時最喜歡的家家酒玩具，十歲時無時無刻抱

在懷裏的米奇公仔，現在都不知哪裏去了？哪像爺爺，仍把半世紀

前的公仔紙，寶貝一樣地珍藏著──這些公仔紙，同時珍藏著的，還

有他童年的快樂笑聲！ 

 
 

 

©HKY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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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卓熙 中 五  路 德 會 協 同 中 學  破 舊 立 新 
 

  每天早上，在晨光照亮我居住的社區之前，不少街坊已經到

「龍鳳飯店」吃個早飯。「喝口茶、吃個包」仿佛是街坊鄰里早上

的例行公事，而每當我踏進店內，收銀處的蓮姨總笑著道：「你外

祖父正在忙，先坐下來吃些什麼等等他吧！」對，忘記告訴大家，

我外祖父是飯店的老闆，但他三個月前在廚房一不留神摔了跤，教

我們一家整整擔心了一個月。經一番商量後，外祖父決定退休，由

舅舅經營飯店。在外祖父休養的日子，他與我聊了很多往事，使我

對破舊立新有一番新體會。 

 

  我喝着連鎖咖啡店的咖啡，探望休養中的外祖父，眼見他用一

套古老玩兒品茗，我好奇地問他飯店如何能六十多年來也屹立不到，

他的回答是──變通。「飯店的菜單便是個好例子。」外祖父接著

説，「以往經濟不好，食客普遍較窮，菜單都以包點為主，後來物

質較富裕，菜單加入了大點、特點等較精緻、昂貴的點心。近年提

倡健康飮食，菜單又多加入一些多菜少肉的點心……」，外祖父滔

滔不絕地數算著飯店多年來如何透過變通來挽留食客，我亦逐漸明

白面對社會日新月異的轉變，靈活變通是必須的。外祖父初到香港

在製衣廠打工，後來工廠北遷，唯有另覓出路，結果機緣巧合下接

手了飯店的生意，不就這樣養活一家五口、安穩地過了數十年？外

祖父說，不少年輕人不會變通，生活上有啥挫折便倍感絕望，其實

成績不理想可以培訓專業技能、投身心儀行業；面對困難亦不只一

個解決方法，凡事都能變通，否則像個牛皮燈籠，「點極都唔明」。

我想倒也是的，人若不彈性靈活一點，遇上人生的轉折不就很容易

卡住了嗎？靈活變通的確很重要。 

     

  「但改變不就會放棄傳統嗎？」我好奇地問，外祖父靜了下來，

放下茶杯，語重心長地解釋，傳統事物必須隨時代而有所轉變，雖

然如此，亦不代表傳統會被淘汰，只要在固有事物上花點心思、發

揮創意，重新包裝再推出市場，便能抵抗時間的巨輪。以飯店近年

為例，推出了不少新派點心，如雪山叉燒包、白汁鮮竹卷等，傳統

廣東點心加上無窮創意，便能創造出迎合年輕人口味的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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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舊立新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外祖父一臉微笑問。我點了

點頭，頓時恍然大悟，破舊立新並不代表以新玩意去取替傳統，而

是在舊事物上尋求突破，結合新舊元素，從而建立出合時宜的新事

物，飯店經營如是，社會發展時，尋求進步亦如是。 

     

  外祖父説得頭頭是道，我亦不禁點起頭來，「你的咖啡快喝完

了，要喝杯茶嗎？」外祖父提着茶壺問，「好，勞駕。」我笑了笑

回應。那天下午，我不單學會品茗的藝術，更明白破舊立新的意義。 

 

 

©devanboy@flickr 

©Richard Lee@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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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季軍  

吳思穎  中五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昔日兒時玩意 
 

  整屋充滿着歡笑，很熱鬧。 

 
  我瑟縮一角，還在氣哥哥獨佔新的平板電腦。聽到親友們的對

話，都是一大群人在鬧烘烘地討論當年舊事。他們突然談論兒時的

玩意。 

 
  他們都說得興起，我聽不懂，甚麼將金鳳綁着，甚麼鬥蟋蟀。

總之，媽媽告訴我這些是爸爸和大伯們玩的遊戲。 

 
  我比較有興趣知道「跳橡皮筋」這遊戲。 

 
  長輩們開始你一言、我一語地講解。 

 
  我理解到的是把一大堆橡皮圈綁在一起，形成一條長繩，由兩

人在兩邊拉着，固定位置後，跳橡皮筋的人需要用雙腳跳跑以完成

各種規定動作。遊戲以跳繩為主，可以加入童謠配合。遊戲有分不

同程度，橡皮筋的高度會隨着玩家的能力逐漸向上提升。起初是腳

底，然後是腳踝、小腿中央、膝蓋、腰胯間、胳肢窩、肩膀、耳朵

和頭頂。 

 
  跳大繩我玩過，但是跳橡皮筋我則完全沒有接觸過。而且對我

而言，這是挺新奇、刺激的玩意。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把家中的橡皮圈綁起來，嚷着媽媽教我。

看着媽媽輕鬆地做出一連串動作，我也跟着做，卻不時會絆倒，又

會忘記步伐，原來這玩意也不是想像中的容易！ 

 
  這個遊戲也滿有趣和具挑戰性，可以兩三個知己一同玩，又可

以一大群人玩。但似乎現在…… 

 
  因為科技進步，把舊日玩意都吞噬了。走到街道上，幾乎每個

人都盯着手上的螢幕，螢幕的光勾住了人類的眼睛、人類的心。我

曾經見過一兩歲左右的小孩拿着媽媽的手提電話玩遊戲。 



17 

主辦機構 
Organized by 

捐助機構 
Funded by 

 
  連一兩歲的小孩都以科技作為娛樂，那麼也難怪舊玩意會被淘

汰。跳橡皮筋最少要有兩個人，因為這是一個群體遊戲。由於跳錯

動作便要出局，所以大家都很緊張。在跳繩時，旁觀者亦會為玩家

感到緊張，完成了會為他歡呼，失敗了會為他感到不忿。這個遊戲

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他們能共同分享快樂。可是現在，人人看

着眼前的螢幕，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沒有人與你分享。 

 
  從前，人們都愛四處跑動，蹦蹦跳跳；現在，人們都愛凝視螢

幕，專心致志。時代轉變了，以前並沒有流行電子產品，平日的娛

樂就是堆在一起玩，玩的都是一些被新時代逼退的玩意。那些舊玩

意都是温暖的，只可惜，它們都被冰冷的電子產品吞噬了。 

 
  「晚了，睡吧！」爸爸打着呵欠對還在挑戰小腿高度的我說。

哥哥抱着那部新平板電腦，眼角瞧了我一下就回房了。 

 
  晚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橡皮筋繩到最後還是會被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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