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冬季，九龍東潮人聯會、香港潮商互助社聯合舉辦「全城抗毒，

奏出健康新潮人」抗毒宣傳徵文比賽。由於此項比賽具有社會意義，所以

全校所有中國語文科老師皆鼓勵同學踴躍參與。全校同學的參賽作品甚

多，亦不乏有創意之作品。經主辦機構評選之後，有多位同學獲得獎項，

現將獲獎同學名單及獎項列述如下：

組別 班別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初

中

組

1C 鍾惠掌 不解之謎 一等獎（冠軍）

2E 鄒浩英 毒品為禍 二等獎（亞軍）

1C 吳曉儀 活出時尚人生 三等獎（季軍）

1D 譚寶苗 全城抗毒，奏出健康新潮人 入圍獎

3A 黃凱珊 死神的呼喚 入圍獎

3A 吳嘉輝 前途盡毀，遺憾一生 入圍獎

3C 許燕芬 毒海回頭，沿途有愛 入圍獎

1D 陳森杰 全城抗毒，奏出健康新潮人 入圍獎

高

中

組

4A 蔡曼曼 全城抗毒，奏出健康新潮人 二等獎（亞軍）

4F 鄧永健 “潮”人新解 三等獎（季軍）

5B 庄亮亮 不可一不可再 入圍獎

4E 卓木海 到底怎麼了？ 入圍獎

卓木海同學原籍廣東省汕尾市，於去年8月來港定居，入讀我校4E
班，學業成績名列前茅。除了研習學科知識外，卓同學平日喜愛閱讀，

且努力鑽研寫作之道。本學年中，卓同學先後參加了三項校外寫作比

賽，皆獲得獎項：

4E卓木海才思敏捷作品辭藻瑰麗富想像
本學年參加校外寫作比賽榮獲三大獎項

香港傑青呂宇俊先生帶領禁毒大使
（3A 班代表）一起宣讀禁毒誓詞

3C班的Smart Teen所設計的禁毒攤位
參加者反應熱烈

右起：3A黃凱珊、3A吳嘉輝、3C許燕芬、
1D陳森杰、1D譚寶苗

5C黃梓軒（最右）代表男子街舞隊
接受擔任表演的感謝狀

頒獎典禮於1月31日下午假九龍公

園露天廣場舉行。我校同學除了出席頒

獎典禮外，亦設計了一個宣傳禁毒的攤

位。男子街舞隊亦在頒獎禮舉行後表演

街舞助興。吳校長亦於當天蒞臨會場，

並頒發部分獎項。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獲得獎項

洲立影片發行
（香港）有限公司

《聖誕魔幻頌》
閱讀報告比賽

高中組冠軍

九龍潮人聯會 全城抗毒，奏出
健康新潮人

入圍獎

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

第 21屆中學生
好書龍虎榜讀後
感寫作比賽

校內作品推薦獎
（高級組）

我們相信卓同學能奮進不懈，日後再度獲取輝煌

的賽果！

黃威雄老師

吳校長頒發
閱讀比賽獎予卓木海

吳校長頒發學科優異獎予卓木海（左一）

我校同學參加全城抗毒徵文比賽賽果輝煌

12名同學獲獎作品主旨鮮明貼近生活具創意
曹美嫻老師

4E卓木海、5B庄亮亮

1C吳曉儀

4A蔡曼曼 1C鍾惠掌 3C許燕芬

晨曦會到本校宣揚禁毒訊息

各老師也呼籲同學要「向毒品說不」

出版顧問：	吳道邦校長

製作指導：	黃威雄老師

	 陳月華老師

製	 	 作：	校刊編輯組

承	 	 印：	忠誠排字植字公司	 電話：25280745

2E鄒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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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家長教師會舉辦「春日親子樂悠遊」的郊遊活動。首先，我們先到香
港第二大的水塘——船灣淡水湖遊覽，其中最有特色光是為儲水而建的堤壩。在堤壩

兩邊都有著優雅醉人的風景，有不少老師、同學和家長一起在這裡拍照留念呢！

離開這裡後，我們便到了第二站上水「鴻陶豆品廠」。我們在這裡品嚐了新鮮的

豆腐花和豆漿，由於是任飲任食的，我們都吃得十分起勁。

飽嚐豆品後，我們到了香港名牌麵廠——「壽桃麵廠」。廠內的講解員為我們介

紹了不少麵的種類和製造過程，這種機會實在非常難得。大家更可在這裡自由選購，

我們都滿載而歸地離開麵廠呢！

中午，我們到了流浮山歡樂酒家共享一頓豐富的午餐。在午餐過程中，有令人緊

張的抽獎環節，每位參加者都熱切期盼自己可以得到獎品。得獎的人固然高興，沒被

抽中的人也都十分投入於歡愉的氣氛之中。

最後，我們漫步屯門黃金海岸和蒙馬特廣場，這裡販賣著很多手工藝製品，它們

都十分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

在這個旅程中，大家在視覺上看到了很多平素很少有機會見識的事物，在味覺上

也品嚐了很多美味可口的食物，留下了種種美好的回憶，我相信這些回憶都是令人難

以忘懷的。

家長教師會  葉佩媚副主席

學校家長教師會春遊的日子定在三月

二十一日。那天大清早，我高高興興的回到學

校。回到學校，我看到了非常和諧溫馨的場

面，同學們和自己的家長依靠在一起，有說有

笑的。有的同學與好朋友在一起，有的家長在

遊玩的時候也忘不了自己孩子的學習情況，追

着老師問過不停。

首先，我去到點名處報到，我沒想到報到

後，家長教師會竟然細心地為我們準備了水、

紙巾、餅乾等禮物包，老師們真細心。約九時

十五分，我便跟著大隊出發了！

我們去了幾個景點，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豆品廠。在豆品廠內，我們可以任吃豆腐花

和喝豆漿。那裡還有其他便宜的豆品售賣，我

也買了一些送給媽媽品嚐，味道也不錯的呢。

最後一站——黃金海岸，那裡有很多漂亮

的藝術品，我很喜歡呢！

逛過蒙馬特廣場後，我們的旅程就結束

了。我真的很開心，我覺得今次的春遊真的很

好玩。下一次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春日旅行，我

一定會再去參加！

嚐
罷
海
鮮
宴
，

再
遊
海
味
街
。

親子一天遊五大環節安排妥善洋溢溫馨歡樂
任吃豆品流浮山嚐海鮮黃金海岸體驗藝術氣息

2B 麥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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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又名「赤口」，傳統上來說，該天

不宜拜年，但對現今的都市人而言，那又何需迷

信，何需避忌，何需迂腐呢？

一大清早，我和數位知己—學生、舊生及同

事取過生果後，便結伴返回學校去，為何？我們

眾人皆懷着期待的心情向校監、校長拜年，互說

祝賀說話，祈求來年萬事勝意，事事順境。「恭

喜發財」、「新年快樂」歡欣喜樂的聲音有如炮

竹在總務處此起彼落地響起，我們一班「天真瀾

漫」的「大細路」便朝向校監家居進發。

一推開門後，這充滿新年氣氛的擺設佈置確

使我感到份外溫暖，有嫣紅吐艷的桃花，有寫上

吉祥字句的揮春，還有芬芳撲鼻的賀年食品。我最期待品

嚐的是每年港府高官送給校監的香軟椰汁年糕呢！

「Good Morning, Mrs TU! Kung Hei Fat Choi, 

healthy and happy forever!」忽然仿如轉了明珠台般，中

文科老師也要破例說說英語了！校監雖然較瘦弱，但精神

飽滿，看看她的衣飾——身穿紅棉襖，手戴金指環，相信

她也期望接待我們。素來熱情的她，急不及待吩咐女傭倒

茶煎糕，她更安排座位給我們。聚會中，各人邊吃邊說，

談笑風生，互訴近

況，校監也仿如開了

個高峰會談，不是跟

這班老師聊天，便是

與這群舊生閒談，確

是忙過不休，但一年

一次那又何妨呢！雖

然是短短的兩小時，

這喜悅熱鬧的氣氛卻

歷歷在目。

金禮賢老師

去年2009年11月27日，學校總動員為慕光慶祝56歲生日。
我很榮幸自己能成為其中一個出力的分子。感覺，很好！心裡，充滿喜樂。

當我看見同學們贏得校友會攤位的獎品時，他們那個滿足的表情，那種喜樂

是由心裡發出來的。當我看見同學們在我有份負責的校友會攤位排隊玩完一次又

一次時，那喜樂更是加倍。

玩攤位時的你，有否同樣充滿喜樂？

回想自己就讀預科時在慕光參與校慶的日子裡，腦裡出現的畫面盡是一個個

帶著甜美笑容的同學臉孔。

那回憶，充滿甜味！

記憶裡，每一位同學都很投入校慶日的聚餐、大食會、才藝表演、班的團體

活動，校慶日真是一個讓同學們及師生增進彼此認識的日子。

校慶日當天，我有幸成為1D班的聚餐嘉賓。跟著他們一起玩Bingo，一起進
餐，我被他們的熱情包圍著，深深感受到他們因投入校慶活動的快樂。昔日，今

日的校慶日，參與其中，總是叫人快慰的。同學們臉上的笑容，不正是快樂滿足

的表現嗎？

56個年頭過去，慕光仍然屹立，默默地作育英才，這是多難得的一件事！

美食當前，確實令人垂涎欲滴！

男士們虎虎生威。

女士們龍精虎猛。

學生們歡天喜地向校監道賀。

李碧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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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一向予人沉悶、乏味、蘊藏高深學問的感覺。其

實，閱讀的旅途一樣可以輕省自如、充滿趣味、自在消閒

的。

本年度閱讀週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至八日圓滿舉

行。本年度主題為「閱讀——從漫畫開始」，就是要向同學

們推廣閱讀一個重要的訊息：閱讀不是想像中沉重，一樣

可以輕裝上路。故此，開展閱讀旅程的第一步，可以輕輕

鬆鬆，走出文字的框框，我們就選取了同學們都感興趣的主

題——「漫畫」。本年度我們特別揀選了梁進先生的「阿呢

漫畫系列」作閱讀主題。梁先生的漫畫取自生活趣事，可令

同學們閱讀時感到輕省而有趣。

閱讀週其中一個重點活動是「親炙作家講座」，我們邀

請了「阿呢」漫畫系列的作者。梁進先生到校演講，主題為

《尋覓夢想》。席間，梁先生講述他自美國回港後成為漫畫

家的經過，勉勵同學「只要有夢想，凡事必可實現」，鼓勵

我們要多「發夢」，但同時要努力不懈，把所發的「夢」成

真。最後，梁先生更即場繪畫他的漫畫主角「阿呢」送給同

學，令在場同學興奮不已；而梁先生繪畫漫畫的技巧更贏得

得全場同學的掌聲。

同學於講座後向梁先生
「索畫」留念

梁進先生筆下的主角
「阿呢」與「豬仔錢罌」

組別 班別 / 姓名 參賽歌曲 獎項

獨唱組 7A吳滶霖 一千個傷心的理由 冠軍

5B卓祉君 雙冠軍 亞軍

7B陳穎姮 逼得太緊 季軍

合唱組 4F鍾鏗梨　王曉玲 愛呢 冠軍

7B吳滶霖　5D余家文 千里之外 亞軍

7B孫偉立　羅康文 大開眼戒 季軍

獨唱組冠軍——
7B吳滶霖

合唱組冠軍——4F鍾鏗梨、王曉玲

校友李蘊高歌一曲

財神大派糖果 財神與校長合照

評判——蔡副校長、
吳校長、譚主任

2月10日，我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是次比賽由本校的學生會主

辦。當天有18隊隊伍晉身決賽，而評判分別有吳道邦校長、蔡明康副校長及

譚兆權老師。司儀方面則由學生會的幹事彭信義、陳國培、鄧偉均同學擔任。

當天的比賽十分激列，當中鍾鏗梨（4F）和王曉玲（4F）以大熱的姿態

勝出合唱組。至於獨唱組別，則由吳滶霖（7B）同學勝出。在比賽中段，學

生會更為大家安排了「超人打怪獸」及「財神派糖」的特備節目。當學生會成

員上台表演時，現場觀眾都表現得十分興奮。其中一位超人跳「Moonwalk」

時，更引起全場歡呼！

在比賽的尾聲，現場突然出現

了一位特別嘉賓——李蘊。李蘊畢

業於我校，當天，她在百忙中抽空

回校表演，實在難得。其間她更與

一眾師生合唱賀年歌曲，預早和母

校師生拜早年。當天的比賽也在一

眾師生合唱和財神的祝福下，圓滿結束。

歌唱比賽歲暮舉行禮堂樂韻悠揚繚繞
校友李蘊應邀表演與師生合唱賀年歌
超人打怪獸財神派糖節目全場歡呼

6A 歐陽瑋  柯玉兒

著名漫畫家梁進先生蒞臨我校演說創作歷程
即席繪畫漫畫主角勉同學努力不懈實現夢想

袁詠儀老師

梁進先生於本校禮堂
分享成為漫畫家的歷程

梁進先生即席示範繪畫「阿呢」

梁進先生的畫表達對本校邀請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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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吳施敏

日前青海省玉樹縣發生大地震，災情嚴重。因此，全港工商業各

界及市民皆熱心於籌募善款，以協助災民。我校師生當仁不讓，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老師在短時間內展開募捐行動，主要形式為：1.老師直接捐
款。2.發出家長信，籲請家長捐款。3.同學將善款放入善款箱。4.禮堂內
進行教師大合唱，由吳校長按照參與教師的數目捐款。

經過點核，至5月10日為止，我校師生及家長的善款總額為$34,820
元，將以最快速的時間透過有

關機構送達災區。

今次捐款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證明了我校的老師、家長

及同學充分發揮了仁愛精神及

對國家事務的關心！

1月9日及13日，我校在斧山道運動場舉辦陸運會。9時15分，同學們
在場內井然有序地排隊。隨着同學都安坐在看台後，第一場比賽正

式展開⋯⋯

第一項比賽是一百米跨欄，參賽同學如離弦之箭向着終點飛奔

而去。看台上的同學不斷歡呼喝采，一面用力地拍打着手上的「打

氣棒」，一面大聲地喊着口號，有些則專注地欣賞賽事。

同學們都十分踴躍參與比賽，約有500位運動健將接二連三地在
運動場上揮灑汗水，使同學們在看台上的打氣聲不絕於耳。其中以

下午舉行的師生接力賽、友校接力賽和四社啦啦隊跳舞比賽最為矚

目！

師生接力賽中，老師隊和四社學生代表的隊伍在跑道上互相角

力，看台上的喝采聲在參賽者愈接近終點時，聲音愈大。最後，由

光社學生代表奪得冠軍。

接下來是友校接力比賽，除了我校之外，有聖道迦南書院、

基智中學、瑪利諾中學、觀塘功樂官立中學和佛教何南金中學。這

次比賽還有首次舉行的女子友校接力比賽，我校的女子隊更贏得冠

軍，而我校男子隊則榮獲亞軍。

最後，是四社啦啦隊跳舞比賽，啦啦隊在音樂聲

中翩翩起舞，舞姿曼妙之餘，更增添了屬於青少年獨

有的活力和朝氣。最後，由穿着藍色舞衣的愛社啦啦

隊獲得冠軍，明社啦啦隊獲亞軍，而光社和理社啦啦

隊可謂旗鼓相當，他們都獲得優異獎。

下午四時正，陸運會完結了！看向澄明的藍天，

我彷彿還看見運動員比賽時的身影，和聽到坐在看台

上同學的打氣聲⋯⋯

校刊編輯組

預科級班際冠軍7B班

友校田徑邀請賽男子組第2名
慕光英文書院

友校田徑邀請賽男子組第3名
何南金中學

女子乙組全場冠軍
盧莉珊

女子甲組全場冠軍
羅倩琳

男子甲組全場冠軍
趙啟東

男子乙組全場冠軍
吳柏軒

男子丙組全場冠軍
施天平

光社啦啦隊 理社啦啦隊 明社啦啦隊愛社啦啦隊

校運會五百健兒精神抖擻悉力參賽高潮迭起
啦啦隊花式表演愛社隊列整齊舞姿優美奪冠
友校田徑邀請賽爭持激烈全場吶喊打氣
男子組冠軍：瑪利諾高中書院　女子組冠軍：慕光英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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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宏主任頒發學業進步獎予布民豪（右三）

我認為學習語言的不二法門，莫過於使其融於生活。寫作乃語言的表

達方式之一。

寫作於生活上的融合，就彷似人與大自然的融合，著重於三個過程——

吸收，消化及釋放。「吸收」是指閱歷，「消化」是指思考，「釋放」則是

指日常的練習。

閱讀與思考並重

古人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可見閱讀對於寫作有莫大裨益，但閱

讀對寫作最大的裨益不在於文辭，而是在於

內容。唐宋古文運動乃至新文學運動都提倡

文以載道，言之有物。要觸動人心，啟發人

智，不在於華麗的辭藻，而在於獨到的內

容。在我們生命中，閱歷會很有限，卻能從

閱讀中吸收無限的經歷，然後揮灑於紙上，

豐富內容。

但是，閱讀要得宜，才能收事半功倍

之效。何謂閱讀得宜呢？重點在於思考。孔

子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

大概已詮釋了這一切。閱讀而不思考就如左

耳入右耳出，唯有經過思考，才能把閱讀的

內容消化，從而舉一反三。閱讀的「量」並

不重要，「質」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由此

可見，閱讀與思考是相輔相成的，閱歷也如

是。

吸納詞彙，運用修辭技巧

現今科技先進，書籍不再是傳輸文字的唯一媒介。記

得小時候看新聞報導，我特別留意字幕，這些字幕就幾乎

奠定了我字庫的基礎。因此，日常生活中很多平台亦能供

我們練習寫作，例如網上日記和網上討論區。基本步驟是

書面語的運用，所謂習慣成自然，只要習慣運用書面語，

作品的文辭就更加流暢自然，情感就更加真摯感人，理論

就更加鏗鏘有力。繼而是技巧上的運用，嘗試運用各類型

的作法修辭，使技巧融會貫通，彷彿成為生理反射。最後

是風格的創造，從不斷的寫作中創造出自己獨有的風格，

使自己的作品能突圍而出，鶴立雞群。

應考寫作須掌握四大步驟

當然，以上所述只是寫作前的日常功夫，當臨場應考寫作時，又

如何發揮呢？

第一步是題旨的了解。我會標示重要字眼協助了解題旨，例如上

屆會考作文題目《有朋自遠方來》。當中的「朋」及「遠方」皆屬重

點字眼。若然誤解了題旨，遑論其文辭多華麗，感情多真摯，理據多

豐富，也是白費心血。

第二步就是內容的構思。我的習慣是從題目重要字眼出發，引伸

出其他關聯字詞，再以這些字詞作線索聯繫生活，自生活取材。若然

遇上沒有生活聯繫的題目，從書本閱讀過的相關內容就大派用場了。

當靈感匱乏時，寫下相關字詞，繪畫腦海地圖等技巧更形重要。

第三步則是結構的組織。把構思好的內容作排序詳略，草寫一個

大綱，作一個精妙的佈局，例如首尾呼應，開門見山，虛實相間，夾

敘夾議，懸疑伏筆等等。對於議論文章，結構就更為重要，因為好的

結構會讓讀者更清楚筆者的論證過程。

第四步乃是內容的表達。正式開筆，行文時考慮題目及編排需

要，堆砌一下文辭作法，發揮創意貫通文章脈絡，尤其記敘描寫散

文，不必局限於事實，可大膽加以誇飾聯想。

總而言之，收放要自如，就能夠寫出好文章！

撰 寫 文 章 的 心 得

寫作取材於生活

寫作源自生活，自生活取材。即使是《哈

利波特》當中的人物性格或多或少也是作者基於

所見所聞而創造。由此可見，個人的閱歷對於寫

作尤為重要，這也不難解釋為何著名作家總不年

輕，或總有過起伏跌宕的經歷。因此，在日常生

活中細心留意周遭的人和事，每一個細節，都有

助豐富我們的閱歷，有助寫作。

6A 布民豪

淺 談

《魚話》一書運用了凝神的觀察，纖細的觸覺，通過調侃的敘

事，用細膩的文筆捕捉生活中一些細微笑小事。從這本書當中，我領悟到了有時寫作

不需要過於華麗的辭藻，豐富的想像力，精煉的用詞，只需要用樸實、簡潔的文筆寫下真

摯的情感。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有趣的見聞，碎雜感點點滴滴，寫作的材料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源源

不斷地出現，只是我們沒有察覺到，仍為寫作的內容絞盡腦汁，而忽略這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此書

恰恰是告訴了我們，生活中有煩雜小事也是有可寫之處的。

【本文榮獲「第21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寫作比賽（高級組）校內作品推薦獎】

4E 卓木海

卓木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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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公園位於西九龍荔枝角公園內，可謂園中有園。嶺南是指五嶺以南（五嶺

是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及大庾五嶺的總稱）。因此，嶺南大致是現今廣東、廣

西大部分和越南北部的地域範圍。

為了體驗中國園林藝術特色，我班（7A）同學在黃威雄老師及趙星老師的率領
下，於去年12月23日下午前往嶺南園一遊。

我們從北門進入公園。整個公園分為十個景區，園內的建築物皆環繞着中央的

池塘向外伸延，以橋廊、亭榭、花木為主要佈局。各景區呈現不同種類的景物，例

如有磚砌、石雕和木雕塑建築，又有形態優美的假山疊石。

園內綠樹成蔭，不少同學都駐足流連；或在這清幽的環境下坐在亭中歇息。園

中多處擺設了精致的盆景，堪稱是藝術結晶。

我們又來到了園內的另一景區——健康去屣。這是一條用卵石鋪砌成的小徑，

於卵石徑上赤足來回步行，能促進足部血液循環，強身健體，不少同學都脫鞋一

試。

我再與數位同學沿着池塘漫步，來到園西的石湖亭。登岸西眺，水中泛起金光

點點，景色怡人⋯⋯

半數香港人都是上班一族，生活節奏急促，令人氣喘；其實我們應該多些離開

水泥大廈。到嶺南公園一遊，必定令你遠離塵囂，獲得半日的清閒！

千百年來，中國人祈求新春到臨時萬事如意，全年順境——香港市民也不

例外。大概在數十年前開始，許多香港市民喜歡前往林村的兩株大榕樹許願。

久而久之，這兩株大榕樹被稱為「許願樹」。

以往林村許願樹的真實樹幹，樹身粗大，枝葉繁茂。一些善信把心裡的秘

密願望寫在寶牒上，再附上百解符、貴人指引及祿馬衣等，然後繫上重物，經

誠心向樹許願後，再將寶牒拋往樹幹的高處。他們相信：寶牒拋越高，願望越

會實現。因此每當春節到臨，許多人來到林村，將寶牒拋到許願樹上，導致樹

身不勝負荷。其主幹終於在2005年塌下！

林村許願樹拋寶牒的活動於今年新春重現於林村。原來是政府在許願樹之

旁豎立了一株高25呎，以塑膠製成的仿真許願樹。不過，善信拋上去的寶牒與

以往不同：由真實的水果及寶牒改為外形可愛的塑膠橙及一張紅色許願卡，售

價只需20元，又符合環保。善信在許願卡寫上願望後，再將許願卡、塑膠橙及

其他祈福物品拋到仿真的許願樹上。雖然有了許多改變，但祈求願望達成的習

俗本質是沒有改變的！

7A 袁立洲

•••••••••••••••••••••••••••••••••••••••••••••••••••••••••

3C  黃觀山

昔日的許願樹
真實樹幹

仿真的許願樹

仿真許願樹枝葉

拋得越高，
願望越容易實現！

寶牒及其他物品

塑膠橙許願卡祈求事事順遂夢想成真
許願樹拋寶牒習俗環保形式重現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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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區國浩

復活節假期，我和幾位同學與

黃威雄老師一起到素有五羊城之稱的城市——

廣州——遊玩。

4月9日上午10時，我們在深圳乘搭和諧號列車前赴廣

州。由於行車快捷，一小時後已抵達廣州。我們首先在車站與師兄

「龍哥」（在暨南大學就讀的慕光校友葉龍澐）會合，再到酒店小休。

從酒店的窗口外望，馬路上有秩序地排著許多「的士」，市面的環境也算

整潔。可見近年廣州市在各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改善。

我們在湘菜館享用午膳。看著餐桌上的一道道風味菜，大家都垂涎不已。最特

別的，我認為是那道「茶葉炒炸蝦」，從沒想過茶葉可以入饌，味道也很不錯。接

著的行程由「龍哥」作嚮導，首先前往著名的沙面區（昔日的英國租界）。在那裏，

映入眼簾的全是一座座歐陸式風格的建築，有紅色的外牆，配以白色線條，簡約中透

著西洋的浪漫，讓人仿如置身於歐洲。隨後，沿著珠江堤岸走去，行人不多，伴著清

涼的微風，令人心神舒暢。

我們再前往東山湖公園。園內景致以湖水為主體，岸邊遍植柳樹。清風拂來，垂柳依

依微動；湖面碧波蕩漾，令人心曠神怡。園內環境清幽，有多道拱橋。若泛舟湖上，必感

愜意。東山湖彷如「小西湖」，令我們流連忘返。

稍後，我們到了廣州市熱鬧的北京路閒逛片刻，再到炳勝酒家品嚐粵菜。這酒家

貴賓房的設計古雅，房內擺設了許多仿古瓷器；而且侍應生服務殷勤，令我們有

被奉為「上賓」之感。不過最重要的是，它的食物十分美味。特別是那道外皮

酥脆，內裏柔軟的脆皮叉燒，入口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酥化感，令人一試難

忘⋯⋯

次日早上，我們在酒店進用中式與西式結合的自助早餐

後，再乘坐火車返回香港。旅程雖然只是一天半，卻讓

我們多角度體驗具有特色的文化，對祖國城市

建設也有新的認識！

和諧號車廂——
陳家昌、王家賢、

黃俊傑

和諧號車廂——
區國浩、余敬文、黃Sir

珠江之濱——
黃俊傑說：

「終於來到珠江！」

珠江之濱——
余敬文很喜歡

這些銅像

珠江之濱——
區國浩、黃Sir

東山湖——
此身疑是在
杭州！

東山湖——
來張大合照

東山湖——區國浩、陳家昌

東山湖——
區國浩笑容可掬！

沙面歐陸建築——
王家賢、
區國浩、
陳家昌

白天鵝賓館——
人工瀑布

白天鵝賓館——
鏡面天花的反映

炳勝酒家——
外脆內柔的脆皮叉燒

炳勝酒家——
黃 Sir、6B 同學與暨南大學學生

（部分為慕光校友）合照

東山湖——
心曠神怡
詩境界！

東山湖——
拱橋綠蔭堪流連！

東山湖——葉龍澐（就讀於
暨南大學的慕光校友）與黃Sir

東山湖——王家賢：
教我如何不想「她」！

東山湖——
黃俊傑與群花

「爭妍鬥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