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B朱美怡（冷暖色練習）

1D溫恩賜（自畫像）

2A黃衍競（我最喜愛的人） 2C藍柏熙（我最
喜愛的人）

3B王詠芝（動手畫名畫
）

3B盧炬丰（動手畫名畫）

3D 楊學思（一點透視）

3E 黃靖惠 黃俏兒 王君儀（俄羅斯‧印象）

5E 李綺雪（健康四格漫畫
創作） 中五級（微型情景紙筒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篇

4D譚守晴（我）
4E 梁卿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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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want to keep an eagle 
as a pet? Do you want to take 

some medicine that is made from 
Golden Coin turtles? Or do you 
want to have a handbag that is 
made of snakeskin? Some people 
think this is gorgeous. However, I 
think making such a handbag is a 
cruel behaviour. 

On 16th of May, 2016, I visited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with Mrs. Barry, Miss Wong 
and other English Ambassadors. 
Mr. Albert was our guide. Firstly, 
M r .  A l b e r t  i n t r o d u c e d  t h e 
background of Kadoorie Farm. He 
said that the farm was set up by the 
Kadoorie Brothers, Sir Horace and 
Lord Lawrence, in 1956. 

Next, we visited the Raptor 
Roost.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eagles. One was the Black Kite, 
another one was Spilornis cheela. 
Mr. Albert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eagles was decreasing. There 
were four reasons: destruction of 
habitats by humans,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and over hunting. 
These caused eagles to become 
injured or even die. 

Then,  we visited a Paguma 
larvata otherwise known as a 

masked palm civet. We knew that 
it not only eats rats, but also eats 
fruits. We should treasure this kind 
of cute animals, and do not buy 
them for fun. Moreover, we visited 
a leopard cat. Mr. Albert told us 
many people liked to buy leopard 
cats because they had no diff erence 
from cats when they were babies 
but when they grew up, they would 
become aggressive, and need more 
space to move around, so they 
could not be pets. 

What was more, we visited 
t h e  A m p h i b i a n  a n d 

Reptile House. Do you know the 
diff erences between a Golden Coin 
turtle and another turtle? Not only 
their colours but also their features 
are diff erent. A special thing about 
Golden Coin turtles is that they 
can close their shells completely. 
By contrast, normal turtles cannot. 
So Golden Coin turtles have good 
protection. Many people said the 
Golden Coin turtles cure cancer but 
until now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prove it. 

In  a d d i t i o n ,  w e  v i s i t e d  t h e 
Muntiacus  muntjaks.  They 

were lovely and were not afraid of 
people. Also, we visited the bats. 
They were sleeping when we saw 
them. Mr. Albert said that the 
largest bat was the size of half 
of a human and was kept in an 
American museum. I think it is 
scary. Next, we visited the Wild 
Boar Enclosure. There was one 
wild boar. It became an orphan 
when it was young. But it was very 
strong and clever. It could forage 
for food by itself. 

After that, we visited a snake. 
The breeder introduce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nake. 
The most exciting part was that we 
had a chance to touch the snake. 
Its skin was sleek and cool. 

Finally,  we visited the Eco-
garden.  There  were  many 

plants that I could not see in 
the urban area,  for  example, 
rosemaries and Ruta graveolens. 
It was so amazing to see these 
wonderful plants growing. 

In this trip, I learnt a lot of 
k n o w l e d g e  a b o u t  a n i m a l s 

and plants. Most importantly, 
we should have an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t’s give a helping 
hand, shall we? 

Kristine, Wong Chiu Yee, 3E 

An Enriching Visit at Kadoorie An Enriching Visit at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Farm and Botanic GardenFarm and Botanic GardenFarm and Botanic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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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diers without any motion,
It seems that they are very patient.
A huge army waiting for an order-
Actually, it is a mausoleum

They haven’t been trained before,
Found that their weapons were brown as mud.
Swords, spears, scimitars they choose,
Are the weapons no longer used

Although they are standing still
Some of them are tired
Trying to fi nd a place to sit
However, their feet are too hard

If anyone ask how they come about…
Shhhhhh. It is a mystery!
They have their own faces and ears-
And they will hear what you say

By Kent, To Chun Yu, 4E

Undead ArmyMy whole life a waste,
Searching for the elixir of life-
That I will never taste,
So I won’t survive.

I’ve built an army of clay around me, 
Under its protection, I felt safe
But my beloved ones never surrounded me.
Is it really how an Emperor should behave?

Now my life will soon fade out,
What will my family remember me for?
What will History books say about me?
Just another tyrant who wanted to be much more?

Nobody will ever tell
That in my fi nal moment 
When I already fell
And fi nished my last torment 

I accepted,
Being mortal…. 

By Nico Schiewer, 4E

The Death of an Emperor

It seems that they are very patient.
A huge army waiting for an order-
Actually, it is a mausoleum

They haven’t been trained before,
Found that their weapons were brown as mud.
Swords, spears, scimitars they choose,
Are the weapons no longer used

Although they are standing still
Some of them are tired
Trying to fi nd a place to sit
However, their feet are too hard

If anyone ask how they come about…
Shhhhhh. It is a mystery!
They have their own faces and ears-
And they will hear what you say

By Kent, To Chun Yu, 4E

Emperor Qin’s Terracotta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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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從口出
1E  梁暐琦

  偶爾有機會回小學探訪老師，經過四年級的課
室，一股羞愧之意湧上心頭，那次的事不僅深深傷害

了那同學，也讓我明白慎言的重要。

  以往當小學生的時候，有一個特別要好的朋友，
她的成績總比我好，而我卻只是僅次她。每次發放試

卷的時候，老師喊出她的名字之際，歡呼聲也隨之而

起， 但大家卻好像忽視了我般。其實，我的成績也不
差啊！此時，我的心裏很不是味兒，心裏甚至暗罵了

幾句。現在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太聰明了，讓現在

我，忍不住暗笑當時我的無知。

  有一次期考，我的成績不僅比她好，還高出了很
多。那時，當老師說出她的分數後，我不但沒有感到

遺憾，反而心花怒放，甚至衝口而出的說了一句：

「哈哈，活該！」當我意識到自己闖出禍來的時候，

已經遲了。只見她漲紅了臉，垂下頭來，幾顆淚珠從

眼眶流下，我甚至好像能聽到她因咬緊牙關而發出的

咯咯聲。可是，說出去的話，就猶如潑出去的水，不

能收回。大家都在拍手稱讚我， 然而，我卻恨不得鑽
到地裏去。那次之後，雖然再沒有人提起這件事，但

我卻受盡了良心的責備， 不敢直視她。

  雖然她好像沒有把這事記在心頭，也沒有跟我絕
交，隔天也一如以往地上學，樣子沒有特別憔悴，但

她因被我取笑而流淚的樣子，卻歷歷在目，烙印在我

的心裏。現在我已升上中學，沒有和她聯絡，或許她

已經忘了這事，我也沒有向人提過這件事，但那時的

情境，在腦海裏揮之不去，至今仍無法釋懷。

  常言道：一句話能使人致死。人言可畏，那次真
的是「禍從口出」了。自此之後，我在評論別人之

前，總會想清楚後果，因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句

話，可能會傷害人一輩子；反之，讚美、鼓勵人的說

話，會令人一生受惠。

  以後的人生，我要學習克制自己的咀巴！

我心中的理想家庭
2E 劉樂怡

  「唉！他們怎麼又為了這些瑣碎的事情在吵架和
冷戰呢？」我抱著頭獨個兒坐在房間中漆黑的角落，

隔著門聽見父母爭吵的聲音，不禁思考：怎樣才是一

個快樂、溫馨的家？怎樣才是我心中的理想家庭？

  我認為理想的家庭是溫馨、幸福的，而夫妻之間
的關係是影響家庭幸福與否的因素。在我心目中，伴

侶不需要親密得很、整天都黏著對方，只要二人相敬

如賓、同心合力去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大家相

處融洽和諧，不會因小事而爭執，傷害了彼此的感

情。我們對待對方像來賓，互相尊重，卻又比客人有

著更深的牽絆。

  夫妻之道繼相處融洽後，當然是膝下有兒有女。
孩子乖巧伶俐、孝順父母，親子關係良好，會與父母

分享自己在學校發生的大小事情、分享自己的一些感

受，令我們之間的關係更加親近。他們會在放學的時

候，撲進我的懷抱裡，一起手牽手哼著歌，踏上歸家

的路途。回到家後，我希望我們會和樂融融的坐沙發

上聊天、看電視，一家人依偎在一起，十分溫馨。

  當然，我理想中的家庭還需要一個屬於我們的溫
馨小窩。房子不需要很豪華、寬闊，因為家太大反令

家人變得生疏。房子要用白色作主調顏色，白色不但

不複雜，而且給人感覺簡潔明亮。最重要是擺放著一

家人的合照、子女的照片以及我和丈夫的合照，令整

個家變得更溫馨。我相信居住在這樣的一個小窩裡，

一定感到非常幸福吧！

  雖然，這一切對現在的我來說—理想中的家庭

是多麼遙不可及，更像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幻象，但這

亦是我對美滿家庭的憧憬。我想或許在別人看來，這

不過是一個少女對家庭的幻想罷了，在現實中根本無

法實現。但我會趁著自己年少的時候，好好的準備、

裝備自己，為實現這個疑幻疑真的理想，建立起自己

心目中的理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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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香城舞蹈比賽冠軍是思賢
中學的張一心同學！讓我們以熱烈的掌
聲請她出場領獎！」

  那晚頒獎的場景歷歷在目，我怎會
忘記接過獎牌後的悵然若失和歉疚呢？

  一切要從那兒說起⋯⋯

  我從小就學習芭蕾舞，有容是我在
這階段的好朋友。我們一起練舞，一起
外遊，感情好得連舞蹈老師都戲稱我們
 「糖黐豆」。

  那天，老師拿著舞蹈比賽報名表
問：「誰想參加？只有兩個名額。」有
九隻手舉起。老師嘆道：「只好來個即
場比拼了。」全班有九個同學想參加，
其餘同學站在比試的舞室外觀賽。我和
有容相視一笑，示意對方加油。家寶先
出場，她跳得不錯，可惜旋轉時不夠
力，動作不連貫。五個同學都之後，終
於到我了，儘管習舞多年，仍是有些緊
張，手臂伸展得不自然。我隱隱聽見外
面的同學說：「唉，就差那一點了！」
「還是差一點！」最後是有容，她優
雅地伸展、跳躍，似乎把舞室當成舞
臺，耳邊充斥著：「不愧是壓軸呀，多
好！」「真穩定！」「這對姐妹花還是
分出了高低！」的話。我聽了後，面部
發熱，她們說的是我不如有容。

  老師們要去商量哪兩個人可以代表
出賽了。我坐立不安，擔心自己會選不
上，走到走廊外踱步，卻聽見老師的
話：「有容肯定行，就只有她夠穩定，
不怯場。」「但一心也不錯啊，平時和
有容差不了多少。」「但她啊，就是緊
張，就她們倆吧，其他那幾個女孩追不
上有容，一心又比她們好些。」聽了這
話，我雖然高興自己能出賽，但又生氣
老師這樣說我。

  老師進房宣佈結果。有容知道我們
可以一起比賽後，喜上眉梢，拉著我的
手臂說一起去吃甜點。想到老師的話，
我氣不過來，甩開她的手，說不去了。

  在之後的練舞中，她都表現得比
我好。老師一個勁兒地誇她「膽大」
「動作佳」，而對我則是「一心，你
可得抓緊練習了，學學有容，越跳越
好。」明明我每天都練習，為什麼這
樣說我呢？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對有
容多了一份妒意。

  直到那天，老師拍著她的肩說「可
造之材，這次準能拿獎！」。老師的眼
光瞥到我後，說：「一心，這周你大有

進步，但還要努力啊。」有容笑著跑過
來，我心裏只想著有容是虛偽的人。我
恨她！我恨她！她奪去了老師對我的關
注和光環。於是我進行了報復，在去更
衣室沖澡時，我往她室 的地板倒了沐
浴液，她說：「怎麼那麼滑？我去拿拿
浴巾。」

  「啊⋯⋯」一聲慘叫，她摔倒了。
我過去扶起她。診治後醫生說有容的脚
踝輕微骨折，不能參加比賽。得知結果
後，我很開心，但心裏又有點不知是什
麼的感覺。

  還剩下兩天，我獨佔舞室和老
師，進步越來越大，老師都 我有機會
拿獎。

  沒想到我最終竟能奪得冠軍！但我
心裏沒有雀躍，只是萬分歉疚。老師、
同學前來祝賀：「一心，想不到你拿冠
軍啊！有容一定也很為你高興。」

  我聽到「有容」，身體似觸電一
般，顫抖了一下。那刻，我恍然明白
自己 何沒有雀躍，只有無限的後悔。
我悵然若失，因 得到這個獎是不光彩
的，我打擊了我的競爭對手，雖然勝
出，卻失去了為人的道德。我歉疚，是
因為有容是我最要好的夥伴，憶起過去
種種，她還因 我們二人可以去比賽而
高興，見到我有進步而綻開笑顏，而我
卻在內心惡狠狠辱罵她，甚至令她腳
傷，不能參賽。我真的錯了！我哭了出
來，大家都以為我是喜極而泣。

  當然不是，我對不住有容，對不住
這塊獎牌，對不住自己的良心。我實在
無法沉默，我對有容 了那件事。她起
初不相信，笑著說是假的。我搖著頭，
淚水像洪水缺堤般洶湧流出來。她不敢
相信，直至最後不得不信。

  她知道我是這樣的人，便不再理
會我，我也沒有面子再見她，於是我
離開了舞校，不再跳舞。同學打趣
道：「是不是一個金牌就足夠了？」
我的心酸溜溜的，既想反駁，又害怕
他們知道真相。

  一塊獎牌，一刻的虛榮和短暫的光
環，不能盡掩錯事，不能消除歉疚，我
的人生也就這樣蒙上了「不光彩」的名
字，成為烙印。

 4A 官俊言

  自先秦以來，《禮記》中「昏禮者，將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的
婚姻觀念，便至近代為止，都被廣大中國人民
所重視。然而隨著現代人對「自由」越見重
視，越來越多的年輕男女無視婚姻「合二姓之
好」的作用，只以「愛情」為結婚前提。那
麼，現今婚姻應否該以「合二姓之好」為目
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認為我們應把其作
為結婚的考慮因素之一。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意指通過婚
姻，讓兩個不同姓氏的家庭交好。一些具政治
或商業背景的家庭，會通過婚姻來聯合兩大
家族，以拓展事業。即使是倡導自由的現代
社會，對於政治家、富人來說，單純以「愛
情」為理由來結婚，可能會使自己的家族錯失
一個發展的機會，甚至因過分強調愛情而娶錯
妻、嫁錯郎，令家族蒙羞。因此，「合二姓之
好」在大家族、上流人士中十分重要，正如古
時皇族公主很少下嫁平民一樣。

  或許不少人會認為，他們又不是甚麼政
治家、皇室、富人，沒有必要以「合二姓之
好」作目標。而我認為，就如大家族須通過
聯合兩姓家族、取長補短一樣，一般人也因
「天生是斷翅的天使」，有各自的「薄弱之
處」。比如一些暴發戶可能家內缺少有經濟管
理知識的人，那麼他們便可通過有「合二姓之
好」為目標的婚姻來彌補短處（以娶／嫁有經
濟知識的人為前提）。婚姻的本質即使在一般
人中也是有著一定的前提條件：為自己、為家
人生活得更好。

  當然，這並不是促成婚姻的唯一條件，我
們也可著重考慮雙方的愛情，而不是非能取長
補短、合二姓之好者不嫁娶。雖說在古代，
「合二姓之好」還有著通過婚姻傳承家業這種
「孝」的意義，但我也不贊成「存天理、滅人
欲」這過激做法，讓兩個互不相愛的人走在一
起。只是，愛情固然重要，但婚姻能否「合二
姓之好」這也是稍微要考慮的，因為即使你不
打算以其為結婚的大前提，也不能完全忽視這
點，以至傷害彼此之餘，還使家族蒙羞。

  從蘇聯史學家謝苗諾夫的「性禁忌」可
知，婚姻是為避免內部衝突和混亂而存在
的，有著一定的限制。倘若無視這些限制，
為愛情而作出諸如通婚、以有主名花為妻等
事，則可能犯上作亂，導致成年雄性間因強烈
嫉妒而引發衝突，從而擾亂家庭內部。且過於
無視家庭觀念，純粹為私利而結婚，忽略雙
方性格的磨合，不但浪費青春，一旦生兒育
女，還能加重一方負擔，影響孩子成長。

  故此，即使不以「合二姓之好」為終極目
標，在考慮自身婚姻之際，也應把此觀念作為
考慮因素之一，以免單純為嚮往戀愛自由而傷
害家庭、他人及自身。

「我從獎牌中得到啟發」
4E 李瑜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現今婚姻應否以此作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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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科技篇

太陽能車

四足機械人

老鼠夾車

座檯鐘鎖匙扣

雙音門鈴

RHINO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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