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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校訊 2015-2016 

 

 

編者的話 

 

梅雨季節留下的薄霾，彷彿已被校園的溫暖所驅散。 

和煦的四月，是學生們發放熱情的時光。悠長的復活節假期後總是令人振奮，校園

到處都是同學們精神振擻的笑顏，充滿著青春活潑的朝氣。 

在辛亥這個大家庭裡，同學們在豐富多彩的經歷中茁壯成長。在四月的珠海、澳門

升學交流之旅中，老師帶領同學們勇闖未來的新天地，為前路鋪下了錦繡繁華。而「M+

敢探號」的藝術活動令同學體驗藝術的可創性，種下「創意」的蓓蕾。熱血的四月下旬

無疑是同學們奮鬥的時光，社際陸運會的熱烈歡呼聲像是流入心窩的暖意，教人拼盡全

力，堅持下去。這一切，正是辛亥融洽的景象，更是無以取替的家庭溫暖。 

所謂「家」，是我們的歸宿。受傷時，家的安謐和溫馨安慰你傷懷；快樂時，家的

溫情和融洽滑過你心尖。笑淚交織，師生的互愛，同儕的互助，這份家的溫暖，將會久

留人心。 

願辛亥的每一位，在這「家」中共度每一刻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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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之窗  

親子綠色之旅 2015-2016 

陳一欣老師 

 

「勝日尋芳泗水濱，天邊光景一時新」為感受來年美好的初春時分，家長教師會於

1 月 16 日舉辦了「南丫島：索罟灣、榕樹灣親子遊」，辛亥家庭這次走進寧靜的外島，

歡賞秀麗的山川海子。 

 

如果你認為香港只有高樓大廈就錯了，先不說我們有世界級的地質公園，你知道嗎 

？香港的行山文化相當發達，愛好者很多。行山徑的道路和配套十分到位，我們帶着父

母，父母牽着我們，一路嗅着行山徑的青草鮮味，聽着島兒喁喁細語，在一片歡聲笑語

中，向南丫島深處進發。南丫島──這是個中西匯聚、洋溢著濃濃藝術氣息的小島，她

靠近市區，只需 30 分鐘的航程。那裏空氣清新、沙灘美麗、海鮮便宜……這個愉快的

週六，點亮了辛亥家庭的一季春天。 

 

 

親子綠色之旅徵文比賽結果如下 

3A 潘超略 優秀作品獎 

2A 陳嘉健 推薦作品獎 

2C 黃駿晞 推薦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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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綠色親子之旅」徵文比賽優秀作品獎 

走進南丫島 

潘超略 中三甲 

 

2016年1月16日，我們學校舉行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就是一年一度的

家教會親子綠色之旅。我們這次要去的目的地，是被稱為「香港後花園」的南丫

島。從接到通告的那天起，我心中就充滿了期待，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去過海

島哇！而且聽說南丫島的風景可是美不勝收啊！ 

一大早從學校出發，來到中環碼頭乘坐渡輪，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就到達了

南丫島，離開碼頭後，學校先安排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海鮮餐，有各式各樣

的飯菜，有蝦、有魚、有肉、有菜，豐盛得很。而最令我回味的就是他們店家做

的「咕嚕肉」，味道可好了，大家熱熱鬧鬧地開餐，吃得津津有味。 

吃得飽飽的，大夥兒們捧著肚子走出飯店，臉上掛著滿足的樣子。然後，老

師領著我們沿著潔淨的小路前行，空閑的時候，漫步小石路，看時光流淌，一切

煩惱也一掃而空。我媽媽說，她老了以後能夠像這樣享受生活就好了。 

今天南丫島遊客並不多，三三倆倆的遊客，讓這裡顯得清淨，還有不時擦身

而過的外國人，他們在提示著我，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小海島，這是香港，也就是

我土生土長的美麗家國。 

南丫島因形狀像一個「丫」字而得名， 沿著步道一步步走上小山包，蔚藍

的海水，碧綠的青山，清新的海風和我們生活的繁華鬧市，形成了一個很鮮明的

對比。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榕樹灣的天后廟，東方的古廟遇上了西方的石獅，獅子面

部表情生動有趣，沿途經過了神風洞。哇！看不出來，這個小洞穴竟然是二次大

戰期間日軍的戰略要點。接著我們經過洪聖爺灣泳灘，看了香港首個風力發電站

──南亞風采風力發電站，一個超大的風車，造型優美。我和老師還品嚐了著名

的「阿婆豆腐花」。最後我們來到了榕樹灣大街，這裏有不少外籍人士聚集的榕

樹灣，街上有很多歐陸及亞洲風味的小餐館，異國風情濃鬱。迎面吹來了涼爽的

風，它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臉頰，淡淡的陽光灑在頭頂上。石頭鋪成的小道，清新

的海風，寧靜的樹林……果然，景色非常的美，尤其是從高處俯瞰，感覺很舒暢。

海岸兩旁停泊著的小漁船數不勝數，漁獲有的掛著，有的晾曬着，這真是一個很

有漁村風味的小島！ 

行程結束了，我坐在回程的路上心裡在想，以後有空的時候一定要再次到訪，

靜靜地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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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角 

朋友，我可以怎樣做？ 

陳慧嫻姑娘 駐校社工 

 

「凡事正面一點！」 

「樂觀些吧！朋友！」 

「自己做好，事情就會好！」 

當朋友們遇到煩惱，很多時大家都會給予他們這些說話，希望給予他們力量，給予

他們支持，無疑，這些說話表面上看來都很好，很有力量，不過說的時間性就很重要，

在什麼時候說是最好呢？ 

設身處地想想，當自己最煩，情緖很差的時候，你想聽人之言，還是你自己盡訴心

中情？第一步，通常都想找一個信任的人傾訴，但當有朋友找你傾訴時，你就說：「凡

事正面一點！」「樂觀些吧！朋友！」「自己做好，事情就會好！」等說話，身為煩惱者

只會覺得： 

一.我也想樂觀、正面，但又做不到，我真無用(怪責自己)。 

二.常常叫我自己做，無人幫助我(憤怒)。 

三.你是否嫌我煩，不想聽我傾訴(感到不被重視)。 

 

以上都是在不適當的時候說過份正面說話的後果，其實我們可以嘗試一下，當朋友

想和你傾訴時，給予一些簡單的問題，例如『發生什麼事？』『你覺得怎樣？』然後讓

他道出他的情況、他的感受，專心聆聽他；他傷心有淚時，遞上紙巾；他憤怒時，讓他

高聲大叫；他有委屈時，輕拍他的肩膀；這些過程很重要，是煩惱者一個很好的抒發歷

程。世界上實在有太多不能解決的事情，為何有些人可以面對呢？心情就是關鍵，能有

好心情，看待一樣事物已有很大分別，能協助煩惱者抒發一下情緒，已經對他解決問題

有很大的幫助。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解決問題，只是偶有被情緒阻塞了能力的發揮，能

有抒發的渠道就事半功倍。 

朋友們，多加耐性，多加體諒，多加聆聽，最後，你就可以說：「凡事可以正面一

點，我們一起樂觀，自己做好，我陪住你，事情就會好！」  

駐校社工：陳慧嫻 

 
圖片來源：
https://scontent-hkg3-1.xx.fbcdn.net/v/t1.0-9/12122532_802354549883629_3813279441204

23358_n.jpg?oh=b21bddcf5a8e7c5121fc8c605e41e41d&oe=57B85D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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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戲劇比賽 (中文學會) 

馮佩欣老師 

 

「唐老師就這樣帶著學生到屯門圖書館找秘笈去了……」這似曾相識的片段，三月

九日躍現辛亥年舞台。本年度社際戲劇比賽由中文學會主辦，四社分別以岳飛、愚公、

花木蘭、唐三藏四位歷史人物為話劇藍本，展現本年度校本主題「愛家愛辛亥，盡心盡

本份」。四社幹事及社員由編寫劇本、安排道具燈光以至排練、演出都傾盡全力，並施

展渾身解數，贏得台下觀眾熱烈的喝采。由於是次比賽以廣東話為演出語言，演員演出

活靈活現，令人回味無窮。有關比賽片段已上載至學校內聯網，歡迎各家長及同學網上

重溫。是次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 儉社 

亞軍： 忠社 

季軍： 信社 

最佳劇本獎 信社 

最佳舞台設計獎： 忠社 

最佳合作獎： 信社 

最具團隊精神獎： 勤社 

最佳男演員獎： 林謙仁同學 （儉社） 

最佳女演員獎： 曾泳希同學 （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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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敢探號」活動 

徐淑珍老師 視覺藝術科 

 

藝術教育不僅期望傳承精益求精的工藝技術，更期望學生可以開闊想像，敢於嘗試，

創造可能。西九文化區 M+博物館籌備的教育活動「敢探號」，於 2016 年 4 月 5 日以流

動展覽車方式駛進校園，正是為了向學生介紹現代藝術創新的表達手法。「敢探號」委

託本地藝術家鄧國騫以「潮潮俚」（look at you）作為展覽主題，透過茶餐廳、司機、護

士等各行業使用的流行用語、俗語、俚語，探討語言為我們帶來的想像空間，說明語言

運用也屬一門藝術。藝術家更帶領中四及中五級修讀視覺藝術科的同學，進行約四小時

的工作坊，為同學帶來新奇的藝術創作體驗。同學如有興趣，可到訪 M+博物館網頁，

留意「敢探號」的最新消息。 

 

  



8 

 

內地、澳門升學就業探索之旅 

熊意玲老師 升學就業輔導組 

 

於四月十四至十五日，本校師生共四十三人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之升學就業探索之

旅。 

於這兩天內，同學探訪了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及澳門大學（橫琴校區），這

兩所大學的校舍面積很大，開設的課程亦很多元化，同學還於大學的飯堂進餐，對該院

校的學生生活有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同學亦參觀了橫琴規劃建設展示廳，了解橫琴新區的各種功能及發展。同學

亦獲安排參觀一所內地企業──天威 3D 體驗中心，負責人介紹了該公司的發展、產品

及 3D 打印技術，之後，同學還有機會組裝一部 3D 打印機。 

是次行程能讓同學了解內地升學概念及企業運作模式。希望各同學能把握機會擴闊

視野及豐富自己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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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蕾園地 
 

我又遲到了 

張文惠 中一乙 

 

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差不多每天都是遲到的，只是偶爾不會遲到，所以我決定

以後再也不遲到，可是我在中一的時候卻又遲到了。 

那是我中一開學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初中第一次遲到。前一晚我忘記設定鬧鐘，因

此我起床晚了，下床後才發現令我感到目瞪口呆的事，原來距離開學禮只剩餘二十分鐘，

即是我只能在二十分鐘內趕回學校。於是我便匆匆忙忙地跑回學校，但是上天偏偏要和

我作對，剛踏入學校的一刻，鐘聲就浩浩蕩蕩地響起來了，上天彷彿跟我開了一個天大

的玩笑，所以我只能夠躡手躡腳地潛入教室，不讓其他老師看見我的蹤影。 

當我回到了新教室，小心翼翼地打開教室的大門時，我看見沒有老師在內，心便懸

下來了。然而，原來老師在我後面，我卻察覺不到。而一位好心的同學則悄悄地提示我，

我模糊、隱約地聽到「老師在你後面」。當我轉過身後，卻發現一臉笑容的老師，之後

她立即轉了臉色，我看到後就知道不幸的事很快就會降臨到我的身上。理所當然，老師

一臉笑瞇瞇的樣子對我說：「同學，你可知道你遲到了？」我點了頭，之後她又說：「既

然你知道，就要記得下次不要再遲到了。另外，小息就到教員室門口罰站，留堂兼扣一

分操行分。」當我聽到後，心情立刻變得死氣沉沉的。我還看到有些同學偷偷地取笑我，

說一些難聽的話，例如「活該」之類的話。我覺得十分傷心，因為同學不僅沒有安慰我，

反而是無情的取笑我。但我又感到內疚，因為我沒有好好設定鬧鐘，導致現在又要扣一

分又要留堂。 

在這件事中，我又再一次決定在學校或是任何地方，再不能遲到了，我領悟了睡覺

前一定要好好設定鬧鐘，也要自動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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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見到媽媽了 

彭紫晴 中一乙 

 

每一次看到媽媽煮早餐的背影，我都會不由自主地衝上前抱着媽媽說：「媽媽，我

終於見到你了。」現在，這個舉動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我每一次抱着媽媽時，

我的眼眶都會充滿淚光，又會想到那天所發生的事。 

當我還年幼時，得知媽媽患病了，可惜當時香港並沒有更好的治療方法。當大家都

失去希望時，醫生竟告訴我們美國醫療技術先進，媽媽的病會治好的，大家都開心起來。 

於是媽媽在爸爸的陪同下，到美國接受當地的治療，而我就繼續留在香港交由婆婆

照顧，媽媽一去就去了好幾年了。 

每年的生日，我都只能對着照片中的媽媽來慶祝我的生日。就在我十歲生日那天，

我如常起床，準備上學時，陣陣香味從客廳傳到我的鼻子裏，我追蹤著這些味道，走到

客廳，客廳的桌子上放着許多豐富的早餐，我大吃一驚，心想：婆婆年紀老邁，沒有可

能是婆婆煮的，會是誰呢？我想了又想，突然，一把溫柔又甜美的聲音從背後傳到我的

耳邊說：「醒來了！快來吃早餐吧！」我的眼睛沒原因地紅了起來。 

我回頭看，驚訝地發現了一個頭上有着烏黑秀髮的女人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不敢相

信這是事實，這個女人就像天使般，散發出親切的光芒，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媽媽，可這

親切的感覺，真的只有媽媽才擁有，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這時，我的思想彷彿給人控制著似的，我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媽媽回來了。我立

即抱着媽媽，無論媽媽說了多少的甜言蜜語，我也只有沉醉於抱着媽媽的感覺中，我哭

個不停，感動的說了一聲：「媽媽，我終於見到你了。」媽媽笑了。 

而爸爸就摸着我的頭說：「傻孩子，別哭了，媽媽的病成功治好了，以後我們一家

就能每天都見面了。」我沒有說話，只有緊緊的抱着他們放聲大哭，哭得淚流滿面，媽

媽溫柔地撫摸着我的臉，輕聲細語地對我說：「傻孩子，媽媽永遠都愛着你的。」 

那天，媽媽的回來是我最大的生日禮物，這份禮物，我到現在還珍而重之。 

現在，看着媽媽的背影就會想起這份特別的生日禮物，我帶着充滿淚光的眼睛衝了

過去，抱着媽媽說：「媽媽，我終於見到你了！」媽媽笑了，雖然媽媽聽我說這一句話

已有好幾年，可是媽媽並沒有聽悶，只有無盡的微笑，享受我抱着她的那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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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天注定 

莫鎧霖 中一乙 

 

常言道：「吃多少，穿多少是注定的；得到多少，失去多少也是注定的。」甚至有

些人會說：「今生的命運是建基於上輩子的功德，要不是出生於首富的家，那麼做多少

事也是沒用的。」其實，很多古今中外的人物都能證明得失並不是天注定的，而是掌握

在自己手裡的。 

你知道誰是張海迪嗎？她不是出生於首富的家，也不是特別富有，但她的經歷，卻

讓我更能明白得失並不是天注定。她在十五歲時患上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癱瘓，不能上

學，只可以在家中自學中學課程。本以為她會這樣子活下去，但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她努力地學習針灸，又努力地在文學方面學習，現在已成為一名著名殘疾人作家和哲學

碩士。 

正所謂：「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這句話是出自於愛迪生

的。愛迪生沒有空口白說，而是用行動證明，他堅持不懈地研究燈泡，最終成為了一個

有名的物理學家，這不就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要不是牛頓偶然地跌了一個

蘋果在地上，他再努力地尋求真相，就不會發現地心吸力呢！ 

還有一句話，就是「很多事先天注定，那是命；但你可以決定怎麼面對，那是運！」

就好像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的霍金，儘管他先天不足，但最後卻靠自己的努力

成為了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還有奧斯特洛夫斯基，他在失明及關節硬化時。用僅餘的

精力去完成大學的銜接課程。由此可見，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這些古今中外的人物，讓我明白到得失並不是上天注定的，命運和成功都是掌握在

自己的手裡，我們應該要運用自己的智慧去做任何事，而不是拿上天作為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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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言笑的老師 

江蒨霖 中四乙 

 

從古至今，大多只有玉樹臨風、三頭六臂的人才受到世人欽佩，他們所做的偉業令

後人獲益而名留青史。但我認為，一個人的成就並不能從其外貌及性格展現。縱使他只

是一個平凡無比的老師，平日樣子嚴肅，不苟言笑，卻是我最敬佩的人。 

張老師是我校的訓導主任。接近退休年齡的他依然鶴髮童顏，眼神炯炯有光。他衣

着古舊，幾乎每天穿着同一套西裝，顏色暗沉，像是一位七十年代前往赴約的中年男士，

跟他頭上的光秃很不相襯。張老師的生活規律，每次一聽到鐘聲響起，隨即便能看見他

在課室前走過。他走路筆直的樣子和漠然的神色讓人退後三分，我們都不敢跟他有所交

流，何況四目相投？由於他在學生面前經常故意裝作嚴肅的樣子，因此我在功課上遇到

困難都不會去問個明白，終於有一次我被發現了在小測作弊…… 

在小測後，張老師把我叫出課室門外，將我狠狠地罵了一頓。那時，我覺得自己必

定被討厭了，實在不知往後該如何面對他，心裏充斥着不安和恐懼。之後，張老師便跟

我補課，他的悉心教導讓我感到無比暖心，我卻仍未能排解出對他的畏懼。 

那天補課後，突然下起雨來，然而我沒有帶傘。湊巧張老師跟我在同一車站上車，

他便撐起雨傘。我倆肩並肩行走着，而我只是低着頭向前走着，氣氛很是尷尬。 

起初的細雨變成了滂沱大雨，街上的人們被突如其來的大雨淋得像「落湯雞」似的，

樣子十分狼狽。在這個人們都在手足無措地找避雨所的時候，大街上一位佝僂着背，衣

着單薄且沒帶雨傘的婦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用那凍得抖震的雙手推着一架堆積着已捆

綁好牛皮紙的手推車走上斜坡，樣子十分吃力。當我正考慮上前幫婦女一把時，張老師

已搶先把傘給了我。我還來不及反應，他已經衝出車站了。在車站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

向了張老師和婦女，用和藹的笑容迎向他們，我也不例外。 

雨，又一次絲絲綿綿，張老師順利將婦女送上斜坡。雖然只是細雨濛濛，但張老師

變成了我心中的太陽，在雨霧中顯得特別耀眼。他在雨中展現了我第一次見到的笑容，

而這笑彷彿將我的一切擔憂都安撫下來，那是一個無比親切的笑容。 

其實，打從一開始，張老師一直都很親切。他雖然樣子嚴肅，卻從不在同學面前對

我們惡言相向；他雖然樣子嚴肅，卻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處事公平公正；他雖然樣子

嚴肅，卻樂於行善且心胸寬大。張老師一直以身作則，是我們的好榜樣，但我們都因他

的嚴肅而疏遠他，甚至覺得他討人厭，以貌取人。事實上，我們才是一直令人討厭的一

方。 

張老師只是一個平凡人，儘管他沒有洋溢的才華，卻有一顆正直善良的心，且施恩

不望報。我深信他的言行舉止一直都受人敬佩，他的無私必定能留傳後世，而這將成為

他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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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扣的啟示 

伍國華 中四乙 

 

錢包繫著一串鑰匙及一件飾物。平日打開錢包掏出錢幣付款，回家時拿出鑰匙開門，

閒來則摸摸飾物欣賞，整套「錢包系統」看似就是如此。連繫著錢包與鑰匙及飾物的鑰

匙扣只夾在中間，最易被人遺忘。這個鑰匙扣就是一個小小的銀色的扣，沒有經過特別

的設計，外表平凡普通。尤其在精美的飾物及重要的鑰匙面前，它根本毫不顯眼。 

雖然它論漂亮不及飾物，論重要也比不上錢包本身及鑰匙，但它給我的啟示，卻是

其他三項東西未曾給過我的。 

曾經我看不起這東西，甚至根本不理會這東西的存在，以為扣著就是永遠，任由它

繫著鑰匙，儘管生了鏽漬也不加以理會。直到有一次準備開家門時，發現原本掛在錢包

上的鑰匙不翼而飛，才知道鑰匙扣斷了。我除了苦等家人回來「拯救」外，也被狠罵了

一頓。這時我才知道這個東西的重要性，它也帶給我一些警示。 

這件錢包上的小零件價值雖低，外表雖不顯眼，卻緊緊扣著錢包及鑰匙兩種價值貴

重的東西，有時甚至可多扣一件裝飾。隨便丟了一樣都不好，是它成就了整個錢包的珍

貴及獨特感，它連繫一串代表著歸家情感的鑰匙。 

就似一台機器的某一零件，即使只是一顆螺絲，鬆脫了會使機器故障。一顆成本數

分錢的螺絲，就可能影響生產力，造成損失。也就是說，平日看到的一些不為意的小事

物，其實就在構成大事物的價值。倘若這砥柱塌下了，便使大事物也不成事。 

我又想到其實人生或許也是如此，一個人的人生由很多雜而細的經歷組成，這些經

歷環環相扣，構成每一個獨特的人生。有了小事的經驗，就有開始成就大事的底蘊，小

事不做好也成不了大事。除此之外，不同的小經歷對一個人的待人接物以至處世態度都

有不同的變化。 

世界也是被各種不起眼的化學元素組成，可見沒有小，何來有大？自此我再沒有小

覷這個鑰匙扣，以及身邊的一切細小事，我都不敢忽視。我相信多注意一些細節、一些

小事，也能有不少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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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進步與人際關係 

李映童 中四乙 

 

社會日益進步，科技發達，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離、冷漠。先進的科技成為了人與人

之間的牆壁。我們究竟有多久沒有與父母真真正正地聊天？我們到底何時才捨得放下手

中的智能電話？ 

社會進步，科技日益先進，的確為人們帶來便利。但人們往往過度使用科技，結果

就反過來被它控制，成為科技的奴隸。手機只要安裝即時通訊的應用程式，就能隨時隨

地與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同學、家人溝通。在交通工具上，人們不是聽歌，就是發短訊，

利用文字與圖案甚至圖片溝通有趣方便，令人們漸漸地減少面對面的溝通，即使與朋友、

家人見面都默不作聲，即使站在身旁亦互發短訊，毫無交流。面對面的溝通少了，人們

變得害羞，不敢與朋友溝通，亦不願結交新朋友，出現了更多的「宅女」、「宅男」，令

人與人的關係不斷疏遠，感情亦淡了。 

人們太投入手機中的虛擬世界，錯過了太多曇花一現的美好回憶，以及與朋友相處

的時光。由於太過沉迷投入，無時無刻都拿着手提電話發短訊、玩遊戲，成為了「低頭

族」。乘車時看手機，吃飯時看手機，約會時看手機，就好像把自己困在一個密室當中，

與世隔絕。與朋友、家人溝通的機會少之又少了。 

利用即時通訊的應用程式快捷便利，但是就是這種訊息的「即時性」解讀，令人們

失去期待。短訊一發出，即時便收到回覆，因此失去等待訊息回覆的那種興奮、期待的

心情，而往往這種心情就能培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短訊雖然便捷，只需傳送幾個表情，

文字就能表達你的想法。但單靠文字和符號，根本不能知道對方的表情語氣，容易令對

方誤解、產生誤會，令朋友之間不及從前的親密，關係變得疏遠了。 

我並不否認社會科技的進步，通訊設備的廣泛為人們帶來便利，但人們過度沉迷使

用，並造成人們之間那無形的隔閡，社會越先進，人們就越不能得以節制，出現更加多

的「宅女」、「宅男」、「低頭族」，人們的人際關係就越疏遠了。只要把頭抬起，留意身

邊的人與事，我們定能發現箇中的美麗，但可是我們何時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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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進步促進人際關係 

王俊嚴 中四乙 

 

以前人們聯絡的方式很貧乏，往往只能寫信給遠方的朋友，來來去去，耗費不少時

間，若撥打長途電話，以每秒計算，其費用又令人咋舌，因此，很少人負擔得起。即使

要撥打，往往只聊個幾句就如拿着燙手的芋頭般快快將話筒掛上，生怕會多了一分費用。

但隨着時代變遷，社會越來越進步，聯絡的方式多不勝數，大多都是免費且實用，隨時

可以與遠在他方的親人即時聯絡，還可以發送圖片，令人與人關係逐漸緊密。因此，我

不同意「社會越進步，人際關係越疏離」。 

科技進步令互聯網的使用尤其普遍。互聯網上，人們使用聊天軟件，例如「面書」，

隨時隨地都能與天各一方的朋友聊天，一回一答僅僅只需數秒時間。即使兩人各在不同

的地方，亦能保持緊密的聯繫。還有，互聯網上毋需與人面對面交往所要的因素，例如

外貌、地理位置和年齡等等，一些在現實生活不敢與人接觸，性格內向的人，亦能在互

聯網上和藹開朗，暢所欲言。再加上網絡上有眾多溝通的方式，例如遊戲和討論區等，

人們能無拘無束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進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擴闊朋友圈子。整個互

聯網猶如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將所有人聯繫在一起，加緊人際關係，何樂而不為？ 

不但如此，除了互聯網外，手機亦能促進人際關係。手機原本只限於接聽和撥打，

但隨着社會進步，手機內多了「即時聊天」的應用程式。自此以後，手機不再限於聲音

的交流，而是可以透過文本、語音和視頻等進行交流，方便快捷。而且，程式大多免費，

選擇又多，人們每時每刻都能與天涯海角的親人透過手機面對面對話，何樂而不為？ 

最後，交通運輸系統的進步亦加緊人際關係。以前從香港去北京，坐火車也要整整

兩天的時間，但如今卻連半天都不用。運輸系統發展，產生了不少更加新穎的交通工具，

例如「輕鐵」和「高鐵」，價錢十分便宜，即使是平民百姓亦能負擔。現在不少人也能

負擔四處旅遊，擴闊視野，且認識不同國家和地域的朋友，回到家後，亦能透過互聯網

和手機隨時保持聯絡。除此之外，我亦能隨時探訪移居他國的親人，不但耗時少，且費

用低，人際關係緊密。猶如一個鎖鏈環環相扣，難以分開，何樂而不為？ 

科技的進步為人們帶來了不少溝通方式，讓人的交流得以改善。足不出戶，便能與

多人同時聊天，分享趣事，即使身在不同地域，亦能保持聯繫，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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