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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己錢》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初級組優異選題獎 
 
 
有太多東西想要？ 
父母又不許買？ 
 
想有用錢的自由， 
滿足消費欲望， 
想有安全感， 
以備不時之需， 
就要平時儲起私己錢？ 
 
為了儲錢，你可以去到幾盡？ 
 
 
個案一  
中一時父母買甚麼都欣然接受， 
中三開始嫌他們老土， 
想變得獨立，萌生亂購物的想法。 
 
先從媽媽下手，要求加飯錢， 
甚至幫手網購時隱瞞帳單⋯ 
 
原來父母知道我儲起私己錢，但沒作聲， 
因感到我已長大， 
想放手讓我學理財。 
 
 
個案二  
金錢煩惱不是大人專利， 
中一時每星期$20 不夠用。 
幫父母做跑腿和按摩賺錢， 
後來想獲得更多，便用各種理由撒謊⋯ 
 
中三有$300，手頭開始鬆動。 
父母鼓勵我儲起，以備不時之需， 
 
現在用錢不用父母批淮， 
但已不會亂買東西， 
因為明白「粒粒皆辛苦」。 
 
 
個案三 



父母常說：金錢得來不易。 
中一試過問同學借錢去買心頭好，  
中三時為了「課金」給手機遊戲⋯ 
 
常向父母謊稱飯錢不夠， 
辜負了家人的信任。  
為了讓我懂得理財， 
父母限制我零用錢，以強硬手法， 
去改變我亂用錢的陋習。 
 
 
小時候，根本不在意金錢， 
開支都由父母負責。 
 
長大後開始有物質欲望， 
渴望有私己錢，想變得獨立， 
嚮往大人用錢的自由。 
可以買大人眼中實用的東西。 
 
也許儲蓄和運用私己錢， 
正是成長階段的理財應用課程； 
父母選擇放手或高壓手段， 
都是培育我們理財的方法。 
 
 
《探究車費背後的權利和價值與讓座的關係》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高級組優異選題獎、特別推介獎──推敲分析 
 
 
關愛座本是為有需要人士而設的優先座位， 
但卻有 36.4%的人認為它是批鬥座！ 
更有年輕人曾因不讓座，而被「網絡公審」。 
假如，讓座是公民義務； 
但座位， 
卻是每個消費者都可享有的權利。 
在讓與不讓之間， 
車費可會扮演了甚麼角色？ 
 
 
關愛座是 
批鬥座（36.4%） 
關心有需要人士（66.7%） 
正常座位（21.2%） 
讓有需要人士乘搭公共交通（33.3%） 
 
 
乘客怎樣理解車費代表的權利，會否左右他讓不讓座？ 
54.5%認為付了車費只代表有權坐下，或使用座位； 
36.4%認為自己能夠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所有空間， 
他們之中誰會讓座？ 
輔助工具（45.5%） 
只有權坐下（54.5%） 



使用公共交通上所有的空間（36.4%） 
使用公共交通上的座位（27.3%） 
 
 
車費背後的價值是什麼？ 
45.5%及 45.5%認為車費就是付出費用及使用公共交通公具， 
 
在消費層面上，他們會否因此要求同等權利而不讓座？ 
42.2%及 15.2%認為車費的價值是時間及義務， 
讓座應不會對此等價值做成影響，  
他們會否較願意讓座？ 
義務（15.2%） 
時間（42.2%） 
費用（45.5%） 
純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45.5%） 
 
 
大部份受訪者，約佔 81.3% 
認為他們會放棄車費的權利而讓座。 
 
選擇不會的人， 
會不會就是從消費者角度考慮， 
不想失去應有的權利？ 
 
 
雖然，有高達 90.3%人認同車費的價值，是讓座的因素。 
 
但同時，被問及讓座的主要原因， 
他們卻認為是： 
道德觀念、自然行為和社會規範， 
車費的價值完全沒有被列入考慮之例。 
車費與讓座，可能並沒有太大關係。 
 
 
「付了正常車費， 
卻要讓座給只需付兩元車費的有需要人士， 
是否不公？」 
 
在消費層面上，可能有人的答案是「是」， 
但同一問題，放在公民社會層面，答案又可能變成「不是」。 
 
可見，當我們轉變身分去思考， 
對讓座的看法亦有所改變。 
 
或許，當一個消費者同時是良好公民時， 
他根本就不會問這個問題。 
 
 
《不同年齡的身份證》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高級組優異選題獎 
 
 
消費品＝身份證。 



 
不同年代有不同潮流， 
個人的心態和喜好，也會隨年紀改變。 
 
有時想人有我有， 
有時想與眾不同， 
一些消費選擇， 
便成了反映年齡的身份證。 
 
 
手錶 
小時候，為了模仿動畫角色， 
辛苦儲錢買電子錶。 
中學鍾情「文青」錶， 
想扮成熟，也提醒自己要珍惜分秒。 
 
搖搖 
小學出現的「搖搖風」，令班上人人跟從， 
曾恨不得抱着它睡覺， 
現在已不知丟到哪裡。 
 
 
鉛筆和原子筆 
小學常用鉛筆，錯了便擦掉重寫， 
那時做錯事，也較易被原諒。 
中學多用原子筆，錯了要改較麻煩， 
逼我們學習謹慎。 
 
眼鏡和矯視鏡 
初中時，班上九成同學戴圓框眼鏡， 
我也是其中一「圓」。 
它見證著我，衝動購買了矯視鏡， 
最終因不適應，浪費了媽媽的金錢． 
令我學會三思而後「買」。 
 
 
剷青 
小時候，剪髮很求其，略為剪短就行。 
中三開始膽大，不怕老師記名， 
對外型有要求， 
要剷青，才成熟又見得人。 
 
譚仔 
同學間的聚會首選， 
人云亦云跟著去，果然好吃， 
想不到，看來普通的食肆， 
竟是青少年眼中，代表年青的身份證。 
 
 
不同的「身份證」， 
記錄了不同年代的自己， 
由幼稚、拒絕成長，到變得成熟。 



 
有些消費品，只能成為當刻的「身份證」， 
有些卻能歷久常新。 
一些會令你發覺，童年何其幸福， 
一些會提醒你，曾靠物質換來認同。 
 
時間不斷流轉， 
你在變， 
你的「身份證」也在變。 
 
 
捕捉 
 
 
《小學雞》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初級組最佳選題獎、傑出作品獎 
 
 
「小學雞」= 幼稚？ 
思想不成熟？ 
小學時熱衷的事物， 
升上中學卻被自己唾棄。 
是因個人喜好和需要轉變？ 
同儕壓力？希望得到認同？ 
 
到底誰來定義， 
哪些是「小學雞」的物品？ 
是長輩？是我們自己？ 
為何和主流中學生的選擇不同， 
就是「小學雞」？ 
 
 
故事１：光頭的後裔 
 
爸爸替我剪的小光頭， 
免費、易打理又突出， 
小學時代被公認為最佳髮型。 
 
升中後卻被人笑很幼稚，像電燈泡，  
還有人勸我：轉個髮型可能變男神， 
終於我轉了價值$45 的「學生裝」。 
 
雖沒變男神， 
但至少做回普通中學生， 
沒再被嘲笑。 
 
 
故事２：爆旋陀螺 
 
小學時，陀螺是我上學的主因， 
和同學對戰，好玩又刺激。 
 
升中後，陀螺變成幼稚的玩意， 



想玩又怕被人笑。 
 
兩百元一盒的陀螺， 
曾是努力讀書的回報； 
現在已無用武之地， 
最後，我送了給另一個熱愛陀螺的小朋友。 
 
 
故事 3：八達通套 
 
八達通套， 
曾令我在小學成為風頭人物， 
天天掛着它上學。 
 
後來，家人卻說： 
「你已升中，別再掛它了。」 
難道，這樣做就是「小學雞」？ 
 
在中學，真的會惹來恥笑？ 
試掛着它回校， 
果然，被嘲笑幼稚和低能， 
但為了方便，我仍會低調地用它。 
 
 
故事 4：水晶寶寶 
 
七彩的水晶寶寶， 
放在水中會變大， 
曾在小學掀起熱潮。 
 
為了得到認同， 
不惜花上 50 元，買來一大袋！ 
但熱潮一過，卻不猶疑地丟掉。 
 
升中後，已不再覺得它有趣， 
而且怕會被笑「小學雞」， 
自己也已不屑去玩了。 
 
 
然而，受訪的高中師兄， 
根本沒有因我們用些甚麼， 
認為我們是「小學雞」。 
 
反而初中的我們， 
對「小學雞」的定義太狹隘， 
生怕用的東西與年齡不符， 
就會被人恥笑。 
 
也許，用「小學雞」來否定別人消費選擇， 
只是想自己顯得比人成熟的「小學雞」… 
 
 



《菲一般體驗》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初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優異表達方式獎 
 
 
旁白：菲林攝影這項技術早在 2000 年逐漸被數碼攝影淘汰，為何菲林攝影還有市場？為什麼這班年

青人會選擇與時代巨輪唱反調？ 
 
 
受訪者：影了兩、三年 
訪問員：你平時會拍攝什麼？ 
受訪者：我會影風景、日落還有巴士。 
訪問員：接下來將會有一段時間用這部相機拍照。 
受訪者：嘩！我覺得好無助，怎樣用？ 
 
 
訪問員：為什麼在這裏等？ 
受訪者：因為我要等人走了先。 
訪問員：拍多幾張不行嗎？ 
受訪者：不行，菲林很貴。 
 
 
受訪者：剛剛我不小心沒有對焦便按了快門，這邊浪費掉一張菲林 
 
 
對一個影開數碼攝影數碼相機嘅人黎講， 
一幅影錯咗或者走失誤嘅相呢同垃圾一樣咁冇價值 
但當我玩左菲林相機之後呢， 
失誤呢系唔可以避免嘅而且呢唔係可以刪除 
但係唔知點解呢喺菲林相機上面影錯嘅相比 
正常嘅相更加有價值 
 
 
訪問員：完全看不到，炒晒。他說你的相片沒有曝光過。 
 
 
受訪者：又愛又恨。愛是因為拍攝之前，你要把菲林放進相機內，感覺很實在。但為什麼會恨，因

為拍攝完後不能立刻看相片，不能立刻做後期製作。你要等，拿去沖曬舖去做沖曬，這樣也是一個

很漫長的時間。雖然菲林攝影很麻煩，但每一張相都是得來不易。 
 
 
但我認為張數碼同埋菲林呢兩樣東西最大既分野 
其實並唔係操作上定係佢既構造， 
而係進行呢一個行為既時候帶畀我心靈既感受 
同埋精神上既改變。 
而家既我可以好清楚咁感受到影菲林既時候個 
種心靈上的改變。 
 
 
《免．不了》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初級組最佳表達方式獎、傑出作品獎 
 
 
衞生！質量！性價比！ 



精明的你，消費前可能會左思右想， 
衡量一番才買。 
 
但對免費用品，你有思索過才用嗎？ 
為何免費，就能令人忘卻對衞生、質量的要求？ 
為何免費和消費，會令物品出現「待遇差別」? 
一個個矛盾的答案， 
展開一個個言行不一的故事。 
 
 
對消費場所的免費品， 
每個人心中有把尺， 
去判斷用與不用。 
 
明知酒店的毛巾，床單可能不乾淨， 
但旅行最緊要輕鬆， 
就自欺欺人說 : 沒所謂啦。 
 
有人卻連沐浴露，廁紙都自備， 
為了衛生有保障， 
但這豈不是，放棄了租住酒店的消費權益？ 
 
 
食肆的餐具即使不潔，沖一沖就照用， 
凍飲的冰時常帶菌，也會盡情飲， 
皆因「大菌食細菌」，怎會出事呢？ 
 
我們在乎湯麵中有沒有「小強」， 
但餐桌上擺放的糖、醬料、牙籤、筷子 … 
卻可以眼不見為乾淨， 
隨手拿起來用。 
因為免費這二字作祟？ 
 
 
我們追求服務質素， 
生活中的免費物品有增無減。 
 
若認真坐下來思考， 
就會發覺我們， 
常因免費二字「講一套，做一套」， 
無視自己對衞生的標準。 
 
消費時，固然要考慮物品衞生、質素， 
同樣要反思，為何免費會令人變得雙重標準， 
改變「亂搬龍門」的自己。 
 
 
《「麥密」排法》 聖保祿中學 
初級組傑出作品獎 
 
 
「麥密」排法 



 
 
你有沒有吃麥當勞的習慣呢？ 
 
 
你排隊時會選哪一條？ 
 
 
訪問員：你有沒有別人比你遲排隊卻比你快完成付款的經驗？ 
受訪者：當然有，還是經常性發生。 
 
訪問員：你會不會以收銀員的性別、年齡、國藉和服務態度等表現能看得到的特徵來選擇隊伍？你

又會選一個怎樣的收銀員？ 
受訪者：比較少考慮這些，因為都是直接看哪條隊就去排。不過我覺得女生會細心點，可能所需時

間會長一點。 
 
 
讓我們透過測試和實據來創造獨門的秘笈吧！ 
 
 
秘笈一 
有一位組員選擇用機器去點餐 
你有什麼策略可以最快買到餐？ 
 
 
同學：我當然用電子，電子怎樣也被人快吧！我現在出發啦！ 
同學：她用了 9 分 24 秒 
用機器可能未必比想像中快 
 
 
秘笈二 
而另一位組員選擇一位較年輕的店員去排隊來點餐 
同學：現在已經完成。 
今次另一位組員選擇一位較年長的店員去排隊點餐 
排隊時間用了，年輕的店員：1:30:26，年長的店員：2:43:68 
這證明年輕的店員動作比較迅速 
 
 
秘笈三 
靠左排。根據美國《Scientific American》的研究，大多數人都是右撇子，他們會習慣往右排 
 
 
秘笈四 
排男收銀員。美國《Psychology Today》中指出，女人平均一日比男人多說 5000 字，收銀時就慢

得多了。 
 
 

咦！但是 
我們只專注在排隊的時間 
卻忽略了等餐的時間 
而等餐的時間我們算得準嗎？ 
且這佔整個過程 70% 
 



 
《免。入口？》佛教大雄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 
 
 
「免費」，往往能令人盲目。 
但當免費的東西要「入口」， 
可會立刻增添了顧慮？ 
 
是衞生大過天？ 
抑或環保更重要？ 
還是「免費」蓋過了一切？ 
 
免費看似零消費， 
卻有隱藏的代價。 
你會怎樣選擇？ 
 
 
著重衞生的人 
 
理想的免費選擇——有包裝的東西： 
袋裝糖、包裝飲管、樽裝水、包裝紙巾… 
 
因為感覺乾淨、安心點，有事還可以追究。 
試食會看環境， 
吃也只吃店內的，街上的則怕怕。 
 
「免費的東西都不可信。」 
 
 
隨意的人 
 
沒有特別的免費選擇， 
他們認為有沒有包裝， 
根本沒甚麼區別， 
最重要是方便。  
 
無論是甚麼地點的試食， 
也不會放過， 
反正未試過吃完會肚痛。 
 
「有食唔食罪大惡極。」 
 
 
講求環保的人 
 
除了安全與衛生， 
還會思考免費東西帶來的後果。 
 
他們會選擇： 
糖罌裡的糖、飲水機的水…… 
試食會浪費即棄食具，可免則免。 
 



「如果有違環保原則，免費也不可取。」 
 
 
有人認為「免費無好」，會提高戒心， 
有人會因「免費=著數」，不假思索便拿取。 
 
無論何種取態，都應記著寧缺莫濫。 
非必要、非緊急或可被取代的免費物品， 
是否都不應取？ 
 
培養「不貪小便宜」的良好消費心態， 
亦能減少資源浪費。 
免費，並不是真的零消費。 
 
 
《弟弟的鉛筆》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最初我認為， 
給弟弟買鉛筆等文具， 
不是消費，而是浪費。 
 
因為我不明白， 
讀書、識字、做功課， 
對我這個有點特別的弟弟， 
有甚麼意義？ 
 
 
對弟弟來說， 
做功課並不容易。 
家裡經常因此吵吵鬧鬧， 
令我無比厭惡弟弟上學一事。 
 
其實，他將來可能無法工作， 
我亦認定要照顧他一世， 
為甚麼他還要讀書識字？ 
日常生活買東西、乘車… 
哪些事情真要識字不可？ 
 
 
某天，家裡多了一座價值$299 的書寫板， 
原來是父親給弟弟的禮物。 
他十分喜歡， 
愛在上面寫上自己的名字。 
 
突然，我想到他學寫字的理由： 
萬一他以後走失了， 
至少可把名字寫出來，找警察幫忙。 
 
 
2016 年尾，發生了康橋之家事件。 



令我想到，雖然不讀書、不識字， 
他也可靠我活下去， 
但萬一日後我沒能力照顧他呢？ 
 
萬一，我先他一步離世呢？ 
沒有人再為他打點， 
他有能力保護自己嗎？ 
或者為了生存，他真的需要學寫字。 
 
 
弟弟寫字日漸進步，還說想做老師， 
我已不反對他上學了； 
也不再因為覺得他痛苦， 
想他放棄學寫字。 
因為他要識字，才有機會實現理想。 
 
 
鉛筆帶給他的，遠不只痛苦， 
還有日後活出自己人生的選擇權。 
他手中的鉛筆，是有意義的。 
這消費，是有價值的。 
 
 
《幻彩詠屯門》南屯門官立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香港的光污染愈來愈嚴重，主因是建築物外牆的燈光， 
但除了受影響的居民，誰會正視這個問題？ 
 
屯門某商場， 
外牆屏幕的燈光令晚上恍如白天， 
街坊需拉上窗簾睡覺。 
 
不過「光燦燦」的商場燈光，卻又予人安全感， 
逛街時份外享受。 
 
 
光污染指過量使用照明系統，影響人類正常生活的現象。 
 
生活中有些光源，雖非過量，有時仍令人感滋擾。 
例如：家人在你睡覺時亮著的燈； 
或是玩電子遊戲時發出的光芒。 
 
微弱，卻足以擾人安睡， 
這是否構成另一種光污染？ 
 
 
另一種「光．污染」， 
在洗手間照明的燈光， 
同時用作太陽能發電， 
為水龍頭的自動感應開關提供電源。 
 



這些燈光，節省電力消耗， 
減少地球污染。 
這種「光．污染」，應不會有人討厭吧？ 
 
 
黑暗中的消費 
交易只憑一份互信。 
 
看不到飲品的包裝、到期日， 
小心地喝下一口， 
似乎特別美味。 
 
原來沒有光， 
消費時不再被華麗的包裝、 
身處的環境干擾， 
可以更純粹地消費商品本身。 
 
日常干擾我們消費的資訊， 
又豈止來自光線一種？ 
 
 
我們的生活中，還有其他種類的「光污染」。 
 
此刻在照明的燈光， 
可能在另一刻變成污染的來源， 
光、消費、污染、生活之間， 
互相影響， 
令我們難以單純地去享受消費和生活。 
 
但，誰會情願沒有光？ 
 
 
《物語》麗澤中學 
初級組季軍 
 
 
「媽媽！Ｘ舊了，我想買新的！」 
不管Ｘ是什麽，她總面露不悅之色。 
 
殘、舊、壞的物品， 
該扔掉？修理？買新的？  
常令我們爭持不下。 
 
為甚麽兩代人，會有截然不同的選擇？ 
是成長背景不同？ 
因為年代差距？ 
還是對事物的感情有差別？ 
 
 
愛面子的主人 
 
手錶帶有裂痕，錶芯也壞了！ 
同學都勸我買新的，媽媽卻堅持要修理， 



該如何是好？ 
 
 
善忘的主人 
 
新買的梳子爛了就扔掉， 
媽媽送的昂貴手錶， 
壞了就放在一旁…翌日已遺忘， 
一切都是身外物嘛！ 
 
 
念舊的主人 
 
殘舊不堪的波鞋， 
買了新的還是穿了又穿。 
 
破了的褲子、 
過時的衣服， 
總是捨不得丟掉。 
 
 
執着的主人 
 
把兩個各有缺陷的錶合併， 
救活其中一隻也好。 
 
書包爛了，補好又可以再用， 
節儉是上一代的美德？ 
我想我也是「長輩」了。 
 
 
長輩的慳儉故事 
 
蕭媽媽火熱的涼鞋 
小時候的膠涼鞋， 
帶子很易斷開。 
拿鐵夾燒熱駁好， 
又可以穿了。 
 
丁媽媽的鄉里情 
 
壞傢俬、手錶、電器， 
鄰里間互相幫忙修理。 
梳子斷了便用膠水黏好， 
總之就是不亂花錢，盡量修補。 
 
 
三代人的念舊 
 
婆婆的念舊── 
一張被子修修補補，用上三十年。 
媽媽的念舊── 
理性地選擇修理，也能做到斷捨離。 



我的念舊── 
不修補不丟棄，直送打入冷宮。 
 
巧匠輩出的家族 
一個書包，修修補補， 
媽媽便由小一用到六年級。 
一個時鐘，鐘面破了、針也快斷， 
爸爸把它修好，現在還能用。 
 
 
修理還是丟棄？ 
上一代沒有疑問。 
但我們這一代， 
修理卻非必然。 
 
對長輩而言，甚麼都是無價寶， 
因為得來不易。 
 
反觀我們，物質實在太多， 
想買便買、動輒丟棄， 
取代了舊物重用、三思後買。 
 
在一個貪新忘舊的年代， 
更要學會珍惜。 
 
 
《尷．視》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高級組季軍 
 
 
小時候，對內褲的唯一要求： 
印有喜歡的卡通人物。 
 
自己怕入內衣店，內褲由媽媽全權負責， 
也反映了媽媽的品味： 
喱士邊、條紋、古怪顏色⋯ 
拾圓三條的街市貨式， 
甚至鮮紅的大媽款式。 
 
但「童年」無忌， 
不會介意別人的看法， 
愛穿什麼就穿什麼。 
 
 
大一點， 
怕卡通人物會在體育堂更衣室換來恥笑。 
怕鮮艷、怕老土， 
純色、簡單、舒服就最好。 
 
由小學到升中， 
由不介意別人看法， 
變得希望得到同輩認同。 



 
但不變的是： 
內褲仍感會尷尬。 
 
 
青春期到來， 
內褲講求實用， 
經期時要穿不易滲漏、深色的款式， 
而不變的是： 
內褲＝尷尬。 
 
無論是收到內褲作禮物也好， 
或是晾在窗口，讓家人看見也好。 
都是那麼尷尬。 
 
 
高中時，媽說：長大了，要學照顧自己。 
試走入內衣店， 
大人在精心挑選，我卻買完即閃。 
朋友說：內褲是個人必需品，不必尷尬。 
將來⋯應該⋯我也做得到吧？ 
 
此時的我們已大約找到， 
適合自己的內褲， 
開始學習大人對內褲， 
有更多的要求和考慮。 
 
 
大學姐姐小時走過的「內褲之路」， 
和我們很相似。 
到中六，她開始自己購買， 
會選花俏的喱士和圖案， 
重視材料是否舒服。 
 
投身職場後，重視款式和實用性， 
要與衣服配襯， 
還要看物料和價錢。 
 
現在的她明白： 
人人都要穿內褲，不用尷尬。 
只要自己喜歡，不用介意別人想法 
 
 
媽媽的品味，有時…不堪入目。 
原來媽媽的媽媽， 
也曾買過相同的選擇。 
也許，媽媽都不會從女兒角度選擇。 
 
媽媽已不會為內褲尷尬， 
亦不像大學姐姐般，對內褲很多要求。 
成熟的她們表現得更灑脫， 
「只要有得穿就行，隨便吧。」  



似乎看透了所有懵懂和無知。 
 
 
內褲──曾令我們尷尬，不敢直視，  
卻也是最貼身的必需品， 
是女孩日漸成熟的象徵。 
 
女孩對內褲的看法、選擇和要求 
靜靜改變， 
標誌着由小朋友蛻變成大人。 
內褲──見證着我們的成長。 
 
 
發現 
 
 
《如果沒有我》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初級組亞軍 
 
 
父母如果沒有生下我們， 
生活會怎樣？ 
他們是否因為我們， 
放棄一些消費、娛樂、夢想嗎？ 
 
 
我可有可無？ 
猜想： 
如果沒有我，爸爸應在內地買了屋， 
可以常外遊，開農場實現夢想。 
現在爸媽似乎更疼妹妹， 
因為我是可有可無的負擔？ 
 
原來： 
爸爸移居香港辛苦工作， 
絕少外遊，也沒有餘錢儲起開農場， 
都是為了供我們讀書。 
但放下夢想，為了孩子成長， 
爸爸認為犧牲也是值得。 
 
 
父母也有錯 
 
猜想： 
如果沒有我，媽媽可以常去打麻將、 
去旅行，瘋狂購物扮靚； 
爛賭的爸爸可能賭得更厲害。 
 
原來： 
為了照顧我，媽媽成了顧家的格價女皇； 
爸爸為我戒賭，還辛苦打三份工。 
閒錢不多也常買東西給我， 



他們現在的消費，都是希望我的人生變美。 
 
 
追尋自由的父母 
 
猜想： 
如果沒有我，媽媽可能已成為插花師， 
可以無憂無慮，想做什麼也行； 
貪玩的爸爸，可以常常和朋友去玩。 
 
原來： 
他們為了我們才來香港， 
承受物價高昂的壓力。 
媽媽放棄了夢想，旅行夢也要推遲， 
他們只想我們得到最好的生活。 
 
 
杞人憂天的父母 
 
猜想： 
如果沒有我， 
媽媽可能會環遊世界，開花店； 
爸爸就可以做生意和投資， 
令生活更美好。 
 
原來： 
為了養育我們，爸爸辛苦工作， 
減少了旅遊和按摩等消閒開支。 
還試過當金器去買奶粉！ 
但他們說，只要看見子女開心的笑容， 
疲勞、壓力都會消失。 
 
 
中產父母的自白 
 
老師爸爸： 
女兒令開支大增， 
如果沒有她，會少了壓力， 
老婆有時間扮靚， 
我也不用打兩份工。 
 
空姐媽媽： 
請保姆照顧兩個女兒，常為開支煩惱， 
但我不會放棄環遊各國的夢想。 
 
主婦媽媽： 
未有小孩前，經常買衣服和化妝品， 
現在多買補品給家人吃， 
減少和朋友娛樂， 
只想兒子健康成長。 
 
 



父母節衣縮食，放棄夢想， 
犧牲愛好，減少娛樂， 
改變習慣和性格， 
全為我們的前途鋪路。 
 
把孩子的夢變成他們的夢， 
讓我們更明白父母的偉大。 
希望將來，我們能完成他們的夢。 
 
原來有了我，他們更快樂。 
 
 
《家居空間攻防戰》聖士提反堂中學 
高級組亞軍、最佳選題獎、最佳表達方式獎 
 
 
買了東西回家，發現沒位放？ 
和家人因「領土」被侵佔而吵架？ 
被家人勒令執屋，丟棄「珍藏」？ 
  
花錢買東西是消費， 
花空間去擺放，也一種消費？ 
為了保護「空間」這資源， 
每個家庭的成員，每天都在上演 
家居空間攻防戰！ 
 
 
Level 1 
戰鬥背景 
貪便宜，買了大量「電子零件」， 
家裡沒位放，被媽媽勒令丟掉 
部份「珍藏」。 
 
戰事 
認為自己家中佔位少， 
丟掉媽媽的舊物來放零件， 
媽媽反擊，丟掉我的「珍藏」， 
雙方陷入惡性循環。 
最後，開家庭會議， 
明白媽媽儲舊物是為我省錢， 
而自己已佔用最多的空間！ 
 
 
Level 2 
戰鬥背景 
迷上韓流，旅行買了大量商品， 
更放到哥哥桌子，逼得他向爸爸投訴！ 
 
戰事 
旅行買的東西，侵佔了哥哥 10%空間， 
哥哥向爸爸投訴，我沒理會他感受，還得寸進尺。 
 



我愈霸愈多，哥哥終於爆發，雙方開會商討， 
哥哥原來討厭我不尊重他， 
我明白自己做錯，哥哥願意讓出不需要的空間給我。 
 
 
Level 2 
戰鬥背景 
迷上韓流，旅行買了大量商品， 
更放到哥哥桌子，逼得他向爸爸投訴！ 
 
戰事 
60% / 40% 
旅行買的東西，侵佔了哥哥 10%空間， 
80% / 20% 
哥哥向爸爸投訴，我沒理會他感受，還得寸進尺。 
90% / 10% 
我愈霸愈多，哥哥終於爆發，雙方開會商討， 
60% / 40% 
哥哥原來討厭我不尊重他， 
我明白自己做錯，哥哥願意讓出不需要的空間給我。 
 
 
Level 3 
戰鬥背景 
哥哥女友來家暫住，我被逼讓出空間， 
雙方開始有爭執。 
 
戰事 
最初選擇默默承受，但哥哥態度愈來愈過份， 
說我沒資格過問。 
我最後借助父母力量反擊， 
奪回空間，但傷了兄弟情。 
 
 
Level 4 
戰鬥背景 
爸爸買的模型和書、 
妹妹隨長大愈來愈多的物品， 
令我空間愈來愈少！ 
  
戰事 
一直忍讓，但爸爸突然大規模入侵，唯有請媽媽幫手！ 
爸爸被說服，更賣了部份珍藏，令我很感動！ 
 
對妹妹的侵佔，媽媽卻叫我不要和妹妹計較， 
過程令我反思，需易地而處， 
不應以公平的名義，和家人「寸寸」計較。 
 
 
空間有限，欲望無窮。 
消費時如不考慮家居的空間， 
再大的家也不會足夠！ 
從空間攻防戰之中， 



我們學懂尊重。 
 
協商，往往能化解衝突。 
親情，比領土範圍重要。 
 
打着公平旗號，爭取個人利益， 
不如學習處理舊東西、紀念品、 
以及「總會有用」垃圾寶貝。 
懂得斷捨離才是王道！ 
 
 
《素食主義》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初級組冠軍、優異選題獎 
 
 
素食很「潮」—— 
可能你也喜歡， 
偶爾在 Green Monday 吃一餐素； 
逛素食展買點「另類食材」。 
 
食素很「難」—— 
但若你長期吃素，每一餐就可能出現「選擇困難」。 
 
選餐廳「難」—— 
只得少數提供素食，即使有選擇亦不多。 
 
選食材「難」—— 
表面沒有肉的食物，也可能有動物成份， 
還要顧及營養。 
 
 
長期素食者的消費處境 
 
素食者 A： 
12 歲開始吃素，家人亦吃素 
在普通餐廳吃飯，點菜時要講明走肉、走海鮮， 
但不是每間也肯這樣做。 
堅持──只挑菜來吃，請朋友幫忙吃肉。 
 
素食者 B： 
中五時因看了關於屠宰動物的影片，決心吃素。 
試過因身體差，被醫生勸告：一係貧血，一係食肉。 
堅持──注意營養，多吃有豐富鐵質的疏菜。 
 
 
同學實戰 
 
無肉不歡的「掃食者」 
展開兩星期素食大作戰，有何體驗？ 
 
Battle 1： 
課室裡獨嚐無肉杯麵， 



沒有同學肯作伴。 
 
「吃素原來很寂寞？」 
 
Battle 2： 
烤雞餐廳選擇無「素」 
唯有雞腿漢堡走雞腿 
 
「吃素易惹來奇異目光？」 
 
 
同學實戰 
 
Battle 3： 
學校小賣部早餐全是肉， 
要姨姨特製芝蛋「人情治」。 
 
「吃素會添人麻煩？」 
 
Battle 4： 
媽媽需特製餸菜， 
有時還要陪我吃素。 
 
「吃素需要家人遷就？」 
 
 
同學實戰 
 
Battle 5： 
 
連鎖快餐店的朋友聚會， 
只得我沒選擇， 
唯有硬著頭皮，從別的餐廳 
買外賣回快餐店吃。 
 
「吃素要厚面皮 ＋ 腦筋急轉變？」 
 
原來，在香港想做素食者，可說是困難重重… 
 
 
同學的「戰地發現」 
 
芋頭魚其實是芋頭， 
素鮑魚其實是菇， 
素魚其實是豆。 
 
做得很像肉的素食， 
弄得很像肉的蔬菜， 
是想給素食者多些選擇？ 
抑或只是吸引大眾的 gimmick？ 
 
 
儘管決心吃素的動機有所不同， 



純素、乳蛋素、水果素等吃素模式也有不同，  
素食者的口味、生活模式、飲食習慣也各不相同。 
 
但當你決心吃素時，就同樣要面對—— 
1. 在外搵食艱難； 
2. 家人擔心甚至反對，或是預備食物要遷就配合； 
3. 選擇食物時多了顧慮，須留意食材用料和成份。 
 
 
欣賞素食者的能耐 
 
捱得—— 
捱得住誘惑、寂寞、別人的奇異目光。 
 
識變通—— 
識執生， 
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各種吃素困難。 
 
 
《如果消失了……》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高級組冠軍、優異選題獎 
 
 
讀完《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這本書，  
讓我們想到， 
日常生活充斥着不同的消費品， 
若失去了它們會怎樣？ 
 
脫離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 
沒有了清潔用品、調味料、 
鏡頭、眼鏡和計時器的生活， 
是返樸歸真？是諸多不便？ 
 
我們用五星期， 
體驗何謂真正的必需品。 
 
 
如果清潔用品消失了… 
 
牙膏：用水或鹽代替，習慣了便沒有不自在。 
沐浴露：實驗在冬天進行，索性三天不沖涼。 
洗頭水：先抓走頭皮，再用水沖，但仍散發難受的異味… 
洗手液：滿手是油，沖水洗不掉，塗上香的護手霜，但反而更膩了。 
 
 
清潔用品看來不可或缺， 
但消失的困擾，卻沒想像中般大。 
刷牙是為了美白？ 
洗手是為了香味？ 
洗頭是為了護髮？ 
 
營銷手法塑造了我們對乾淨的觀念， 



我們追求的功效， 
是否早已脫離原先使用清潔用品的目的？ 
 
 
如果調味料消失了… 
 
調味料早已攻陷了我們的味蕾， 
缺少了鹽、油、糖、醬油… 
飯、菜、肉，都淡而無味， 
清煮麵條更是難吃至極！ 
無味的番薯粥，頓成濃味菜餚。 
 
請餐廳走調味料， 
被視作「玩嘢」， 
惹來破口大罵， 
連媽媽也感無理不肯煮無味餸菜。 
我們最後，投降了！ 
 
 
何時開始，下了調味料的菜才美味？ 
我們都遺忘了食材的天然滋味？ 
 
調味料寧濫勿缺， 
拒絕調味料，就是怪人？ 
 
也許，調味料已不知不覺， 
變成了生活的調味劑， 
一旦失去了， 
連生活也索然無味。 
 
 
如果鏡頭消失了⋯ 
 
鏡頭不只是攝影工具， 
還用於學習、社交甚至娛樂， 
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有時就連用了也不覺。 
 
何時開始，純文字的短訊， 
竟然泛着空虛？  
何時開始，鏡頭代替了感官， 
承載着感覺和記憶？ 
是鏡頭令我們善忘？ 
還是我們善忘，造就了鏡頭呢？ 
 
 
如果眼鏡消失了… 
 
摘下眼鏡的那一刻， 
景物變朦朧，反而更美。 
有人感到不自然，但生活如常， 
有人為了看電視和玩手機，一天也未能堅持， 



有人因為看不清，吃飯也要旁人照顧。 
 
眼鏡的存在， 
是為了防止近視加深？ 
還是讓我能更任性，去做傷害眼睛的事？ 
是令框內的東西變清晰？ 
還是用來排拒框外模糊的景物？ 
 
 
如果計時器消失了… 
 
手錶、時鐘、手機… 
各種各樣的計時器， 
令我們失去感覺時間的能力。 
沒有計時器， 
我們重新依靠太陽的位置、 
家人的生活規律、公雞叫聲來感覺時間。 
 
計時器讓我們的生活更精準和規律， 
可以集體追求效率。 
沒有它的束縛， 
生活會被打亂，還是…回復自由？ 
 
 
生活漸和消費品密不可分， 
我們由外到內、由淺入深地， 
從「如果消失了」， 
實驗出「有得必有失」。 
 
科技帶來的便利， 
令我們在不知不覺中， 
失去原有的生活技能和敏銳知覺。 
究竟這是進步，還是退步？ 
 
與其歸咎科技， 
其實造成惡果的，可是我們的惰性？ 
善用科技，就不會為進步而矛盾。 
清醒生活，就不會因方便而迷失。 
 
 
The Journey to 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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