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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得㗎」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2017-2018 得獎同學進度報告（十二月） 

 

 

In December,  we did many activities for Christmas.  Shopping was the 

only way my natural family celebrated Christms,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celebrate for Christmas in a 'traditional' way.  Back in Hong  Kong, a lot of  

items for Christmas are for sale, gradually turning the festival materialistic. Yet 

in here, Christmas is all about family gathering, giving best wishes to everyone 

who loves me.  Therefore, my thoughts about Christmas were indeed reshaped. 

We first set up a Christmas tree and ornaments were put on it.  They 

showed the family's background, hobbies  plus  the  puppies they got.  Since my 

host family are Lutherans, they put religious ornaments on the tree as well.  Also,  

there was a cheer-leading ornament with my name on it as I am a cheerleader.  My 

host mum told me the reindeer and snowman ornaments were made by her   

grandma using wool, and music could be played by pressing them.  Although   

these ornaments were made for a long time, my host family kept them so well they 

were still working efficiently.  These ornaments were awesome and surprising to 

me. 

 

Another wonderful component of  this festival is the featured food.  We made some gingerbread house 

and Christmas cookies.  Well, actually I made a chocolate house.  First, I melted the chocolate, then I poured 

it into a mold, preparing to chill it for 10 minutes.  Usually, I just ate the chocolate, but I never knew it can in 

fact bring more fun.  As you see, I tried many new things here, and apparently it brought me happiness I never 

had.  New year is coming, and I will have spent half of the year here.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which  allowed  me  to  be  here.  This  year,  I  wish  I  can  make a drastic improvement on my personality 

before I go back to Hong Kong. 

        舊生會勉言 

聽見你們家的聖誕裝飾品是各具特色和意義的，感覺每樣東西背後一定有它的原因，透過了解從而得到經驗。開心你明

白和體會到聖誕節背後最重要的意義，以及嘗試了製作聖誕節的食品。我也高興你懂得感恩，希望你能好好珍惜這個機

會，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突破和進步。支持你，加油！                                                                                               5. 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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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宗建築獎學金 (捐款人：黃羅輝先生) 

譚靜妍 中四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十二月是聖誕節的月份，家家戶戶都忙著裝飾自己的房子，準備交換禮物；在這濃濃的

聖誕氣氛，我也不禁樂在其中。 

 

雖說是「聖誕月」，但是在放假之前我們還需要進行長達一星期

的考試。其實美國的考試和香港的考試大同小異，都是試卷；但我覺得

在這邊考試有趣的是，可以最後一天、考完最後一科後，利用午膳之前

的時間重新考一次沒有信心的考試。雖然這個方法比起香港「一次定生

死」的方法看起來是為學生留有餘地，但是我卻覺得總的來說這用處不

大。據我觀察，幾乎沒有學生會親自去找老師再測驗一次，有的話也是

一些本身成績已很優秀的同學，再測試一次只為著成績看起來更完美。 

 

期中考試之後當然是萬眾期待的聖誕假期了。早於還沒有到十二月

的時候，一家人便已經齊心合力地將飾品掛在聖誕樹上。而在聖誕假期 

裡，行程沒有空閒，我們早已經計劃好了一切，例如每天看什麼電影、有

什麼活動、吃什麼佳餚、需要買甚麼材料等，因此在假期裡各項活動都有

條不紊地進行著。雖然很忙碌，但是我卻真真實實的感覺到自己是在過這

個喜慶洋洋的節日。 
 

 

 

我覺得從接待家庭身上最值得學習的便是他們對於節日的「緊張

感」，或者是說他們對節日的重視。無論是感恩節還是聖誕節， 家

裡都大張旗鼓地準備和佈置，讓人感覺生活充實。而我以前在香港

對於中國的傳統節日反而不是很重視，並不會做很多和節日有關的

活動，只想在假期裡好好地休息一下；但是在這之後，即使是在忙

碌的學習生活中，我也想試試用心對待每一個中國傳統節日，讓自

己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和有意義。 

舊生會勉言 

體驗過不同的考試制度，相信你能發現到最適合自己的。在美國度過聖誕是個難得的機會。很高興你能體會到不

同的文化，也很欣賞你當中做的反思。假如在2月的農曆新年，你能把中國傳統文化帶到家庭或學 校，想必會一場

完整的文化交流，對你也能是一次學習！2018祝願你的交流生活更豐盛，所學的更多。                                  5紫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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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已經是2017最後一個月了，我覺得在美國度日如秒！我要為即將來臨的2018為設立新  

目標，繼續為我的夢想奮鬥! 

 

12月，大家都會想到聖誕。今年過的聖誕稱得上我 

人生最有節日氣氛的一年。美國人很重視聖誕節，這個

月我們都不忘佈置飾物，迎接這個節日。不過我認為美

國人與香港人慶祝聖誕最大差異並不單是氣氛，而是他

們更清楚慶祝聖誕的目的，反觀大部份的香港人，特別

是年輕 人，都未必知道其意義。來美國之前，我慶祝

聖誕都只為了附和節日的氣氛，但今年寄宿家庭提醒了

我，慶祝聖誕是為了紀念耶穌的誕生。 

在聖誕前夕，我與寄宿家庭到教堂參與活動。我很喜歡教堂裡沉靜的氣氛，而每次祈禱

都讓我反思，想清楚自己以後的日子應怎樣行。有時遇到失敗真的會感到迷失，但當合上雙眼，

平復心情向神祈禱的時候，我就會重拾自信，化挫敗感為動力。這個是我在美國學習到調節心

情的方法。 

不過這個寒假算起來只有三天是假期，因為其他日

子我都獻給了最愛的籃球——練習加上一連四天的比賽。

我很享受現在的生活，也學懂了理性地分配時間，平衡各

項發 展。除此之外，我教練都提過希望我明年可以回來

完成十二班。這樣對我確實有好處，參與多一年美國高中

球季，我就會有更大機會獲大學取錄。不過始終還有很多

變數，這仍不算是甚麼好消息。 

 

 

           舊生會勉言 
看到你追求夢想的熱情，也激起了我奮鬥的決心！非常開心看到你認識到聖誕的意義，希望這能啓發你對生活有更多思考，
可以值着這個契機重新認識一下傳統到底是爲了什麼。迷茫的時候，記得要保持勇氣和決心，我們也很樂意幫助你的。期
待 2018 年你的球技和學業也能進步，也期待聽到你的好消息。我們一同努力，在 2018 博盡無悔！          5紫穎 
你要對自己充滿信心，我相信你一定償所願，在異鄉大放異彩！                       5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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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獎學金 (無名氏捐款) 

李綺桐 中四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11月下旬的感恩節過後，我們就立即開始佈置聖誕，家裡充滿濃厚的聖誕氣氛。在德州

來下雪可說是非常罕有的，但在期待聖誕之際， 我們經歷了十年來第一次大雪， 雖只降雪一

天， 但都令人感到十分興奮， 所以當下雪時我們就立刻跑出屋外，感受雪花紛飛之趣，使我更

加期待聖誕節了。 

 
在家裏，除了幫忙佈置聖誕，準備聖誕聚餐，媽媽和我更執著曾曾 

祖母的食譜學會了弄一種傳統點心(Teacake)。這是我的第一次，亦是媽媽

的第一次弄這一份點心，所以我們都非常緊張。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和媽

媽變得更加親密和合拍。製作雖然忙碌，但我亦很享受可以更加了解到媽

媽和這家人的傳統。 

 

 

聖誕節過後，媽媽讓家裏每個人都寫下最少五個新年目標，然後將我

們的目標貼在牆上，讓我們每一天都獲鼓勵和提醒，活出更好的人生。除此

之外，爸爸和媽媽都讓我們反省自己這一年的成長，提醒我們要經常挑戰自

己才能有進步。他們亦間接提醒了我當初 「搏盡無悔」的目標， 時刻都要盡

力做好每一件事， 挑戰自己， 不要讓自己後悔。 

 
 

 

 

 

 

 
舊生會勉言 

           白色聖誕確實非常難得呢！能夠遇到罕有的雪天，相信爲你的聖誕加添了不少喜悅。確實，保持進步的
方法是常       常挑戰自己，鞭策自己。寫下新年目標，也是自己對來年的期盼，有目標我們才能更準確
的走更遠的路。2018 年，希望會 是你幸福珍貴的一年，搏盡無悔！            5紫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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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老師獎學金 (捐款人：馬曼霞老師) 

梁曉琳 中五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十二月可是我最期待的月份，據說有如中國正月的新年般熱

鬧；亦是一年最後的月份，讓人好好總結一年來的生活。 

 

寄宿家庭每年都在聖誕節時到田納西州旅行旅行，故今年亦帶

我前往觀摩這州的魔力。的確，這州充滿形形色色的博物館和表演節

目，尤其在聖誕節必會有大型的表演，吸引大量遊客觀看，我看了兩

場非常精彩的表演，讓我明白到這州獨有的魔力。 

 
 

 

在這裡我嘗試了佈置聖誕樹。他們又將紅包掛上聖誕樹，象徵

中西文化融合，令這聖誕樹別具意義；亦在聖誕當天給我紅包，想不

到馬老師當初的玩笑竟成真呢！ 
 

聖誕當天，我們到祖父母家慶祝，感恩他們亦有為我準備豐富

的禮物。我們吃著火雞，看著聖誕電影，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度過聖誕

節。 

 

2017的最後一天在美國中渡過。2018即將來臨，新的一年，新的開始，不過起點變了，

軌道闊了，而曲折的路多了。我們定會把持最初的夢想，「搏盡無悔」。最後當然要「老 

土」說聲：新年快樂！ 

 

 

 

 

 

 

舊生會勉言 
           你說的沒錯，最後一個月是讓我們總結，同時亦是為新一年作準備，好好訂立新的目標和邁進的方法。感恩你過著       

一個中西文化合并的獨特聖誕，想不到他們也有著中國文化的理念，相信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我們也是同時希望       
你能堅持自己最初的夢想，搏盡無悔，加油！                5 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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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樂盈獎學金 (捐款人：李啟豪先生) 

陳利榮 中五 佛教黃鳳翎中學 

 

 

十二月是一個充實又愉快的月份。我們不停在家中佈置、準備節

慶食物，又去拜訪聖誕老人，為的是迎接美國人最重視的節日——聖  

誕。 

 

家庭每年都會在聖誕前一個週末密鑼緊鼓的製作聖誕餅乾。今年

也不例外，製作了約二十多盤、二百多塊餅乾，稱得上是我人生中製作

最多餅乾的一日。對食物有份執著的我，由搓糰到烘焙，烘焙到裝飾， 

再將它們放入口中享用，那種滿足感難以形容。 

 
 

月中某天，英文課老師請我們班上每位同學以聖誕老人的身

份，給區內另一所小學的小朋友寄信。該刻的感覺很奇妙，因為我

從未想過自己會擔當如此重要的角色，要知道本地小朋友對聖誕老

人是多麼憧憬的。我回覆的內容大致是我（聖誕老人）剛到訪亞 

洲，將收集小朋友的願望返回北極，說明我雖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

願望，但也會盡力實現，期望他們也能繼續做好孩子。 

 

聖誕節、聖誕節前後，是為十二月最忙碌的三天。由平安夜拆開第一份

禮物，到聖誕節不停拆禮物，最後到香港著稱的Boxing Day到印度安納州再

拆禮物，真的非常感謝每位家庭成員的疼愛和心思。在眾多的禮物之中， 

令我最為驚喜的是「即影即有」相機連相紙及相機袋。我在抵美時只略述過

向同學借機留影的事，而他們卻深深記在腦海，望我下月的生日派對和未來

的日子，都能夠用那台相機捕捉珍貴的時光。 

 

不久之後將會踏入二零一八年，意味着交流之旅已過一半，亦是我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新開

始。除了要在下個學期加把勁之外，還要為自己訂下新目標，拼搏挑戰，再下一城！ 

舊生會勉言 

很高興你的聖誕節過得豐盛有愛！老師的任務也很有意義，能夠以聖誕老人的身份回信，想必是寶貴的經驗。欣賞你       
能把自己的文 化用新穎有趣的方式告訴當地人。感恩你有一個愛你的家庭，祝你接下來的交流生活繼續多姿多彩，有
所得益。                               5 紫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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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樂盈獎學金 (捐款人：李啟豪先生) 

黎穎芯 中四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12月對美國人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月份，整個月份都期待聖誕節的來臨。而12月的結束    

對我來說別意義：我的交流生活已經過了一半了！ 

在月初，我參與了學校舉辦的Snow Ball，這是我人生第一個

正式的舞會。穿上高跟鞋，化了妝，着上晩禮服，這些對平時只穿

運動鞋的我十分陌生。這是我第一次穿高跟鞋，還整整穿了一個晚

上，對我來說很不習慣，而腳上疼痛的感覺實在是難以忘懷。但這

亦是一個難忘的經歷，寄宿家庭媽媽更說我走路的樣子十分好笑 

呢！ 

在月中的時候，一位來自泰國的交流生亦搬進我的寄宿家

庭。一開始我對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既來 

之，則安之」，我逐漸與這位泰國交流生成為好朋友和家人。與

她一起分擔家務，而家中亦多了一個人與我平日聊天和玩耍；她

又在  YouTube記錄生活一點一滴，與她同住的我，亦經常出現

在片段中呢！ 

月尾是聖誕假期的開始，我和寄宿家庭亦到了教會參與平安夜崇拜，對於

在香港從沒有經歷過教會生活的我，無疑是一個新奇的體驗呢！這是個我收過最

多禮物的聖誕節，但對我來說最大的聖誕禮物莫過於是一個沒有功課的假期！沒

有功課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時間體驗生活，享受這裏的聖誕氣氛及嘗試更多新事 

物。雖然部分時間有點悶，但是我亦十分享受，更做了一些我從來沒有做過如溜

冰的事。 

 

           這個12月發生了很多難忘的事情，教我去學習接受不同的事物，感激別人

為我所做的一切， 多說些感恩的話語，欣賞不同的事物，並好好珍惜餘下的時

光，享受交流生活的每一刻。 
 

舊生會勉言 

得悉你的新嘗試，我也爲你高興呢！你有沒有認識到自己另一面呢？交流生活多姿多彩，充滿驚喜和意外，但只要
懷着堅韌溫柔的心、保持樂觀堅定的意志，就能越過困難、學到更多。希望你在新一年有更多機會發掘自己新一面，
得 到更多寶貴的經驗。 5 紫穎 

敬請期待下一期！ 

第五屆舊生︰陳金梅、吳紫穎、簡志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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