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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得獎學金(捐款人: 我都得基金 )                             

陳金梅 (17 歲)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中五 

 

  不知不覺在這個月頭，我已經踏上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轉列點--出發列美國，一個與別不同的

國家。到了這裏後，一切對於我來說也是陌生的，要適應這是新的環境也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可我願意接受這個挑戰，更希望因此而改變自己的不足及豐富我的所經所歷。雖然在這裏只有短

短的一個月時間，可我已經在這留下不少沒有遺憾的足印。 

  在學校方面，我非常擔心和緊張在第一天的上學，因為這間學校與香港的分別好大，沒有熟悉

的人陪伴，感覺有點缺乏安全感。這裏的教育制度特別的不一樣，它讓自己選擇你想讀的科目，

而且每天都是上一樣的課堂。感覺所有的一切都與我所想像的差距很大，但我也必須適應。由於

我的英文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以全英文學習也是給我的考驗。但我沒有因此而放棄，反而更努力

刻苦地學習，花更多的時間在不明白的地方，我希望透過靠自己的努力而有進步。媽媽在我第一

天上學的時候，留下一句鼓勵的話，讓我感覺到溫暖。那就是”The first day of school day is the har

dest,but after this day,it will be easier”它讓的知道一開始是最難的，但慢慢會隨着時間而改變，變得

更容易融合校園生活。我已經上了三星期的課堂，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慢慢適應，也比第一個星期

好多了。同學的歡樂為課堂帶來不少的快樂的笑聲，也讓的慢慢融合他們。以及幫助我理解不懂

的東西，有了他們的幫助令我更快能跟上他們的步伐，使我更喜歡上課。 

  在家庭方面，我感恩着讓我有這個充滿着愛的家庭。在我未出發前，他們細心地提醒着的要注

意什麼，也為了讓我更快適應這讓，幫助我準備了東西。在的到達後，他們知道我的英文能力有

限，便盡量在與的溝通的時間放慢速度。當我有不明白的時候，他們不會嫌棄我煩，還細心地解

釋給我聽，樂意解答我的所有問題。在這個溫馨的家庭裏，生活得好輕鬆，與他們相處從來也不

會感到尷尬。當我身體不適的時候，總是會送上最真心的慰問。而且每天都會給我最少一句的鼓

勵說話，感恩着這個滿有歡樂的家庭，為我提供了一個溫暖的家。 

  在活動方面，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裏，我已經有好多第一次的經歷。在上學前一天去動物園旅

遊，在那第一次餵小鳥，可是一個特別的體驗。而且我的家人十分熱情，為我及其他來自不同國

家的交流生開了一個游泳派對，為的是歡迎我們，我在這裏的也是第一次游泳。他們為我提供和

帶我參加的活動讓我的生活增添不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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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的生活方式或其他的習慣比的想像的更要有差異。這個的人非常熱情，常常會掛着一

個甜美的笑容在臉上。每天看見這樣的情境，都讓我感受到他們的快樂。我很享受着這的一點一

滴，它讓我變得更熱情，更喜歡掛着笑容，以真誠的心對待他人。而這些的生活習慣更讓我改變

了一些在香港的壞習慣。 

 已經開始展開一年美國交流的我，相信在之後的日子會有更多既美好又難忘的體驗，我同時期待

着自己會有更大的轉變。我仍然相信我們將會為這個舞台帶來精彩的表演，我覺得表演不單為大

伙們帶來快樂，也是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支持的認同，讓我們更有能量繼續探索自己的路。高台並

不僅為了展示自己努力的成果，更要鼓勵其他人也可以像自己一樣得到一個不一樣的改變，能更

有自信地突然自己。我深信自己可以成長和突破更多，利用這個高台來贏得您們的掌聲。

 

 

彭老師獎學金(捐款人: 彭老師)                            

石浩怡(15 歲) 寶血女子中學 中四 

 
       今個月是八月了， 都看到自己身邊的同學都陸續離開了香港，到達美國展開他們新的

旅程了。 我十分不捨我學校的同學而且我的屋企人。將要前往美國這個 人生路不熟的地方，我

在這一個月都十分迷惘擔心自己不能應付下來。 雖然如此我仍會努力去面對， 開始我人生一個

新點！在這一個月如常每天一樣都要到查篤撐裏做義工。 我十分感激這一段日子是因為可以為捐

款人作一點的貢獻 以感謝他們對我們的恩愛和無私的奉獻。 我 8月 5號我到了彭老師的苗圃樂

園去幫她做義工， 那天非常高興是因為我經歷了很多事情而且流程亦都十分順利。 

     

       在一開始我到了沙田他的樂苑樓下麥當勞等， 那天詩晴跟我一起到去做義工一開始就要搬彭

老師樂苑裏的樂器。 樂苑的人十分友善，他知道我搬不到重的東所以主動向我幫助我搬到貨車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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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我們坐著貨車到了沙田大會堂附近的一間酒樓，雖然在入職時的前在酒樓店外等了很久，但

是明白到凡事有規有矩在等候的時候都要有耐性。 然而我和詩晴都立刻搬樂器進去。 那天的流

程十分趕急，雖然是很忙但是明白大家都十分題會，體諒到我們是第一次做義工。 我們先到酒樓

預備了一切的樂器和抽獎名單， 以便我們吃飯後進行抽獎。 樂器一切就緒之後酒樓的工作人員

都幫我們排列好椅子。 在酒樓裏的長者都十分主動前來椅子就座欣賞各師傅彈的樂曲。 不久以

後彭老師便開始連同各師傅一起彈奏粵曲。 我小時候的時候都甚少聽粵曲，因此對於這種中國傳

統藝術都感到陌生。 期間我覺得彭老師十分厲害是因為她可以同一時間彈鼓，響板等樂器。 就

連樂譜都不需要看。 在期間她都同旁邊的親友聊天， 可以一邊彈奏一邊聊天真的令我佩服！ 然

後就準備切蛋糕的儀式，那一時我才知道原來彭老師有非常之多的學徒。 他十分厲害退休後仍然

能教授不同的長者去學彈奏粵曲。 姑且我十分欣賞她。  

 

      彈奏完後我便與彭老師的兄弟姐妹共同進食晚飯。當天的晚飯十分豐富有雞有魚有菜有湯等。 

令我不禁垂涎三尺， 每當有菜上時我的眼就像發光一樣， 不停望著菜盤。 而且那天的晚飯令我

感到十分豐富十分飽， 食完過後，詩情和我就到沙田附近的商場逛了一逛， 休息過後便回到酒

樓繼續工作， 接著下來我們便開始抽獎的活動， 看到十分長者都玩得十分高興，使我們亦都樂

在其中。 期間有位朋友給我們了抽獎券， 令我們亦有幸獲得抽獎的機會十分感恩。 我在最後臨

走時亦聽到中獎的消息， 感到十分幸運。 我負責抽獎的部分 當我們玩 bingo的時候，當彭老師

知道她預備的金錢派完了的時候，她急忙地拿出他的錢包再預備更多的金錢， 只是一面歡笑地說

只希望他們會感到開心， 我對他這種的行為感到十分敬仰。 

 

       這個活動不單只是一個義工服務的活動， 而是一個機會去令我明白到一個做人的道理。 彭老

師籌備的這個聯誼的晚會不只是希望朋友能聽到他表演粵曲，而是能夠令到長者們都可以找到當

中的樂趣。 我亦知道彭老師十分開心是因為她全程都滿臉歡笑， 我亦十分感謝彭老師所賜給我

這一次去美國交流的機會。感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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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宗建築獎學金 (捐款人:黃羅輝先生)                                        

吳紫穎 (16 歲)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中五 
 

 

不經不覺，我已在美國度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光。這一個月，經歷了許多不曾經體驗的事情。 

 

 首先，在這遙遠又陌生的土地，我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的水浸。那時才是開學第三天，還沒熟悉學

校便突然被告知，我所在的州份因大雨進入了緊急狀態，學校也因「可能水浸」而停課，要家長

接離。當時我仍認為很安全，心裡為了半天的假期而高興。然而，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水已經到

了家門前。不消半少時，水開始從各方湧入。顧慮到 host mom 剛完成手術不久，我們選擇離開，

到別人家暫住。而雪上加霜的是，家中的地毯都浸壞了，還發出了刺鼻的氣味，我們不能再在那

裡居住，需要另覓居所。這次的經驗，不是開心的。卻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學到了樂觀積極。

面對突然而來的天災，其實他們很有資格埋怨，不止失去安居之所，損失財務；更被新屋屋主臨

時拒租，要再覓尋「新新屋」。但他們從來也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每天都大聲的笑，愉快地過著

日子。 

 

 另外，在學校，我正在努力的適應中。我修讀了英文、美國歷史、數學、演講、世界地理、化學、

商業電腦應用七個科目。當中，英文和美國歷史都為我帶來了不不少難題。由於這兩科的單詞數

量多又不簡單，上課時很難明白內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每天回家後也會花時間複習上課的內

容，更會備課查字典，幫助理解課堂。 

 

 讓我不適應的，除了語言外，還有上課的模式。美國的課堂較之香港，更為自由。除了知識的傳

遞，這裡也注重學生的思考。老師不會阻止學生發言，同學可以隨時表達意見想法、分享經驗知

識、回答問題…然而，這對於在香港接受了十多年教育的我，是十分難融入的。過去十年，我已

經習慣了上課安靜專心聽課，鮮少發言。突然到了一個鼓勵說話的環境，我反而無話可說。但這

也不失為好機會，讓我重新學習參與課堂，保持思考，放棄全盤接受的學習模式。 

 

 最後，家庭方面。幸得體貼的父母，在溝通以及日常起居，他們都非常注重我感受。常親切的與

我解釋不明白的地方，又關心我的校園生活。即使于水浸期間，仍然抽空與我聊天，關心我與香

港家人的聯絡。我的 host dad 剛巧是我現在就讀的學校的校友，有時候也會和我分享他學生時期

的事。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希望能加快適應的步伐。跟上學校課堂的進度，融入家庭生活，認識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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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老師獎學金 (捐款人:馬曼霞老師)                                                  

簡志安 (16 歲)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中四 

 
   

這是我來到美國的第一個月，我發現他們有一些行為的確與我們很不同，部份與我們華人教

養存在無可避免的衝突。 

 

人們說美國人很有公民意識，但我看到的是同學互相歧視，白人不會理會黑人，黑人也會一

群群的歧視白人。除此之外，不論老師、學生，以致教會的人，也有一種「不需要便是不浪費」

的概念，對於食物只管毫不節制的拿，至於能否完成則沒有思量，反正最後餘下的就會拿去扔掉。

不過，他們儀式上的禮節還是很值得反思。課室的門有鎖，因此每每要進房，都要敲門，然後等

老師或同學開門，這樣確實讓進房的人看起來更有禮貌，也讓人感覺更加舒服。除此之外，同學

在每節課開始之前都會與站在門口等待的老師握手問好，這樣實在是對雙方的一種尊敬，也奠定

了兩者在施教與受教之中的衡而不尺的開放式關係。 

 

我在這個月去了一個婚禮，節奏與在香港的西式婚禮很不同，比起來急促輕快得多。另外，

我也去了一個美式足球比賽，看到自己學校以壓倒性分數贏過對階，我也倍感自豪。雖然我並不

很享受比賽，因為我覺得它被經常暫停，有點沒趣，但在過程中觀眾都會四處走，與朋友聊天，

那種氣氛震撼了整個看台，情形就似嘉年華一樣，熱鬧奔騰。 

 

我覺得學校的進度不難跟上，但由於平時的功課測驗都在成績中佔一定比重，因此我有時準

備得會比在香港還要多，自然就更忙了。但是我也希望不會在書卷中虛度過多，畢竟我來不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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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分的。在這個學期我參加 CROSS COUNTY，起初覺得沒有甚麼好玩的，卻又不會其他運動，

因此便勉為其難的參加了。但在訓練的過程中，看著同行的人一個一個地退出，加上教練的讚賞，

我對於這便有了一個不錯的興趣了。 

 

有一點是我非常感動的，就是我香港的朋友並沒有忘記我，同時也很感謝媽媽一直以來的鼓勵。

我在這裡結識的朋友不是很多，但我覺我比剛來的時候還算是有躍進式的進步了。我希望接下來

能認識更多人，更加緊貼美國的文化，感受當中精淳之處。 

 
 

小肥牛愛心傳承獎學金 (捐款人:郭耀松先生)                         

李德宜(16 歲)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在郭生的公司工作了差不多一個月，到即將結束後才發現，我收穫的不只是工作經驗，還有和同

事之間的感情。他們都送上許多的祝福和問候，更贈送了一些我在美國能用上的生活用品，在離

開岡位及前往美國後都有保持聯絡，令我覺得很窩心。特別是希望來年回港後，能讓他們看到我

的成長和改變。 

 

 經過了漫長的等候後，終於收到了寄住家庭的消息，那一瞬間的感受是興奮又緊張。興奮是因為

寄住家庭成員的愛好都和我相近，想必會較容易融入。緊張是只餘下一個星期不夠，要快速準備

好行李及調整心情。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W6ebUw6_OAhXLoJQKHaXQDYsQFggbMAA&url=http%3A%2F%2Fwww.skhbbss.edu.hk%2F&usg=AFQjCNFbMAZbgAZMJAeU6NazNmK4FCD5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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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在洛杉磯的迎新後，緊張的心情逐漸得到緩解，因為我發現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流生都有

相似的心情和疑慮。尤其是和我同房的韓國女孩和意大利女孩，即使我們的英文都不太好，聽不

懂對方的話，也能通過互相遷就和積極的心態融洽相處。有趣的是當我們和同一個國家的人走到

一起時，總會不禁說回本地語言，但又能立刻反應過來，用英文溝通，想必大家都是很有決心的。 

 

 雖然不到 3天我們便會分別，但這次的相遇成為了我們交流生活一個美好的開始。結識來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學會包容和互相學習，讓我對未來充滿信心。在這短暫的幾天，我已經感受到了美

國與中國不同的文化，例如飲食習慣和貨品價格方面都有很大差別，讓我不太能適應。但是美國

人的性格很開朗活潑，在餐廳、商店、酒店什至是旅遊巴司機，他們都會送上親切的問候和友善

的笑容，這和香港人偏向冷漠的態度相比，更值得我們學習。 

 

 明天便將要去見寄住家庭了，後來幾天也要忙著去學校註冊和選科，不禁感到擔憂和緊張，但我

相信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畢竟我之前那麼擔心的迎新日都順利且愉快地渡過了。加上我學會了

解決一切問題的第一步便是溝通，主動說出我的想法，讓想幫助我的人理解我，才能有效地處理

問題。 

 

我期望在未來的生活中能勇敢地踏出自己的舒適圈，直面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並在這裡尋找自己

新的優點和獨特之處。特別是多嘗試新事物，例如幫 Host打理園圃、參加多元化的課外活動等

等。我知道自己不是過來享樂，但也不是過來吃苦，而是在享樂和吃苦的過程中逐漸獨立起來，

希望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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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女傭幸福家庭獎學金 (捐款人: 陽光女傭中心)                         

陳翠雯(16 歲)寶血女子中學 
 

過到美國快到一個月，我還不忘魏先生的越人無數，意思是透過觀察去學習他的好與改善

自己的壞， 我一边上課，一边觀察在美國生活的人民，發現我們中國人跟美國人的生存方式是不

同的。 

在香港，以我的學校來說， 我們的學校有八節課，每課有四十分鐘，但在美國，一個學期

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有四堂課，一堂課要上一小時三十分鐘，等於我們香港的差不多兩堂課，

而且，在美國念書是超級開心的，當地的人民十分有禮而親切，很難想像得到之前所發生的槍殺

事件。我在學校 老師对我們也十分關照，我們不懂的時候，也盡量減低難度，即使我們是從香港

到外國念書，但學校裡的同學也盡量跟我們溝通，這一點讓我很感動也很感激他們。 

在家庭相處方面，我們十分融洽，有時候我們會去教堂，有時候我們會一起煮飯，有時候

還會一起做家務，我很喜歡美國媽媽，媽媽对我很好，很照顧我，十分感激媽媽。我們還看舉辦

派對，星期六就是我們的游泳派對，是所有交流生一起交流，一起玩。在每個星期日 我們也去教

堂， 坐在安靜的教堂裡面，會感到莫名的安全感。 

在這一個月，我學會了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有時候輕鬆一下，不要把自己拉那麼緊。 

我覺得自己比以前有一樣做得好就是有勇氣去跟別人說，早安 你叫什麼名字，還有 在課上 

我也盡力回答老師的問題，所以我比以前積極了，不過我還需要在這方面多加油，因為還不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