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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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到了萬聖節的月份，就少不了那些與萬聖節有關的活動，特別是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過萬聖節

呢！這裏的萬聖節與我想像的完全不同：沒有商業促銷，卻有很多萬聖節服飾、南瓜和蘋果——提

及南瓜當然少不了雕刻，我的寄宿家庭還特意去買了一套雕刻南瓜的工具給我們。上個星期我們一

起去逛萬聖節市場，買了幾袋蘋果回家。我不禁疑問因何美國人在萬聖節時買很多蘋果：原來在這

段期間，美國人會製作一些蘋果批或者蘋果汁呢！

   最近，我在學校聽到一些交流生說寄宿家庭不好

的對待，我又倍感慶幸能有個這麼好的寄宿家庭。我

又想起，最近天氣逐漸變冷，有時早上出門時，穿的

太臃腫而無法戴上更多保暖飾物，而我的家人總會幫

我戴上帽子和圍巾。我逐漸感覺到我們由陌生人，慢

慢變得熟悉、更加關愛彼此。

在這個月初，我住的小鎮有一個當地節日 "Red Flannel Day"。在那

天 ，小鎮上的所有人都會穿得一身紅色，而鎮上的教會、學校和組織都會

有花燈表演，就像香港的花燈巡遊，場面非常熱鬧。作為學校啦啦隊的隊

員以及小鎮居民，我當然也加入了其中了。幾乎整個小鎮的居民都聚集在

街道的兩旁觀看花燈巡遊，一起支持參與者。雖然這只是一個小鎮，但小

鎮的居民以這個節日為重心，全鎮上下前去觀賞；這次加入其中，令我感

受到他們巨大的凝聚力。

舊生會勉言 

第一次知道美國過萬聖節和蘋果有關，還以為只有南瓜才是萬聖節的焦點呢。小鎮的節日一定充滿當地特色和風情

吧，平常去旅行是很難遇上這些機會的，要好好享受呀！ 5 德宜

鄭詩泳 中四 寶血女子中學 

彭老師獎學金 (捐款人：彭少英老師) 

http://www.yesic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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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旅途，是一場遠赴深山的征程。滿山的秋葉相競爭豔，地上一片片的別致，在一望無

際的森林中，漫山的金黃如花般飄飛。這便是十月的魅力。

人生如茶，嫋嫋生香，佇立在窗前，捕捉著海外的月光，讓思念穿過墨夜，飄過海洋，最終

化作一塊小小的月餅來彌補自己的思鄉之情。在十月的開頭，我們便迎來了家戶團圓的中秋節，

然而和在中國的熱鬧不同，在美國這邊甚至沒有人知曉中秋節，自然也不會有中秋節的氣氛了。

當學校裡的同學得知中秋節和其習俗之後，都紛紛表示對此很感興趣。而我放學後回到家和寄宿

家庭一起吃月餅，聊中秋之時，竟發現爸爸對此亦非常感興趣，並且在晚飯後帶我們去公園裡散

步賞月。雖然這和在香港時，一家人坐在人山人海的公園裡聊天賞月不同，但在寧靜的美國鄉

村，漫步觀望著那觸手可及的滿月也別有一番風味。

夢田文創的總經理蘇麗媚曾經説過：「進廚房就不要怕熱，想清楚在

這條路上如何獨處，就不要懷疑。」在十月，我每天放學之後都和越野跑

的隊員們一起進行訓練。我在香港是那種能乘車就絕不走路，可以坐著就

絕不站立的人，在剛剛開始的時候每天跑完都全身酸痛，甚至有幾天一走

到棒球場上雙腳都不自覺的顫抖。我曾經一度想過放棄，但是卻又不甘於

就此離開，於是每天都逼自己跑下去。神奇的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雖然仍

未跟上隊員的步伐，但身體逐漸適應了如此訓練，即使筋疲力盡，但也從

中找到了不少樂趣。在我跑步的時候，以前總是低著頭，害怕被其他人看

到，但現在逐漸能夠昂首挺胸，學習在奔跑中欣賞周遭的美景。

很欣賞你的比喻和描寫，繪聲繪影地展現了美國的秋意漸濃以及你心態上的逐步成長，期待看到你更多生活點滴和各

方面的轉變 。                                                                                                                                                         5 德宜

譚靜妍 中四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宏宗建築獎學金 (捐款人：黃羅輝先生) 

駕馭命運的船舵正是奮鬥——不抱有一絲幻想，不放棄一點機會，不停止

一日努力。在美國的生活，無論是早上蕭瑟的秋風，或是奔跑時腳下的枯葉，

都在提醒時光的逝去。希望自己以後可以繼續不甘放棄，逐漸從痛苦中找到美

好之事。我們抱著這樣的決心時，困難將不再是高山，而是我們閲覽人生之中

的又一道美景。

舊生會勉言 

http://www.yesic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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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就過了兩個月，只剩下八個月，時間過得太快了吧。這個

月我體驗了很多新事物，無論在校園還是日常生活都獲益良多。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國打球的感受。九月初我的右手骨

折後，我的確失去了一些信心。但當我每晚睡覺時反思我當時是為了甚

麼報考獎學金，我便知道了這個是我的第一個考驗，我必須撐過去並重

拾自信。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這個月初我終於可以打球了。

「機會要自己爭取」——我知道我須要主動尋找打球的機會。我於是到處問同學誰是籃球隊的

教練，然後我大膽地跟他說 "I want to get into the varsity team" , 教練知道了我曾是香港代表隊成員，

於是未經過選拔就帶我與球隊訓練。經過了一個月的訓練，我發現了獎學金不是白費的，美國的校

隊訓練比香港辛苦得多。雖然訓練很辛苦，但我十分享受這個過程，而且我與隊友們都在建立默

契。我一開始擔心的歧視問題原來不存在的！他們甚至會因為我是亞洲人而對我有好感。不過，這

個時候我還未正式加入校隊，而正式選拔是10月30日，正正是我下筆之日！為了把這個好消息分享

給大家，我是故意等到今天才寫的：從132個學生中，我選入了今年的校隊，這是我人生中一個里

程碑。能夠接觸美國籃球是因為YIC的幫助，我也會好好記著這一天的。

除了籃球上的收獲，這個月也是我第一次嘗試除草。在香港，除草是一份工作，會有人為我們

處理。但是美國房子以外的草地，都是要當地居民自己處理的，我當然沒放過這個學習的機會。確

實，我對於粗重的工作很有興趣。首先我看著host dad為我示範，我心想這是 "easy job"， 但當自己

親手做是挺困難的。那部除草機有些重，推起來很吃力。幸好我也有「推紙皮和罐頭」的經驗，推

一會兒，就上手了。到最後剪完其實蠻有成功感的，乾淨的草地看起來會更漂亮，不過我由於太投

入，忘記了拍照，不然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前後對比。總括而言，這個除草的經歷我挺喜歡的，對自

己的生活真的有幫助。

舊生會勉言 

出門在外，一定要注意保重身體，我們都很擔心你的，遇上困難不要勉強呀。多珍惜在美國除草的機會，回到香港就

未必能再嘗試了，能夠親力親為美化環境，是不是特別有滿足感？                                       5 德宜

http://www.yesic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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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time flies like a shooting star. I cannot believe I have been in Texas for 2 months already. As 
time goes, every single day I learn a bunch of new stuff. I have learned to be spontaneous, being timid all 
the time no more. Also, I have courage and faith in myself. 

Thanks to my family, I have become a person who is not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Even if I make mistakes, I will learn from them. Before I 
came here, I used to be paranoid about everything. I would not try anything 
out of fear. Then, my family taught me that not everything will end up 
perfect and I should trust myself. They taught me to not only follow what 
people do or say, but also make my own decision independently. When I 
make a mistake, they never get angry with me. They embrace my mistakes 
and my imperfections. They taught me t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and they 
also showed me that I would always be loved even when I make mistakes. 

Besides, I should speak up -  speak up for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are 
right - debate and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 that do not agree with me, trying 
to make a consensus. Even if there is no consensus, we should still love one 
another.

I am so grateful that my family and friends are always supportive and 
loving with me. Having them around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makes me fall 
in love with America, and I am beyond happy to be with them. They have 
changed the way I used to think, turning me into a better person and I am so 
thankful for that! 

舊生會勉言 

你的家人非常善解人意，你似乎在他們的教育下變得愈來愈勇敢率直了呢！希望下次能看到更多你的生活點滴，
欣賞你用英語和我們分享。  5 德宜

李綺桐 中四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香港心獎學金 (無名氏捐款) 

http://www.yesic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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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的美國天氣開始轉涼，每天我都萬分期待著人生中的第

一場雪。來到這里已經三個月了，我下廚的機會多了，雖然味道

還有待改善，但我感受到了下廚所帶來的滿足感。寄宿家庭亦會

品嚐我的中國菜式，他們會感到很新奇，因為我煮的菜在美國的

中餐廳是找不到的。

這個月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原本一直生病的祖父病情惡

化，醫生說他只剩下六個月的生命。在月尾，祖父在家中𨄮倒，

這一次醫生預計他只能撐過聖誕節，但我的寄宿家庭很樂觀，表

示只要他剩下的日子開心便已足夠。我從他們身上學會了新的生

活態度，既然有些事不能改變，那就勇敢面對。

十月中是我校的homecoming week，在這一周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題，大

家會根據主題穿着，這讓我感到很新鮮。因為在香港，學校很少容許學生換

裝。那一周很多人都根據主題裝扮，我也在最後一天穿了和主題相近的衣

服，homecoming無疑是十月學校最生氣勃勃的一周。

 令我驚訝的事是游泳竟然是冬季活動。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泳隊，除

了游泳以外的技巧一竅不通，但我抱著一試的心態，卻加入了游泳隊。每次練

習的第一個項目都是潛跳式入水，我沒多大信心，然慶幸的是，教練很樂意細

心地指導我。

在十月下旬美國其中一個大型節日「萬聖節」，我很期待看到與香港不一樣

的

一面。過往兩個月有喜有悲，每一次的經歷都是生活教室，令我更珍惜現有的

一切。

舊生會勉言 

看到你寄住家庭祖父的消息，想起我也經歷過和你相似的景況，希望你能以陪伴來安慰你的家人，一起渡過這個人

生必有的難關。 5 德宜

梁曉琳 中五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馬老師獎學金 (捐款人：馬曼霞老師) 

http://www.yesic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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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白的小點隨風飄逸，十月也由之溜走。從各種活動中，我察覺到自己豁然的一面，演繹了

鮮為人知的我。從月初的Homecoming Week，到月中見識到Great Pumpkin Run和蘋果園，以及月尾

的萬聖節，當時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十月的第一個星期為學校的Homecoming Week，舞會雖是我人生中一個里程碑，但當中的作

為男舞員為大家獻上的Powderpuff Game卻令我心如鹿撞、久久未能釋懷。從開學時好友的邀請，

到經過六星期的練習，體會到了男生的士氣，以及身體被大家用力拋到半空中的雀躍，皆構成了

我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的啦啦隊表演。縱使練習時傷痕累累，但看到最終的演出成果和Senior取勝的

一刻，令我有苦盡甘來的感覺。

我獻出了人生中兩個第一次，分別是陶瓷與蔬果雕刻。到底我親手製作

的南瓜陶瓷會花落誰家呢﹖我特意投身Great Pumpkin Run當義務工作者。

看到眾跑手在寒風雨打下堅持不懈，令我體會到美國人對事物的執著和對

萬聖節的熱情。

   蘋果稱得上為密歇根州的特產，寄住家庭特

意帶我到蘋果園挑選蘋果和南瓜，製作不同的產

品。蘋果園的一景一物都讓我感受到濃厚鄉村風

情，利用蘋果製作不同美食更是使我眼界大開。

       美國節日氛圍與香港不相伯仲，但慶祝的節日卻有所不同。我兩度參與了城鎮舉辦的

Trunk Or Treat，又在萬聖節晚上穿上服飾參與Trick Or Treat。我對糖果的熱愛雖不及當地的孩

子，但對於第一次參與外國節慶，我全心全意的投入和欣賞。因此在所有活動結束後，我選擇

與家人分享撿來的糖果，讓他們多品嚐如此美妙食品。

舊生會勉言 

看到了你的工藝品，真是非常可愛漂亮，擁有它的人一定很開心吧。和家人分享糖果絕對是正確選擇，不然得了

蛀牙就麻煩了呢！不過請注意，你的文句常有錯漏，每況愈下，別忘了中文是母語啊！                5 德宜

陳利榮 中五 佛教黃鳳翎中學 

李樂盈獎學金 (捐款人：李啟豪先生) 

http://www.yesican.org.hk/


   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獎學金 (2011年創辦)

給積極人生，推己及人，貢獻社會，及家庭經濟困難的年青人一個改變一生的機會！ 

主辦：「我都得」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地址：柴灣青年廣場 3 樓 316 室 

電話：3488-4595  傳真：3698-0164  電郵：yesicanhk@gmail.com  網址：www.yesican.org.hk      7 | 8 

 十月的俄克拉何馬州已經開始轉涼了，雖然現在還是秋天，卻比香港冷。

一向怕冷的我，似乎也開始習慣了這種天氣。

在十月初，寄宿家庭帶了我去看一場籃球比賽。我一開始對俄克拉何馬州

沒有什麼認識，只聽聞過這個州的雷霆球隊。我曾經與寄宿家庭聊天時分享過

這點，亦向他們表示了我未曾看過一場真正的籃球比賽。這場NBA球隊俄克拉

何馬雷霆和休斯頓火箭的比賽，雖然不是真正的NBA比賽，但能夠親眼看見美

國球星進行比賽，也是一件十分神奇和令人興奮的事，很感激寄宿家庭帶我去

看了這場比賽。

    這個月我與host mum相處的時間不多，她去了古巴一個星期做義工，回來後不到兩天就去了

其他州份，至今還未回來。她到美國其他州份一事，我更是在她出發前一晚才得知，雖然來得很

突然，但是我也學會了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消息。我與她相處的時間不多，但我也嘗試用電話與

她聯繫，學習與她相處。

Host dad帶了我到他一位朋友家的池塘釣魚，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釣

魚！我原本以為釣魚很困難，因為需要長時間的等待，但是我拋下魚

竿後，不到數分鐘便有魚上釣了，而且我還捕獲很多很大的魚。可能

是因為池塘裏有很多魚，所以很容易釣上。即使如此，從準備功夫，

到清理與烹調等步驟中，我明白了凡事都不簡單。魚從被捕獲後，要

經過很多步驟才能給我們食用。經過這次的經驗，我明白到每樣看似

簡單的事物，背後總有人付出了很多，亦對不同的職業多了一份尊

重。

       十月的重點節日是萬聖節，教會內舉辦了Trunk And Treat的活動，我們小組的主題是迪士尼

公主。我們用紙箱造成了一個迪士尼城堡，然後每人扮演不同的迪士尼公主，我穿著那套中國功

夫服扮演花木蘭。小時候並沒有機會扮演公主，到我16歲的時候才扮起了公主，對我來說是一件

很害羞的事，但是美國的文化很鼓勵你做一些有趣、你認為正確的事，同時也是我認為很「瘋

狂」的事，很開心我透過此活動更加認識美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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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esican.org.hk/


   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獎學金 (2011年創辦)

給積極人生，推己及人，貢獻社會，及家庭經濟困難的年青人一個改變一生的機會！ 

主辦：「我都得」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地址：柴灣青年廣場 3 樓 3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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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舊生︰簡志安、李德宜編輯 

 5 德宜

敬請期待......

 在十月尾的一份英文功課中被問到，如果讓你從新過這一個月，你會有什
麼改變？我的答案是沒有。我對於我的每一個決定、如何過每一天都沒有後
悔。雖然每天都遇到不少困難，但我也會積極面對，做到最好，不讓自己留下
半點遺憾 。

舊生會勉言 

美國籃球比賽的特色是啦啦隊和雙方支持者的吶喊助威，我覺得這個文化能提高民眾對國家及州份的凝聚力和歸屬感

呢。不得不表揚你穿上功夫服的勇敢表現，贈你木蘭辭中的一句「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加油！ 

http://www.yesica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