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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家園 

  

  香港──一個繁榮的國際大都會。它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香港，也是我
的理想家園。自我出生至現在，我都覺得香港人是很有人情味的，這也是我
愛香港的主要原因。 

  

  我不是富有的人，但我也不想成為富人，因為我覺得窮人之間有更多令人窩
心的人和事。自出娘胎，我所經歷的，至兩天前上巴士忘了帶零錢，有人義
不容辭地替我付了，都讓我更愛香港──這人情味濃厚的地方。 

  

  香港──一個華洋共處的地方，不同國籍的人都能融洽相處，就連文化也能
「融洽」相處呢！奶茶幼滑，咖啡香濃，兩者一混合，就成了名聞海外的鴛
鴦。這飲品充分表現了香港人的變通和求變精神。 

  

  聽聞曾經有人認為香港人不團結，只顧利益；聰明，但是自私。如果我有機
會跟說這些話的人談談，我會馬上請他們看「七一大遊行」和二零零六年的
「六四燭光晚會」的片段。當他們知道「七一」當時的參與人數，他們那敢
再說香港人不團結；「六四」這十多年前發生的事，至今仍有不少有心之士
去紀念，誰又說香港人只顧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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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生命力也是不可忽視的，那怕是「沙士」、「金融風暴」等，香港人總 

能爬起來，重新面對嚴峻的挑戰。 

  

香港是我的理想家園，因為香港人的人情味、香港人的變通、香港人的團結和生 

命力，這些都令我感到驕傲非常。 

  

我是香港人，香港是我家！ 

  

  

冠軍 張韜揚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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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在不同人的眼裡，「家園」都有不同的定義：有的認為是家庭，有的認為是香港 

有的認為是中國，甚至有的認為是地球。而在我的眼中，「家園」就是我們居住 

的地球。 

  

眾所周知，地球正受到「全球暖化」的嚴峻威脅：造成植物生長季大亂、加速動 

物滅絕的步伐、改變極地生物的棲地生態、導致威力強大的暴風雨和旱災、冰河 

融化、海平線上升、內陸地區沙漠化加速、氣候模式驟變，以及傳染病散播等危 

機。而導致「地球先生」生病的成因，是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到地球大 

氣層所造成的。這些氣體就像厚厚的毯子，把日光熱能困住，造成地球的溫度上 

升。溫室氣體愈多，地球的溫度就會愈高。這些溫室氣體來自汽車的化石燃料、 

發電廠，以及森林及農地的流失。歸根究底，這全都是人類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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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正以每年2 ppm的速度增長，倘不控制，預估每十年地球 

溫度就將增加一度，影響所及將是地球百分之十五至四十的物種絕跡、海洋魚量 

大減、作物歉收導致數億人面臨饑荒、每年因貧窮而死亡的兒童數目激增等等對 

生命造成的立即而災難性衝擊。我想，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分子，都有責任 

和義務要好好保護我們的「家園」：減少冷氣、循環再用、使用省電燈泡、多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不用塑膠袋、節約能源等，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舉手之勞。 

減緩「全球暖化」必須身體力行，這樣一來，「地球先生」才會有治癒的一天。 

  

健康的地球，不正是我的「理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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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理想家園，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富裕、幸福、有愛心、沒暴力、一家人安居樂業， 

過着高生活素質的家園。我想，要使香港成為一個「理想家園」，必定先具有下 

列四個條件：就是令香港的居住環境優美；交通配套完善；生活素質更加高尚典 

雅；人民整體健康獲得保障等。如果沒有以上幾項，就不能成為嚮往居住的國際 

都會，更談不上成為甚麼「理想家園」了。 

  

關於居住環境方面，首要的元素是環境清潔。政府可以舉行多些愛護環境的活動， 

增加綠化面積比。同時透過監管、立法去防止人們違規。更加以加強宣傳，教育 

市民綠化環境的重要。同時，政府可撥款資助有關綠化環境的計劃，商界則可以 

藉贊助有關活動，提供環保建築物料、減少建築廢物獲得減稅，令環境變得更優 

美舒適。社區方面，區議員也可舉辦多些提倡環保的社區活動， 

讓市民參與，從而令普羅大眾也懂得綠化環境的重要性。學校可利用公民教育教 

導青少年，並舉行各類的課外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實踐環保的生活模式。為日後 

「綠色的生活」做好本分，從而身體力行，提出確切可行的意見，為日後做一個
好公民奠下基礎。 

                                      季軍 賴煒坤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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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交通配套方面，我想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城市，交通要方便自然是不用 

多言的事，公共交通網絡發達，那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否每個人也視香港為家呢？ 

難道急促的生活節奏，污煙瘴氣的生活環境，也是一個理想的家園嗎？試想有多 

少人願意為了減少廢氣而少用私家車，改乘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去的？有多少人會 

自攜購物袋，以減少膠袋對地球的污染？提起生活素質，就會令我想起每年那些 

因電器事故而死亡的個案。因此，我對產品安全特別敏感，我相信在香港發售的 

電器、家庭用品、玩具、成衣等都要符合各國不同的安全標準。我想：要提升產 

品的素質不僅要求安全，還要環保，我們應盡量採用節能、低污染的產品。除此 

以外，平時也要節約能源，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高水平的生活素質方得以持續， 

畢竟，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對於整體人民的健康保障方面，首要一定是食物安全，食肆供應的食物要煮熟及 

衛生自然不用多言。每種進入本港的食物，也要確保它們的安全性，這是政府必 

需把關的事！而且醫療制度應對人負責，保障病人權益。政府的醫療系統一定要 

維持高水平的服務素質，方能令貧苦大眾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進而提升整個社 

會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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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每人都應該愛護環境，做好本分，身體力行，過一個綠色環保的生活， 

才能締造一個更加和諧優美的生活環境，令香港成為一個景緻怡人的大都市，成 

為你我心中的理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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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自我懂事以來，我就有一個願望，就是有一個理想的家園。何謂理想的家園？有 
些人會認為：只要有一個豪華的私人住所，就是理想的家園；但有些人則認為： 
有爸爸和媽媽，兄弟或姊妹，總之家庭成員完整，就是一個理想的家園。可是， 
對我來說，一個理想的家園，包含的東西不只是有一個豪華的私人住所和有爸爸 
和媽媽，兄弟或姊妹的一個家園，而是包含了很多的東西。 
  
其實，在我心中，理想的家園是十分完美的，不過，我覺得世界上應該沒有人會 
做到，因為我這一個「理想家園」比他人的「理想家園」有更多的要求。 
  
我的「理想家園」首要的條件是有「愛」，「愛」是真誠的愛，真誠的愛是很重 
要的。如果沒有了「愛」，家便不是家了，爸爸媽媽對子女的愛，也就是真誠的

愛了。其實在一 
個家中，爸爸媽媽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要為子女立下一個好的榜樣，包括

對婚姻的尊重。 
原來一個家中，如果爸爸或媽媽隨便一個沒有尊重婚姻，整個家也會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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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主要的元素都有了，其次，就是住所。其實住所不是太重要的，因為一個 

家有愛，所以他們願意甘苦與共，所以住所不是一個大問題，但當然，如果有豪 

華的私人住所當然好，但是沒有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其實，一個家除了「愛」之外，還要有甚麼呢？要的，就是兄弟姊妹間的禮讓和 

尊重，只有兄弟姊妹間互相禮讓，互相尊重，才不會有爭吵。其實禮讓和尊重在 

社會也是一種相處之道，那麼為何在家中做不到呢？如果真的做不到，我相信只 

是你沒有用心去做吧！還有，為人子女的，也應要孝順父母；為人父母的，也要 

關心子女。總而言之，就是要互相關心。 

  

綜合了以上的東西，其實都只是兩個字：和諧！和諧原來是很重要的。無論在家 

中，在社會，只要做到和諧，那麼理想家園一定能夠做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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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我心目中的理想家園，是要十分整齊，沒有「屏風樓」，樓宇旁邊有大量公共設 

施，學校就興建在屋邨的旁邊，屋邨也推行環保。 

  

使用大量的太陽光收集板，可省去六成的電力，替居民省了不少金錢；也要種不 

少植物，每隔一至二個月，替植物澆水及施肥，也叫人每月去除雜草，以免被雜 

草分掉植物的養分。 

 

而廢氣和各種污染物，是令到地球受到破壞的原因，而樹林是十分重要，每年被 

砍伐的熱帶雨林樹木亦多不勝數。亞馬遜雨林是全球數一數二的熱帶雨林，其被 

喻為「地球之肺」，因為它能不斷把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但近年雨林被砍伐的 

情況十分驚人，每一秒有一公頃的雨林消失（約一個政府大球場的面積），每一 

年有3,100百萬公頃的雨林消失（約282個香港面積）。那麼如果雨林繼續被砍 

伐下去，不久的將來它便會消失。如要將廢氣大量減少，就需要政府和市民合作， 

不要使用私家車，可用踏單車代步，既可減肥又可環保，一舉二得。 

 只需要方便、舒服的家，那就是我理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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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背山面海，坐擁無敵海景的高尚住宅，是我的理想家園嗎？當然不是。 
  
我的理想家園可能不太現實和充滿幻想。可是，即使不現實，我卻相信這是一個 
最美的家園。 
  
首先，從社區說起吧。那裡必須有足夠的基本設施，例如醫院和消防局。為了綠 
化社區，所有的路也種滿樹和藍玫瑰，空氣也經過淨化。社區內四周都是電腦， 
以電郵代替信件。這大慨就是我理想的社區。 
  
第二，就是我家的附近要有人工智能清潔系統。在我家裡，所有東西也是全自動 
化的，有機械傭人照顧我和家人的起居飲食，電力則是靠可再生能源產生。我會 
有一個隨心所欲的衣櫃，想要甚麼衣服，對着衣櫃想想就有，十分的方便。我還 
有一個萬能遙控器，每當我不想外出買東西時，萬能遙控器就會替我列出清單， 
叫機械人幫忙出外買東西，這是萬能遙控器的最大一個特色。我的家還會有一個 
書店，想要甚麼書就有甚麼書。 
  
最後，很多人也覺得我是一個很傻的人，根本沒有可能和太多幻想，但我不介意， 
因為我不需要別人的認同，才可以構思這個理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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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理想的家園在每個人心中的定義各有不同。有些可能是這個世界是和平 
的、有些可能是教育很好的，也可會是環境優美的地方。既然每人心中 
的定義也不同，這個世界應不會有一個大家認同的理想家園。雖然感覺 
很灰暗，但不要擔心。 
  
「香港是一個理想家園」，這句子曾被香港人推翻了不知有多少次了。 
以我個人認為，我認同這句話。試想想，相比起經常發生地震或戰爭的 
國家，我們香港便是一個戰爭國家的人民的理想家園。 
  
對於香港人來說，理想家園莫過於是加拿大、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以 
我在加拿大生活這麼久，我覺得香港比溫哥華還要來得方便。記得小時 
候，每天要坐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才到達學校，真是太麻煩了。相比起香港真是好 
像太長的車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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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說環境了。說犯罪指數，連丹麥這個被稱為國民認為最快樂 
的地方，他的犯罪指數比香港還高出了十個百分點。從這裡我覺得香港 
是一個很和平的地區。 
  
其實香港有很多世界之最，看香港國際機場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機場， 
每年都被頒發多個獎項。青馬大橋用的鐵線能夠圍着地球轉四個圈。其 
實香港有很多世界之最是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我們應該慶幸和感 
謝自己住在香港，這個安全、先進和和平的城市。 
  
鋼琴名人──李雲迪被訪問為甚麼選擇移居香港，不去外國發展了。他的 
答案是說因為知道和覺得香港甚麼都最好，所以就移居到香港了。 
  
由此可見，香港真是一個令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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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相信大家都想有一個空氣清新又窗明几淨的家園。可是，我們現在的家 
園，離這理想還遠呢！ 
  
試想想，每個天還未亮的早上，清道夫已在為我們打掃街道，清潔泥塵，希望我 
們在新的一天，生活得更舒適，更清爽。他們不避骯髒，不辭勞苦地為我們工作， 
保持環境的潔淨，我們可以袖手旁觀嗎？ 
  
要建立空氣清新又窗明几淨的家園，當然不能單靠清道夫，我們也得一起努力。 
  
在環境保護方面，我們可以多種植物，使家居內外增添綠色，使城中空氣變得清 
新。我們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備購物袋，不用膠袋；多用手帕，代替紙巾。 
積極保護環境，消除聲音、光線、空氣、熱能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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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方面，就不用說了，一定要設施齊備啦！怎樣才算設施齊備呢？最基本的 

就必須有公園、遊樂場和社區中心，另外還需要網球場、游泳池等康體設施，讓 

人人可以強身健體。此外，也應設有大型商場，方便市民到酒樓、超級市場和便 

利店消閒購物。 

  

至於交通方面，當然要有四通八達的道路網，貫通水陸的舟車鐵路，既便利市民 

出入，也促進工商業發展。 

  

所以，要有理想家園不能單靠個人的努力，而是大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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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家園 

  

像豪門大宅、食客三千、門庭若市般；又似童話故事般，蛋糕做的外牆、屋內掛 

滿糖果的牆壁；或是金屋玉樓等，都不是我理想的家園。金銀珍寶上的滿足不是 

我所追求的．．．．．． 

  

我理想的家園位於消獨峰，屹立於天下之間，上窮碧落、下俯四方。我的屋子就 

搭於此峰上。這屋分三層，約二十米高，十分寬敞。 

  

屋外有一條小溪──冰澈漾漾的水，映出絲絲波光；流水的聲音，卻又是如此的 

舒暢；加上鳥鶯們的唱和，更令人心曠神怡。這屋的左邊又有一個森林──矮短 

的灌木隱見在高聳的樹木中；朵朵鮮花發出陣陣幽香來爭妍奪目。而屋前呢？那 

是一個種滿了耐寒植物的田園。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馬明皓 聖保羅書院 



推開荊扉，可見屋內擺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傢俱，茶几旁又有一座木屏，雕上了 

四季景色。再走上一層，就是一個小書齋。門側掛上一副對聯「藏書非多．習處 

非少」。這裡古雅清樸，是我一個看書的好去處。而走到最上層，是一個多用場 

地──羽毛球場、畫室、音樂室，以培養體育和藝術。我在這裡，不但為了滿足 

我的性情，也因我上進的心。 

  

說到這裡，也許你會奇怪我的睡房在那裡。我睡在屋外的帳棚內。花香依在、清 

風依然。有時睡不了，便邁出帳棚，望上星空，得到一種神秘難容的感思。 

  

與家人共渡，與世無爭。自給自足，清遙獨樂。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馬明皓 聖保羅書院 



理想家園 

  

我從小就很喜歡大海。大海總給人一種平靜和有內涵的感覺，這正是 

我所希望擁有的性格特徵。所以我的理想家園也希望能夠靠近海邊，欣賞到 

大海隨着季節的變化而顯現出不同的面貌。 

  

我的居所除了靠近海邊，還要是一幢兩層高的獨立洋房，擁有前後花園。前 

花園我會種植不同種類的植物，讓我在閒餘的時候可以欣賞到各種植物的千 

姿百態。後花園建有一個小型游泳池和一個球場，讓我可以做運動來鍛鍊身 

體和消磨時間。 

  

在設施方面，我的房子建有一條玻璃隧道，由地庫一直伸延到大海的中心， 

讓我在煩悶的時候，可以通過這條玻璃隧道，觀賞到海中生物的不同百態和 

泳姿。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黃頌恩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除了玻璃隧道這項設施外，我還想擁有一艘小型潛艇。我可以利用這艘潛艇到達 

較遠的海域，享受到身處海底世界的寧靜。 

  

可惜，我的理想居所並不容易找到。由於大部分人對保護環境的意識並不高，四 

周的自然生態環境都被不愛惜地球的人類破壞和污染，所以要找到一個未被污染 

的海洋，實在是不容易。 

  

現時人類對地球所造成的傷害和污染日趨嚴重，如果人類再不醒覺，進行保護環 

境的行動，地球再也找不到任何漂亮的地方，大家理想中的居所也會消失。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黃頌恩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理想家園 
  
請進，請進！這就是我的理想家園了！這就是我家門前大花園，布滿青翠的草和 
散發淡淡清香的薰衣草。這裡也是一個小型遊樂場！你可以玩蕩鞦韆、大型搖搖 
板、摩天輪、小型「海盜船」、小型「跳樓機」──「青蛙跳」！真是老少咸宜， 
哈哈！ 
  
歡迎乘坐我家的摩天輪！在這裡，你能清晰看見維港景色和璀璨奪目的煙花表演 
呢！這裡是位於太平山上，空氣除了格外清新，太平山頂的凌霄閣就在附近，能 
夠隨時隨地到凌宵閣遊玩、購物和品嘗美食呢！ 
  
進來吧！讓我介紹下我家的客廳吧！客廳的布置和傢俬以太空為主題，所有傢俬 
都有一種神秘的太空感覺，讓客人來到我家客廳時，就像置身於太空中！全屋所 
有房間都以童話世界為主題，讓大家都能在房間中找回童真！而每一個房間都有 
一個不同的童話故事，房間裡的東西和布置都是源自童話故事中精彩片段呢！ 
  
多謝你來臨參觀我的理想家園，並歡迎你再來！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李欣婷 德雅中學 



理想家園 
  
我心中的理想家園並不需要華麗的裝飾和精美的飾品，現在高科技這麼 
發達，我只想擁有一間百變的房屋，它的外部結構和普通房屋沒甚麼區 
別，但屋內的牆壁能隨着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早晨，牆壁的顏色就會變成魚肚白。在蔚藍的天空下，花兒露出了笑臉， 
草兒正在雨露的滋潤下茁壯成長，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植物那嫩綠的 
葉子掛滿了晶瑩的露珠，像一顆顆閃閃發亮珍珠，美麗極了！看着這美 
麗而又生機勃勃的畫面，也可以聞到一般早晨的氣息。 
  
到了中午，牆壁的顏色就會變淡淡的湖藍色，在藍天下，是一片一望無 
際的田野，農民伯伯正在插秧。一群小鳥在樹上歡快的歌唱；牠們那美 
妙、悅耳的歌聲令人陶醉。這美麗的景色，令人心情十分愉快，很快投入學習中 
去。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楊文強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傍晚，牆壁的顏色就會變成深紅色。天空中出現了形態不一般的火燒 

雲：一會兒像一頭蹲坐的獅子，一會兒又像一隻溫馴的綿羊，一會兒 

又像一隻正在狂奔的獵狗，真奇呀！ 

  

夜晚，牆壁的顏色就會變成黑色。黑色的夜空中布滿了大大小小的星 

星，真美啊！在牆上，我看到了銀河，傳說中的牛郎織女正在隔河相 

望。望着這美麗的星空，我感覺自己好像在宇宙中遨遊，快進入夢鄉。 

  

這就是我心中的理想家園。它雖然很難實現，但我相信這夢一定會實 

現。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入圍 楊文強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理想家園 

  

身處香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大廈林立，這是否屬於大家的理想家園呢？ 

「香港是我家」，我們又怎樣把香港變得更美好，讓它成為一個理想家園呢？ 

  

對我來說，締造一個理想家園需要兩大條件：第一是環境保護。現時的污染問題 

愈來愈嚴重，例如環境污染、空氣污染等，充斥在我們的身邊，嚴重破壞環境， 

因此環境保護是構成一個理想家園的重要因素。故此，政府應限制污染物的排放 

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企業則要在興建大廈前先進行完善的規劃，避免產生土 

地利用的衝突，從而把污染問題減至最低；教育學生環保的知識對環境保育是相 

當重要的，從小灌輸環保的概念，有助減低對環境的傷害。讓我們將來可以呼吸 

清新的空氣和享受綠化的環境，是理想家園的重要因素。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冠軍 周楠傑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藝術文化能夠培養個人品格，個人修養，可惜，不少香港人都缺乏這個要素， 

無論對事或對人都失去基本的尊重，所以藝術文化應加以推動，來促進社會和諧， 

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香港的社會體制不平衡，經濟過分發達，但藝術文化相對 

地落後，所以政府需要盡快落實興建文化藝術區，讓不同的藝術工作者得到交流的 

機會，刺激雙方的思維，更可以培訓年青藝術家，讓他們得到一個平台來發揮； 

學校則多發掘學生藝術方面的潛力，不應只着重學生的學術發展，多元發展才是世 

界的主流，所以學校應調整本身的政策去適應世界的主流。 

  

理想家園是長遠的夢想，我們要不斷努力才能把它實現出來。「心在香港」， 

香港是我們的家，無論多困難，我們都要堅持，締造一個新香港。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冠軍 周楠傑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理想家園 
  
適逢香港回歸十周年，社會各界均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在這個普天同 
慶的大日子，每個香港人心裡總會有一個願望：期望香港在未來的日子 
會愈來愈進步，包括政府、企業和學校。它們在社會上都擔當着重要的 
角色，讓香港成為一個多元化、共融的理想家園，而青少年應該積極履行對創建 
理想家園的義務和責任。 
  
作為理想家園的政府，公平公正是首要條件。無論在訂立或執行政策時，都應該 
盡量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顧及各方的利益。此外，政府亦不能忽略對弱小社群 
的利益，低收入人士和長者的福利措施更為重要，政府應盡力達成他們的需求， 
保障社會各階層的生活。 
  
香港作為亞太區經濟中心，企業在發展經濟之餘，還要顧及文化保育方面。對於 
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的拆卸，不應只着重在金錢上的利益，要考慮大眾市民的看 
法。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亞軍 陳可盈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在教育方面，要培養優質學生，學校應提供多元化教育以鼓勵學生全人發展。另 

外，政府應提倡有教無類的方針，對於一些差劣的學生予以包容，及提供完善社 

工服務。 

  

而青少年作為社會未來的棟樑，是幫助邁向理想家園的推動力。香港是我們出生 

和成長的地方，除了要做好我們本分，更要關心社會，對於社會上不平等、不合 

理的事情，應該挺身而出，致力創建我們的理想家園。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亞軍 陳可盈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理想家園 

  

我的理想家園，是個貪婪的國度。 

  

這國度裡的人民都很貪婪，貪戀着自己所擁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而且寧死不肯割 

棄。貪戀甚麼呢？譬如說，人的尊嚴，他們相信尊嚴不能買更不能賣。典當鋪都 

因此結業了。擁有太多的人，趕急的扔棄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把真正屬於自 

己的緊貼在胸膛，與那熱熾的心跳相呼應。 

  

人們貪戀着和平。以戰爭為題的電腦遊戲被淘汰了，人們失去了侵略的動機。武 

器，在人們告別之前，早已銹蝕，早已失去血腥的氣味。 

  

人們貪戀着文字。對文字冷漠甚至反感的人變成了只有獵奇小說才會出現的人物， 

不，怪物。書店與食肆在街道上互相輝映，已分不清人們拿着的是袋裝書還是麵 

包。對人們來說，兩者同等重要。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季軍 秦德勤 聖保羅書院 



人們貪戀着歷史。他們並不貪戀過去，儘管七十年代是如此金光燦爛。他們享受 

着當下的每一刻。但他們相信，歷史是由自己創造的；他們歷史不在過去，而在 

將來，所以願意為此而努力，要為這家園寫下美麗的歷史。 

人們貪戀着這家園。這家園並不完美，美醜依舊並存。但缺陷，人們當是特徵吧 

了，並不會被嘲弄。這家園簡陋而脆弱，簡陋，但你聽不到一絲怨懟；脆弱，所 

以必須守護，為了守護屬於自己的家園，人們不惜犠牲。 

  

但願這不是個貪婪的理想。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季軍 秦德勤 聖保羅書院 



理想家園 

  

近年來，政治上的明爭暗鬥，商業上的你爭我搶，人與人之間挑撥離間，這樣做 

的人口口聲聲說提倡理想家園，完美國度，但真正的理想家園又是如何？ 

  

我的理想家園分為不同層面：政府、企業、學校與社區，究竟自己又是擔任着一 

個甚麼的角色呢？ 

  

在政治上，政府應竭力為市民服務，議員不應信口開河，應實施一些有建設性的 

政策。各政府部門應互相幫助，同心協力，締造理想家園。 

  

在企業上，各大企業應進行良性競爭，正所謂「有競爭才有進步」。適當的競爭 

能把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推進一個完美理想國度，攜手把經濟推至高峰。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優異 楊善怡 德雅中學 



在學校上，教育是培育下一代的根基與橋樑，學校應給予良好的教育，為社會的 

下一代作好準備，優良的後代是一個完美理想家園的重要元素，再加以琢磨，必 

能成大器。 

 

在社區上，各社區應攜手合作，保持區內治安秩序，而且應給予機會令區內人與 

人的關係能更融洽。 

  

而我們自己，則是這一切的佼佼者。塑造理想家園是我們的夢想，同樣是我們的 

職責，我們的義務。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優異 楊善怡 德雅中學 



理想家園 

  

「贏左場架，輸左個家，值得嗎？」 

  

世界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人類在經濟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打了一場勝仗。但， 

這正正反映了人類最邪惡的一面。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從健康、食物和環 

境方面下毒手，令屬於自己的家變得烏煙瘴氣。究竟，為了金錢，輸了理想家園， 

值得嗎？ 

  

無污染的環境。一看盡是綠油油的畫面，是每一個人所嚮往的。低密度樓宇間， 

種滿花草樹木；馬路上，不會出現車水馬龍的景象；海水清澈，可以看到魚兒游
來游去；天空上， 

藍天白雲相纏着。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優異 謝敏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杜絕污染，環境清幽，種出來的食物都是百分百天然純正，無添加，人類可安心 

食用，不用擔心食完後食出現甚麼副作用。家家戶戶每天都可以攝取純正的營養， 

吃到新鮮的材料。 

  

優美的環境，新鮮的食物，是健康生活信心的保證。人類不需要憂慮突如其來的 

死亡，可以幸福、安祥地渡過一生，享受天倫之樂。無疾病的生活，是理想家園 

的首要條件。 

  

經濟發展雖然重要，但理想家園更重要。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優異 謝敏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理想家園 

  

何謂理想家園？首先讓我為這四字下一個定義。我認為家園是人類的安樂窩，人 

在那裡應該要衣食豐足和生活安樂。在香港，理想家園的元素和條件也很完備， 

但要成為每人心中真正的安樂窩，還需要大家的努力。 

  

要下一代把香港變得更加和諧，要人人互助，相親相愛，就要由教育方面入手。 

學校和家長要向他們灌輸保育知識，待人接物和健康生活的方法，好讓他們愛惜 

環境和創造健康有禮的新一代。 

  

另外，企業和政府也要參與，改變本港污染的環境和進行可持續發展的計劃，例 

如培育人才，這些是企業有能力做到的。至於政府，就要致力改善空氣素質和解 

決污染的問題，還在保育郊區和發展城市之間取得平衡，那麼環境就可以更為美 

好。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葉詠棋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衣和食也是市民生活所需，假如食物安全和品質有所保證，沒有假食物和有毒化 

學品，沒有有毒的衣物染料，市民就可以放心購物消費。 

  

如果政府、企業和個人能夠繼續為締造理想家園而努力，大家心目中的烏托邦就 

會呈現在大家的面前。請大家為創造晴天，兌現宏願而努力！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葉詠棋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理想家園 

  

理想家園？聽起來都覺得頗為幸福，可是自我懂事開始，真實的家好像快要散了 

似的。 

  

回想起來，我雖不算淒慘，卻說不上是幸福快樂。為甚麼我會這麼說呢？應該從 

小時候說起吧。從我二歲開始後，我的媽媽就得了一個病──癌症。 

  

其實理想家園，我不需要甚麼奢侈的家，甚麼有洗不盡的錢。我只需要一個完完 

整整的家庭。有健康的爸媽、愛我的爸媽、疼我的兄弟姊妹就足夠了。一家人快 

樂幸福地過日子，甚至不需要朋友及伴侶也可以。但求一個完整的家，就算要求 

我居住在木屋或簡陋的家也可以，也值得。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張慶鸞 曾璧山中學 



記得自小我是在家中年齡最小，亦是唯一的女兒。那時我真的很幸福，很滿足。 

每天都和爸媽外出遊玩。可惜，直至升上中一，媽媽卻開始不再理我，不再替我 

檢查家課，不再為我操心。那是為甚麼？是我做錯了事嗎？自此，關係變得愈來 

愈差，我亦在外面結交了一班好朋友。終日流連，因為我回到家中，感覺是孤獨 

無助的；而爸爸卻要一直上班，沒有空跟我談天。因此每天無論上學或是放假， 

我總會在外逗留至晚上二時多。   感覺像是沒有家人，在家中只有虛構的環 

境陪住我似的。跟爸爸的關係也漸漸開始變差。不知為甚麼，愈來愈不喜歡家， 

卻期望有一個家！每次看到別的朋友跟家人感情很好，每一次打從心底的妒忌， 

更加渴望那個是我的感情。現在卻似是沒有家的感覺。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張慶鸞 曾璧山中學 



中三過後，在家盡量會抽時間去陪媽媽，現在的她，身體變得更差；記憶更開始 

衰退。其實媽她並不是不愛我，我做錯了。而是她某次對我說：「早一點不理你， 

早一點適應，早一點習慣──沒有媽媽的感覺。到真正失去時，也不會有甚麼影 

響。畢竟我知道我的時間已不多了。」聽過後，我強忍淚水。不知何時覺得她是 

一個世上最好的媽，很偉大。那一刻我覺得她的聲音很美，我好愛她！「我多麼 

寧願現時和她每天一起，多一些回憶收藏！」 

  

家，我渴望的是比渴望其他事還要渴望，理想家園，我只想有兩個健康的爸媽， 

友愛的兄弟姊妹，便真的足夠了，是真的足夠。 

 

入圍 張慶鸞 曾璧山中學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理想家園 
  
生命力，變成了這世上最奢侈的東西。灰暗的世界被一片混濁的氣層所包圍。地 
上萬物都無力地跌倒在地上，哀嚎的哀嚎，呼叫的呼叫，啜泣的啜泣。亮綠而有 
生氣的植物再不復見，剩下的，只有垂頭喪氣的殘枝敗柳…… 
  
不！ 
  
我不希望這是未來世界的素描！人類的理想家園應充滿活力和生機！四周應是綠 
油油一片，種滿五彩繽紛的花兒──粉紅得叫人着迷的玫瑰、奪目的向日葵、含 
羞答答的紫羅蘭……小昆蟲紛紛冒出頭來，在花間徘徊，戀戀不捨。人們不用躲 
在家裡避開四周的廢氣。反之，他們能踏出狹窄的房子，走到外面，呼吸清新空 
氣，享受與大自然親密地接觸的一刻。 
  
可是，希望擁有美好的家園，我們要先學懂愛護地球、珍惜資源。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劉卓怡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無容置疑，要締造一個理想家園，首先要由政府做起。試想想，沒有了保護瀕臨 

絕種動物的條例，牠們還會存在嗎？沒有了減少砍伐樹木的措施，我們還有機會 

看到大片草原嗎？沒有了限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的機制，又怎會有蔚藍的天空？ 

  

然而，社會上每一個人的重要性，其實並不亞於政府。有聽過「蝴蝶效應」嗎？ 

其最簡單的闡述是「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後來美國的一場龍捲 

風。」只要我們願意踏出第一步，為保護環境，為創建理想家園而「拍一下翅 

膀」，夢想，定能實現。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劉卓怡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理想家園 

  

你夢寐以求的理想家園是怎樣的？處於遠離繁囂的田園村莊？坐山面海的豪 

宅大屋？貼近繁華的摩登住宅？在我眼中，家園不僅是個人的家，更是整個 

地球村的家，每人也有責任維繫家園的健全和諧。 

  

抬頭望天，我們的家園早已被濃煙灰霾所掩蓋，藍天不再，更不時受混濁的 

廢氣煎熬；加上水質污染、廢物棄置等環境問題接踵而來，地球早已奄奄一 

息。有見及此，政府推行了「藍天行動」，呼籲各界節約能源，改善污染問 

題。企業在減排廢氣、污水等方面扮演着重大角色。而作為市民，我們也應 

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如關掉不必要的電器和支持循環回收等，為藍天打一 

打氣，為家園的潔淨打一打氣。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唐靄玲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孔雀石綠」、「蘇丹紅」等充斥泛濫，使人人擔心病從口入。食品安全問題困 

擾多時，對市民健康造成莫大威脅。一眾企業應嚴守律己，對產品安全負上責任； 

政府也應嚴密管控食品安全，保障大眾。身為市民，則有責任謹慎挑選食物，注 

意衛生。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最治本的就是維持健康的生活模式，如多做運動及飲食 

均衡。大家也應保持心境開朗，用溝通代替紛爭，用微笑瓦解誤會，融洽共處。 

  

要織造一個理想家園，有賴大家團結地攜手悉心栽培，在環境保護、構造健康 

生活等方面齊澆一把水，方能結出芳香甘甜的果實。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唐靄玲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理想家園  

 

近年的食品、環境都成為時事焦點，有關新聞層出不窮。食品方面，遠至英國瘋 

牛症牛肉，近至國內的孔雀石綠鰻魚也有代表作；而環境方面，遠至北極冰溶化 

令水位上升，近至香港空氣素質強差人意導致馬拉松選手身體不適，更有傳五十 

年後香港將因溫室效應而永別冬天，這些事例都叫人毛骨悚然。全因為我們的聰 

明，我們的下一代很可能會失去理想家園。 

  

為了令鰻魚快高長大，增加銷量，漁民用一些不能食用的激素。人們食用後更有 

中毒跡象，並且破壞了鰻魚的基因。為了讓自己夏日炎炎更好眠，決定開空調讓 

自己更涼快，但最後害得鄰家因受不了空調釋出的熱空氣，繼而成為第二位釋放 

熱空氣的鄰居，形成連鎖反應。當中釋放的熱空氣，就是讓我們失去冬天的元兇， 

就是讓水面上升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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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黃海芹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由此可見，破壞理想家園的是我們，更可笑的是，我們發明空調等等的產品，目 
的為了帶給人們理想家園。不！仔細一點，是虛假而短暫的理想家園。本人認為， 
所謂理想家園， 
即是人們生活健康快樂的好地方，並且是持續性。因此，如何做到理想家園，本 
人有以下見解： 
 
家園，必定是跟環境緊扣，因此我認為保護環境是重要的第一步，包括： 
植樹，禁止吸煙，減少汽車廢氣排放量，以及宣傳開空調問題，此等行 
為有助減少熱空氣排放，從而有效拖延溫室效應帶來的問題。 
  
環保，是第二大重點。香港人每年遺棄的垃圾多不勝數，加上香港是寸 
金尺土的地方，又豈能因垃圾而浪費地方，應加強垃圾分類意識，好讓 
物料能有效循環再用，減少垃圾更有效減少生產過程帶來的副產品如廢 
氣、重金屬。 
  
只是市民的單薄支援是不足夠的，而第三大重點就是與工廠商人等合作， 
控制廢氣排放量，控制污水排放量，才能有效達成理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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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黃海芹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理想的家園 
  
怎樣才可說是美好的家園呢？我認為只要在食、住、行各方面的配套都完善，就 
是我心中理想的家園。而香港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家園。 
  
首先，「食」是指食物，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東西。在香港，中國各地的名菜、日 
本和美國的菜式應有盡有。此外，港式茶餐廳亦隨處可見。因此，香港被尊稱為 
「美食天堂」。 
  
而「住」是居住環境。在香港，土地的用途得到完善規劃，康樂用地、工業用地 
好好分配，以方便在該區居住的居民。 
  
另外，「行」是指運輸網絡。香港的運輸網絡非常完善。在區與區的連接，有巴 
士、地鐵、火車等不同的選擇，而且方便快捷，可到達的地區非常廣泛。在對外 
交通方面，香港佔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作為中國與歐美地區之間的橋樑。除此 
之外，香港國際機場亦是完善對外交通工具。 
  
除了住、食、行三方面外，香港的文化亦是特色之一。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 
使香港融合了英、中文化，而中外文化的融合亦供給香港居民有更多選擇的娛樂 
活動。 因此，香港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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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陳家朗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理想家園 

  

家國，你對它的感覺如何？你最理想的家園又是怎樣呢？ 

  

寬敞的客廳、舒適的大床、一望無際的海景、綠油油的花園、裝飾瑰麗的大堂、 

設施齊備的五星級的會所，琳瑯滿目的高級商店、具藝術氣質的噴水池，附近盡 

是知名的國際學校……這個高貴的，能夠突顯人們地位的家園，是所有人日以繼 

夜地追求的家園。連你、我也免不了對這種理想家園有所渴求。 

  

不過，隨着歲月的增長，這種渴求漸漸消失，我知道這個家園只是一個憧憬而已， 

得不到也沒有關係。 

  

因為，在這奢華的家園裡，減少了我和家人的親情。 

因為，在這奢華的家園裡，沒有那些每天向我微笑打招呼的鄰居和保安員。 

因為，在這奢華的家園裡，少了親切的商店老闆。 

因為，在這奢華的家園裡，那些神出鬼沒的小貓、小狗不會再出現。 

因為，在這奢華的家園裡，會抹煞了溫情的存在，全年三百六十五日似是冬天般 

冰冷。 

香港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入圍 劉彥均 葵涌循道中學 



這種奢華、虛假、沒有溫情存在的家園，我為何還要這麼努力，這麼辛苦追求呢？ 

  

我理想的家園不過是每天洋溢着溫情，每天能令你展現笑容的地方。每天，會聽到和 

藹的鄰居及保安員問候；進入商店，會受到老闆熱情的招待；有時候，會有些小貓小 

狗突然出現你面前，向你討一點食物；在家中，我能和家人暢所欲言。 

  

就似是我現在的家園般，那麼溫暖，那麼簡單，那麼平凡。 

  

請你仔細想想，你現在的家園會否就是你夢寐以求的地方呢？ 

  

 

入圍 劉彥均 葵涌循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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