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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新聞 

《外賣員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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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員之死】深水埗網吧「窩居」三年 41歲外賣員 電腦枱猝死 
 

 

  41歲的他，早上到餐廳送外賣賺錢，晚上再到另一家餐廳送外賣至凌晨；終於

下班，他便以深水埗一間網吧為「家」。每天凌晨四時至早上十時，付 40多元費

用，打開電腦瀏覽網頁，在電腦枱小睡，翌日由職員喚醒，繼續工作。今天早上，

他沒再醒來，在這網吧猝死。網吧負責人說，從沒過問他的身世背景。警方調查

時，有客人繼續在網吧內埋首打機。 

 

死者老闆：前客人變僱員 打兩份工節衣縮食為妻女 

 

  今日（14 日）早上 10 時許，一名 41 歲姓盧男子於深水埗一間網吧 30 號電腦位

上暈倒，救護員接報到場，證實男事主當場不治。警方正調查事件，案件列作屍體

發現處理。據現場消息指，男事主為一名外賣工人，他以網吧為家，流連網吧 3

年。據了解，死者生前在深水埗一家麵店工作，數日前曾告訴同事，自己有「心口

痛」。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發現他坐在網吧猝死，事件並無可疑。 

 

  現場是深水埗元州街 152 號地下網吧。網吧負責人稱，死者為一名外賣工人，

約 3 年前開始每晚在網吧流連。事主晚上 10 時會到網吧，至翌日早上 8 時會有外賣

同事拍醒，他便離開。今早如常有同事到網吧打算叫醒他，但看他沒有反應以為他

仍在休息，之後再有另一名同事去叫他，才發現事主無反應無呼吸，遂通知負責人

後報警求助。肇事網吧繼續營業，店內的顧客未有理會屍體，繼續在旁打機。 

 

  網吧消費平日通宵 10 時至翌日中午 12 時，價錢為$42，星期六、日及公衆假期

則為$47。網吧負責人稱，事主為人較靜，每次來大概留 12 小時。進來時通常會點

一點頭打招呼，有時候會買維他奶或檸檬茶，之後就會在店內一邊上網，多數瀏覽

網頁不會打機，看起來並無飲酒等不良嗜好。他又稱不知道事主是否長期病患者，

亦不清楚他的家庭背景。近年已較少人以網吧為家，現時每晚只有兩至三人過夜，

負責人一向不會問他們的身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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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2A 

學生姓名：李偉東 

 

 

 盧先生試過當平平無奇的上班族，每天的工作就是為客人送外賣，他不是一個合

格的外賣員，他脾氣十分暴躁，所以經常有客人投訴他。 

 

 這天，他如常地送外賣，但他卻意外地拿錯了外賣，但已經在途中，所以他懶得

回去換。到了顧客面前，他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說便道：「這個也是食物，那個也是

食物，而且價格一樣，你湊合着吃吧！」可能那位顧客性格比較柔弱，所以傻傻地拿

着錯了的外賣吃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發現那位顧客暴斃在家，醫生說這是食物中毒，但卻無法證明

這是外賣員所做，因為當中只有他一個人在家，收據也不見了。 

但顧客的哥哥認定是盧先生所為，所以設計害他。 

 

 盧先生是一位沉迷網絡的中年人，他如常來到網吧，他玩了三小時遊戲之後，感

覺有點渴，所以點了杯咖啡，喝完之後感覺有點累昏過去了，這一睡就再也沒有醒

來。 

 

 第二天，他的同事發現了他的屍體被丟在馬路上，馬上報了警，但是警察也查不

出一個所以然來。 

 

 另一個人在家裏看着電視。大笑着說：「我終於為我弟弟報仇了。」這就是之前顧

客的哥哥——大明，原來他花了一筆錢串通了網吧的老闆，先是在咖啡裏下迷藥，然

後把他殺死。 

 

 與此同時，坐在餐廳的老闆看到了這條新聞，嘆了一口大氣，心想：之前你不是

很囂張嗎？這個老闆才是一切的幕後黑手，是他把下了毒的外賣給了盧先生，也是他

故意把盧先生送外賣時的監控錄像給了大明，這當中的原因就是他的女朋友被盧先生

搶走了。 

 

 

評語：改編得很用心。情節環環相扣，盧先生脾氣差也給了老闆一個殺他的理由。弟

弟死了，理應去向餐廳問責，但也可能因為這樣老遇着到哥哥，促成了殺人大

計。「大明」這個名字有點幼稚了，這角色即使沒有名字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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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2A 

學生姓名：張嘉雯 

 

 

 一名約步入「半百」的盧先生，為了妻女，所以他每天打兩份工，節衣縮食。今

天，他一如往常地到餐廳送外賣賺錢，盧先生接到訂單，要求送外賣到深水埗的某一

座唐樓。那住戶住在八樓，因樓宇殘舊，所以沒有升降機。盧先生一層一層艱辛地爬

上樓梯。上到八樓後，客人接過外賣，發現盧先生臉有異樣，打算問候他時，盧先生

趕着送外賣，所以很快就走了。晚上，盧先生又前往另一家餐廳送外賣，一天辛苦的

工作完結了。盧先生回到他的「家」了，他付了 40多元費用後，便拉開椅子，安心

地坐在電腦桌前小睡了。盧先生作了一個夢，可惜盧先生永遠都會被困於這個夢之

中。第二天早上，有一位職員去叫醒盧先生時，發現盧先生無反應和呼吸，就馬上報

警處理。 

 

 

評語：你寫出了盧死前的情況，呈現他工作有多辛勞，又為他的死埋下了伏筆（臉有

異樣）。這部份寫得很好，不過讀者未必讀過新聞，不知道他的「家」是指什

麼，更不明白他為何要住在網吧裏。我們需要說明一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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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2D 

學生姓名：陳霖 

 

 

 盧氏依舊在早上八時被網吧職員叫醒。他伸了個懶腰，轉身就走向巴士站。剛邁

出網吧，就看見自己要坐的那輛車將要開出，於是衝向那輛巴士。有些東西是講緣份

的，就像追巴士，剛剛準備開出盧氏就衝上來。一個小時後，他到了第二間送外賣的

快餐店，他一如既往地送完最後一個外賣後，疲累不堪地前往同一間網吧。 

 

 他付了錢後就去到最角落的「老地方」。他像平常一樣進入夢鄉，卻睡了一個再也

醒不過來的覺。 

 

 

評語：小說裏提到緣份，這點很有趣，或者我們可以在這一點上下功夫。「他」找到

老地方也是緣份嗎？趕上巴士和一睡不醒兩件事之間有什麼關係？為什麼

「他」會住在網吧？讀者沒讀過新聞，我們要在小說裏交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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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3A 

學生姓名：余泓熹 

 

 

 「別衝！別衝！啊…早叫你了……」阿威是這間網吧的常客，他正跟其他網友打

現在最有名的遊戲。 

 

 「唉，又是一宗過勞的案件，現在香港真是多人拼了條命來工作，真可憐。」原

來是警察到場，但阿威沒有管這麼多，只顧着「打機」。 

 

 是時候上班了，到收銀枱付費時他向網吧老闆，同時是他的好友阿謙問有關早上

時警察到場的原因。 

 

 聽說，死去的是一個在餐廳工作的外賣員，他三年前開始每晚都到網吧過夜，並

認識了阿謙，其實阿軒都很同情他，天天早出晚歸，早上七時便去上班，晚上 11時

才回來。直到一個月前他便更晚回去，令他每晚在那狹小的電腦桌休息的時間只餘下

三、四個小時，真辛苦。 

 

 「爸爸！」盧先生帶着疲憊的身軀去探望他的女兒，盧先生每個星期都會去他母

親那兒找他的女兒，他是這個單親家庭的一家之主，他同時要養活她的女兒、父母，

所以每天都要工作近 20小時。 

 

 「慢慢地……盧先生得了些病，最後就在這裏過勞死了」唉，明明工作賺錢應該

是追求更好的生活，但現在有不少人因過度工作失去性命，不但不能享受生活，還賠

上性命。 

 

 真是諷刺。 

 

 

評語：你用了四個片段複述新聞的內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一和第二段都寫得很

好，第三段則是阿謙說出事件的經過。第四段怎麼又跳到盧先生未死之前呢？

作為敘事者的阿謙應該不知道盧先生家裏的事。另外，我們也可以想一想，這

事對阿威來說有什麼影響。遊戲裏衝鋒陷陣然後死去，跟盧先生拼命工作最後

死亡，會不會有相似之處，令阿威重新思考遊戲或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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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3B 

學生姓名：曾咏珊 

 

 

 今日是那件新聞曝光後，網吧最多人光顧的一天。晚上，客人陸續離開，我去收

拾他們遺留下的垃圾。記得以前，雖然數量極少，但總有幾個人會留在這裏過夜。 

 

 忽然，一個穿校服的男生推開了店門，怯怯地探頭探腦，半天才捨得拖着遲疑的

腳步走進來。我本不打算理他，直到我見他在三十號電腦位前停下來。 

 

 「別坐！」我伸手呼喝他，但開口就後悔了。 

 

 學生哥果然被我嚇壞了，我清晰地看到他的腿在抖。我放輕聲音說：「我要去掃那

裏的地板，這裏清理乾淨了，你坐這兒吧。」我可不想他第一次到我的店就告訴他網

吧死過人，白白趕客。 

 

 他欣然走過來，一臉感激。我沒再和他搭話，徑自往三十號的桌子走。死的那個

人是店裏的常客，生前三年多，晚晚都來過夜，晚晚都坐在三十號桌前。特別的是，

他不玩遊戲，每天都掛住疲憊的臉，對住發光螢幕打盹。 

 

 他年紀不小，頭髮黑白交雜，看起來沉默寡言。我永遠記得他猝死前的一晚，有

個夥計撞我肩膀，說：「他臉色看起來不太好，要不要去關心一下？」我當時正在滑

手機，頭也不抬地道：「他臉色什麼時候好過？不用多事。」 

 

 第二天早上，我如常看店，而他意外地睡到十點多，別人拍他也不醒。發現他失

去呼吸時，我頓時覺得店裏的空氣下降要幾度，按鍵的聲音像滲人的風，手上的手機

熱水一樣燙。 

 

 想到這些，那些不舒服的感覺又回來了。我用力揉了揉額頭，無意間憋見男生坐

在椅上發呆，眼神空洞，偶爾還會皺一下眉頭……總之，臉色不太好。我靜靜地注視

了他一會兒，最終決定向他走去…… 

 

 

評語：你為新聞事件添上尾巴，客人死了後，店主受到什麼打擊，店裏又有什麼影

響。你設想得甚是仔細。當然，男生進來應該要先付錢吧，這個細節要留意。

店主有點自責，最後決定去關心一下男孩。可見死亡事件令店主改變了，這個

鋪排很有心思，凸顯了小說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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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3D 

學生姓名：楊韋淇 

 

 

 41歲的盧先生，和平日一樣從早上工作至凌晨，和他一同工作的員工提醒他：

「別這麼拼命啦，挨壞身子就不好了，過兩天去做個身體檢查吧。」盧先生沒有放在

心上，說了一句：「不用麻煩了吧。」便前往網吧了。 

 

 他每天只會去同一間網吧，因為那是他和妻子認識的地方，天天都在回味着從前

和她一起打電動的日子，可惜現在他有女兒，再也回不去過去那無憂無慮的日子了。

想到這裏，他又突然開始「心口痛」，他猶豫着到底該不該去一趟醫院進行檢查，終

於，他決定了去做個身體檢查，就當是買個平安。去到醫院後，為他診斷正的是盧醫

生：「兒子，你怎麼了？」「爸，對不起！當初是我不懂事。你一心希望我讀完醫科幫

你接手醫院，但我卻日夜流連網吧。」「沒關係，你現在明白也不晚啊。」最後診斷

報告說，他只是睡眠不足才會「心口痛」。 

 

 

評語：你的改編挺特別的。讀者以為盧先生會遇到什麼事，但小說卻向出人意表的方

向發展。盧師醫生應該有六、七十歲了，但他一定等兒子回頭，認為「現在明

白也不晚啊」。在這等待的年月裏，盧醫生承受了多少？盧先生的妻女又受到

什麼影響？這些或者可以透過盧姓父子的對話透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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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4A 

學生姓名：陳詩敏 

 

 

 蜉蝣，一種水生的透明生物，壽命僅有一天。 

 

 匆匆忙忙，日新月異的快節奏城市中，像我這種低學歷的人士，不僅窮困潦倒，

還沒有一技之長，為人所役，整日為了金錢疲於奔命。 

 

 我在這座城市裏留下的只有身影？付出？啊，突然驚覺，我竟什麼都沒有留下，

我在這座城市中，一事無成，不被人記住，或許甚至我沒有在任何人的腦海中駐足過

吧。張愛玲就說過：「人生就是一係爬滿蚤子的袍子。」可對我來說，我就連袍子都

不曾擁有過。 

 

 我以網吧為家，每天早上十點便要準備上班，一直到凌晨四點，再度回到我的

「家」。記不得有多久沒睡過床了，早已忘卻了躺着睡覺的感受。日復一日，月復一

月，年復一年，我成為了公司裏的拼命三郎，沒日沒夜地工作，從未請假。糟糕！我

的心臟驟然一痛，胸口一直悶着快要窒息般，錢都寄往了家裏，我無錢求醫。但不要

緊了，死了也輕鬆，就這樣解脫也好。或許你會問我，我既然活得毫無意義，活得不

情不願，為何不選擇自殺，但我沒有這樣的勇氣。 

 

 與我同住的還有兩人，隨着我的身體日漸虛弱，我要是哪天死在網吧裏，他們會

不會因為害怕而無家可歸。最終我下定決心，跟他們坦白：「那個，我跟你們說，我

現在隨時都有可能死去，到時請不要感到詫異或害怕。」他們並沒有想像中的詫異，

反倒只是平靜的點頭。可能是遭遇相似吧，不過倒也好，省去了解釋的麻煩。 

 

 我開啟電腦，準備敲下遺書，不想連累到任何人。突然一陣劇痛，窒息感上湧，

恍惚間聽到了歡樂頌的音符，啊！不甘心！就這樣要死去了，我卻還未在這世界留下

屬於我的印記。 

 

 

評語：「我」的生命就如蜉蝣，既短暫又看似沒有意義。我最喜歡「我」跟二人交代

死訊的一段，這是新聞裏沒有的，可見你的創意，又有電影感。在敘事觀點

上，我認為用第三人稱單一主觀比較好，這樣最後一段便不用突然由「我」換

成「他」這麼不自然了。再者，低學歷人士會引用張愛玲的文章嗎？寫小說時

要留意敘事者的身份，用恰當的角度，說恰當的話。最後，上網會留下上網紀

錄，這些算不算是他生存的印記呢？值得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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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宗新聞 

《老婆婆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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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三日滴水未沾 婆婆獲保安救命 
 

 

  【本報專訊】獨居的八旬老婦每日清晨都會外出拾荒，大廈保安員今年二月忽

然察覺連續三日不見婆婆蹤影，他感到不安，為確認婆婆安好，他致電婆婆女兒查

問，婆婆女兒回家尋母，赫見媽媽原來在廁所門外滑倒動彈不得，三日以來滴水未

沾又無力求助，自己也年屆六十五的保安員，憑藉敏感及對住戶關心，救回婆婆一

命，昨獲選港島總區十大最佳保安員之一，他說：「生命可貴，救她一命我自己也安

心！」 

 

  ＸＸＸ是柴灣居屋康翠臺的保安員，今年二月因三日未見該拾荒婆婆出現，上

樓拍門又無人應，再到毗鄰單位觀察，見婆婆居所窗戶打開，不似出遠門，突然醒

起數年前婆婆單位曾「煲燶嘢」要消防員到場，遂翻查婆婆女兒的電話紀錄，致電

查詢。 

 

  女兒即時回家尋母，發現母親三日前洗澡「跣親」跌倒不能動彈，當時已極虛

弱，幸送院後無恙。警方昨舉行一二至一三年度港島總區最佳保安服務選舉頒獎

禮，二百名區內保安獲頒最佳及優秀保安員獎，救人一命的ＸＸＸ，當選十大最佳

保安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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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2B 

學生姓名：鄔凱娜 

 

 

 洗澡之時，聽著「嘩嘩」的流水聲，婆婆陷入了回憶：「不知道她現在過得好不

好，雖然每年都會回來一兩次看望我……」關上水龍頭，推開玻璃門，婆婆準備從浴

缸裏走出來，剛走出來時，怎料腳底一滑，心臟瞬間漏跳了一拍，隨後是一聲重擊

聲，然後腿部及胳膊疼痛，先是麻木了一秒爾後迅速蔓延了身體。「哎喲——」婆婆

緊皺眉頭，拳頭使勁發力，努力地想要站起來，但是換來的卻是徒勞無功…… 

 

 感覺到在地上的水慢慢褪去，「廁所的地面原來是這麼冰冷……」保持跌倒的姿勢

不知過了多久，婆婆開始有點酸痛，但是又麻木了。迷迷糊糊之間，婆婆喃喃道：

「這未免也是個好事，之前也多虧發生了點事故，她才會回來看看我。樓下的保安不

知換了沒有，之前那個蠻可靠的……」 

 

 小小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每天重複着日復一日的工作，面對繁重的工作如同機

器一樣地工作着。下班時而會看到一些在外遊蕩的學生，年輕的他們好像有花不完的

快樂及說不完的天真話。「我將來一定要去追逐我的夢想，即使沒什麼希望，但起碼

這是我的青春！」「省着點吧，功課都還沒做，還提什麼夢想。明天的小測準備了

嗎？」「……」小小每次不由得覺得好笑。笑完後，內心卻是空蕩蕩的。內心深處好

像有個背影，有個等着她的背影。小小知道，這個背影正在慢慢老去，但是自己卻還

是那麼怯懦。 

 

 誰不曾有過夢想？一番天真的話語的背後承擔了無盡的狼狽。小小一想到自己如

今的模樣不由得心煩意亂，關上門後讓自己投入網絡的世界，便可以什麼也不想了。 

 

 「滴答，滴答……」未關好的花灑口的水一點一點地滴着，彷彿在襯托着這死一

般的寂靜。但是寂靜中又帶着十分微弱的，幾乎感受不到的呼吸聲。世界已經開始混

沌了，婆婆早已分不清現在的時間，虛弱的她在盡量地保持清醒。生怕下一次睡過

去，就再也，醒不過來了。「會來的……」如同她呼吸般微弱的話語從她嘴裏吐出，

隨後慢慢閉上眼睛，不知過了多久，再睜開了眼睛。 

 

 「康乃馨……她怎麼會記得……」剩下的，只有沒有邊境的黑暗與混沌。 

 

 「喂？」小小正在歪着脖子接電話，正是工作時間，小小很不希望這時候有電話

來打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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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飛也似的請了假然後趕到媽媽家，如同數年前一般的腳步，摻雜着一些來自

眼睛的晶瑩。小小快速掏出鎖匙，「301，301……該死！這鑰匙……啊！這個！」「砰

——」門開了。 

 

 「媽！」 

 

 混沌的世界，凌亂的思想。「砰——」咦？好像依稀聽到了開門聲……應該是隔

壁……接着睡吧……婆婆已經神志不清，周圍發生的一切彷彿與自己無關，這個世界

只剩下了閉眼與睜眼，不知道下次還可不可以睜眼了……自己好像在飛……是有人抱

着我麼…… 

 

 小小緊緊地握住媽媽的手，看着病床上的她，小小還是沒忍住。抽泣的時候，回

憶又猛地湧了上來。「我怎麼會忘記呢？媽媽……」如同 26年前的產房一樣，只是春

天變成了嚴冬，唯一不變的，只剩下了病床頭的那束康乃馨。 

 

 

評語：不錯的改編，環繞着母女之情，主題鮮明。結構採用雙線發展，一方面寫出婆

婆的情況，同時補上小小忽略母親的原因。你最後提到 26 年前的產房，最好

在婆婆的部份加上 26 年前誕下小小的回憶以作呼應。康乃馨象徵母愛，我們

也可以用某種花象徵青春，小小最後選了康乃馨寓意她選擇了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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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3B 

學生姓名：丁嘉璇 

 

 

 「哎喲，今天怎麼沒見到沈大媽出來啊。」 

 

 這是沈老婦沒外出的第一天。 

 

 「奇了怪了，難不成已經發大財，不用拾荒了？」 

 

 這是沈老婦沒外出的第二天。 

 

 「她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這是沈老婦沒外出的第三天，李憶南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預感。 

 

 李憶南已有六十五歲，他總是喜歡想東想西的，他認為這是年紀大了的原因。「希

望是自己想多了吧。」李憶南邊上樓邊想着。 

 

 「啪、啪、啪。」李憶南大力地拍打著門，喊道：「沈大媽，你在嗎？」過了一會

兒，李憶南到相鄰單位觀察發現窗戶是開的，於是他便去翻查沈大媽女兒的電話紀

錄，致電給她，詳細地把經過告訴了她。 

 

 尋母心切的小沈馬上回到家，發現母親在浴室跌倒不能動彈，據母親透露她已在

浴室待了三日。 

 

 沈婆婆成功得救，而李憶南也獲得了最佳及優秀保安員獎。 

 

 事情的結局看上去如此美好，然而你真的確定事情的真相，真的如同你所想的那

樣嗎？ 

 

 頒獎禮過後，沈婆婆走到李憶南面前說：「小李，真是謝謝你能幫我這個忙。」李

憶南擺擺手：「不用、不用，您也是想您的女兒了，幫您這個忙是應該的。」 

 

 原來，沈婆婆是和李憶南商量好，只為見她那沉迷於工作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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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改編得很用心。結局出人意料，寫出了獨居老人孤獨的心情。但既然是兩位老

人商量好，小說一開始便不應該這樣寫。應該是一開始李憶南便找來小沈，以

李憶南的口道出整件事的經過，包括第一至第三天她怎麼想。因為你現在的寫

法會營造出客觀的事實，而透過李憶南說出來的才是編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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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新聞 

《小尖子喪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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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尖子愁爆 頭撼牆自殘 
 

 
  【本專訊】十四歲數學小精英，今年升中派位未如母願，加上開學前不幸喪父，疑在

多重打擊下，性格由活潑變沉默，且一直找藉口逃學，整個月只上過一日課，其母曾多番

苦勸他上學無果，昨晨她再相勸時，男生疑壓力「爆煲」，突反鎖睡房並撼頭埋牆自殘，

母大驚報警，男生由消防員破門入房救出送院。剛成新寡的慈母不禁發愁說：「我都唔知

有咩方法，可以叫佢返學？」 
 
  男童姓黃，家人稱他「阿威」，原與父母及胞兄同住油塘油麗邨碧麗樓。據悉，其父

原在內地當中醫，惟來港後未能執業，轉做地盤工，但早前因工傷致腳部受傷，並驗出患

上柏金遜症，他為免負累家人，約半年前獨自返內地居住，而長子已婚搬走，只剩下阿威

與姓曾母親（五十二歲）同住。 
 
  據悉，阿威數學成績優異，今年升中獲派一間心儀官立中學，但母親卻希望他入讀區

內另一著名男校，阿威疑因未能達成母親願望而感壓力。不料，其父於八月底病情惡化，

過關返港求醫時被發現發高燒送院，當晚證實不治。黃母在喪夫後情緒陷崩潰，首兩星期

終日望着亡夫遺照痛哭，又不時燒香燭冥鏹拜祭，屋內一片愁雲慘霧。 
 
開學至今僅上課一天 
 
  惟受喪父之痛的阿威，則疑將悲痛埋藏心底，表面強裝平靜，但性情卻由開朗活潑，

變成沉默寡言。九月開學後，他一直以發燒及不適等理由拒絕返學，經母親相勸下，只勉

強上過一天課，校方亦曾派員登門了解。 
 
  昨晨八時許，黃母再勸阿威上學時，他拒絕並大發脾氣，未幾衝入睡房，反鎖房內撼

頭埋牆，黃母報警求助，消防員到場破門入房，因阿威情緒乃未平復，遂將其送院，經觀

察後已無礙出院。警方列「發現懷疑精神有問題人士」處理。返抵住所時，黃母曾喃喃自

語，抱怨不知如何勸兒子上學，阿威突將母親拉入屋，黃母無奈稱：「佢成日覺得我害

佢！」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成員鮑偉豪表示，不論成人或小童，有親人離世是一大打

擊，而升中對學童也是大改變，男童或承受不了多重壓力「爆煲」，建議兩母子應加強溝

通，如有需要應尋求專業人士協助。教育心理學家張明麗亦稱，青少年如不開心，未必可

從臉上看出來，如他不能繼續正常生活及社交，如拒絕上學等，可能出現抑鬱，必須正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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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4E 

學生姓名：孫愷懿 

 

 

 「阿威，數學全級第一。」啪啪啪，一陣陣的掌聲不斷響起。「這不就是精英，每

次都是第一，神童啊！」懷着沉重的心情，踏……踏……踏，一步又一步地走上了頒

獎台，卻絲毫沒有喜悅的感覺。 

 

 「嗚……嗚……嗚，老公啊！你怎可離我們而去，沒了你我們可怎麼活。」正在

登上頒獎台的我，腦子裏不斷回憶起昨晚媽媽半夜在房間偷偷哭泣的情形。 

 

 頒完獎後，回到家，抱緊自己，陷入無盡的沉思當中，腦子佈滿着無限的負能

量。「為什麼，噩夢憑什麼降臨在我的身上！」 

 

 這天之後，我變了，完完全全地變成了另一個人，變成了大家口中所謂的「隱蔽

青年」。可是，那又如何，與我何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這樣五年過去了。 

 

 「叮叮叮……叮叮叮……」刺耳的聲響不斷響起，帶上耳塞的我，沒有理會它，

繼續入睡，可它，絲毫沒有要停的意思。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三十分鐘

過去了，我終於忍不住離開我那凌亂不堪的睡房，邁向那熟悉又陌生的客廳，拿起了

電話，還未開口，就傳來一頓罵聲：「你怎麼現在才接電話，你母親一小時前出車

禍，現已在 XX醫院，但血庫存量不足，需要家屬來獻血，請你盡快趕來。你母親的

病情十分嚴重，已發出病危通知書了。」 

 

 我愣了一會兒，看了看外面，很是茫然，想道：我怎麼出去啊？雖然沒什麼頭

緒，但還是出門了，果不其然，問題又來了，我怎麼去 XX醫院。突然，有輛紅色的

士停在我附近，問我要去哪裏，我回答：「XX醫院。」「上車吧！我帶你去。」十分鐘

後，便到達了，正當我準備下車時，才發現自己身上沒有一分一毫，只得茫然地看着

司機說道：我沒帶錢。司機很生氣說道：「小子坐霸王車啊！行啊！報警吧！」 

 

 離開警局已是下午五時左右，警察聽聞我的狀況後，二話不說地帶我到 XX醫院，

可惜，已無回天之力了，我拿着死亡通知書，一步步走進去，準備看媽媽最後一眼，

揭開白布，只見媽媽安詳地永久地睡着了，那一瞬間，心裏有種被拋棄的感覺。 

 

 當時腦子一熱，衝向牆，碰的一聲，鮮紅的血液，一滴一滴地從額頭流到面頰，

意識也越來越模糊，可能是要死了吧！可，我好輕鬆啊！終於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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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你先寫頒獎，再寫父親去世，形成很大的落差，突顯阿威的心情。成了隱蔽青

年的他，遇到母親危殆的情況，他不知道怎樣出門，連車費也付不起，這部份

寫得很好，符合他隱蔽青年的身份。要補充的是打電話的是誰？還有那五年時

間，當他知道母親有事，會想起關於母親的什麼？五年間母親怎麼幫助/嘮叨/

勸勉阿威？這些過去都會影響他的行動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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