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ěϏࣂʇڸསุĜі܈ěϏࣂʇڸསุĜі܈



目錄

目錄 
序一：「和諧社會，由擁有
           『康和樂』的家庭做起」 
序二：  最佳的科學    最佳的藝術 
序三：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計劃簡介 
賽馬會「愛＋人」計劃 
家添戲FUN計劃 

如何「向家人表達愛」？ 
孩子篇 
家庭篇 

專家教路：家有康和樂 
康──健康小智慧  
和──和諧小智慧 
樂──快樂小智慧  

音樂劇「樂樂之家」簡介

鳴謝

參考資料

2 
3
4

 
5
7

11
12 
32

62
63
66
68

71

75

76



02

序一

「和諧社會，由擁有
 『康和樂』的家庭做起」

香港賽馬會一向致力推動社會和諧，要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由和睦家庭關係做起。
為此，馬會於二零零七年捐款二億五千萬港元，並邀請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攜手合
作，主導推行「愛 + 人：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希望透過全港住戶調查、家庭支援項
目及公眾教育活動等三大範疇，並設計預防方案，嘗試找出令香港家庭更健康、快樂及
和諧的方法和元素，共建更融洽社會。我很高興馬會能夠與港大研究小組及香港小童群
益會合作主辦「家添戲FUN」計劃，成為賽馬會「愛＋人」計劃公眾教育及健康傳訊的
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家添戲FUN」計劃自二零一二年四月起，結集劇本創作及填詞等公開比賽的得獎作
品，編寫成創新互動的校園原創音樂劇「樂樂之家」，並先後於全港100間小學作巡迴
演出，向超過25,000名師生及家長傳遞家庭健康、快樂及和諧的重要訊息。根據計劃研
究所得，活動成功為參加者帶來正面的影響，令他們重新思考家庭和諧的重要性，成績
令人鼓舞。

藉此，我謹代表香港賽馬會感謝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大學研
究小組、專業團體、學校，家長及師生對「家添戲FUN」計劃
的積極參與及支持。我期望各界人士可透過這本作品分享集加
強對「愛 + 人」計劃的了解，讓每個家庭成員也學習到如何主動
向家人表達愛，增添歡樂、溫馨和融洽的氣氛，為香港締造更
多擁有「康和樂」的家庭。

蘇彰德先生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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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最佳的科學    最佳的藝術

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下，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與香港小童群
益會攜手合作，在全港100間小學推行「家添戲FUN」計劃，以創新互動的校
園巡迴音樂劇形式，帶動家庭成員間的連繫，從而促進家庭健康、快樂、和諧 
(3Hs: Health，Happiness and Harmony)。

「家添戲FUN」計劃與賽馬會「愛 + 人」計劃以公共衞生學理念作為設計的骨幹，
首次嘗試結合「最佳的科學」，將「最佳的藝術」帶給全港100間小學生及其家人。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愛 + 人」團隊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團隊緊密合作，從構思、
設計、推廣，以至工作坊及音樂劇的實際推行都全力投入，運用成效主導的評估工
具，開展以理論作基礎的實證及提證項目 (Evidence-based and evidence generating 
programme)。透過問卷調查(包括基線評估、即時評估及跟進評估)，評估各項活動
為參加者所帶來的態度及行為上的轉變，而整項評估有賴何世賢博士共同參與。我
們相信以公共衞生學為基礎，結合「實證為本，提證為人」的理念和實踐，並配合
嶄新思維，定可累積切合本地需要的數據和經驗，幫助發展出一套以家庭為本及具
成本效益的公共衞生和社會服務模式。

此作品集以「向家人表達愛」為重點，集合了本計劃的理念和不同年齡、階層的參
加者的作品，免費向全港中、小學及市民派發。我們希望藉此手冊提供建立健康、
快樂及和諧家庭的參考資料和經驗，幫助學生及其家人進一步建立「康、和、
樂」的家庭生活模式。

最後要感謝各機構及參與小學的合作和配合，全賴大家的努力
才使本計劃有豐盛的成果。

林大慶教授
「愛 + 人」 計劃項目首席調查研究員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社會醫學講座教授
羅旭龢基金教授（公共衞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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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家」就是孩子成長的起步點。我們深信，家長讓兒童在安全、被愛與鼓
勵的環境下，才能健康邁步成長。可是都市人生活節奏急速，經常面對來自不同
層面的沉重壓力，因此，家人間的互相關愛及支持變得特別重要。

香港小童群益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與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辦
「家添戲FUN」計劃，接觸全港100間小學的高小學生，以創新互動的音樂劇形
式宣揚和諧家庭的訊息，並以網絡連繫全港市民，帶動家庭成員間的連繫，共享
健康、快樂及和諧的家庭生活。

「家有康和樂」的概念，正正回應孩子成長的需要。一個家庭裡擁有「健康」，才
有力量去擁抱生活；懂得「快樂」，才會感恩和珍惜；學習「和諧」，才能建立美
好的關係。建立一個兼備「康、和、樂」的家庭，則要全家合力，才能成功。

這本作品集來自「家添戲FUN」計劃的「網上獎勵計劃」，以「向家人表達
愛」為主題，從網絡及學校團體向全港收集並挑選出的一些向家人表達愛的意念
及精美作品。透過參加者以不同媒介的作品中，除了看到他們向家人表達愛的心
意及創意外，還可以感到他們濃濃的愛。當中有不少點子，亦適合家長、孩子及
社會人士參考，將表達愛與關懷的方式形象化及具體化。

本會過去七十多年來，一直秉承「培育新一代‧攜手創未來」
的宗旨，關注並致力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發展、積極推
動及匯聚家長、學校及社區的力量，合力締造一個「兒童為本」
的環境。我們期盼透過「家添戲FUN」計劃，讓每個家庭加添
正面、支持、愛與和諧的氣氛，送給孩子作成長最好的禮物！

羅淑君太平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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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愛 + 人」計劃

為協助建構一個和諧社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二億五千萬港元，邀請香港大學公共
衞生學院攜手合作推行計劃和研究。計劃的基本理念是，傳統的家庭觀念仍適用於現代社會，
而且能夠為老、中、青三代帶來健康、快樂及和諧 (3Hs: Health, Happiness and Harmony)的
家庭生活（「家有康和樂」）。計劃包括三大項目：

1. 全港住戶調查

計劃簡介

研究小組與社區服務機構緊密合作，共同設計及推行一系列家庭支援
項目，藉此強化跨代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根據先導研究的成果，已
完成四個項目，分別是與東華三院合作的「多讚少彈康和樂」計劃、
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合作的 「家添正能量」計劃、與香港家庭福
利會合作的「愛 + 人︰『家多‧和諧』計劃」，以及與香港明愛合
作的「愛 + 人︰『有教‧無慮』家庭和諧計劃」。
我們的家庭支援項目以公共衞生理念為設計的骨幹，著重設計簡單的科學評估、具預防性及合
符成本效益，因此，當其效用得以證實，便可加以在社區推廣。以上項目以社區為本參與研究
為發展骨幹，確保項目能符合本港所需，同時為達到「實證為本．提證為人」的目標，所有研
究均採用隨機對照試驗這高水平科學模式作為設計及評估基礎。

2. 家庭支援項目

為了更全面了解本港家庭健康、快樂及和諧的狀況，「愛 + 人」推行一項全港性
的住戶調查，運用先進的儀器搜集數據，如具有輕觸式畫面的手提電腦及活動記
錄儀，搜集不同的數據，包括個人及住戶資料、生活習慣（包括 飲食、運動等）、
健康（生理及心理）狀況、快樂指數、家庭和諧程度、信仰、鄰舍關係、工作狀
況、醫療及社會資源的使用等。這是一項為期六年的追蹤研究，透過家訪、電話訪
問及網上聯絡跟進等方式，與參與的20,964個住戶保持緊密聯繫。所有收集到的

調查數據絕對保密，研究單位會竭盡所能保障個人私隱。數據分析由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的
研究小組進行，並以加密程式存檔在電子平台，讓非政府組織、政策決策者和研究小組深入分
析和更有效地制定家庭政策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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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旨在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及家庭支援項目，傳遞正面訊息，
建構一個正面的社會環境，以促進家庭健康、快樂及和諧。在宏
觀的層面，旨在帶動社會及政制的轉變，如影響家庭和諧政策和
法例。在微觀的層面，致力加強個人對健康及高風險行為的認
知、鼓勵家庭成員多投入家庭活動以強化家庭關係、加強家庭成
員的解難能力、及建立健康的家庭生活。
我們的理念是，採用以社區為本的傳播策略，透過一系列科研項目及推廣活動，並借助傳媒對公
眾的影響力，於不同媒體宣傳正面的「家有康和樂」訊息，增加公眾對訊息的認同和關注。提高
香港市民對家庭健康、快樂及和諧的意識，建構香港成為一個和諧的社區。
我們與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地區層面推行地區為本參與計劃，透過與地區團體合作將健康、
快樂及和諧的家庭生活模式帶入社區，並會就社區參與方式進行訊息推廣的成效進行嚴謹的評
估。已完成的四個計劃項目，分別為（一）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於元朗區推行的《「快樂家
庭廚房」計劃-第一階段》、（二）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作於觀塘區推行的《「齊來學‧愛家」
計劃》、（三）與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福利辦事處及四十多間社會服務機構、學校、社區團體及
政府部門合作於深水埗區推行的《「家」「深」幸福計劃》及（四）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於
荃灣及葵青區推行的《「快樂家庭廚房」計劃-第二階段》。

與此同時，我們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合作推行《家添戲FUN》
計劃，以話劇形式於100間小學校巡迴演出，向學生及其家
人推廣「家有康和樂」及正面溝通的訊息。

3. 公眾教育 - 健康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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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簡介
 

「家添戲FUN」計劃以高小學生為主要對象，加強他們及其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中的健康、快樂及
和諧，並鼓勵家庭成員間和諧共處及正面溝通。計劃主要接觸全港100間小學的學生，以創新互動
的戲劇形式宣揚健康和諧家庭的訊息，帶動家庭成員間的連繫，有助建立健康、快樂及和諧的家庭
生活 (「家有康和樂」)。

計劃目標

計劃內容

1. 劇本寫作 及 填詞技巧工作坊

透過舉辦劇本寫作及填詞工作坊，讓公眾、青少年及其家人學習劇本寫作及填詞的技巧。工作坊邀
請著名劇作家及填詞人分享劇本寫作及填詞的心得，並讓參加者掌握如何從劇本及歌詞中表達出健
康、快樂及和諧家庭的信息。

 

        工作坊邀得古天農先生(左圖)及鄭國江先生(中圖)分享劇本創作及填詞的心得，在場參加者均表現投入。(右圖)

2. 劇本創作比賽及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以健康、快樂、和諧及正面家庭溝通之道為主題，舉辦「劇本創作比賽」及「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透過比賽宣揚正面家庭關係的訊息，並挑選出優秀的作品(包括劇本及歌詞)。透過改編得獎劇本和
加入新詞歌曲，結合為原創音樂劇，於全港各區共100間小學巡迴演出。

家添戲FUN計劃

1. 加強參與者及其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中的健康、快樂及和諧。
2. 鼓勵家庭成員間和諧共處及正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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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幕禮暨頒獎禮

  

4. 校園巡迴音樂劇演出

5. 強化活動

為確保學生能將「家有康和樂」的概念融入於日常生活當中，計劃於參與音樂劇的學校推行強化活動，出席學生獲發實
踐「家有康和樂」的行動清單，學生根據清單完成與家庭溝通有關項目，並於一個月後交回完成的清單。參與及完成活
動的學生可獲贈紀念品以作鼓勵。

6. 校園巡迴演出光碟 (DVD)

校園巡迴音樂劇已攝製成為DVD，連同音樂劇小冊子，派發予學校、學生及家長。小冊子內容包括音樂劇簡介、有關
「家有康和樂」訊息的反思問題、網上獎勵計劃的詳情及計劃網頁。計劃讓未能現場參與觀賞音樂劇的學生及家長，
亦可在家中透過DVD認識及討論「家有康和樂」的概念。

7. 家添戲FUN網頁及「網上獎勵計劃」

    

8. 閉幕禮暨成果分享

閉幕禮上除了分享「網上獎勵計劃」的得獎作品，同時公佈計劃研究結果，並由曾參與「校園巡迴音樂劇」的學生演出
音樂劇「樂樂之家」，總結並實踐計劃的經驗及智慧，以助將來繼續推廣「家有康和樂」的訊息。

「劇本創作比賽」及「舊曲新詞創作比賽」的優秀
作品綜合成音樂劇「樂樂之家」，於全港100間小學
演出，向高小學生及其家長推廣「家有康和樂」訊
息。音樂劇採取互動形式，觀眾及演員之間能夠互
相交流，加深觀眾對「家有康和樂」的體悟。

校園巡迴音樂劇「樂樂之家」於開
幕禮作首次公演，為校園巡迴演
出揭開序幕。開幕禮同時舉行頒獎
禮，嘉許於「劇本創作比賽」及
「舊曲新詞創作比賽」中得獎的參
加者。

本計劃透過「網上獎勵計劃」，鼓勵中、小學生及其家庭參與，就「家
有康和樂」的概念提供意見及反思。參加者能以不同形式，包括相片、
錄像、文章等表達他們實踐建立和諧家庭的實際行動，每月選出最令人
深刻的10份作品予以嘉許，總數共100份得獎作品現結集成書，與全港市
民分享「向家人表達愛」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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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間參與本計劃「校園巡迴音樂劇」的學校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九龍靈光小學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上水東莞學校
上水宣道小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丹拿山循道學校
五邑鄒振猷學校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元朗官立小學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太古小學
屯門官立小學
台山商會學校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西貢祟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佐敦道官立小學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
沙田官立小學
沙田崇真學校
秀明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長洲聖心學校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香島道官立小學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祖堯天主教小學
粉嶺公立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荃灣商會學校
馬鞍山靈糧小學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培僑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景林天主教小學
華富邨寶血小學
華德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
慈幼學校
新會商會學校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
聖公會基顯小學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聖馬可小學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嘉諾撒聖心學校(津貼部)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鳳溪第一小學
德信學校
德貞小學
德雅小學
潮陽百欣小學
鴨脷洲街坊學校
鴨脷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寶血會思源學校
寶覺小學
靈光小學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9. 計劃研究 

為了解是次計劃的成效，活動進行期間邀請全港共30間小學進行大規模研究。是次研究主要是了解是次計劃透過現
場音樂劇或光碟播放，對觀看的學生及其家庭的影響、學生與家人的關係及互動情況等。當中亦進一步研究小學生
於家庭生活、身體健康及快樂指數與計劃的互動影響。

30間參與本計劃研究之學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丹拿山循道學校
元朗官立小學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沙田官立小學
秀明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粉嶺公立學校
粉嶺官立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聖公會偉倫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寶血會思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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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家人表達愛」？

「愛」雖然看不見，我們總會感覺得到它的存在。當然，也視乎如何表達。

「家添戲FUN」於二零一三年初向全港市民招募「向家人表達愛」的方法，
結果收到超過7,000份作品，當中的表達方法有極具心思的、有創意的、有
甜蜜的、有實用的，本計劃每月挑選10份最出色的作品，並將此100份作品
輯錄在此作品集。

以下作品按內容分為兩個篇幅：
「孩子篇」── 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分享對父母及家人表達愛的方法
「家庭篇」── 作為家庭成員的一份子，向家人表達愛護及關懷的具體表現

【作品評選機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起，每月由「家添戲FUN」計劃團
隊及香港小童群益會代表篩選20份作品，交由香港大
學公共衞生學院代表再進行評分。總分最高之10份作
品為該月份之得獎作品。
評分評則：
40%  內容 – 參加者向家人表達愛的實際行動
30%  形式 – 以獨到的作品形式表達對家人的愛
30%  創意 – 具有新意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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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 愛在蔓延中 〉
一直以來，我都很怕嫲嫲。
  嫲嫲在我八歲時中了風，整天要躺在牀上，說話的言
語也不清楚，可能是長期要躺在牀上的原因，性格很古
怪，經常還會駡人。我開始慢慢遠離嫲嫲，她在我心中
成了個不近人情的冷漠老人。
   六月的一天，那天我遇到了許多不如意的事情，心情
一落千丈。我悶悶不樂地把自己鎖在房間裏，突然一個
念頭在腦海中閃過──為甚麼不去找嫲嫲？今天是她的
生日，何不⋯⋯
   我於是立刻坐言起行，我拉着媽媽到花店買了一束康
乃馨，用彩色花紙包好，又買了一個圖案是老熊與小
熊的音樂盒，就跑到嫲嫲居住的大廈。為我開門的是爺
爺，他說嫲嫲在房間裏。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房門，可是伸出去想推門的手又縮
了回來，伸出去又縮了回來。
很久沒探望嫲嫲了，不知她如今變成怎樣了？她會不高
興嗎？她會認出我嗎？
  無數的擔憂閃過腦海。在那一瞬間，我發現自己其實
很愛嫲嫲，只是自己一直不承認罷了。這個發現令我信
心大增，終於鼓起勇氣在房門上敲了三下，然後推門進
去。
   「嫲嫲，祝您生日快樂！」
    我低着頭遞上禮物，滿以為嫲嫲一定會把我趕走。怎
料，她竟然興奮得顫抖着說：「乖孫兒，你這麼久都不
來探望嫲嫲，還以為你把嫲嫲忘記了呢？」
   我不敢置信的抬頭，看着嫲嫲充滿皺紋的笑臉。我感
到一陣又一陣愧疚襲上心來。在和嫲嫲交談中，我和嫲
嫲都很開心，交談中我發現嫲嫲是那麼的慈祥。
   那一天，從下午到晚上，我都笑嘻嘻的，自信和喜悅
覆蓋了我的心田。但是，喜悅所掩蓋着的，卻是無窮的
悔疚。

得獎者姓名：曾安怡
就讀學校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愛在蔓延中

得獎者姓名：伍俏巧妮
就讀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用心愛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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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 回家 〉
家中家中的愛是難覓替代
它給我　鬥志永沒話完
手機顯出的笑臉常在心底
催促我　要歸家不怕路遠
火車駛經山嶺上越過高低
倚窗看　那片片翠綠田園
終於終於都到達門外這地
哥哥已　快跑的擁抱問暖

得獎者姓名：黃妙媛
作品名稱　：回家 
                      (原曲:告別校園時)

＊透熱腸　那湯水　慈親手　送熱茶
那濃情　又沁於　我心底
再暢談　晚燈中　重觀看　那慈容
仍懷着愛意訓勉我達志願

＃啊⋯難忘是這
這家中的氣氛　仍是這樣
啊⋯難忘是這
這溫馨的氣氛　時常迷着我＃

Repeat＊＃＃

得獎者姓名：黎樂謙
就讀學校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關懷父母表孝心

得獎者姓名：邱洛兒
就讀學校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祖母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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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孫韶鋆
就讀學校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媽媽我愛你

得獎者姓名：曾雪兒
就讀學校    ：協恩中學(13歲)
作品名稱    ：愛的表達

〈 愛的表達 〉
爸爸媽媽的生日都在同一天──八月十六日，所以每年的這個時
候，我和妹妹都忙得不可開交。我們希望父母能過一個又一個難
忘、開心的生日，而且這種日子是向父母表達愛的最好時機！
   六歲的時候，由於我和妹妹都還未懂得想太多，所以我們選擇
以最直接的方式表達我們對父母的愛──我們偷偷地拿起了媽媽
的紅唇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自己嘴上使勁地塗，塗得亂七八
糟的，活像個小丑，但我們居然覺得挺不錯，便滿意地把那支快
要斷掉的唇膏放好，然後飛奔出去，在父母還未來得及尖叫之
前，就在他們臉上印下了兩個鮮紅的唇印！爸爸媽媽顯得很高
興，因為他們直到晚上睡覺時還不肯把唇印抹掉呢！
  七歲的時候，我和妹妹用了幾個小時的時間，精心製作了一張
立體生日卡，上面除了「生日快樂」四個大字外，還有許多個五
顏六色的心心。結果那張卡被當成了展覽品，直至現在還被放在
了客廳最顯眼的地方上。
  八歲的時候，我和妹妹突然覺得如果能讓父母記下我們成長的
點滴該多好啊！於是，我們便買了一份特別的禮物給父母──每
人一本筆記本和一支筆。父母收到後笑着把我們抱了起來，說他
們一定會努力地寫，待我們長大後再給我們看。
  九歲的時候，我和妹妹覺得自己親手做的禮物才最有價值，便
買了一本摺紙晝，再花上一星期的時間，笨拙地摺了一束紙玫瑰
花，然後偷偷地放在父母的牀頭。第二天早上，我和妹妹就在各
自的枕頭下收到一包糖果和感謝信。
  十歲的時候，我和妹妹終於領悟到父母最盼望的是子女能孝
順，做好自己的本分。於是，我們便把那天的家務「承包」了。
我們笨拙地拖地、抹桌子、洗碗等等，雖然很累，卻能換來父母
欣慰的笑容！
  每個年齡向父母表達愛的方式都不同，但我們最終都領悟到，
其實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各身边的人表達愛。愛的表達
不拘形式，只要你是真心誠意，「愛之花」在嚴冬也能綻放得很
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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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丁善賢
就讀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我看到您們對我的愛

親愛的爸爸:
你在天家好嗎?我在塵世過得頗愜意，不用掛念!轉眼間，你離開我們己經3年多，女兒一直
想念着你，想起我們的種種往事，爸爸;在這個世上，你是最最疼愛我的人，在這麼多的
兒女中，你和我的感情是無人能替代的，我們一起走過三十多個年頭，在那些年月裏，有
平淡，有歡喜，也有傷心失意的時候，但無論環境順逆，我倆父女情從未吵鬧半句。過
去，爸爸你是我們這個家庭創建者，你把畢生的精カ和心血都獻給了這個家，背着沉重擔
子，熬過了數十年，兒女終於長大成人，並各有成就，倍感安慰。
但不幸地爸爸卻得到皮膚癌的消息，他還是做盡所有可以做的療情，最後的日子很艱辛，
身體一天不比ー天了，而我却無法在你身邊陪伴你,照顧你每ー天，我知道,你為了這個大
家庭，耗盡了ー生的心血和拚博的精神，你累了，你真的需要休息了⋯⋯⋯⋯
三月尾的早上，我有ー種不祥的預感，接完電話就莫名的哭了，我的心更加惶恐不安!爸
爸因病很快捨我而去，真是天不從人願，爸爸你的離去已成了我心中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痛!!
回想你離我而去的那ー幕，感到肝腸寸斷!當時我感到萬分震驚，不斷重覆問為何不讓我
見你最後ー面?是你想走得瀟灑ー點，還是你不忍看着我淚流滿面地送你走人生最後ー
程?爸爸你離去後，我少了ー個最親與共的知己，感到十分可惜，但我的生命色彩未有因
此而褪色，始終燦爛依然。透過今次愛家人活動，我只能用文字來懷念你，也只有用我的
心，祝福我親愛的爸爸，不管你現在在
哪里，都希望你過得好!
＂父愛如山，母愛如水。＂這句話家喻戶曉，難得的是這本書不是理論枕頭，沒有長篇累贅的育兒理論，只有父親和女兒，童年
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幸福往事已深深地印在腦海中。像滿天的繁星一樣，多的數不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在長大，父親
在變老，我的眼眶濕潤了，鼻子酸酸的，父親用他的愛，他的健康，他的臉孔似乎永遠都是那麼慈祥，我知道，父親，你是我們
這家庭的創造者，對我的愛，你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獻給這個家，值得我用一生去仰望，去回報。

女兒小萍敬上
得獎者姓名：袁小萍
作品名稱　：向家人表達愛之父愛如山

〈 向家人表達愛之父愛如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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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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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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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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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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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

得獎者姓名：龍笑娟
作品名稱　：慈母頌

得獎者姓名：鄭宇彤
就讀學校　：聖公會偉倫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我們自己做飯的一天



得獎者姓名：吳栢榮
就讀學校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物質 =/= 愛

得獎者姓名：黃樂兒
就讀學校　：秀明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幫家人

〈 愛我的家人 〉
 
學習更多　明辨現實是與非
年月裡　指點我　信任我　是至親
待我好　為我想　誰又會這樣貼心
平日勉勵我發奮　來日我定要感恩

＊帶著我　去跨出這地帶
開心與你同享　多得有你稱讚
漫漫長歲月裡　每天都要愉快
歡欣見證成長　風雨雪也未怕＊

學習更多　期望實現夢與想
成大器　都因你　給予信心
唯獨是父母親　扶著我攀越更高
成就哪日投靠我　榮耀送贈你好嗎

Repeat＊

你說我出生　好過發大財
長年月照料愛護我　父母是最窩心

照耀我　去跨出這地帶
開心與你同享　多得有你稱讚
漫漫長歲月裡　每天都要愉快
一起見證成長　風雨雪也未怕

愛我的家人　寵愛我　一世

得獎者姓名：何少珊
作品名稱　：愛我的家人
                         (原曲: 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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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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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 上海灘  舊曲新詞 〉
 
浪奔　淚已流　沒法解釋此愛永不休
離別了　我心內　幻化眼中一片哀愁
沒法可　沒法留　逝去此刻此際我心疚
每一天　每一年　在我眼中好似沒有

最愛是你　你可知否　似大江一發不收
這親恩　我卻未忘　但願回望雙親恩報
願我可　願我能　夢裡我可親吻你的手
懷念你　那些年　在我腦海起伏夠

得獎者姓名：曾智城
作品名稱　：上海灘

〈 我家 〉 
我家　愛自由　重感情　最是溫馨
若果關心　盡去怨氣　團結樂盈盈

縱使　富或貧　互幫忙　快樂開心
就將歡欣　愉快去唱　簷燕也共鳴

父親恩深像海洋　慈愛母訓未敢忘
真　的心　幸福滿載　來愛眼前人

得獎者姓名：陳熹樂
就讀學校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小二)
作品名稱　：我家
                     (原曲: 在森林和原野)

得獎者姓名： 戴洛琪 
就讀學校　：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小五)
作品名稱　： 慢慢報答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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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My Home Sweet Sweet Home
謝父母親　愛我教導
無私關心的態度
來試試看　講一聲　我愛你　好不好
每日贈我溫暖　和諧齊建造

＊Let’s s share with me  everything
We are happy family
事事也都傾訴　背後扶持不憤怒
Let’s share with me  everything
那怕尷尬給爸媽一個擁抱
全因有日夜關心暖意親手造
My home sweet home＊

萬事也都　細心看待
回家溫馨給厚待
嫌棄過嗎　很囉嗦　這叫愛　深於海
血脈父母相接　無人能替代

Lovely home Wonderful home
Share with me  everything
We are happy family
事事也都傾訴　背後扶持不憤怒
Let’s s share with me  everything
那怕世界艱辛不需怕枯燥
回家了就是心中我要的驕傲
My home sweet home
My home sweet home
My lovely home

Repeat＊

〈 給媽媽的一首詩 〉
媽媽啊媽媽，
你為何那麼偉大？
每天不分晝夜照顧我，
不怕辛勞！
媽媽啊媽媽，
你為何那麼溫暖？
我失意時就來鼓勵我，
給我關懷！
媽媽啊媽媽，
我最愛的
永遠不改
那就是你！

得獎者姓名：周曉筠
作品名稱　：My Home Sweet Home 
                     (原曲: 世上只有)

得獎者姓名：胡康妮
就讀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學校(小四)
作品名稱　：給媽媽的一首詩

得獎者姓名：吳家瑩
就讀學校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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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Fung Nok Hang
就讀學校　：St, Rose of Lina’s School (7歲)
作品名稱　：My Loving Family

小時候，母親是水，是我生存的源泉。年輕時，母親是路，是我前進的座
標。懂事時，母親是天，是我仰慕的女神。母親生長於四十年代，經歷第
ニ次大戰，日軍侵略統治那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亦是本港無論在經
濟、政治，甚至國民生活最艱苦的時候，那些有能力者則遠走他鄉，當時
人口跌至六十萬，百物蕭條，但生活還是要過，雖然工商業被那些日治幣
值所取代，但作為小百姓的我們，卻又仍是每天過活。
在2010年面對幾十年患難與共的恩愛夫妻，另一方(父親)去世，確是一件
令人心碎、悲傷不已的事情，往往有這樣的情況，由於喪偶而過於傷心，
終日沉浸於悲痛之中不能自拔，結果使自己的身體垮下來。
幸運地，媽媽都保持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和頑強的拼搏精神，自然界規
律，不可抗拒的，活著的人還得活下去，還理智地安慰我們，爸爸早走一
步，一定希望我們保重身體，堅強地活下去。
今次希望參與頌揚母親盛事，分享我對母親的愛和感謝，並將其視為對父
母幼時慈愛撫育的小小回報。

得獎者姓名：袁小萍
作品名稱　：媽媽最強之愛連繫家

〈 媽媽最強之愛連繫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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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蘇文慧
就讀學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11歲)
作品名稱　：一支護手霜

〈 一支護手霜 〉
記得小時候，每年媽媽的生日，我都會送一張自己親自畫的畫給她，而媽

媽每次都會開心地收下。但隨着自己慢慢開始懂事，終於在去年，我送了

一份與往年不同的禮物給媽媽　—　一支護手霜。

在我的記憶中，我似乎從未洗過自己的衣服，因為媽媽說我洗得不乾淨，

不讓我洗。家裏的洗衣機也不是經常用，媽媽一直都是用雙手來洗衣服

的，她認為洗衣機浪費電和水，最主要是洗不乾淨，所以只有洗大型東西

才用到它。特別是我的校服，媽媽從來都是用手洗，以至於她的手十分粗

糙，完全與她的年齡不相符合。

 我很愛我的媽媽，於是在媽媽生日那天，我用自己的零用錢給媽媽

買了一瓶護手霜，並小心翼翼地幫媽媽搽上護手霜，然後微笑着問她：

「舒服嗎？」媽媽首先愣一愣，然後把我擁入懷中，「舒服！舒服！」我

看到媽媽眼中閃着晶瑩的淚花⋯

 直到現在，媽媽仍然保留着

那已經用完的護手霜瓶，對它珍而

重之，不肯扔掉。因為媽媽說，這

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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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梁凱晴
就讀學校　：聖安當小學(8歲)
作品名稱　：向爺爺祝壽

得獎者姓名：梁康妮
就讀學校    ：嘉諾撒聖心學校(8歲)
作品名稱    ：給父母的信



23

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黎美婷
就讀學校　：聖公會基福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敬老尊賢

〈 溫暖的手 〉
小時候，
你的手教導我認字寫字，讓我認識世界，
也寄託了你對我的期望。

中學時，
你的手簽署了很多缺點信，讓我反省過
錯，我在你的包容之下成長。

現時，
我已不願像小孩般給你牽手，我在我的世
界裡橫衝直撞，你的雙手放在我身後，隨
時為我準備一個懷抱。

將來，
我會用我雙手扶你走過每一段路，但願像
孩童時候你牢牢的牽着我手，陪你走到世
界盡頭。

多謝你，爸爸。

得獎者姓名：林穎彤
就讀學校　：聖安當女書院(17歲))
作品名稱　：溫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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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 黃嘉雯
就讀學校　： 香港培正小學 (11歲)
作品名稱　： 永恆的愛

孩子篇

〈 永恆的愛 〉
小時候，我非常頑皮，幾乎每天都闖一次禍，不是摔破花瓶就是解剖玩偶，媽媽看到了，十分惱火，頭上的白絲也越來
越「茂盛」。
在六歲的某個星期天，我七時多就醒來，看見媽媽睡得正甜呢！可是，眉頭卻深鎖著，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我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小小小偵探，拿出我的小小小偵探記事簿，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想找到令媽媽傷心的「真兇」。
怎麼辦！所有的線索都斷了。那麼⋯⋯只剩下一個人⋯⋯我？
我開始反省自己一直以來所作的「好事」，的確不令人好受。我漸覺慚愧，還埋頭哭了起來。
「喂喂，你不要哭！」
我眼前竟出現了一個手掌般大的白衣天使，頭上有一個光環，就像我最愛看的卡通片裡的情節！
「媽媽那麼愛我，我卻⋯⋯嗚哇！」
「停停停！你哭了也無補於事啊，還不如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對！我要給媽媽道歉！」小天使的面容開始扭曲⋯⋯
啊！原來我只是作夢。
我用睡衣擦乾滿臉的眼淚，開始絞盡腦汁，想想如何道歉。「媽媽醒來肚子一定很餓，我可以給她預備早餐，還有⋯⋯
道歉卡！」
年紀輕輕的我走進廚房，拿出一個碟子，在碟上倒上一層薄薄的牛奶，再把穀類早餐細心地鋪上，拼成一個心形。我再
走到書房，拿了幾張彩紙和幾枝水彩筆，開始埋頭苦幹起來。九時了，媽媽從睡房裡走出來，我對她說：「媽媽，對不
起。我令你擔心和生氣，我以後也不會了。」「我怎會惱你呢，我只要你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地成長，我就已經心滿意
足了。哇！早餐真好吃！」
「媽媽，我愛你。」「寶貝，我也愛你。」
其實簡單的一句「我愛你」，已足以令家人甜在心頭。

得獎者姓名：陳奕儒
就讀學校　：沙田官立小學(小六)
作品名稱　：「家添戲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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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 陳景儀
作品名稱　： 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得獎者姓名：丘惠婷
作品名稱　：指環的意義

孩子篇

或許你不懂得表達愛，但是經歷了這二十幾年，
我是開始懂得你的愛了。你的愛來自掙扎中的無力
給予，你沒法改變你的命運。於是，你想到我，你
想我好。我現在理解了。從一開始，在我還未肯定
擁有生命前，你決定犧牲自己，為我和家的未來放
棄你可能的幸福。
我遺傳了媽媽，常常被人家稱讚樣子甜美。我現在
享受的讚美，只因有你。媽媽為了讓婆婆可以住上
青磚屋，走出在快將塌下的泥磚屋居住的卑賤命
運，下嫁年老多病的爸爸。雖並沒有多少的愛情，
但是媽媽堅持守護爸爸，直到他自然、安心地離
開。爸爸沒有留下甚麼，最多的是徬徨和他人對於
單親的不一樣的目光。
是媽媽帶着我們，她的女兒，以脆弱的自尊生存
着、蹣跚地走下去。今天，我們都長大了，媽媽惹
上了滿身的病疾，尚存着瓦碎的心靈，還望我們一
天比一天好。她常說的：「要活得比我好」。一
直，我沒明白吐出這一句背後所付出的要有多少。
媽媽也不跟其他人訴說她的困苦、心酸。媽媽有着
中國婦女的含蓄。所以，她從來不會張揚自己的痛
苦。媽媽帶着我們，一心把我們拉扯大。有時，我
們會笑說：「媽媽，你是拉牛上樹，要好用力喔！
」。出身了，掙錢了，不敢誇大，說要回報媽媽甚
麼奢華或享受。只知道，我會用行動好好地對待媽
媽，一如媽媽照顧了我這麼多年。盡能力買點她喜
歡吃的菜，在她的房間安裝一台空調，若節省到足
夠的錢，也讓妹妹可在有空調的室內學習，減少令
媽媽生氣，一家人開開心心、簡簡單單過日子。這
就是我們的幸福。

〈 指環的意義 〉
在看到一篇記念母親節的文章時，令我回憶起小時候
與姊妹們一同買的戒指，一份最後的母親節禮物。

母親在我還是小學四年級時就因為血癌而離開，在小
孩沒有經濟能力的情況下，在母親患病最後一年，我
們三姊妹便決定要送母親一份有意義的禮物。初時在
珠寶店大家看中的是一對珍珠耳環，但買下後母親以
不會經常穿戴耳環為由，最後決定轉買一隻款式簡單
的白金戒指。當三姊妹一同為母親戴上一隻環住手指
的戒指，那一刻，一生難忘的傷感：為第一份三姊妹
共同送給母親的禮物而感動；為母親的身體不安而悲
傷。

母親在做化療時身體機能不斷轉壞，在去世前半年，
有一天，我看見母親在搬弄鎖櫃內的小盒子，並取出
了不少金銀首飾，當中包括母親節禮物的白金戒指，
母親看到我時已哭成淚人的對着我說：「這些首飾媽
咪已經用不着，現在替你們三姊妹分好，作為你們日
後的嫁妝。」，聽到這句說話後我腦內一片空白，當
時年少的我實在不會預計到這一隻小小的戒指是最後
送給母親的禮物。

現在看到珠寶店的戒指，都會記起自己曾經買過一隻
別具意義的戒指，從而回想起與母親的生活點滴，實
在是深深的體會到「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
在」這句至理明言的道理。希望各位看過文章的朋友
都可以珍惜現在的親人﹑朋友，「珍惜」這一生難能
可貴的羈絆。

〈 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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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葉寶威 
就讀學校　：仁德天主教小學 (11歲)
作品名稱　：天下父母心

得獎者姓名：梁嘉妤 
就讀學校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9歲) 
作品名稱　：爸爸，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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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 一封感謝父母的家書 〉
慈愛的爸媽：

你們好嗎? 身體狀況可好? 你們辛苦啦！

我們真的非常感激你們。你們請放心，我們是真心的！並不是有事相求。平日我們對你們要求這要求那，卻常常忘記孝順愛愛父
母。我們想在此好好地向你道謝一番。其實每當我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我們都後悔不已，為何當初那麼任性，大吵大
鬧地要媽買。自己明知不可胡亂花錢，卻偏偏要發脾氣。所以長大後便知道你們打我駡我都是為了讓我們懂事。

爸爸你要擔當起家中提款機的職責和我們的指路燈，真是了不起！謝謝你一直努力工作為我們家提供所需用品，提供食物，提供
住所。我們知道你一直努力拼博，努力工作，去賺錢給我們，讓我和弟妹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有更完美的生活。你亦常常教導
我們很多人生大道理，讓我們更清楚為人處世的道理。我們絕不會忘記你的諄諄教誨。因你所做的一切包括關心家人，努力工
作，甘願為家人犧牲，慷慨大方，我們都用愛深深感動着。你每天都對着手機工作、娛樂，有時候我們真有點擔心你的視力。你
還要多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謝謝爸爸！

媽媽你是我們這艘船的啦啦隊隊長。我們遇到麻煩，你總是幽默地激勵我們，支持我們。有時我們厭你嘮叨，厭你笨，真的萬分
抱歉，我們知道你是為了幫助我們，但我們為口不擇言，又想跟你說聲對不起，可是不知為何心中在爭鬥，我們現在真的知錯
了。媽媽對不起！你常常為我和弟妹着想，活動安排得井井有條，但你卻忘了好好打點自己。又常常幫我們買想要的東西，鼓勵
我們學習。媽媽，我們會努力的。感謝媽媽！

在我們的眼中，你們都是我們的模範。每次見到你們何等拼命地工作，都使我們感動流淚，這亦成了使我們努力發奮讀書的原動
力。因為你們曾說努力的人才能有優美的居所，才能成功。我希望我長大以後能跟你們一起住，並買下一所屋子作為我們的家，
溫暖的家，充滿愛的家。你們以後就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了，這也是我們的願望之一。

爸爸謝謝你！媽媽謝謝你！我們都愛你們！你們辛苦了！

你們的兒女敬上得獎者姓名：郭晴 (Kwok Qing)
就讀學校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13歲)
作品名稱　：一封感謝父母的家書

愛，是維繫家庭康和樂的重要元素。

表達愛，除了一句「加油，永遠支持你」，我們更喜歡實際行動。

知道姐姐皮膚敏感，會靜靜的為她搜羅各種防敏感的護膚品及化妝品。

知道妹妹失戀，會給她擁抱，讓她在肩膀上哭個夠本。

知道囡囡要減肥，會陪她一起跑步游水踏單車。

知道媽媽用心下廚，會說聲好味道然後把它們掃清光。

知道爸爸工作失意，會著他陪我們四處逛逛，吃吃好東西。

在外面走累了，回到快樂和諧的家，便能重新注滿能量，幸福感就在心房，讓我們繼續向外闖。

得獎者姓名： Lee Hiu Ying
作品名稱　： 幸福感‧就在心房

〈幸福感‧就在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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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從前，我是溫室小花，
在你暖暖的房間玩耍。
你化作陽光似的雙手，
柔柔地把我摟。
從黑夜到白晝，
賜我溫暖，暖在心頭，
讓我不再發抖。
 
從前，我是嬌柔小花，
你化作春雨一縷，
傾注天河之水後，
重生，斑斕處，紅艷欲流。
 
從前，我是嫋嫋小花,
有你濃情守候，
默默地為我分憂。
讓我學會咬緊牙關， 
對風霜雨雪雄赳赳，
才能屹立洪流；
才能度過深秋，
磨練不屈意志，
即使幽暗山溝，
狂風暴雨過後，
仍要堅守。
 
如今，我再不是那脆弱的小花，
全賴有你，這廣闊世上同遊，
你不求回報地、無微不至地⋯⋯
保護我、支持我、鼓勵我、深情地把我摟。
偉大的母親！
我願傾出所有，
愛你一生不夠。

《父親》
當我遇到困難，
掉到深溝，
你緊蹙的眉頭鎖得比我久，
你總會竭力扶助我，
送上最真摯的問候。
 
當我成功的時候，
我的肩有你溫暖雙手，
你總愛帶著微笑，
微笑地看著我的眸。
 
當我失敗的時候，
安撫我、鼓勵我，
竭力地為我籌謀。
直到我破涕為笑，
你才安心地慢慢走。
 
回頭時，
還是慈祥地，
隨著我，伴在我左右，
陪我走⋯⋯走過陽光明媚的溪流，
跨越險峻駭人的山丘。

你讓我微笑，
叫我的眼淚不再流，
你用偉大無私的愛，
陪著我走。
 
父親啊！父親！
不管何年何月，
儘管我甚麼都沒有，
你仍願意與我攜手，
走進那瀰漫著愛的洪流。

得獎者姓名：黃嘉蕊
就讀學校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16歲)
作品名稱   ：女兒向父母表達愛的詩歌〈 女兒向父母表達愛的詩歌 〉 



29

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孩子篇

得獎者姓名：孫梓富
就讀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18歲)
作品名稱　：愛回家

第一幕
(拍檯聲)
兒: 鬧夠未呀? 你知唔知你哋好煩呀!
      我頂唔順呢個屋企喇!(急步走聲)
爸: 梓富! 梓富!
     (開門聲)
媽: 咁夜仲去呀呢?
     (關門聲)

第二幕
(深夜聲)
(腳步聲)
嬸: 後生仔，咩事嬲爆爆咁坐係公園度呀?
     (無回應)
嬸: 同屋企人鬧交呀? 吓?
兒: 你又知? 你係神呀?
嬸: 見你人仔細細，唔通有感情問題咩? 後生仔! 
      屋企人鬧你即係關心你，你估佢哋真係咁想鬧你咩?
兒: 鬧我叫關心我? 哼!
嬸: 後生仔! 你細心啲諗吓，其實父母一直以黎都咁鍚你架! 
兒: 我知⋯但係一直都鬧我吖嘛! 不過⋯都有既!

第三幕
(回憶聲)
兒: 媽媽! 媽媽! 我好辛苦呀! (哮喘聲) 
媽: 吓? 起身先! 起身先! 點解又無啦啦哮喘發作呀? 
     你係咪又攝親呀? 
兒: 媽媽，不如叫白車去醫院吖! 我好辛苦呀! 
媽: 傻豬! 白車係留俾有需要既人架! 黎吖! 
      快啲上黎媽媽度! 等我咩你去醫院!
兒: 但係呢⋯我個肥仔咁重⋯
媽: 得架喇! 可能行行吓有的士呢! 你唔好講野喇! 
      休息吓先啦!
     (街道聲)
兒: 媽媽，你係咪好辛苦呀? 不如我自己行吖!
媽:(喘氣) 過多⋯過多十幾分鐘⋯就到喇，仔呀，
     不如你幫我留意吓有冇的士吖⋯

第四幕
(深夜聲)
嬸: 後生仔! 後生仔! 你冇事吖嘛?
兒: 哦⋯冇! 我諗返起媽咪以前照顧我既嘢啫!
嬸: 知道屋企人幾鍚你呢? 咁爸爸呢? 爸爸係咪都咁鍚你呀?

第五幕
(回憶聲)
兒: 爸爸! 今日係話劇比賽既大日子呀! 
你應承過我你會黎睇我演出架! 唔好唔記得呀! 
爸: (電話) 緊係啦, 我個叻仔出場一定到場支持!
職: (電話) 老闆，張總會來跟你簽合約⋯(國語)
爸: (電話) 知喇知喇，出返去做嘢!
兒: 爸爸! 你呃我!
爸: (電話) (掛線) 喂! 喂?
     (過場音樂)
     (拍掌聲)
爸: 梓富!
兒: 爸爸?
爸: 你頭先表現得好好呀! 不槐係我個仔!
兒: 點解你係度既? 你今日唔係要簽約咩？
爸: 傻既! 緊係睇你比賽緊要啲啦! 幾忙都要到呀!  
      我叫埋陳總黎睇你比賽，一陣完咗過去打聲招呼吖!
兒: 爸爸! 你咁忙都抽時間睇我比賽，好多謝你呀! 

第六幕
     (深夜聲)
嬸: 後生仔，你睇吓前面行緊過黎嗰個? 
      係咪你爸爸媽媽黎架?
      (腳步聲)
爸: 仔呀⋯我哋揾咗你好耐喇! (索氣) 原來你呢度!
兒: 老豆! 對唔住呀⋯
嬸: 咁大個仔都要人擔心! 快啲跟爸爸媽媽搵屋企喇! 
爸: 梓富其實好乖仔架! 我平時收工，好夜先返到屋企，
      佢細細個開始斟茶俾我飲架!
媽: 係呀，佢知屋企人辛苦，又成日幫我哋做家務架!
嬸: 睇吓爸爸媽媽對你幾好，自己走咗出黎都冇鬧你，
      仲幫你講好說話!
爸: (笑) 唔該哂你幫我哋睇住佢呀! 走喇! 拜拜!
嬸: 啊! 拜拜! 拜拜!
媽: 梓富，我整咗你最鍾意食既綠豆沙糖水吖! 
      不如我哋返去食吖!
兒: 媽咪! 多謝你唔怪我，我以後會好好改過⋯(漸細聲)

〈 愛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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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媽：
可能是因為你們和我同住一室，朝晚相見，故此從沒有想過或切實要寫一封信給你們。其實，想深一層，文字的
確比語言更具魔力，不但可以表達現實生活中難以啟齒或親切的話語，而且能達致真情剖白的作用。因此，我決
定挑起筆桿，以真心誠意地埋頭書寫！

平日，你們無論在我的起居飲食，學業品行，言行舉止等切身問題都照料妥當，無微不至，關懷備至地照顧，讓
我在健全和諧的家庭中無憂無慮地成長，栽培成溫室中的小花，過著愉快的日子。

天真的我曾經夢想或幻想過若果我並不是在你倆的照料底下成長，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那可真是不堪設想啊！

媽媽，你雖然有點囉嗦，常常叮囑我要小心那，注意這，而我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埋怨你，認為你十分麻煩，像
一隻蒼蠅般在我耳邊飛，發出擾人的噪音。但細心一想，作為偉大的母親，兒女是她們最大的禮物，努力愛護，
保護已成為她們的天職和責任，故此，你的憂慮和擔心並非全無道理，更可能的是我正直青春期的反叛階段，不
希望父母監管，渴望自由的心理影響吧！不管如何，你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此外，你打從我小學一年級起已不斷灌輸我讀書是改變命運，締造美好明天的不二法門，故此我一直都勤奮向學，
努力讀書，爭取好成績。但總有力不從心的時候而退步了，但你總會在我身邊，無時無刻鼓勵我，替我打氣，令
我重新站起來，繼續奮鬥，真的感謝你！

爸爸，你雖然在家的時間不多，常在外面汗流浹背地辛勞工作，為的是賺取微薄的金錢供書教學，維持一家日常
所需。每天你都拖著疲憊的身軀步入家門，我知道你已累得只想倒頭大睡，但你亦不忘與我談話，說說學校的所
見所聞，關心我的健康狀況，有時更抽空教我做功課呢！雖然你不會說任何花言巧語，但你對我的愛，對家的無私
付出已顯露在你的行動裏，默默耕耘，只管付出，不求回報，我對你可說是又敬又愛！

再者，你對我的前途十分關注及重視，時常在晚飯，或出外喝早茶時對我語重心長地規勸，說明學習，讀書的重
要性，而且循循善誘地引導我學習的方法，還記得「溫故知新」就是打從小學一年級你已教導我的，其實你所說
所授，我都會銘記於心，牢牢記住，不時運用。

爸媽，我愛您！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穎欣上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得獎者姓名：陳穎欣
就讀學校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作品名稱　：給爸媽的深情書信

〈 給爸媽的深情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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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姓名：陳悅明
就讀學校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12歲)
作品名稱   ：感恩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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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相處之道 〉 
有緣成為一家人，感恩珍惜這段緣；
家為你遮風擋雨，家送你無限溫暖；
一家人相處有道，朝夕相對感情好；
家中長輩要尊重，噓寒問暖少不得；
夫妻要互相忍讓，相親相愛到白頭；
父母要關懷子女，悉心教導助成材；
子女要孝順父母，努力讀書報親恩；
兄弟姊妹要團結，血濃於水化不開；
開心事要多分享，有榮耀要齊共享；
有心事要多傾訴，有煩惱要多聆聽；
遇挫折要多鼓勵，有困難要多分擔；
齊心發放正能量，樂觀思維不可缺；
一家同心排萬難，面對逆境當自強；
家有親情無價寶，家有關懷最窩心；
家中笑聲常滿載，家庭和諧樂融融；
「愛家」訊息多宣揚，社會祥和遍香江！

得獎者姓名：吳嘉雯 
就讀學校　：嘉諾撒聖心學校(下午部)(8歲) 
作品名稱　：替外婆滴眼藥水

得獎者姓名： 陳慶群
作品名稱　： 一家人相處之道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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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最掂當 〉

繁華閃光 永不會擦亮迷惘 
誰人目光憑真摯作導航 
長途跋涉 怎可以找到希望 
齊心上路家與你共往 

前路共創 長者都不怕風浪 
孩子歡笑 好比找到曙光 
嚴寒夜裡 思憶也似是微燙
人間美事 只要細味看 

愁雲驟降 身邊都總有依傍 
何家也有最窩心烏托邦 
風雨下 兩夫婦再三頑抗 
同心協力家裡最掂當

得獎者姓名：雷俊熙
作品名稱　：家裡最掂當
                  （原曲：You Raise Me Up）

得獎者姓名：關潔怡 
作品名稱　：向家人表達愛

家庭篇



34

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妳
美麗
黑頭髮
賢妻良母
偉大哲學家
技藝媲美廚師
第一個啟蒙先生
最體貼的本地傭人
從前挽著沉甸甸的菜
仍樂意給我買一磅荔枝 
用大拇指指甲劃破荔枝皮 
有點粗糙的手小心剝掉外皮 
再挑選最鮮美多汁的荔枝出來 
把已去核的荔枝肉溫柔放進我嘴 
抽取幾面紙巾輕拭去我嘴角的酣樂
我最初真的以為妳是個本地傭人
傭人跟主人相處不會如此親密
我才知妳是我世上最愛的人
現在我買一磅荔枝留給妳
讓我與妳一起分甘同味
賞給妳最瘦削的荔枝
妳不怕吃多而肥胖 
肥胖又無知的我
多得妳的荔枝
它甜而不膩
我最喜愛
紅衣裳
漂亮
妳

讓我吻你晶瑩通透的嘴

得獎者姓名： 梁永傑
作品名稱　： 留給這世上我最愛的人

家庭篇

〈給太太的詩〉
結婚超越廿五載，回想當初不懂愛，
經常吵架惹傷害，後來脾氣各自改，
學習溫柔與忍耐，關心照顧陸續來，
濃情無減更恩愛，白頭到老實可待。

得獎者姓名：胡惠明
作品名稱　：給太太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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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day one my mam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She lay tired on her labour bed,
My papa holding me in his arms.

First day of school my mam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She waved as my bus rolled ahead,
Her smile to mine you could not compare.

First time away my pap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He hugged and kissed and I quickly fled,
My parents were just too clingy for me.

Graduation day my pap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Congratulations! Your future is set!
I couldn’t   wait to leave this place.

One year in my mam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I said nothing, it was a dread,
Away from them, it was just too great.

得獎者姓名： Mildred Cheng 
就讀學校　： German Sw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Age 15)
作品名稱　： I Wish I’d Told You

Graduation day again my mam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You’re all grown up and smart in the head,
Now I could finally live my own life.

One year away my pap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It read,
I lied and said, soon.

Five years away my mama said,
Oh darling baby I love you so,
A thousand more, those tears she bled,
Your papa is no longer here with us.
I stood in shock and wondered aloud,
Where did all my time go?
Millions of thoughts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Oh papa I wish you weren’t   dead.
Oh papa I never told you but I wish I did,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家庭篇
〈 I Wish I’d Told You 〉

得獎者姓名：梅琬婷
就讀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到處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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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一生之計在於康，飲食均衡極為重。
       適量運動保強壯，長壽來源在於此。

和：一家之計在於和，包容共勉顯親情。
       多點關心多點愛，和諧之家齊共建。

樂：一生之計在於樂，快樂人生心嚮往。
       樂觀做人迎現實，腳踏實地創未來。

得獎者姓名：馬傑霆
就讀學校　：沙田官立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和諧生活表愛意

得獎者姓名：梁 苟
作品名稱　：挑戰康、和、樂、向家人表心聲

家庭篇

〈 挑戰康﹑和﹑樂﹑向家人表心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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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 〉       
               
我有一個家，既有爸和媽，
也有小娃娃，真是頂呱呱！
大廚是媽媽，煮食不煎炸，
愛炒西蘭花，又煮脆肉瓜。
糖果塞嘴巴，娃娃常蛀牙，
做了瀨尿蝦，便會哇哇哇。
小狗奧斯卡，經常搖尾巴，
盜賊牠不怕，勇氣真可嘉！
我家住大廈，附近無烏鴉。
我與你與他，一起笑哈哈，
從來不打架，也不愛咒罵；
同一屋簷下，相處沒詭詐。
我們愛種花，真是很優雅。
平日多說話，空閒勤繪畫。
星期日飲茶，喜歡喝菊花；
然後拿刀叉，準備吃龍蝦。
紅日高高掛，海旁看晚霞；
池塘看青蛙，傾聽呱呱呱。
一起去參加，歡樂嘉年華，
吃清甜西瓜，騎旋轉木馬。
每逢放寒假，遊覽東南亞；
每年放暑假，我們看童話。
每當炎炎夏，大家玩泥沙。
我愛我的家，真是溫暖呀！
你也有個家，你會珍惜嗎？

得獎者姓名：何頌光
就讀學校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大學一年級)
作品名稱　：我的家

得獎者姓名：楊善婷
就讀學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小五)
作品名稱　：愛「色」家人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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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甘同味 〉
一頓飯，是家人傳遞愛意的最好表達方式。
透過一桌晚餐，可讓忙碌工作後身心疲倦的
家人聚首一堂，好好享受難得的相聚時光，
分甘同味。

得獎者姓名：葉芷
就讀學校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地球環保更和諧

得獎者姓名：鄧凱瑤
就讀學校　：聖安當女書院(20歲)
作品名稱　：分甘同味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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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我的家 〉  
 
我的爸爸　聲音雄壯
和我一起說笑話
我的媽媽　樣子很美
陪我一同讀書去

我叫曉晴　今年六歲
伴着爸媽真高興
我的玩具　我的小熊
始終不如我的家

得獎者姓名：張曉晴
就讀學校　：德望學校（小學部）(小一) 
作品名稱　：我的家 (原曲: 小小姑娘) 

得獎者姓名：楊紫焮
就讀學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8歲)
作品名稱　：關懷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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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以愛為家 〉
萬丈愛心　悠然願望夢變真
齊互勉　相關注　真摰的　是至親
和諧樂　愉快可　共建安居樂滿家
無懼雨晴常變化
齊用愛來填補它
＊努力過　要開心快樂過
一起奮鬥成果　天天有你跟我
同齊來努力過要精彩快樂過
珍惜每個明天　家裡有你共我＊

萬丈愛心　同行共渡下半生
燃亮我　心中暖　家裡　愛火
孩兒樂　互敬可　共建安居熱暖窩
耀眼彩虹懷抱我
和睦旅程誰可躲

Repeat＊

要與你手牽手去創未來
無論是老是幼是少
是快樂這一家
努力過　要開心快樂過
得到美滿成果　天天有你跟我
同齊來努力過　要精彩快樂過
關心與愛並肩　家裡愛永伴我

有愛的家庭　天賜福　不錯

得獎者姓名：楊馨怡
就讀學校　：秀明小學(小六)
作品名稱　：關愛家人，我做得到

家庭篇

得獎者姓名：陳雄輝 
 作品名稱　：以愛為家  
                     (原曲: 我的驕傲)



41

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快樂家庭 〉 
快樂家庭　個個嚮往
團聚一起　樂洋洋
透過溝通　身心舒暢
可將憂愁　放一旁

縱有困難　不須驚慌
齊來分担　無悲傷
開心快樂　一齊分享
幸福家庭　在身旁

得獎者姓名：胡惠明
作品名稱　：快樂家庭 (原曲: 小小姑娘)

得獎者姓名：楊頌詩
就讀學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小四)
作品名稱　：健康、快樂、和諧、關愛好重要

得獎者姓名：郭茵禧
就讀學校　：秀明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We are family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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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黃海喬
就讀學校　：嘉諾撒聖心學校(6歲)
作品名稱　：拿出一點愛

得獎者姓名：龍笑娟
作品名稱　：和睦之家

〈 和睦之家 〉               
誰能十全又十美？包容忍讓添和氣。
遇到分歧講道理，指責謾罵常遠避。
家人恩惠千年記，新仇舊恨速忘記。
有人困苦扶一臂，鼓舞勉勵助高飛。
分享分擔苦與悲，快樂加添苦遠離。
遮風擋雨好蔭庇，和睦之家是福地。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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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家添愛〉 
 
常在瑣碎憶記中
明白關愛的真諦
提示溫暖正在　增之不退
所愛會是誰
陪伴所愛分半鐘
甜蜜可愛最風趣
無論傷痛跌宕　揮之不去
總有愛伴隨

全為愛　在愛海
即使遭到人生的惡耗
不需痛苦　因已為你
敝開閉封歷數載心扉
全為愛　在愛海
儘管一切平穩並卻步
人生總會有下坡
不需掛牽好好盼愛的希冀

從未英勇輕說聲
流露真摰的一句
仍舊溫暖寄在　我的家裡
關愛會是誰
留住相愛的記憶
回味家愛很痴醉
承受風雨破浪　身心交瘁
不會皺著眉

＊全為愛　在愛海
即使遭到人生的惡耗
不需痛苦　因已為你
敝開閉封歷數載心扉
全為愛　在愛海
儘管一切平穩並卻步
人生總會有下坡
不需掛牽好好盼愛的希冀＊

Repeat＊

得獎者姓名： Tsang Wan Huen
就讀學校　：聖母書院(中五)
作品名稱　：家添愛 
                    (原曲: 紅豆)

得獎者姓名：黃睿
就讀學校　：秀明小學(小六)
作品名稱　：Health, Happiness, Harmony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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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陳寶珊
就讀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17歲)
作品名稱　：家愛元素

得獎者姓名：張曉嵐
就讀學校　：聖公會偉倫小學(小六)
作品名稱　：向家人表達愛的方法

得獎者姓名：張馨丰
就讀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家庭的愛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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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Chan Wai Yee
作品名稱　：為您拭淚

得獎者姓名：鄧子茵
就讀學校　：聖公會偉倫小學(小六)
作品名稱　：幸福的家

得獎者姓名：胡錦恩
就讀學校　：屯門官立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關懷家人最快樂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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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我們的家 〉
踏進我家　笑聲滿溢
誠心真摰每句話
容我說句　溫馨的
照顧我　多福
互助繫於心裏
盡力育與導
We’re proud of you, laugh with tears
Teach me to share everything
但願大家一起　抗禦無常的際遇
長路漫漫　多關心
語意每每謙虛輸出　沒吵架
為知我心中所需　盡力傾心付
Oh home sweet home
住在這家　眾多勉勵
愉快高歌每句話
存着力量　多珍惜

忍與敬　亦互讓
暖意充塞心裏
寒夜無畏懼
We’re proud of you, laugh with tears
Teach me to share everything  
和諧創的溫室與及融和的態度
前路漫漫　多體恤
語意每每謙虛輸出　沒吵架
為知我心中所需　盡力傾心付
We stay healthy
We all happy
We all happy

We’re proud of you, laugh with tears
Teach me to share everything
和諧創的溫室　與及融和的態度
前路漫漫　多體恤
語意每每謙虛輸出　沒吵架
為知我心中所需　盡力傾心付
We stay healthy
We all happy
In our family

得獎者姓名：Ho Lai Ying
作品名稱　：我們的家 
                     (原曲: 世上只有)

得獎者姓名：李斛彰
就讀學校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健康家庭多繽FUN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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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家多fun 〉  
 
(孫唱)每天　跟亞爺　共亞嫲　重有爸媽
笑得碌地　闔府安康　能不開心嘛

(爸唱)縱使　各自忙　未會忘　近吓一家
放低打機　擰好相機　全家親一吓

(合唱)常以愛錫待家人　能懂珍惜最感人
家多fun　學懂珍惜　能作快樂人

(爺唱)最喜　見事情　是各人　亦愛黐家
(嫲唱)有乜開心　或者擔心　坐低傾講吓

(媽唱)我幫你遞茶　你幫我　晾吓啲衫
(孫唱)買啲水果　學整沙律　全家分享吓

(合唱)常以愛錫待家人　能懂珍惜最感人
家多fun　學懂珍惜　能作快樂人
家多fun　學懂珍惜　能作快樂人

得獎者姓名：黃妙媛
作品名稱　：家多Fun 
(原曲: 在森林和原野)

得獎者姓名：戴安琪
就讀學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小五)
作品名稱   ：You are the best of the World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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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鄧芷晴
就讀學校    ：沙田官立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和諧之家

得獎者姓名：黎敏婷
就讀學校　：秀明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互相關懷，互相合作，共建美好家庭

家庭篇



49

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當寶寶 〉
三更半夜　喂奶喂藥
又怕出街　過馬路
跌倒仆親　黐上膠布
抱晌膝頭　當寶寶

教舞教琴　知書識禮
雜費多多　慳的駛
任性玩玩　飛上天際
站晌肩膀　大鬼晒

返工返學　爭分爭秒
捱到天光　似戰場
受氣霎氣　那怕幾忙
為享天倫　早返歸

爸媽早晨　身體好嗎
記得覆診　不衰老
唔洗擔心　清潔煮飯
是你當年　教給我

若你想玩　飛上天際
背起爹娘　當寶寶

得獎者姓名：Mui Kam Sin
作品名稱　：當寶寶(原曲:小小姑娘)

得獎者姓名：徐嘉櫻
就讀學校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小六)
作品名稱　：愛在我的家 為它闖天涯

得獎者姓名：蔡頌
就讀學校　：秀明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日常的關愛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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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家庭篇

得獎者姓名：Tang Chi Keung
作品名稱　：陪著您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得獎者姓名：莊美萍
就讀學校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9歲)
作品名稱　：給姐姐的小心意

〈 給姐姐的小心意〉
 「家姐這題數學我不懂呀!」﹑「家姐我還

是不明白⋯」不經不覺我已說這兩句話許多次了。

可是家姐還耐心地教導我這個阿妹。

 每當我說：「我還是不明白？」她就會說：

「說一次不明白，那麼說多幾次就會明白。」果然

我真的明白了！那種心情是難以用說話說出來。

然後姐姐對我說了一句話就是：不懂就要問，因

為你永遠不懂，不問就只要增加更多的煩惱。

 最後，我除了明白了這句話，也知道了姐姐

對我的「愛」我一定要向你說聲「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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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家庭篇

得獎者姓名：丘筱盈 
作品名稱　：我們的宇宙-詩歌

〈 我們的宇宙 〉
花蕊在房間漫遊
濤聲攻陷了心溝
飄散一室芬芳
響徹這溫馨的小樓
看！從你來到的一瞬
盈盈的溪流
似再沒有煩憂
十七載你我同遊
遊遍那斑斕的神州
足跡踏遍
愛海沉浮

驀地，你我攜手
孕出花香處處﹑濤聲不休
散落在盈盈的小舟
載滿漫天洪流
芳香盈袖
你牽著我手
走進這羨煞人的小舟
環抱花香﹑擁吻激流
沉醉﹑醉在這綿軟軟枕頭
只因為，愛在你我中間停留 
留在⋯⋯留在這動人的宇宙

得獎者姓名：鍾仁傑
就讀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小五)
作品名稱　：mien creaft love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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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福氣〉
一生福氣　誰說　是能富有
又　誰說　是能不醜
我　就說　是要溫馨的家
Ha⋯　　我　大概　尚未算富有
亦　承認　從沒遮醜
我　仍說　是要最美滿家

＊溫馨滿溢氣氛　愛家　人
愛護常獻不分遠近
全沒私利　沒分級等
日後定必多福蔭
你我既是家　人
要能做到都可答允
任大風浪　互相捉緊
分享這份情　永至白鬢＊

這種福氣　伴你　伴我一生
漫　長夜　如路的燈
照　亮了　能前去更勇敢

Repeat＊

能隨時問句好　談笑溝通要做
能緣繫愉快家　首要你做到

Repeat＊

得獎者姓名：Shirley SW Wong
作品名稱　：福氣 (原曲: 陪我長大)

得獎者姓名：蔡鏸盈
就讀學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小五)
作品名稱　：各種的愛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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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龍笑娟
作品名稱　：歡樂家

得獎者姓名：盧穎欣
就讀學校　：五邑鄒振猷學校(小五)
作品名稱　：全家齊撐、建立快樂家庭

得獎者姓名：林曉渝
就讀學校　：元朗官立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愛 ~ 最直接是說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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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家
﹀

別
娘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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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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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
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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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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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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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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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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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家有康和樂--各家人表達愛 〉
我們要愛家人，要關心他們。
可以放假時，和家人去喝茶行街high tea逛街和商場。
晚上一家開開心心吃晚飯，一起談心事。
親情關懷是我的家，甜美的夢中也有一個家。
只要付出小小時間，就可以有一個健康﹑快樂﹑和諧的家庭！
健康=Health 快樂=Happiness 和諧=Harmony　 
它們代表家要健康﹑快樂﹑和諧

得獎者姓名 ：吳敏溱
就讀學校     ：圓玄小學(小四)
作品名稱     ：家有康和樂--各家人表達愛

得獎者姓名：鄧卓軒 
就讀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小四)
作品名稱　：我的親愛 － 家人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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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聶麗嫦
作品名稱　：家添溫暖  
                   (原曲: 世上只有)

得獎者姓名：葉嘉蔚
就讀學校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小四)
作品名稱　：Love家人

〈 家　添溫暖 〉

現實每天　也都太累
難得歸家解睏倦
和你細訴　給分憂
愛與你　一起走
你讓我有依靠　完全無顧慮

＊如像夢幻　星空中
聽我細說的心聲
就是你的鼓舞　叫我從來不畏懼
如沐浴在　春風中

我會永遠小心珍惜這感覺
全因你日夕關心　叫我不憂慮
人多溫暖＊

共聚每天　也都快樂
全心真心的對待
和我說笑　多分享
有了你　便自在
你是我的關注　從來無變樣 

如團火
熊熊燃燒⋯⋯

共患難　真開心
與你挽手一起走
為着我的所愛　注入無窮新意義
期望日後　手牽手
去到老　也不分彼此去關顧
縱使有苦痛艱辛　對你的想念
亦不改變
難得跟你　回家很暖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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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陳衍充
就讀學校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小四)
作品名稱　：回味家庭溫暖

得獎者姓名：LEUNG TSZ LAM
就讀學校　：SOUTH YUEN LONG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小五)
作品名稱　：生命彩虹

家庭篇



57

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得獎者姓名：王宗輝
作品名稱　：風雨同路一起成長

得獎者姓名：Tang Chi Fai
作品名稱　：陪您長大

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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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獎勵計劃 得獎作品

{ 第１戲 ~ 出生．期待 }
人：小孩、爸爸、媽媽
(《Shall We Talk》音樂入)
(爸爸、媽媽入台，坐下，小孩入台，站在台左)
(黃燈亮)
(爸爸、媽媽抱著嬰兒，玩著嬰兒)
(旁白)：我地出世，選擇黎到呢個世界去學習，
學習點樣去笑，亦都學習點樣去喊⋯⋯
小孩：細個個陣，唔識行、唔識講野，咩都唔識。
淨係識食、識訓、識喊，仲成日要人抱⋯⋯但係個
陣時爸爸、媽媽特別錫我，同我講好多好多野。
(《Shall We Talk》音樂出)
爸爸：(裝鬼臉) UN姑姑！哎呀！BB喊呀！
媽媽：哎呀⋯⋯喊都喊得靚過人既！
爸爸：似你呀嘛！
媽媽：(微笑) 係咩⋯⋯唔係咯！越睇就似⋯⋯隔離
成仔細細個果個樣呀！
爸爸：呀！而家做緊律師果個？
媽媽：味係果個囉！你第日大個左，會唔會好似人
地咁叻架？BB？
爸爸：哎呀！老婆呀！細個似樣大個左就會一樣架
咩？你不如問人地食邊一隻奶粉！
媽媽：係喎！唔知成仔細個食邊一隻奶粉既呢？
爸爸：哎呀！俾你激死呀老婆！開講話一樣米養百
樣人，一樣奶粉養百樣BB呀！奶粉哩D野係有影響！
但最緊要係俾BB一個好既成長環境，俾好多好多既
愛心！開講都有話啦︰L、O、V、E，LOVE~~~！
媽媽：BB，我地一定好錫你架！我地會俾你食最好
既奶粉、玩最好既玩具、過最好既生活、讀最好既
幼稚園、跟住小學中學大學⋯⋯你一定會成為一個
最出色既人架！BB⋯⋯ (抱緊)
爸爸：大個做咩都無所謂，最緊要BB開開心心！
媽媽：BB有我錫緊開心啦⋯⋯叫聲媽媽啦！
爸爸：唔准叫⋯⋯(笑) 叫爸爸！
(黃燈滅，燈暗)(《阿甘正傳》音樂入)
(爸爸、媽媽出)
~第1戲 完~

{ 第２戲 ~ 幼年．愛？ }
人：小孩、爸爸、媽媽、超人
(《阿甘正傳》音樂漸出)
(燈漸亮)
小孩：(抱著超人，步至台中) 後黎我識講既野越來越多，
到我5歲生日，爸爸、媽媽送左你個呢超人俾我。之後⋯⋯爸
爸、媽媽各有各忙，都好少同我傾計啦！仲成日都好夜先返
屋企！就算難得有日假期佢地留係屋企，朝頭早同佢地講聲
早晨啦，佢地一係就話好累要抖，一係就話仲有公司野未做
完，都唔得閒理我既！(對超人) 唉⋯⋯而家淨係得你同我傾
計咋！
媽媽：(入台) 唉！好重呀！
小孩：(開心) 呀！媽媽返黎啦！(放下超人，跑出迎接媽媽)
媽媽：做乜呀？仔？媽媽好忙架a！返完工仲要煮飯！
小孩：媽媽⋯⋯
媽媽：(累) 哎呀！你自己玩啦！唔好阻住我煮飯啦！
小孩：媽媽⋯⋯
爸爸：(入台) 老婆！返來啦！
媽媽：返黎啦！
爸爸：喂！老婆！食得飯未者？
媽媽：未呀！等陣先啦！
小孩：爸爸⋯⋯
爸爸：爸爸好累！自己玩啦！ (看電視、看雜誌)
小孩：爸爸⋯⋯
爸爸：(敷衍) 乖乖地！自己玩啦！
小孩：爸爸⋯⋯
媽媽：(步向爸爸，為他按摩) 累唔累呀？老公！
爸爸：好累呀！
媽媽：辛苦你啦！ (挨近) 老公⋯⋯咦？點解成陣煙酒味
架？你又同班野去玩呀？
爸爸：(敷衍) 唔係呀！應酬下之麻！
媽媽：(激動) 應酬下？應酬要攪到成陣煙酒味架？
爸爸：返工要應酬，應酬係咁架啦！
媽：返工一定要應酬！所以味成日咁夜番囉呵！ (轉身望向右)
小孩：爸爸⋯⋯媽媽⋯⋯
爸爸：(不屑) 車！你夠咁夜番啦！

家庭篇

《愛．說話》編劇：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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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要OT架！大佬！
爸爸：係咩？
媽媽：冇你咁好氣呀！
小孩：爸爸⋯⋯媽媽⋯⋯
媽媽：(見小孩) 你呀！好心理下個仔啦！
爸爸：我返完工咁累，邊有精神呀！要休息架！又唔見你理下個仔！
媽媽：我要煮飯架！我唔煮，食風呀？
爸爸：你都橫“PAN PAN”架！ (走至台左)
媽媽：哼！ (走至台右)
(爸爸、媽媽沉寂)
小孩：爸爸⋯⋯媽媽⋯⋯ (無奈，抱起超人，站在台中，開心地說) 都
係同你講開心D！頭先阿May打電話黎話有功課唔識喎！咁我味教佢
囉！好易之嘛！仲有呀！今日返學喎！Miss問我地理想係乜野，我就
話想教書啦，但係豪仔話我成績差，做唔到喎！但係佢竟然想做賣魚
佬喎！幾搞笑呀！仲有呀⋯⋯ (聲音漸細，洩氣地)
(燈暗，黃燈亮)
小孩：超人呀！點解你唔應我既⋯⋯ (抱起公仔說) ⋯⋯梗係啦，你都
冇口！不過有口又點，爸爸、媽媽味一樣唔會同我講野！你知唔知
點解我咁錫你呀？雖然你唔識郁又唔識出聲， (開心地) 但係你係爸爸
媽媽最錫我既時候送俾我架，佢地果時成日同我傾計，又成日同我玩喎，
有佢地陪住我玩咩都咁開心！
超人︰(入台，站在小孩旁，興奮) 係呀，我都記得我地幾個果時成日一齊玩！
小孩：但係而家呢，佢地唔再得閒理我喇！返工！返工！返工！我想
同佢地講下野者，就叫我自己玩，再唔係就買新玩具俾我⋯⋯
超人︰(興奮) 係囉！佢地成日都買好多新玩具俾你呀！你都話D同學仔好羨慕
你架！
小孩：冇錯！我有爆旋陀螺、有數碼暴龍、有激鬥戰車，仲有最新款
既電腦同手提電話⋯⋯(洩氣地)仲有兩個淨係掛住返工搵錢既爸爸媽媽添⋯⋯
超人︰(欲安慰小孩) 其實佢地咁辛苦做野，都係為左令你有最好既生活者！
小孩：我知佢地係為左我好，但係呢D新玩具、新電腦，根本就替代唔
到爸爸媽媽既位置⋯⋯(望超人) 超人你明唔明呀？呢D野係永遠都代替
唔到⋯⋯
2人︰(向觀眾) 爸爸同媽媽既關心！
(黃燈暗)
(超人出台，小孩坐下)
~第2戲 完~

家庭篇

{ 第３戲 ~ 再生．說話 }

人：小孩、爸爸、媽媽
(《Shall We Talk》音樂入，約10至20秒)
(黃燈少亮)
(爸爸、媽媽面向觀眾，開始反省，往小孩方向慢
走，一步一說話，由憤怒變得開心)
爸爸：(踏前一步，很生氣地) UN姑姑！哎
呀！BB喊呀！
媽媽：(踏前一步，很生氣地) 哎呀⋯⋯喊都喊得靚
過人既！
爸爸：(踏前一步，頗生氣地) 似你呀嘛！
媽媽：(踏前一步，頗生氣地) 係咩⋯⋯唔係咯！
越睇就似⋯⋯隔離成仔細細果個樣呀！
爸爸：(踏前一步，漸平靜) 呀！而家做緊律師果
個呀？
媽媽：(踏前一步，漸平靜) 你第日大個左，會唔
會好似人地咁叻架？BB？
爸爸：(踏前一步，心情開始好轉) 細個似樣大個左
就會一樣架咩？你不如問人地食邊一隻奶粉！
媽媽：(踏前一步，心情開始好轉) 係喎！唔知成
仔細個食邊一隻奶粉既呢？
爸爸：(踏前一步，開心地) 最重要係俾BB一個
好既成長環境，俾好多好多既愛心！開講都有話
啦⋯⋯
爸爸：(面對小孩) L⋯⋯
媽媽：(面對小孩) O⋯⋯
爸爸：V⋯⋯
媽媽：E⋯⋯
2人︰LOVE~~~！
媽媽：(踏前一步，開心地) 阿仔，我地一定好錫你
架！你會有最好既家庭、有最錫你既爸爸媽媽！

爸爸：(踏前一步，溺愛) 大個做咩都無所謂，最
緊要阿仔開開心心！
媽媽：(踏前一步，溺愛) 阿仔有我錫緊開心啦⋯⋯ 
(牽著小孩的手) 叫聲媽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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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踏前一步，溺愛) 唔准叫 (牽著小孩的手)⋯⋯ (笑) 叫
爸爸！
小孩：(感動地) 係味真架！？
(《Shall We Talk》音樂出，樂隊彈奏《Shall We Talk》)
(黃燈全亮，燈亮)
(3人歡喜地坐著談天)
孩童只盼望歡樂　大人只知道寄望
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對方
螳螂面對蟋蟀　迴響也如同幻覺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關開始打震　別說謊
陪我講　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
誰怕講　誰會可悲得過孤獨探戈
難得　可以同座　何以　要忌諱赤裸
如果心聲真有療效　誰怕暴露更多
陪我講　陪我親身正視眼淚誰跌得多
無法講　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觸摸
鈴聲　可以寧靜　難過　卻避不過
如果沉默太沉重　別要輕輕帶過
 (燈滅，黃燈亮)
(旁白)：我地出世，我地選擇黎到呢個世界去學習，學習點樣
去笑，亦都學習點樣去喊⋯⋯更重要既係學習同我地所愛既
人相處、講說話。『只是藏在心底的愛是死的，只有透過向
對方表達，讓對方感受才是活生生的愛。』
(樂隊彈奏《Shall We Talk》完)
(黃燈滅)
(《Shall We Talk》音樂入)
(燈亮)
(謝幕)

~第3戲 完~
~完~

得獎者姓名：陸永基, KEY
作品名稱　：愛說話

得獎者姓名：蘇靜言
就讀學校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小五)
作品名稱　：甜蜜一家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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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　：德貞小學(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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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姓名：黃俊彥
就讀學校　：寶血會思源學校(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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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添戲FUN音樂劇「樂樂之家」中，分享了不少健康的小智慧，當中經常提及

的飲食和運動的概念，例如：「二加三」、「每天進行30分鐘的運動」等等，

究竟他們如何幫助我們擁有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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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飲食的主要原則 ：

‧選擇不同種類的食物
‧以全穀類食物作為每餐主要食物
‧進食充足蔬果
‧進食適量瘦肉（包括家禽、魚、海鮮、蛋）或豆類，及低脂奶類產品

                                                                            一份蔬果約等於以下其中一個例子：

 

「一份水果」約等於：兩個小型水果（如：布冧、奇異果），一個中型水果（如：橙、蘋果），半個大型水果
                                  （如：香蕉）、半碗顆粒狀的水果（如：葡萄、龍眼、士多啤梨）。

「一份蔬菜」約等於：半碗煮熟的蔬菜、芽菜、瓜類或菇類（如：菜心、芥蘭、菠菜、白菜、豆芽、茄子、紅蘿蔔）， 
                                    一碗未經烹調的蔬菜（如：生菜、黃椒）。

有甚麼簡易的方法能助我進食更多蔬果？

飲食篇： 

「每日二加三」是甚麼？

‧避免進食加工或醃製食品，以及高脂、高膽固醇、高鹽份及糖份的食物
‧喝足夠的飲料
‧飲食要定時定量
‧均衡飲食之餘，也要多做運動，保持適中的體重

進食足夠的蔬菜及水果能有助預防多種主要疾病
在均衡飲食中，每天應進食最少兩份水果及三份蔬菜 

（每份約重100克），以促進健康

‧蕃茄、洋蔥、青椒、紅椒和菇類等多種蔬菜都很適合配
    搭肉類入饌，宜多採用
‧帶備一些容易去皮和進食的水果，並以此作小食，例如
    香蕉、布冧、 提子和梨
‧確保家裹經常儲備充足新鮮蔬果
‧蔬果的烹調時間不宜過長以減少營養素的流失

‧ 以新鮮水果取代糖果、朱古力和甜品，及以沒有添加糖的純果汁代替加糖飲品
‧煲湯時不妨放少些肉類，並多以蔬菜和豆類作材料
‧多自備飯盒，減少外出進餐，並確保飯盒裡有最少三分之一是蔬菜
‧選購食物時先買蔬菜和水果，無論是午餐或晚餐， 
    都應為每人每準備最少五份蔬果
‧把肉類釀進瓜類中，如節瓜和茄子等 
‧吃自助餐時，可先吃沙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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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抵抗力，減少疾病，提升工作效率
‧消耗熱量，減少體內脂肪積聚，保持理想體重
‧增強心肺功能，促進血液循環
‧鍛鍊肌肉，強健骨骼，減低患上骨質疏鬆症的機會

運動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只要把握機會及利用現有環境，隨時隨地都可進行運動，例如行樓梯、步行、抹車或做家務等，
均可把運動融入日常生活中。以效能來劃分，運動可分為三大類：

運動注意事項
運動時，須注意下列事項：

‧選擇適合的地方進行運動
‧選擇適合自己體能的運動，量力而為
‧應穿合適的運動衣服及運動鞋
‧必須循序漸進，由簡單的運動開始

運動篇: 
每天運動好處多 

‧增加關節靈活及柔軟度，避免跌倒及受傷
‧減少患上冠心病、高血壓、中風、糖尿病和大腸癌的機會
‧鬆弛神經，紓緩精神壓力，增強自信，促進心理健康
‧擴闊社交圈子

‧運動前後必須做足熱身及緩和運動
‧運動時要保持呼吸暢順
‧運動時如感到不適，可放緩動作或稍作休息； 
    若情況沒有改善，須請教醫生，以策安全

運動種類

A.  心肺功能鍛鍊運動

效能：

‧促進血液循環，增強心肺功能
              
‧燃燒卡路里，有助保持健康體重
             
‧有助避免慢性疾病
             
‧有助紓緩壓力

種類： 游泳、行山、優質健行、踏
單車、緩步跑、跳健康舞、打羽毛
球、打網球、耍太極等

B.  肌肉鍛鍊運動

效能：

‧保持身體正確姿勢及改善體型
              
‧ 減少肌肉關節慢性痛症
            
 ‧增加身體保護能力
            
 ‧增強運動能力
           
 ‧減低受傷機會

種類：健身器材練習、舉啞鈴等

C. 伸展運動

效能：

‧可為身體不同部位進行伸展 
    運動，活動關節，舒展筋骨
           
‧可作為運動前的熱身及運動
    後的紓緩，能夠放鬆緊張的
    肌肉，改善關節活動，鬆弛
    神經，減低肌肉僵硬
             
‧增強運動能力及表現
             
‧減低運動受傷的機會

種類：身體不同部位的伸展運動

縱使生活忙碌，只需花點心思，便可在繁瑣的事務中騰出時間： 
既可選擇早一點起床，或利用吃午飯的時間， 
又或在晚飯前，每日合共進行30分鐘運動，每次不少於10分鐘， 
持之以恒，會有以下益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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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的關係建基於正面、互動的溝通，即使家人有不同的意見和想法， 

彼此可以在顧及對方的感受下，坦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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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我獨尊（我搵錢我大晒！）
-  控制威脅（唔聽話唔比錢你洗！） 
-  肆意宣洩情緒（我壓力大，要發洩，鍾意打你就打你、罵你就罵你！）

和平解決問題
每位成員一同主動提出意見， 
過程中互相聆聽彼此的需要， 

一同選擇最可行的方法

獨立自主
尊重每位家庭成員有自主的能力，
即使是父、母、子、女，每人也
是獨立個體，應有獨立思想和表

達的空間

坦誠互信
面對難題時與家人有商有量

共同參與
作為父母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之餘， 
作為子女也應為家庭付出一分力量， 

例如協助做家務

關懷互愛
 

             爸爸媽媽工作辛苦之餘， 
      子女讀書也有壓力， 
   因此應互相支持， 
給對方多點關懷

平等尊重
 

無論是父母或子女、長輩或後輩， 
彼此都是家庭的一份子，理應無

分彼此，互相尊重

建立和諧家庭的小貼士 ：

-  推卸責任（我邊得閒教仔，你教好佢呀！）
-  惡言侮辱（你咁蠢）

與家人發生衝突或爭執時，該如何處理呢？

    應該

-  深呼吸或喝杯水冷靜一下
-  嘗試聆聽對方的想法，及背後的動機和好意
-  針對事，不針對人
-  抱著「大家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的心態
-  稍作迴避，不要執著於衝突中
-  在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找其他親友幫助

    不應該

-  翻舊賬
-  在最火爆時作決定
-  互數對方的不是
-  功利地計算彼此付出多少
-  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

有效溝通的基本信念

- 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
- 一個人不能控制另一個人
- 凡事總有至少兩個解決方法

- 不斷學習，才會不斷成長
- 留意及接受男女思想行為的不同，也要理解不同年紀的成員有不同的需要
- 尊重大家是一個自由、有獨立思想的個體

千萬不可做傷害家人感情的事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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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家庭氣氛，就要主動為家庭灌注多一點快樂的元素， 
可以是一個笑容、一段快樂事的分享，或一些令對方快樂的行動。 
此外，家長在與子女溝通時，多會集中於有壓力的話題例如：學習表現或成績上。 
若家長多與孩子分享輕鬆的話題、活動或快樂事， 
例如在學校的趣事、日常的嗜好、有趣時事或笑話等，讓家中多建立快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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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是一個選擇題

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 沙利文博士（Dr. Martin Seligman） 
提出了一項有關快樂的公式 ， 
指出每個人都能夠掌握自己的快樂最高點：

一個人的快樂指數，只有一半是與生俱來的， 
而現實環境及個人際遇所佔比例更少， 
反而有高達40%是個人能夠控制的範圍。 
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為自己選擇快樂。

快樂的重要性

快樂不單使人有正面良好的感受，還有以下益處 ：

健康方面──比一般人更活力充沛，較少不良嗜好，免疫系統較強，亦更長壽
人際關係──較願意主動向人釋出善意，伸出援手；因為較正面的關係，容易擁有較多可信賴的朋友，   
                      社交生活多姿多采
工作表現──在解決問題上較靈活，更能找到工作的意義及表現創意，亦擁有較高收入

使人快樂的因素

都市人花很多時間去賺錢、進修、打扮，以為擁有高薪、高學歷或美麗的外表便擁有快樂， 
但這些東西原來並不是最能使人快樂的因素。 
反而，家人的關注、健康的身體更能使我們獲得真實的快樂感（Authentic Happiness）：

最不重要的因素         較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

性別 年齡

學歷

外表
財富

運動
消遣

宗教

友誼

家人 興趣
工作

成就

快樂 = S (50%) + V (40%) + C (10%)
個人所能控制的範圍  

40％
與生俱來的快樂幅度

 50％

現實環境和個人際遇 
10％

[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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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知足、常感恩

透過「欣賞」和「讚美」等行動，更可以把知足與感恩具體化，變成快樂的傳導體。 
以下是沙利文博士提出的兩個感恩練習，讓每位家庭成員一起體驗感恩的力量：

（二）常投入、常專注

「投入」原來是其中一個獲得快樂和滿足感的途徑──當你全程投入、樂而忘我的心理狀態稱為Flow，中文譯為「神
馳」或「心流」。他的研究更顯示，生活中越多「神馳」的時光便越快樂  。以下是一些達到神馳的小貼士  ：

1. 具有玩樂、有趣的感覺：例如一家人一起去游泳、下棋或遠足，進行大家都感到愉快、輕鬆和享受的活動，
2. 具挑戰性：按家人的年齡和能力，一起進行有挑戰性的活動
3. 訂定明確目標，並設下時限：如與孩子一起摺疊衣物，限時內完成並且擺放整齊
4. 將可能分散注意力的東西移走：例如一起進行遊戲或活動時，約定彼此不能玩手機、接聽電話
5. 適時回饋和讚賞：在完成了一些任務或達成目標時，要為彼此的努力和付出而慶祝，或以拍照留念、 
    讚賞對方來加強當中的成果及滿足感

（三）常助人、常分享 

「助人為快樂之本」不再是一句口號，除了有研究顯示  ，把錢花在別人身上總比花在自己身上更感到快樂之外， 
幫助別人能有助抗衡自我中心的想法，過程中先為別人著想，從別人的角度出發，從而對人較易產生同情與關懷， 
這不單能建立較正面及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服務他人時，自尊感及自我形象也能有所提昇。 
此外，當看見自己有能力施予和付出時，也看到自身比身邊很多人幸福，過程中讓人改變原有的視野和看法，亦更懂得
知足與感恩。

行動例子： 
日常分擔家務、為家人製作小禮物、準備食物、適時讚美與提點， 
或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協助如：讓座、做義工、捐血等， 
只要是出於良好意願，不求回報，便足以令人歡愉滿溢。

尋找快樂的秘技：

感恩練習一： 
每晚臨睡前記錄三件值得感恩事
這些事可以是當日值得感謝／感恩的小事情，不一定
是非常特別的遭遇，例如：一家人齊齊整整一起共進
晚餐、孩子主動做好功課、伴侶體貼地為自己倒了一
杯茶等等。在過程中嘗試回想自己的情緒、感受和想
法，以及值得感恩的地方，從中累積更多正能量。

感恩練習二： 
每周感謝一個對你很重要／有恩於你的人
每周回想：過去一星期，有甚麼人值得我感
謝，而你未有機會認真向其道謝？過程中想一
想對方為自己所做的事，再思考向其道謝的說
話、方式：可能是寫一張致謝卡、送一份小禮
物、或是主動道謝，用紙筆記下，最後認真地
實踐，主動將你的心意傳送給對方。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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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添戲FUN」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中舉行「劇本創作比賽」及「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以健康、快樂及和諧家庭及正面家庭溝通之道為主題，共收到超過300份參賽作品。
計劃分為公開組、中學或家庭組及小學或家庭組，所有得獎作品已上載至「家添戲
FUN」Facebook。

從比賽中的優秀作品綜合成的音樂劇「樂樂之家」，除了於全港100間小學演出，向
高小學生及其家長推廣「家有康和樂」訊息外，更製作成DVD光碟（附於本作品集
內），期望帶出「康、和、樂」的主題，讓家庭一起加添正面的氣氛！

音樂劇「樂樂之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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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目：「樂樂之家」（小學或家庭組冠軍作品）

原作者：陳達賢、潘靜文
改編：林大慶教授

人物介紹

嫲嫲        喜歡喝汽水，學過打太極，最近沉迷玩「數獨」數字遊戲
爸爸        日日喜歡攤在梳化睇電視，啤酒花生不離手
媽媽        典型家庭主婦，嗜好是拖地同煮飯，勤力但情緒化
哥哥        初中生，強項是邊吃薯片邊聽音樂邊打遊戲機                                                        
樂樂        妹妹，小五生，怕羞較內向，非常關心家人                                
盈盈        舅父的女兒，小六生，剛從加拿大來探訪樂樂家人，健康爽朗

故事簡介

盈盈表姐剛從外國來港，留在樂樂家中過暑假，但盈盈與樂樂一家的日
常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都存在著很大差異，閙出笑話連篇。與此同時，
盈盈更發現原來樂樂心裡面藏著一個有關家人的重大秘密，令他不知道
如何是好。究竟樂樂一家，會否因為這位新成員的加入引致矛盾衝突，
和體會到家庭健康、快樂、和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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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家（原曲：紅豆）

甜夢中有一個家 和睦親愛似幅畫 從沒欺騙責罵 相親相敬 溫暖似無瑕
期望心意可接收 期望心意說出口 期望長輩愛護 體恤需要 給予我自由
求聆聽 求明白 請聽聽我內心的感受 坦率告解 可否理解 今天我應努力講出口
來聆聽 來明白 即使短處長處亦接受 如果溝通有耐心 溫馨與融洽的家我可擁有

伴我走（原曲：小明上廣州）

親情是我家 要方法共籌謀 
關懷是我家 我心意都可知透
家人要坦率 溝通夠沒眉愁  
家人共掛憂 愛傾訴比知心友
不煙不酒愛運動 一家都FIT 晒  
珍惜身體愛生命 每日休息夠
一家開心吃晚飯 高興不得了  
傾訴心聲趣樂事 溫馨多歡笑咯 
將來或往昔 縱黑暗或黎明  
家人伴我走 我心裡已感足夠

家添戲FUN校園巡迴音樂劇「樂樂之家」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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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各忙 (原曲：在森林和原野)

每天 上學堂 讀書忙 下課溫書
數中英通 又操補充 頭痛眼又曚
亞爹 佢仲忙 早更到 半夜返工
雨天冬天 夏天打風 做到腰骨痛
惟有放假聚一堂 行街high tea 逛商場
一家親 聚首開心 愉快又難忘 

和諧家庭成長路（原曲：陪我長大）

精彩好戲 為你連場 播放
共 回味 甜辣酸苦
我 學會 團結 不需擔憂
深知道 要團結 共同奮鬥
相 體恤 和諧裡有永久

#畫面裡面見到 笑聲滿途
有字句說親恩要報
互相激勵 互相祝禱
家中幸福可找到
跳配搭著的舞步
我願意聽心聲細訴
成長的路 互相修補
甘苦也與共#永遠共舞

*以上歌詞來自「家添戲FUN舊曲新詞創作比賽」得獎作品，並配合音樂劇內容有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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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得以順利進行，有賴以下團體及人士支持及協助，特此衷心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和諧之家

AL SONGS MUSIC PUBLISHING LTD
CAPITAL ARTISTS LIMITED (admin. by A Production House) / FAYE PRODUCTIONS LIMITED
EEG MUSIC PUBLISHING LIMITED
FUJIPACIFIC MUSIC (S E ASIA) LIMITED
MUSIC N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WORLDSTAR MUS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家添戲FUN計劃

顧問團
林大慶教授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講座教授
　　　　　　       羅旭龢基金教授（公共衞生學）暨「愛 + 人」計劃首席項目調查研究員
何世賢博士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副教授
羅淑君太平紳士   
何婉華女士　       
梁永宜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 助理總幹事

督導委員
溫艾狄女士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愛 + 人」計劃項目行政總監
陳志雄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 服務總監

工作小組
陳思明女士           
馮婉婷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計劃主任 (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劉嘉慧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計劃助理主任
何家俊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 研究助理
丘惠敏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行政助理

鳴謝

香港小童群益會 計劃主任 (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香港小童群益會 助理總幹事
香港小童群益會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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