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2022 總結報告 

學校／註冊團體:  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活動名稱: 「香港今昔故事:温情人間—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創作大賽」 

Ref: E10/22/0128 (E32) 

推行日期: 2022 年 6 月至 10 月 

受惠學生數目: 200 人 

活動總結報告 

計劃的目的： 

推廣及鼓勵學生加深認識香港歷史變遷，並藉寫作故事參加徵文，提升對歷史

的認知和興趣。 

比賽對象: 全港小學生( P.4—P.6) 和初中生(F1-F2)為對象 

徵文比賽組別： 

（小學組及初中組） 

文題內容自選，但內容須符合以下組別主題範疇：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能從小漁村漸漸演變成為

活力之大都會，是一代代香港人秉持獅子山守望相助之精神，温情互動，愛己

及人，努力奮鬥共同取得的成就。 

值此之際，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舉辦「香港今昔故事:温情人間—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創作大賽」，誠邀全港中小學生踴躍參加。創作故事內容，可自

由選取香港的地標（如會展、獅子山、鐘樓，新地鐵/高鐵站、大館）或特色事

物（如涼茶、戲棚、舞火龍，電車，漁船及高脚屋）等，通過擬人化童話，以

故事捕捉這城市的今昔變遷、歷史地貌，家國情懷、民生温情，社區活力，紀

錄這都城有趣多彩的生活面，反映香港的變化和成就，讓更多讀者樂於從今昔

故事中，加深認識香港歷史，相互交流。 

作品要求: 

1. 文體：故事

2. 字數（含標點符號）：600-1500字內

所有參賽作品均須原創故事，參賽作品須獨立原創且未在國家正式出版物（含

互聯網）上公開發表。嚴禁抄襲或冒名參賽，違規者立即取消參賽資格。

獎項: 每組由評審團各選出一等獎、二等獎2-3名，及三等獎4-7名，共18個獎，

獎圖書禮券及獎狀。 

截止參賽日期: 2022年8月31 日 



活動流程及推行情況： 

I. 展開宣傳 

活動由2022 年7月展開徵文比賽的宣傳:--  

經過本會發電郵通知學校有關徵文比賽詳情及網上宣傳 

1) 電郵發宣傳海報 

 

 

 

2) 在香港教育城網上活動概覽宣傳，吸引學校/學生參賽 

 

https://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event.php?id=62ce237acc9f93d4711d6b28  

 

https://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event.php?id=62ce237acc9f93d4711d6b28


3) 香港文匯報 25.07.2022 【心窗常開】妙筆童話 香港故事-  潘明珠老師寫專文

鼓勵學生參加徵文。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7/25/AP62ddadf6e4b033218a5960af.html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7/25/AP62ddadf6e4b033218a5960af.html


II. 收集參賽文章(7-8 月)及評選(9 月)  

本會積極宣傳，參賽學校反應熱烈，共收到 186 篇作品，令人欣慰。 

本會邀資深教師及作家、專業評判孫觀琳、潘金英、潘明珠擔任評審，評選參

賽之文章，每組各選出得獎作品。 

 

III. 公布得獎結果及發送獎項 

9月26日，本會公布每組選出之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頒發獎狀與圖書禮

券，兩組共18個獎項，以資鼓勵。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辦頒獎禮，本會將有關

獎項(獎狀與圖書禮券)以郵寄方式發送予各位得獎者及學校。   

 

得獎名單:  

 

※每組各選出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共為 18 個獎。 

初中組     文章題目 

一等獎   -林海嵐     聖羅撒書院       鳳頭鸚鵡口述香港歷史 

二等獎   (2 名，排名不分先後) 

吳瑩琳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相伴走過的日子 

周煒霖  協恩中學    温情人間 ㄧ 我的鐘樓伯伯 

 

三等獎  (4 名，排名不分先後) 

周玟熹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一份茶情 

蘇依琳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小紫荊和展姐姐的拜訪之旅  

許詩雅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許精靈的天水圍之旅 

黃國珵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小輝與「新高鐵」的故事 

 

小學組        文章題目 

一等獎  

温芷盈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尋覓香港消聲匿跡的古蹟和風土人情 

 



二等獎   (3 名，排名不分先後) 

何梓鋒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舞火龍的故事 

胡紫欣  聖公會牧愛小學   大澳的自述 

潘鐿琳   天主教伍華小學   見證 

三等獎  (7 名，排名不分先後) 

陸梓盛 慈幼學校  火龍帶我遊大坑 

余欣蓓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我的名字叫小興 

尹葆玥 彩雲聖若瑟小學   香港最具代表選舉 

陳鴻彬  聖公會牧愛小學   香港電車的故事 

周泳沁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中西合冰 

曾正昊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獅子山下的愛 

傅習姸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穿越時空之尖沙咀歷險記 

此次徵文比賽活動圓滿結束，感謝勵進教育中心贊助，各參賽學校師生的積極

支持及本會義務工作成員的鼎力襄助，謝謝 ! 期望再接再勵，為推廣中國歷史

閱讀和寫作活動努力。 

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2022 年 10 月 2 日 





香港今昔温情人間故事創作大賽 – 初中組 一等奬  
 
姓名：林海嵐 
性別：女 
學校：聖羅撒書院  F1 
文章題目：鳳頭鸚鵡口述香港歷史 
 
 
您好！我是一隻小葵花鳳頭鸚鵡，今年 25歲了。我們小葵花鳳頭鸚鵡是鳥類中的貴
族，早在 唐代，楊貴妃 已經和我們的祖先 白雪娘 一起生活，牠的故事已成為了歷史
的一部份。作為出類拔萃的鳥兒，就讓我為你們講解一下 香港 歷史吧。 
 
媽媽時常自豪地說，我族在 香港 開埠初期已經跟隨 英國 海軍，由大不列顛帝國 出
發，經 大西洋，再橫越 印度洋 和 太平洋，到 中國 貿易。途中糧水斷絕，幸好水手
找到座落在 珠三角 洲的一個水深港闊的小島，當中有一條清澈的小河，船長把她命名
為 香江，即是今天的 香港。曾祖母更常常自吹自擂地說：「要不是我們有羽毛的祖
先引領他們找到陸地，他們早已渴死了。」 
 
這事當然無從稽考，但是，我曾無意間聽到文化導賞員說，英國 海軍在 1841年登陸
水坑口街 附近的「佔領角」。 並升起了 英國 旗 ，立 香港 為 英國 的殖民地之一。
150年過去了，當年的「佔領角」已經被填海填平了，地圖上的海岸線也向前推移。
文化導賞員說 Possession Street 是反映了當年佔領的歷史事件重要證據。 
 
在殖民地時代初期，我們是洋人眼中的竉兒，只要跟他們說說話、表演一下、或炫耀
一下羽毛頭冠，便會得到好吃的乾果。遺憾的是，一直當人類的竉物實在是一種折
磨。就在 香港 淪陷前，不知誰為 23隻鸚鵡打開自由的門，在混亂中，官邸內眾人也
都都落慌而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府內人去樓空，而香港人正在享受著風
暴前的平靜，誰也不知道迎接他們的是黑暗的時代——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代。 
 
平安夜的時候，日本 人向 香港 送了第一個威力無比的炸彈，接著兩個、三個⋯⋯然後
無數的炸彈往地面送，城內滿目瘡痍。我族在百姓眼中由時尚竉物變成美味的「燒雞
翅」。於是我們唯有選擇棲息於督憲府附近，即是現在的 動植物公園 一帶，因為那兒
有日軍把守，我們和其他鳥兒在這裏平安地渡過三年零八個月。 
 
另有一些鸚鵡親戚群逃竄到舊 三軍司令官邸 後山的一大片原始森林內。有時有些比較
笨的小鸚鵡會啃咬官邸的三支旗桿，表示到此一遊，我們還跟人類一樣稱它為 旗桿屋
。二戰後 日本 人走了，英軍總司令回到辦事處及官邸，後來我們發現，只要找到那些
白灰牆身、雙筒雙瓦的 英國 殖物建築物，就等同找到避風塘，因為平民可不能踏足這
種白屋仔半步。 
 
從前由 香港公園 可以俯瞰維港上從遠方來的渡輪，有幾位長輩最愛在石栗樹上聽軍人
家屬分享航海的趣事。八十年代開始，殖民地時代的色彩慢慢退過去了！旗杆屋 於
1984年改建為 茶具文物館，自此，更多的本土人可以自由出入不同的小白屋。 
 



我們族群都在安全的地方落地生根，直至 1979年，有一個消息震驚了全港島區的小動
物，珠頸班鳩偷聽到政府官員說「香港政府 決定將 域多利兵房 的下半部用作商業用
途及興建政府樓宇，其他部份發展為公園。」一下子森林要大興土木的消息傳遍每一
隻動物，每一位成員都陷入驚慌，後來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人類是在建造了更大更
好的鳥的天堂給我們！異國的鳥兒都遷入一個衣食無憂的「鳥酒店」內，酒店名為 尤
德觀鳥園。而我們和鴿子、麻雀則獨霸 香港公園，在鳥籠外面的世外桃園，和松鼠
作鄰居。 

回歸後，我在空中飛翔，看到 香港 長大了，水坑口街 已經沒有水坑，前面填海已伸
延很遠。聽說泥土下道路縱橫交錯，還有連繫整個城市的鐵路。水坑河流仍在流嗎？
現在陸地已延申到海邊，商鋪林立、老店為地方增添港式風情。在防空洞的邊緣，有
著一個新世界，新世界又變成石屎森林，守護城市的老樹在泥土下手牽手，互通養
分。以前被炸得禿禿的 龍虎山 山頭，又都被上植林三寶（愛氏松、台灣 相思、紅膠
木），回復鬱鬱蔥蔥的舊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香港 雖然幾經風雨，但是
生命力總是頑強的，它一代一代重生，將希望延續下去。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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