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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台灣作家張曉風女士的《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一文中，曾提出這樣

一個深刻的思考：「今天清晨，我交給你一個歡欣誠實又穎悟的小男孩，

多年以後，你將還我一個怎樣的青年？」

炎炎夏日，享受冰涼的飲料、美味的冰淇淋和薯條、感受舒適涼快的

空調，好不寫意！誰願在烈日當空下步操？在簡陋的飯堂共吃「大鍋飯」？

早上起來自行執拾床鋪？隨著生活條件的提升，相信作為家長的我們無不

希望將最好，能力所及的一切都給予子女，目的只希望他們快樂成長。

對！快樂，是我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感受。然而在「快樂」的背後，

我們會否還希望孩子有多一點的得著？學會與人相處？重視紀律？感受幸

福的可貴？每年，我們為青中的「新鮮人」安排先鋒計劃訓練，目的就是

希望我們的新一代能體會快樂的泉源，不只限於舒適的生活，擁有華衣與

美食，而是發現個人的能耐，體會個人在群體中的角色，從中學會一種態

度，一份意志。一種對人謙卑自信的態度；一份對事堅毅不屈的意志。

我，作為兩個孩子的爸爸，十分明白，看著孩子出世、學走路，跌跌

碰碰，擦損手腳，難免有點「肉痛」，更何況知道子女本可放學回家休息，

舒舒服服，現在卻要在烈日當空下，進行步操、體能訓練，何其辛苦，心

有不忍。各位家長，你們也經歷這番心理掙扎嗎？同學們，你們是否知道

爸媽的心思？

「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我們十分欣喜，今年是推行

先鋒訓練計劃的第十個年頭。回望過去，這計劃一直深得家長們的支持，

同意子女接受訓練，大家的心願也只是希望我們的孩子能鍛鍊終身受用的

態度和意志，獲得另一種學習體驗。而本學年，遠赴黃埔，出席子女軍訓

結業禮的家長人數更是過百，乃歷年之冠。還記得當天，我們一眾家長浩

浩蕩蕩出發，期盼看見多天不見的子女，那份熱切心情、疼愛行動，仍如

在眼前，父母就是這樣緊張孩子吧！

細想，每年中六的畢業禮，致辭同學的心聲中，總有中一在黃埔軍校

受訓的難忘回憶。當天的「苦」與「樂」，早已在「青中人」的生命卷軸

中烙下不可磨滅的珍貴印記。先鋒訓練只是中學成長的第一課，六年以後，

子女成長的每一頁會是怎樣的？我們願意肩承培育新一代青中人，成為具

有自信、謙虛、感恩素質的人的使命！在此，感謝各中一家長的支持、信

任，將寶貝孩子交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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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陳穎盈

每當我聽到《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歌，我就會想起在黃埔軍
校的日子。

記得前往黃埔軍校的那一天，我懷著期待和緊張的心情乘車
出發。當我們到達黃埔軍校時，大家都想知道誰是我們的教官，
擔心是否非常嚴厲的呢？幸好，我們的教官還算是友善。當我們
吃過午飯和午休後，我們就換上迷彩軍服後，各排開始佇列訓練。
這天的訓練還不算累，但再過數天的生活就不只有累，還有酸痛，
因為我們每天都因不同的事而被罰做上下蹲。

兩天後，我們的佇列訓練開始變得整齊多了。於是，教官就
教我們非常有氣勢的軍體拳，非常有趣。在這天的晚上，我們也
學會了一首歌—《團結就是力量》。在餘下的日子裹，無論是
吃飯時或是其他集隊的時候，我們都會唱這首歌。

星期四，是我們最開心的一日，因為我們有機會玩刺激的遊
戲—百米障礙賽、彩彈戰，還可以坐坦克呢！我們雖然只有不
足一分鐘的時間，來玩彩彈戰和坐坦克，但我們非常享受。特別
是坐坦克，有一點像坐過山車的感覺呢！而在這天晚上的活動，
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晚是由我們和老師主導，教官都
不在場，令我們放鬆了許多。各班表演完後，老師邀請我們出來
唱《紅日》和《強》，非常開心，也令我覺得去黃埔軍校是對的。

星期五，是我們離開黃埔軍校的日子。在離開前，我們要完
成結業匯操給老師和家長看。我覺得這次的匯操是我們訓練時最
好的，因為我們的腳步聲和耍軍體拳的「哈」聲比平時洪亮得多。

在離開時，我沒有依依不捨的感覺，但覺得這是一處鍛煉自
己、提醒自己要珍惜所有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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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余昕藍

看著黃埔軍校的校門，離我校的旅遊巴越來越遠，我就得知我
們踏上了回香港的旅程了！坐旅遊巴的時候，我和同學們胡鬧和談天
了幾分鐘後，腦袋突然浮現出初到黃埔軍校的情況，我就不自覺地回
想起自己在那五天發生的情形和事件。

在去黃埔軍校的前一晚，我作了充足的準備，收拾好心情後就
呼呼睡著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牀，飛快吃早餐，然後就直奔回
校裡集合。在旅遊巴內，有同學在睡覺、有的在談天、有的在嚐小吃、
而我就在不停地想像著黃埔軍校這地方的食物、設施、時間限制等事
物，我和同學們會如何接受呢？

接著，我們青中大隊人馬花了三小時，才浩浩蕩蕩到達我們的目
的地—黃埔軍校。進入黃埔軍校後，我們立即換上軍衣，做一個
五日的小軍人。之後我們分班學習，每班都有一個教官帶領，我們起
初看見帶領自己的教官，心底裡突然感到寒氣迫近，我們的帶領教官
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呢？在大家觀察過其他教官，和我們的帶領教官
的禮貌及說話方式後，我們就得知他是一位天使了！可能我班的同學
中，有些只懂聽英語，所以帶領教官對我們特別切寬鬆，學習亦特別
輕鬆！（除了中一集體懲罰）「哈！哈！哈！」我心裡偷偷的笑著……
之後，在午餐後進行預備訓練，又在晚上舉行開營儀式，班務會議和
內務整理學習，完成後我在黃埔軍校就這樣過了一天。

第二天，我們開始學習軍事訓練和列隊訓練，在午餐的時候，
我被選為「午餐小幫手」。雖然有些辛苦，不過為別人服務亦未必是
一件壞事，而晚上馬校長和我們上了一課十分寶貴的感恩課。

在第三天，我們學到了軍體拳，又玩了「彩彈野戰」。你別看那
小彩彈那麼細小，若你被它碰到的話，身體會感到像「打針」一樣的
痛楚，我也是被它的外表所蒙騙的！此外，我們還玩了百米障礙賽。

最後，也就是五日四夜的第四夜了，我乘坐了水陸坦克和操作
了大炮，雖然以上的活動十分有趣，但也不及晚上的聯歡會，在那個
晚上，我過得極為開心！

不經不覺間到了第五天的來臨，我們進行了結業禮。領獎後就
是午餐時間，完成午餐後就是離開的時候，雖然這數天的日子很艱
苦，但是我學會了自律、獨立、領導能力和感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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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麥浠錀

還記得我在出發去黃埔軍校前一天，我是多麼興奮，因為我
可以離開家門五天。但是，當我一踏進黃埔軍校時，我才發現這
是個惡夢的開始。

第一天，教官主要是說明軍校的規則和教我們一些軍人要學
習的基本訓練。到了第三天，不久到了中午，也是我們「享用」
午餐的時候。雖然午餐並不是清茶淡飯，但味道卻不太理想。在
所有飯菜裏，我最欣賞的就是湯，這些湯比我想像還要好。不過
由於軍校裏的飯菜不太美味，因此很多同學都帶了杯麵，以便不
時之需。

第三天，教官教軍體拳，軍體拳是我喜歡的其中一項訓練。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軍體拳嗎？因為軍體拳的動作很有氣勢，加
上我們每打一拳的時候，就要喊一聲：「哈」！令我更加喜歡軍
體拳。軍體拳可以保護自己和別人，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教官只教我們十式軍體拳。

到了第四天，我和同學們一起乘坐坦克車，坦克車的速度比
我預期的快得多了，速度不會慢過一輛私家車。我們也玩彩彈戰，
雖然教官怕我們跑步跌倒，只讓我們站在同一個位置上發射，但
是我們依然玩得十分盡興。

令我感到最深刻的就是第四天晚上的晚會，我班表演唱歌，
有其他班還表演跳舞呢！我們還和老師一起唱《紅日》和《強》
等歌曲，好不快樂！

黃埔軍校之旅，令我可以和同學增進友誼，令我學會了怎樣
照顧自己。雖然在黃埔軍校中要面對各種的懲罰和考驗，但是我
可以在從中學懂了更多的東西，令我增廣見聞，這真是一個非常
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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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梁嘉浩

在黃埔軍校的日子，我獲益良多，學會了〈團結就是力量〉
這首歌的含意。就是我們只有其中一人犯錯，全體受罰。我覺得
很艱苦，令我體驗到做軍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時，我想回家
享受舒適的床，感受家人的關心。

我到了軍校時，教官第一時間帶我們去宿舍。我看見那些床
像給難民用來睡覺，竟然是我們的床，我很驚慌，然後我要學習
吃飯的禮儀和姿態。

第三天，我們學習軍體拳和玩彩彈。在玩彩彈途中，我很緊
張，擔心被人射中，結果沒有人射中我，我感到很開心。最後，
我們玩了百米障礙賽。當時我很害怕跳下一個約兩米高的洞，最
後我能克服了，令我自信倍增。

第四天晚上，一班老師和我們有一個聯歡晚會，晚會有老師
和我們唱歌，有食物派發，我們還在宿舍吃食物。我很期望快點
到明天，因為我不想留在這裡。

第五天，終於到最後一天，我的父母來黃埔軍校探望我們和
看畢業典禮。完結後，我們便過關回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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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曹永晅

入營前一天晚上，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收拾行裝，既不清
楚營中的住宿環境，又不知道食物是否好吃和適合我的胃口。

回到學校點名後，我們乘搭過境巴士到黃崗過境。我們在旅
遊巴等候其他同學才出發，三小時後，我們已經到了黃埔軍校。
入營後，我們首先放妥行裝，然後吃午餐。每人換上「迷彩」軍服，
到露天操場上練習匯操，在陽光下按教官嚴肅的指令學習步操。
在傍晚，天氣突然轉涼，校長親自視察各同學在營中的表現。

在第三天午飯後，我們一夥兒到山坡上玩彩彈戰。教官孜孜
不倦地教導我們使用彩彈槍的方法，然後將我們分成小組。每四
人為一組，配戴了基本的保護裝備如頭盔後，我們便互相進行攻
防戰。我是組內最先中彈的一人，最後我的組員更先後被對手擊
敗，讓我初嘗沒有家人呵護下的感覺。

在第四天早上，我們訓練後乘搭坦克車，在營內四周遊覽。
雖然我的雙腳非常疲倦，但因為我信賴教官的安排，所以毫不猶
豫地參加。另外，在百米障礙賽之中，我們能鍛練個人的體能和
意志。因為我反應不靈活，又笨重，所以常為組員帶來麻煩。

來到最後一天，我們在家長面前中表現結業匯操，得到家長、
老師和校長的鼓勵。我最難忘的片段，是我和同學在營中穿著軍
服拍照，作為我們在歸程的討論。

在這個訓練營中，我領略到幾項事情，其一是做任何事都要
專心，切勿分心。教官的嚴厲訓練只是要鍛練我們集中精神和意
志來解決困難，而不是有意留難我們啊！通過集體遊戲，使我了
解到在團隊中團結精神的重要性，若每人獨自行事，失敗的機會
便很大了！所以，在這訓練營生活中，我掌握到守紀律的可貴，
更明白到自律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凡事都逃避或害怕懲罰，或被
動地去做，我會謹記這次活動之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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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梅愷翹

中一的生活已經開始了差不多兩個月了。在十月，我們中一
有一個訓練營，是要去到軍校的軍訓營。

在十月二十一日，就是我們中一去軍訓營，我們去的軍校是
在黃埔，大家都稱它為「黃埔軍校」。在我們去黃埔軍校的時候，
在旅遊巴士上，大家也很興奮。

經過了數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了黃埔軍校，當我們看見
那些教官嚴肅的樣子，讓我感到害怕、辛苦，但我也感到興奮和
期待。

起初，第一天的時候，我們換上迷彩軍服。之後，我們就立
刻進行佇列訓練。完了訓練之後，我們就開始吃午餐，大家很快
就吃完了，因為剛才的訓練令我們很餓。完了午餐，原來有兩小
時的時間給我們睡覺，真的太好了，可以休息！之後，我們就繼
續進行佇列訓練。我起初不是很習慣，但是之後的日子就開始習
慣了。在第四天，我們玩了百米障礙賽、彩彈戰、大炮，我們還
坐了坦克車，那天是在軍校最開心的一天。

第四天到了晚上，我要當聯歡會的司儀。在聯歡會，各班都
準備了精彩的表演，但最精彩的都是老師的表演，我們和老師一
起唱歌、跳舞，大家也很開心。但當老師們表演完後，教官就叫
我們回到宿舍準備睡覺了，大家也想玩多一會兒，但也不可能。

到了第五天，是最後一天，我們的家長來到黃埔軍校參加我
們的結營禮。我們將這幾天學過的步操、軍體拳全部表演給家長
看。

經過了五天四夜的軍訓，雖然訓練的時候很辛苦，教官罵我
們，對我們呼喝，但是也有跟我們開玩笑和談天的時候。在軍校
裏，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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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BC 吳嘉琪

「嗶、嗶、嗶」哨子聲響起了，同學以為教官在呼喚他們，
其實只是別的班在上體育課。五天四夜的黃埔軍校之旅已經結束
了，但同學仍忘記不了那刻骨銘心的哨子聲、教官嚴厲的訓練。
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想再到黃埔軍校呢？也不知道同學們學會了
甚麼？

還記得出發前一天，媽媽不斷叮囑我，又對我說了一些勉勵
的話。那刻我突然害怕起來，害怕自己能不能適應訓練的環境？
那一晚，我的心情忐忑不安，一直不能好好入睡。

出發當天，每位同學都依依不捨地離開他們的父母，我也不
例外。黃副校長和鍾老師說了一些注意事項和勉勵的話後，我們
就準備上車，出發去黃埔軍校。在車上，同學都七嘴八舌地討論
自己帶了甚麼和黃埔軍校是甚麼樣子。

經過一輪奔波的車程，我們終於到達了。老師帶領我們去集
合，因為我們對黃埔軍校感到新奇，同學們都喋喋不休地談論，
怎料教官一聲令下，我們竟然全班靜了，連聽不明普通話的同學
也靜下來了。等全級的同學都到齊，教官就帶我們到自己的宿舍，
並叫我們領迷彩軍服。我們換上軍服後，我們的教官把我們分成
三行，並反反覆覆地教我們放下椅子和坐下。吃飯，我才感到媽
媽做的菜是多麼好吃，我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回家後一定
要多吃一點。

第二天，教官說我們集合太慢，所以還沒有吃早餐，就被罰
做了一百多下抱頭蹲立，有人還因為這樣而嘔了。本來我覺得我
們的教官很嚴厲，直到我知道別人做錯軍體拳要做掌上壓，我才
知道我們班的教官比較好。

這天晚上，我們有一個分享會。教官教了我們摺被後，軍校
校長和我們分享了感恩和孝順父母，還用幾個故事作比喻，令不
少同學流下了眼淚。軍校校長說，要謝謝父母、老師，因為他們
教導我們，令我們成為有用的人。

我最難忘的一天，就是第四天，因為在這天，我們的教官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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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遊戲我們玩，例如：坐坦克車、射彩彈戰、百米障礙賽等。
當然，成功背後一定有辛苦。當我們非常大聲地喊，教官也是說
聲音太小；軍體拳也不是很辛苦，但教官說要用力踏地，踏得我
的鞋子也破了。

在晚上，我們有一個晚會，各班都要表演一個項目，大部份
班別都表演唱歌，我最期待就是老師表演，雖然都是唱歌，但也
令我們全心全意投入。老師們邀請同學一起上去唱歌呢！有一群
男孩子不但把他們的外套脫掉，然後像要畢業的同學，把外套一
起扔到天上去，我們的班主任還請我們吃東西呢！正當我玩得興
奮時，教官突然吹起哨子聲，真是大煞風景！我們只好回去集合。
原來教官是帶我們去看北斗星呢！真美！因為我第一次感愛到夜
空的魅力。

到了最後一天，也是我們最緊張的一天，因為我們的家長要
來參加我們的結業禮。我們做完結業匯操後，教官就每人派發畢
業證書。同學們都一一找自己的教官拍照和簽名作留念。最後，
同學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

經過這五日四夜，我有點不捨得教官和黃埔軍校。我情願留
在黃埔軍校，因為在那裹我可以學到服從，只要一人做錯，全班
就會受罰，也學到包容、忍耐和合群。這對我們的將來來說，是
很好的體驗。同時，我也學到了團結就是力量。我要更加努力學
習，將來才可以報答老師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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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羅慧怡

中學生活的開始也意味著黃埔軍訓的到來。

時間飛逝，開學將近兩個月，軍訓的日子也漸漸逼急。軍訓的前
一天，我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收拾好所需用品，等待明天的到來。

這天，我背上行李，踏上了軍訓之路，同學們在旅遊巴上七嘴八
舌的討論著。經過兩個小時車程後，我們終於到達了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外牆都是迷彩色的，感覺十分莊嚴而隆重，那一刻我彷
彿已成為一個軍人。我們來到女生宿舍，這比想像中好多了。軍官為
我們分發一套套軍服，真是十分神奇！

踏進軍校那一刻，我們就叫做「二排」。二排的軍官用著嚴厲的
目光掃視著我們每一個人，此時此刻，四周靜得連呼吸聲也可以聽得
見。

接下來，考驗我們的是一連五天的訓練。

第二天的那個晚上，軍校校長給我們上了一堂感恩課。一開始我
完全不在狀態，漸漸地我發現很多人都在哭，我才開始認真地聽。校
長的話好像有魔力，而這種魔力使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校長的話使
我落下一滴又一滴的眼淚。

第三天，我們早已習慣了軍校的生活。這數天，我們學習了軍體
拳，為結業禮準備。

第四天的那個晚會，至今還難以忘懷。這個晚會大家都十分開
心，而我不知為何只要一想到今晚是最後一晚，就忍不住落下淚來。

第五天，是我們在黃埔的最後一天。這天，我們穿上軍服，提起
十二分精神，因為家長們來看我們那麼多天的成果了。終於，到我們
二排出場了，我們拿出了自己前所未有的自信，做好了五個動作和軍
體拳。我現在可以很自豪的告訴大家：「我已經不是五天前的我了。」
吃過我們在黃埔最後的一頓飯，我們就該回程了。五天的軍校生活已
經結束，同學們依依不捨地拿出相機和教官照相。

教官，你會記得我們嗎？那幾天，我們一起爭洗澡房；那幾天，
我們一起做上下蹲；那幾天，我們一起吃宵夜、訴苦水；那幾天，我
們一起站軍姿；在黃埔，留下了許多回憶！黃埔，我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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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梁思穎

初入學，已經知道每年青中的中一新生，會去黃埔軍校接受
一星期的訓練。最近，大家都開始三五成羣地討論黃埔軍校的事
情，我的心情也開始忐忑不安。

在未到達黃埔軍校，我一直在幻想著黃埔軍校裹生活是如何
的。到達黃埔軍校，看到軍校的外觀，令我精神一振。軍校的面
積比我想像中小，但令人感覺特別。

換上軍校派發的軍服後，我的軍校生活就正式開始了，軍校
的生活與我平時的生活有很大差別。在軍校裡，每天甚麼時間要
做甚麼事都規定好了，與平時在家悠閒的生活有很大差別。開始
的時候，我還是有一點不習慣。

在軍校裡，教官教了我們很多東西。在學習的過程，很多人
都在抱怨這樣，抱怨那樣，但我從來都不抱怨。雖然訓練時候很
辛苦，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時間很快樂，不想完結。數十年後，再
想起這次訓練，一定是美好的回憶。

訓練了多日後，就到展示成果的時候—結業禮。在結業禮
上，我感到非常不捨，不想與大家分開。離開黃埔軍校時，我拿
起相機跟大家照了很多照片，當作是這次軍訓的回憶。我希望在
未來，可以和大家再次一起創造這樣愉快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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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江家暘

明天是我們學校中一學生，到黃埔軍校訓練五天四夜的日子，
我已經收拾好我的行裝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再重複檢查多一
遍我的行裝，然後就出了門到學校去。我們乘搭巴士到黃崗過境。
原來過關不是如此簡單的，我們上了車又下車，走了這邊又那邊，
真是快累死了！

我們幾經波折，終於到達黃埔軍校，在那裡，教官們已經在
等待著我們了。他們帶我們到房間去，放好行裝。那房間真是非
常骯髒，我們各人只獲分配一個枕頭和一張毛巾被，好像坐牢般。
我們放好東西後，就出去拿軍服，然後要馬上穿上。接著，教官
們就跟我們說在這裡的規矩。

午飯時間到了，大家都很餓，但原來我們的午餐只有菜、非
常少的肉和飯。大家看到都不想吃，也不夠吃，後來大家只好到
小食部買東西吃。午休後，教官帶領我們訓練。到晚上，我們舉
行了開營禮。

到了第二天，我們早上六時二十分起床，六時半要報到，因
大夥人不能準時到達，我們便被教官罵了一頓，還罰做掌上壓，
真是糟糕！午休的時候，又因為我們太嘈了，所以接連被教官再
罵一頓。下午，我們學習了步操。第三天，我們照常集訓。到了
下午，我們到宿舍後面的空地玩彩彈，真是非常有趣，很多人的
衣服由軍綠色變成紅色呢！

星期四，我們的訓練比以前更有進步，所以我們玩了一些障
礙賽、坐坦克和掉炸彈等等。晚上，我們有一個晚會，各班都要
表演，大家又唱又跳，這個晚上真是非常高興和難忘啊！

到了星期五，我們的家長約定今天到軍校來觀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將表演多日來學到的東西，如步操和軍體拳等。家長到達後，
我們就輪流表演給他們看。每班表演完畢後，教官便發給我們每
人一張證書，代表我們已畢業了！之後，我們吃過在這裡的最後
一頓午飯，便乘車回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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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陳美嫻

在出發往黃埔軍校的前一晚，我的心情既期待又害怕。期待
能與朋友一起共度這五日四夜，害怕那裏的教官非常嚴厲。

還記得第一次踏是黃埔軍校時，我的心情既期待又害怕。
到達軍營，教官給我們每人派發一套迷彩軍服，然後我被分配到
A05。宿舍很大，可以容納三十六個人。到了晚上，我們吃過飯後
就回到宿舍睡覺，睡的是堅硬的木板床，令我明白到我實在是「身
在福中不知福」。

這幾天，我經歷了兩件難忘的事情。第一件難忘的事情就是
乘坐坦克車，這是我第一次乘坐坦克車。當初，我以為它的速度
一定很慢，沒想到原來那麼快，很刺激。我們學會了自律和服從
命令，也學會了「團結就是力量」。

第二件難忘的事情，也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第四
夜舉行的聯歡晚會，每班的表演都很精彩。我放鬆了心情，享受
著這快樂的時光，但快樂的時光很快過去，我們要回宿舍準備睡
覺了，真希望時間能停留呢！

最後一天，這五日四夜的軍人訓練，不知不覺間快要結束了。
我心裏竟然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吃過飯後，我拍了一些照片
以作紀念。不久，我們便坐上旅遊巴，不捨地跟教官和這個地方
說再見。

青中先鋒計劃.indd   59 27/6/2014   16:01:12



60

〈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湯志威

離前往黃埔軍校的日子愈來愈近，還有二十四小時。在晚飯
後，我跑進自己的房間整理明天去黃埔軍校的行裝。到了睡覺的
時候，我就想︰黃埔軍校會不會有一個很好的房間，很好的厠所、
有很好的厠板和每天都有很好的飯菜。想呀想呀，我漸漸進入了
夢鄉。總之，我的心情是既緊張又興奮。

到了去黃埔軍校日子了，我提前了十分鐘到學校集合，看見
很多同學很興奮，大家都議論紛紛，七嘴八舌地談論著。在往軍
校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都是乘坐巴士。當我真正踏足黃埔軍校
的那一刻，不禁有一種彷彿自己變了一名士兵一樣的感覺。

我們走進去軍校，有數名軍管在等我們，我們1LW班是二排，
二排的教官叫申華農。第一天所學的東西是拿凳子和放凳子，我
學到了「齊」。我們的房間比我想像中差，厠所比我想像之中為
臭，吃的比我想像之難吃，總之每樣都「差」。我們每天都有午
休，不過每個人都興奮得難以入睡，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午休後，
我們就到飯堂集合。教官說午休一定要「安靜」之後，每排就分
開練習，我們學了三個停止間轉反，分別是稍息、立正；向右、
向左、向後轉。訓練的時候非常辛苦，我差一點捱不住。練了那
麼久，晚飯到了，我還以為會好一點原來都是那麼「差」。到了
晚上，有開營禮。開營禮之後，就是宵夜和漱洗時間。忘了一提，
就是這裏洗澡只有三分鐘。宵夜我吃了杯麵，之後我回房和其他
同學閒談，突然響了哨子聲，我們便回牀睡覺了。

第二天的一大早，在六時十八分的時候醒過來了，因為六時
三十分就要起牀穿上軍服集合。集合之後，各排就分開做早操，
我班的早操是第一天所學的動作。做完之後，就是漱洗時間，有
大部分同學都去了刷牙洗臉。然後就是早餐時間，我的早餐是饅
頭，粥和炸菜，我覺得比較正常一點。「魔鬼」般的訓練又來了！
今天有一點不同，除了溫習前天的東西，還有第三、四、五個動作，
就是跨禮；敬禮、禮畢；蹲下、起立。這些動作真煩，有同學慢了，
做錯和不夠響，就要全體再做，重複又重複……做了二十次有多，
累得我們席地而睡。晚餐終於到了！我肚子餓得就像餓鬼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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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覺得那些難吃的食物變了「天堂美食」，或者我真的是饑
不擇食了。

晚餐後就是政訓課，黃埔軍校的校長馬校長跟我們上了一堂
感恩課。我哭了，因為太掛念媽媽了，有很多同學眼中都充滿了
淚水。有一位男同學哭得幾乎淚如雨下，還不停叫：「媽媽啊！」
在那一刻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在家千般好呀！宵夜，我又吃神聖
的「杯麵」，之後就睡覺。

第三天，沒有甚麼特別，來來去去都是被罰及操練。在操練
的時候的時候，最好笑的是有一位肥胖的男生，在轉身時身體變
輕了一半，教官就轉四分一圈，他就轉了一個圈，結果被教官罰
轉十次，十次結果都一樣，我捧腹大笑。晚上，我們看了軍事片，
讓我知道中國軍事的進步。第四天，是最後一天了，我們做了一
次最好的軍體拳給教官看，教官也覺得很欣慰。下午，我們玩了
彩彈槍，一百米阻礙、乘坐坦克和玩手榴彈，我們玩得十分興奮。
晚上，我們進行了晚會，每一班都用他們的歌聲去慰勞教官，還
有最特別的就是當天是鍾老師的生日，老師們還買了一些小吃給
我們分享。我還覺得最後一晚的牀特別軟，彷彿不是木板做的，
而是像海綿一樣舒服。不久，我便進入了甜甜的夢鄉。

到了第五天，也是最後最緊張的一天。當天，我們表演了五
天所學的東西。我心裏預料了媽媽來不了，突然我聽到了一個熟
悉的聲音—「呀仔」，我高興得跳了起來。我們還拍了畢業大
合照！其實，黃埔軍校生活並不是那麼「差」，也有好的時候！
我在黃埔軍校學到了一些東西，就是團結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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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馮詠思

第一天，我一大清早便起床，經過一輪梳洗後，便懷著害怕
的心情回校。每人檢查身份證及回鄉證後，便出發乘旅遊巴到了
入境處，之後便乘坐黃巴士再轉旅遊巴。到了黃埔軍校後，令我
頗為驚訝的是：這裏明明是山區，為什麼會沙塵滾滾呢？這裏的
空氣竟然和香港的差不多！令人睡不著的木板床，可惡的小黑蚊
和討厭的夜晚，所以我們不斷討論。因此，我們不但被教官罵我，
並罰我們站軍姿五分鐘，我知道教官不好惹。

第二天，六點二十分便要立刻起床，習慣了晚睡晚起的我真
是受不了，但我依著軍校的時間表，盡力去完成一切教官的要求。
我竟思念學校，思念每一位老師，想回到中學讀書。

第三天，我們的教官十分友善，他給我們玩了彩彈槍。我躲
了起來，準備發炮，可是炮口卻和我作對，射不出彩彈，我便一
直躲在草叢。誰知，某某對我說：「要不是你躲了我的位置，我
便不用被「子彈」射中了」、「都是你的錯！都是你的錯！」我
已經忍不著打電話給家人，一邊跟他們談電話，一邊拿浴布擦我
的眼淚。

第四天，馬校長給我們上了一節名叫「感恩的一課」，令我
感受到珍惜身邊的一切，並學會了感激所有人或一切東西和事物。

第五天，我的軍體拳已忘記得一乾二淨，可是我不想「出醜」，
所以我在睡覺前祈禱，我向天父上帝說出我的心事。神悅納了我
的禱告，軍體拳的步姿，我一一記得清楚，不但沒有記錯次序，
也沒有做錯動作。

我覺最開心的一天是第五天，因為第五天的訓話是最刻骨銘
心，例如：馬校長送我們一人一個「得」，又能看見媽媽，但有
些依依不捨，我真的是自相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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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LW盧嘉慧

在去黃埔後，回想起往日自己做過的每一件事，都覺得自己很
傻，簡單來說就是做事情不經大腦，不過這也是去完黃埔軍校之前
的事情了。「黃埔軍校的宗旨就是指令式的活動，沒有下旨令，誰
也不能動，這一項的規則是必須守的。」老師這樣對我們說道。在
出發前，我認為自己需要改的東西有很多，例如態度、紀律、責任
感……所以我希望在黃埔軍校改變自己，成為一位出色的小軍人。

去軍校的前晚，我懷著緊張帶有點興奮的心情準備背包，看著
上年的學長學姐寫的作文，令我深深感受到我應該以更加認真的態
度去接受軍訓。到青中集合後，我看見很多同學都在議論紛紛，在
那一刻，我並不知道那太過興奮的心情，會帶來甚麼嚴重的後果。

上到旅遊巴士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拿出背包的甜食，細細閒
聊。在這平靜的時間並不長久，因為我們是一羣「搗蛋兒童」，不
知道為什麼就開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猴子戲」。只要有一人拿出
食物，「猴子」們就爭先恐後地舉起手來。只要有爭論就打上架來，
有時還推倒椅子，真是一羣可怕的孩子啊！

到達軍校後，我們需要學習在軍校五天，拿椅子的正確方法。
「連椅子都要教也太簡單了吧！」我心裏這樣想，學完坐椅子的坐
姿後，我們便到飯堂吃中午飯，當天的小値因為做不好還被罵呢！
到了晚上，我們有些同學因為貪玩的關係，帶了手電筒，結果我們
被叫了出來。教官罵了我們一頓，然後罰我們站到十二時。我們都
十分害怕，只好乖乖地站著，後來教官又回來了，他說放我們一馬
了。然後，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教官的名頭不是裝的。經過了多
日的訓練，我慢慢適應了那裏的生活，通過被罰的各種事，我明白
了父母的愛，我明白很多事他們都一直為我操心，為我生。我希望
回到香港後能為他們都多做一些事。

後幾天我們參加了不同的軍事活動，包括：彩彈射擊、乘坐
坦克、一百米障礙賽等等，都是一些我從未體驗過的東西。除了這
些，我們最後一晚還舉辦了一個晩會，在那個晚上我們都很興奮，
但是教官卻沒有怪責我們。我明白教官讓我們最後放鬆一下。而最
後一天的匯演完畢後，我們吃過飯便要離開。我在這刻突然有些捨
不得，但是我還是決斷地上了巴士，並不是這裡的訓練生不如死，
也不是疲累，更不是同學火上加油，令我們被責罰而感到辛酸，而
是因為原來教官們為我們通宵檢查。回到香港後，我決定回到家要
改掉壞習慣，當作給他們最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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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CC 胡曉琳

剛開學不久，我們這班中一的學生便要去黃埔軍校（分校）
接受五日四夜辛苦的訓練。起初我一點也不想去，怕辛苦，但始
終也要面對。還記得準備出發前，我已在姐姐口中得知軍校的情
況，一切我都心中有數。

這天終於來臨了，我懷著興奮又難過的心情，踏上黄埔軍校
之旅。興奮的是可以學會獨立；難過的是要在沒有家人的陪伴下，
度過艱苦的五日四夜。在車上，每一個同學都在交頭接耳，無盡
地討論軍校的挑戰。轉眼，旅遊巴已經到達黃埔軍校的門外了！

第一天的時候，我們都不習慣，床板太硬、食物沒有家中的
美味、要整理自己的內務衛生……吃飯時還要準備坐姿！我心想：
真的很麻煩！

每天早上六時二十分便要起床，當天空尚未破曉，我便起床。
起床後還要練習步操，真的十分辛苦。每次吃飯前總要唱《團結
就是力量》，無論我們唱得多麼動聽，教官總說：「要吼出來！」

記得在第二天的晚上，黃埔軍校的校長—馬校長跟我們上
了一堂政訓課。他叫我們要感恩、珍惜眼前人。馬校長分享了很
多真人真事，其實一個是關於一個男孩在地震中失去母親，母親
在臨終時對兒子說：「天上的星星就是媽媽，當你看見星星就是
媽媽，媽媽要去很遠的地方工作，你要順著爸爸的話去做，知道
嗎？」那個小男孩還沒有回答，他的媽媽已經去世了。這時，我
落淚了！同時，我也看見很多人落淚，也許是因為以前不懂珍惜
家人的緣故吧！

第三天時，教官教我們軍體拳，軍體拳一共有十六招，我們
只需要學習十招。其實軍體拳是容易的，但是只是有一個人做錯，
所有人都要受罰。下午的時間多是讓我們玩耍的。當天，我們玩
了百米障礙賽和彩彈戰。彩彈戰非常刺激，我不斷向前方發射彩
彈，但不幸地被對方打中了一槍！最後一個留在黃埔軍校的晚上，
我們有一個晚會。每一班也要表演一個節目。我班唱《歲月如歌》，
而軍校代表—馬校長則吹口琴，曲目是《世界真細小》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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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就是力量》！那天還是鍾戚秋老師的生日，加上老師們一起唱
《紅日》，令當晚氣氛進入高潮！

在最後一天，是結營禮，我們要把這五天所學會的東西表演
出來。當我們看見家長們到達黃埔時，我心想：一定要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表演後，馬校長頒發優秀學員獎。每班都會有三名「小
軍人」會獲獎。我班拿到這個獎的有：黃卓琳、彭駿偉和我！真
的十分開心。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五天，這五天的辛苦、辛酸和快樂！同
時，我學會了定下目標，就要盡力做好，一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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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CC 唐縉賢

在出發去黃埔軍校的前一晚，我又緊張又開心，緊張是因為
好奇黃埔軍校是怎樣的，那裡的官嚴不嚴，還有很多令我緊張的
事情；開心是我在兩年前已經想去黃埔軍校，現在終可以去了，
所以我又緊張又開心。

終於來到黃埔軍校了！我們一到了黃埔軍校，便進入了宿舍
放下行李，我們一進入宿舍，看見那些床是一張硬得像石一樣的
硬板床。大家就嘆了一聲，十分失望。不過我都忍耐，因為我知
道學校要我們學會自律，要有毅力和不要放棄，其中一樣就是忍
耐，所以我要在這五日四夜中，無論多麼辛苦，都會克制和忍耐。

在這五日四夜裡，我們主要的活動就是佇列訓練和軍體拳。
不過，我們還有做其他活動，如乘坐坦克車、百米障礙賽、打彩
彈等活動。其中令我最深刻的活動是乘坐坦克車，雖然坐坦克車
是坐短短的一分鐘，但是乘坐坦克車這個活動是令我最深刻。

在第三天，馬校長還給我們上了一課感恩課，他說了幾個真
實故事，在聽的過程中，有很多同學和我都一直聽一直流淚。在
這一課裡，我學會了怎樣感恩，所以我要從現在開始努力讀書，
在未來做一個腳踏實地，有用的人來報答父母。

到第五天，我們要走了，雖然在這幾天那些教官是對我們很
嚴格，經常體罰我們，但是我知道那些教官罵我們都是想我們好。
所以，我永遠不會忘記黃埔軍校的經歷，到現在我還依依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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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CC 李卓曦

每當我看見在黃埔軍校裏軍訓的照片，心裏就會泛起一份感
謝父母的心意。

在出發去黃埔軍校的前一晚，我非常緊張，緊張得心砰砰地
跳，所以我在一清早已醒來了。在上學路途中的每一步，甚至每
一分、每一秒，我都充滿著絕望和畏懼。在乘車上軍校時，因為
路面凹凸不平，所以旅遊巴不斷晃動，震得我半死了！可是，到
了黃埔軍校，才是惡夢的開始。

在黃埔軍校裏，就算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情，都要非常有
紀律。還記得我們全級同學因多次的「小事」而受訓呢！除了生
活態度和習慣有極大的改變外，操軍體拳也能鍛鍊我們兩種態度。

操軍體拳時，我們需要非常謹慎，如果一旦出了任何錯誤，
我們就會被罰。要把軍體拳打得出色，就需要有自信，沒自信，
就不能打得好。一旦沒有了自信，我們就會被罰得更嚴重。

說到了罰，因為我們經常出錯，所以我們都被教官罰得腳痛，
罰甚麼就不提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學習了沒有受過苦的人
體會不到的經驗—刻苦。

因為受到懲罰，所以令我班同學非常團結。在最後一天，我
們表演軍體拳給家長看。我班操的軍體拳中，證明我們經歷過有
甜的、有苦的、有酸的，也有辣的片段。在軍校裏，我們流過悲
傷的淚水，也有流過感動的淚。在軍校裏，可能罰到平時罰不到
的東西，也玩到平時玩不到的東西……

軍體拳打完了，軍校體驗了，我們要離開軍校的日子到了。

最後，我們明白到校長千叮萬囑的一句說話，在我們抱怨環
境不及家中的時候，就是要我們感謝父母的時機了。回家後，我
會孝順父母和感謝他們。在軍校裏，我們都學懂了紀律、嚴謹、
刻苦、團結，還有萬分重要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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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CC 林允充

每次我看到我家的床，我都不禁想起在黃埔軍校的五日四夜，
還記得出發之前，我用了三天的時間去執拾行裝，而且我還懷著
又興奮又擔憂的心情，期待明天的來臨。

早上，我們一起在學校集合，準備出發。在學校到黃埔軍校
這段路程中，有些同學不斷地問問題。當我們到達黃埔軍校後，
很多人都覺得還能接受這裡的環境，很多人都認為房間該不差，
但教官叫我們看房間，我們的幻想一下子就全部消失了，因為睡
的是木板床，而且床上有幾隻蟑螂在床上走來走去，可怕極了。

之後更可怕的就是午餐了，午餐十分難吃，當大家都不想吃
的時候，教官就說吃不下就可以去倒，基本上人人都去倒了。

吃過飯就回房休息，休息過後，就要拿軍校，那件軍服，根
本就是成人穿的。之後就一直操兵。晚上後，有一個開營晚會，
結束之後就可以洗澡，可怕的就是教官說三分鐘洗澡，更可怕，
就是兩個人在一個房間洗澡。

接住幾天都是這樣過去，最讓我難忘就是最後一晚的晚會和
最後一天。在晚會，我們看到我們這多天的成果，而且當晚我們
十分開心。到了最後一天，我們心情沉重，當中有些人更和教官
拍照，十分難忘。在這次軍訓中，我學懂了珍惜，而且更懂得家
比任何事都重要，沒有東西比家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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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CC 張智灝

我在出發往黃埔前一天，我已經把所有的行裝準備好，但是
我害怕可能會還欠一些東西，所以我三番四次地檢查行裝。

當我回到學校準備登車時，我的心情變得就像家訪的心情一
樣—心急如焚。但又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想和家人繼續開
心地談天。當我到了黃埔軍校後，（從長官嚴厲的眼神）我便知
道我將要接受一些困難重重的考驗了。

第一天，我們先往宿舍放下行裝。然後再往飯堂拿取迷彩軍
服。接著，我們跟長官在飯堂吃午飯。那裹的菜和肉很難吃，令
我很掛念媽媽那些可以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食過午飯後，我們
便要午睡了，因為那些床只得一塊木板。所以令我很掛念家裏那
張可以帶我進入甜夢的床。

當我們聽到長官的哨子聲後，便要馬上穿上軍服，三三兩兩
地往飯堂集合。然後，我們就會跟著教導我們的長官去練獨一無
二的軍體拳。但是長官三番四次地示範了軍體，我們仍是打得手
忙腳亂。當長官看見我們打得亂七八糟後，也感到很無奈。

到了第三天，當我們吃過早餐後，我們聽到了長官突如其來
的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可以把軍體打得很好看的話，就帶我們
去坐坦克車。當時我的心情就像中了大獎一樣，那麼欣喜若狂。
當我們坐過坦克後，我們應該把「坦克漫遊」這個主題改為「坦
克暴走」。起初我以為坦克的行動速度是很快的。

第五天，那天是我們的大日子。因為我們家長都會上來看看
我們這五天的成果。我接過畢業證書後，我便淚如雨下，因為這
證書表示我已經長大了。

而我在黃埔軍校最深刻的印象是在第四天的晚會，不論老師，
還是學生，大家都使盡渾身解數，載歌載舞，現象氣氛不斷升温。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滿載歡樂和淚水的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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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CC 高鋮聰

十月二十一日，我們中一級學生要到黃埔軍校去，我們會在
那裏接受從沒有嘗試過的挑戰。

出發當天，我抱著緊張的心情回校集合，在起程的時候，我
心想：我即將離開學校了，到了黃埔軍校後，我一定要努力！然
後我就跟同學們乘坐旅遊巴出發了。

在出發的過程中，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唱歌，但當我們到達
黃埔軍校，都目瞪口呆起來，因為我們望見軍校裏的軍人在做掌
上壓！我們馬上知道這五天一定不容易度過。

在訓練的第一天，我必須比平日早起，我感到十分辛苦，因
為自己除了旅行外，也從不會這麼早就起床。不過，我們竟然還
有同學提早一小時起床做熱身，我真的很佩服他。在訓練期間，
我很不習慣這個艱辛的新環境，我們經常被教官責備和訓話，我
完全沒有高興的心情，怪不得出發時在旅遊巴裏，老師會對著我
們搖搖頭呢！

到了第二天，我開始慢慢適應了，達到教官的要求，雖然在
訓練的過程中，我們仍然不斷受到責罰，但是我沒有放棄，一直
上進。

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已過了一半了，我已經能成功地投入每
個訓練項目。我們在第三天有一個較特別的項目，就是百米障礙
賽和坐坦克，非常刺激，很有震撼感。我在百米障礙賽有出色的
表現，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第四天，我們開始練習軍體拳，準備在第五天表演給家長看，
我當時十分期待，而且依依不捨，因為已經到了軍訓的尾聲了，
我將會獲得怎樣的成績呢？

終於到了軍訓完結的一天，今天來的家長還比我們中一級的
學生多，非常熱鬧，我們把自己學會的東西表演出來，家長、老
師和學生們一起慶祝，然後領取畢業證書，當時我非常愉快，我
終於學有所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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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Y 盧麗斯

五天的日子轉眼即逝，我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雖然艱苦，但
是我可以在軍訓各色各樣的訓練中，嘗試到不同的東西。在黃埔軍
校，我能坐坦克車、玩彩彈戰、練軍體拳。這些都是我在黃埔軍校
時嘗試的，也是我在軍訓時最快樂的時刻。

在去黃埔軍校之前，我很早就買了一些東西備用。在去黃埔軍
校的前一晚，我十分緊張，於是我便上網尋找一些黃埔軍校的資料
和照片。我找到的照片是一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在自己的宿舍
拍的。我在她們照片的背景中，看到的並不是家中舒適的床，而是
木板床！不過幸運的是，照片中的女孩臉上掛著燦爛笑容，之後我
便睡覺了。

第二天，我很早便起床了，我十分快速地執拾好所有東西，回
到青中集合後，便出發去黃埔軍校了。大約三小時後，我們到達黃
埔軍校，進入宿舍，把背包放到床上，之後便到教官說的集合地點。
我們吃了午飯，便開始了佇列訓練。教官頗為嚴格，一個動作做不
好，就要我們反覆重做，就是這樣一直訓練，便到了吃晚飯的時候。
我們吃完晚飯，出席晚上的開幕典禮後，便在床上呼呼大睡。

兩天後的晚上，天上的繁星一閃一閃的，好像是在對我們眨
眼似的。那天，我們在訓練場上課，而這堂課是我在黃埔軍校中最
深刻的一課。當晚，我們正在專心地聽馬校長在講台上，對我們說
一些感動人心的真人真事。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講述一個小孩，她
的媽媽在地震時，用身體替自己擋住掉下來的瓦礫。在消防員努力
下，數小時後，他們兩母子被救出了。當時，那小孩的媽媽已奄奄
一息，她用盡氣力對自己的小孩說：「兒子，媽媽要到很遠的地方
工作，你要好好地生活，要聽爸爸的話，要努力讀書。」她說完這
幾句話後，便斷氣了。

數年後，那小孩長大了，他要作一篇文，題目是《我的媽媽》。
他把媽媽對兒子說的話都寫了下去，當那小孩的爸爸看到這篇文章
時，他的眼淚就像河流一樣源源不絕地流下。當這故事說完後，已
有很多同學流下眼淚。這個故事令我反思到我們要珍惜眼前人，不
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最後，我在黃埔軍校學到很多東西，例如：團體合作、團結、
要守紀律。在黃埔軍校我過得十分充實有趣，如有機會，我一定會
再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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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Y 黎德蔚

在出發前往去黄埔軍校的前一個晚上，我的心情可說是既緊
張又期待。回想起之前去過黄埔軍校的師兄師姐說那裏多痛苦，
對於我來說則是一個新挑戰。

經過千里迢迢的車程後，終於來到黄埔軍校了。黄埔軍校裏
全都是迷彩色的，不論外牆、衣服或模型大炮。我們剛剛下車，
就被那些迷彩色迷得眼花紊亂。一會兒後，教官就要我們放下書
包，軍服也沒換，就要馬上出來。教官要我們做出一連串動作，
真讓我透不過氣來，只要記動作也感到困難。正當我們討論教官
和當地衛生環境時，教官的呼喚聲又傳入耳中，大家只好狼狽地
出去。想不到第一天，我們班就已因為遲到而被體罰，最意想不
到的是，竟然要天天也因這原因受罰。

起初數天，我不是感到很辛苦，不論時間多緊迫，生活多麼
讓人透不過氣，連體罰，我也認為沒有困難。漸漸地，我領略到
原來不斷蹲下起身，會令到小腿那麼疼痛。當然，我也學會了自
律，自己收抬被鋪、桌子和餐具；也學會了忍耐，忍受著懲罰和
嚴格的訓練；學會了團結，大家整齊地做出軍體拳；學會了感恩，
感恩自己所有的東西；最後也學會了流利的普通話。

這五天也有快樂的時光，例如坐坦克車，那種快感如過山車
一樣，彩彈戰和那苦盡甘來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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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Y 潘俊傑

五日四夜的軍訓終於完結了。在這次訓練中，我學會了軍體
拳和乘坐了巨大無比的坦克車。我還體驗了精彩刺激的彩彈射擊。
現時回想起來，在軍營裏艱辛生活比起在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
簡直是天淵之別啊！

在入營的第一天，教官派了一套英勇威猛的迷彩軍服給每一
外學生，穿上去我們雖然覺得拘謹，不過慢慢就習慣了。我還覺
得自己像一個小軍人。

每一天我們都會訓練，例如佇列訓練、軍體拳。除了一日三
餐和訓練之外，我們都沒有自由活動時間。

在這麼有規律的軍營裏面，我們最期待的活動時坐坦克和彩
彈射擊，因爲既緊張又刺激，甚至不嗜運動的女同學都緊張不已。
我第一次坐坦克覺得非常刺激，由於坦克速度像一支火箭般地行
駛，害我差點抓不緊扶手，而撞到站在我附近的同學。我最享受
的是彩彈射擊，因爲可以把同學射得滿身顏料，把敵人打個片甲
不留。當同學被打得滿身顏料，這個景象令人啼笑皆非。

經過這五天的相處，要離別的時候，我對教官依依不捨。在
這次軍訓，我學會了服從命令，堅毅不屈的精神和團體精神。這
次經歷令我獲益良多，希望有機會再參加類似的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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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Y 郭煥光

未出發去黃埔的前一晚，我十分期待在黃埔生活。但我聽到
我們的乒乓球隊隊長說，黃埔的環境十分簡陋，這句話已經令我
感到恐懼。我知道十分簡陋，所以我帶上全部日常所需用的用品。
背包塞得滿滿的，最後還要拿一個大大的袋子，十分狼狽。

到了去黃埔那天，我十分擔心這五日四夜的生活，提心吊膽
地問自己，會不會面黃肌瘦呢？會不會筋疲力盡呢？不用想，一
定會面黃肌瘦，筋疲力盡。到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地方過關，這次
過關是我第一次和同學一起過的，這次的經歷令我感到奇妙，不
能形容。

到了黃埔軍校，我看到軍校的牆身是迷彩色的，軍校裡的設
施十分簡陋，最殘酷的事是我們睡覺的床是木板床，我的「噩夢」
就在此開始。在黃埔的第一天，覺得不太辛苦，因為教官只教一
些基本的東西。但第二天，教官開始教一些比較多動作的訓練。
我們的雙腿都感到酸痛，腰像一個老婆婆一樣是彎彎的。食物方
面，雖然食物不是很好吃，但還可以接受。我在軍營裡最刺激是
坐坦克車。車一開始走動時很吵，後來我十分開心，真十分回味。
最後一天，各位同學的父母都來我們的結業匯操，我們一定團結，
因為我們所學到全部的技能，要團結才可以發揮出來。所以，我
們要團結，團結就是力量。

回到香港，我惦記我的床，我的父母和我的家，我要好好珍
惜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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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Y 劉俊富

出發去黃埔軍校的前一晚，我的心情既興奮又害怕，畢竟要
離開家人和我的「溫暖小窩」五日四夜，多少也會感到害怕。

經過一輪轉折的行程，我們終於到達黃埔軍校，我第一眼看
見黃埔軍校就知道我接下的五日四夜絕不會好過。當我們領取到
軍服後，便要換好，然後出來集合。吃過午飯後，便要開始訓練。
因為我興奮的心情，驅使我和其他同學玩耍。

到了第二天集合的時侯，我開始後悔我昨晚所做的事情。由
於昨晚太吵，所以我們全員都被罰抱頭蹲立。每天的早餐只有粥
和饅頭，令我明白到饅頭的重要性。

我在軍訓中最喜歡的，是吃完午飯和晚飯休息的時間。因為
要接受嚴厲的訓練，需要大量體力，這段時間可以讓我養精蓄銳。
然而，我在頭幾天的訓練中，已經肌肉酸痛，已沒有閒情逸致去
玩耍，更不想再接受噩夢般的抱頭蹲立。

在這趟旅程中，我學習到自律自理等，我也學到要聆聽別人
的意見。

五天的時間轉眼已過，雖然每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但其中
的坐坦克車令我非常難忘，在坦克車前進時快得想把我甩出去似
的。而且我們還學會了不少東西，這次的艱苦之旅已成為我一生
中寶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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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W周志輝

出發往黃埔軍校的前一晚，我買了一些日用品、零食等東西，
再回家把需要的物資收拾好，準備帶到黃埔軍校備用。我的心情
既緊張又興奮，因為我想知道軍人的生活到底是如何，另一方面
又擔心在那兒會不會辛苦。

今天早上，我一起床梳洗，出門之前，哥哥給我一堆似是在
哀悼的說話，令我想盡快過完這五天。

經過了一輪轉折的行程，我們終於來到黃埔軍校。一進到軍
校，教官就給我們每人一套的軍服及給我們分配房間。穿上軍服
後，我們就馬上趕去集合。首先，教官給我們講解軍校的規則，
然後再帶我們去訓練，只不過是數小時的訓練，我們的腿已經累
得抬也抬不起來了。

在第三天，教官教我們軍體拳，教官的要求非常嚴格，每一
個步法都要非常整齊，做不好就要再做一遍，再做不到就要受罰，
令我明白「團結」的重要性。去黃埔軍校之前，我抱著僥倖的心
態去黃埔軍校，打算隨便過完這五天，但是教官嚴厲的目光告訴
我，他是不可能這麼容易就放過我們的，所以我很用心地做好每
一個動作，十分鐘過後，教官終於肯放過我們。

當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轉眼已是第四天，在過去的幾天，我
們雖然接受了許多嚴格的訓練，但是我們也玩了很多軍營裏的設
施，例如：乘坐坦克車、百米障礙賽、彩彈射撃……

在黃埔軍校的五天四夜裏，我學會了很多東西，整理內務、
軍體拳。在這五天中雖然很辛苦，但是我學會了「團結」。團結
並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得到的，而是一個團隊。而且，大家要有共
同的目標，共同的理想才能得到。大家在家中享受冷氣之外，也
不要忘記在黃埔軍校學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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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W潘雅媛

出發前的一晚，我和家人買了一些日用品、零食等東西，然
後回家把需要的物資都收拾好，凖備帶到黃埔軍校備用。

經過了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車程，終於到了黃埔軍校。因為看
到了牆上的迷彩圖案，所以我肯定這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我首
次踏足的第一個印象，是這裡像難民營般，解手也要蹲著解决，
令我極不習慣，加上淋浴間就在旁邊，令我十分沮喪。這五天便
要在這不衛生的地方，處理一些個人衛生，真的很諷刺！

當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轉眼已是第三天，我逐漸意識到這裡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如果不是同學之間的互相支持，我想我
也無法支持下去，堅持到底。

辛苦過後，就是我們快樂的時光—午餐時間，午餐後更有
兩小時的小睡時間。雖然大家都很累，但難得有自由時間，同學
們當然不會就此放過它，好好的和身邊的朋友大玩一頓。

雖然我們在黄埔軍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步操訓練，但是
我們也有開心的時刻。例如我們曾乘坐坦克漫遊軍校、挑戰難關
重重的百米障礙賽、完成令人傷痕累累的彩彈射擊戰等。這些都
是我們在軍校中難能可貴的回憶，這些經歷實在難以取代。

五天的時間轉眼已過，雖然每天的生活也差不多，但卻十分
精彩。我們學會了不少的東西，當中的軍體拳、步操至今難忘。
而且我們還學會了自律，自己收拾被補、桌子和餐具。當離開時，
我們當中有不少同學還眼泛淚光，不捨教官及這艱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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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W鄧桂莎

這次可能是我這數年來最難忘的一週。因為我去了黃埔軍
校。去前我沒有做特別準備，我沒帶零食去，我媽媽只給了我
一百三十元人民幣。我帶了衣物、牙膏、兩樽水、相機……我卻忘
記帶牙刷和八達通。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去黃埔，但沒有一點兒高興。因為聽說那
裡的環境、膳食和教官的事情，我已經恐懼。但去到也沒有十分
恐懼，我發覺值得去呢！

那裡的房間很一般。枕頭與被子擺放得非常整齊。廁所進到
去而傳來一陣臭味，令我嘔心不已。練習還可在能夠遮風、遮太
陽的地方進行呢！練習非常簡單，有步操、軍體拳……軍校有小食
部，那裡應有盡有。膳食同普通飯菜，沒有特別難吃，還有一段
時間可以吃夜宵。

我覺得被罰挺難受的，有：抱頭上下蹲、舉椅上下蹲、維持
掌上壓動作……這些懲罰令我非常煩惱！我們這級算罰得最多的一
級吧？我們通常是因為有人站軍姿動了一下，或者房間亂七八糟
而被罰。我們差不多每天都被罰。

我覺得坐椅子很辛苦。第一個原因：椅子太矮！大約二十厘
米高。第二個原因：坐姿不能動，只能乖乖坐直。坐得太久，腰
骨會痛，待你離開椅子時更加痛！

第三、四天可以玩彩彈、手榴彈……還可以坐坦克車！彩彈便
是射擊，那把彩彈槍蠻重的，有些人被射到全身都是彩色。坐坦
克車很好玩，教官會叫你除下帽子。

這五天當中我學會了二字，那就是「感恩」二字。當馬校長
說了幾個故事，我哭了，心中有些感觸。

軍校並不恐佈，你可以在那裡找到真正的自己。當我離開時，
我心中有些不捨得。那裡有我們努力的汗水，有我們的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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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W黃子浩

在出發前一晚的時候，我準備了很多到黃埔軍校所需的東西，
例如便服、外套、充足的人民幣、杯麵……並懷著緊張而興奮的心
情，迎接未來五天的軍訓。

經過一輪車程，我終於來到了黃埔軍校。當我第一次踏足黃
埔軍校的時候，我就見到數位教官。之後，我就看看那數位教官
的衣著，我就知道他們名銜都是很高級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終於到了第三天。這次，教官教我們
「軍體拳」，「軍體拳」主要分為十二路，而且每路都各有特色。
我們練了一段時間後，教官便帶我們去玩百米障礙賽。由於百米
障礙賽比較危險，因此我一開始時有點害怕，但最後我也能成功
地通過。

在黃埔軍校裡，令我最難忘的就是坐坦克。一開始，我以為
坦克是很慢的，但剛和我想的完全相反，坦克快得就像一個火箭。

好不容易，黃埔軍校的訓練終於結束了，雖然這次的訓練十
分辛苦，但令我明白香港是多麼富裕的地方，能和父母生活，原
來是這麼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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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埔軍校的日子〉
1TW冼俊威

我出發到黃埔軍校前一晚，我的心情比較期待又緊張，因為第
一次離開家人五日四夜，接受練習。我準備了個人用品、零食和最
重要的身份證。

我們到了深圳，登上一輛去惠州黃埔軍校的旅遊巴士，坐了兩
小時就到目的地。在車上，有些同學稍作休息。不過，許多同學都
在討論黃埔軍校的外觀，到了軍校，我才知道軍校是那麼簡陋。

然後，軍官開始為我們分房和分軍服，這裏給我的印象是簡
陋，但有一些設備比較先進。軍官讓我們換軍服再訓練。我們吃完
午餐就去午睡，之後繼續訓練，最重要的是可學到自力更生和照顧
自己。

這五天都是學軍人的基本動作和耍軍體拳。有一天晚上，馬校
長對我們說要感謝父母，他說了幾個真人真事的故事，令我們哭了
起來。第三天，我們玩了坦克車、手榴彈、大炮和彩彈等。第四天，
晚上有一個為我們而設的晚會，我們班唱《愛回家》，及有人跳舞，
是一個開心的晚會。還有，一個為鍾老師而設的生日會。

第五天，是在軍校的最後一天，我們為家長、教官和老師表演
這五天的訓練項目。我在黃埔上了一堂寶貴的一課。我在黃埔學了
一句金句，就是「團結就是力量」，這是在一首歌裏領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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