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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的師牛終於面世了，首先要感激所有《師牛》的成員，你們的努力並沒有白費，見證自
己負責的版面由籌劃到排版，最後正式出版，就像見證自己的小孩成長一樣，真辛苦你們了。然後
當然要感謝受訪的老師和同學，多謝你們願意花時間接受我們的訪問，花時間為我們選取適合的相
片，是你們令《師牛》的內容變得更精彩，更活潑。
《師牛》是學校每年出版的刊物，它不但跟學生分享不同類型的知識，更是一個透過資料、訪
問、遊戲等方式去了解嶺鍾中的老師和同學。透過互相認識令嶺鍾中的老師和同學對學校更有歸屬
感，為大家的校園生活增添色彩。
初中的時候第一次閱讀師牛這本校刊，當我知道這本刊物是由學生製作，令到自己也想成為師
牛的一份子，但一直都覺得加入師牛的團隊是一件不可能的任務，到中四正式加入師牛，負責老師
專訪和科技版，到現在成為了《師牛》的總編輯，真是很榮幸。雖然當中遇上了不少的困難，例如
文法上、編輯上的困難，但透過成員的合作，困難最終得到解決。
最後，希望同學細心享受這本由《師牛》成員同心合力完成的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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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所屬興趣

發展獨有風格
知名作家王貽興先生專訪

中文科組本年度主力增加校園的寫作氛圍，鼓勵同學多創意、多思考、多寫作，
故聘請知名作家王貽興先生來校教授十節寫作課，利用活動學習的方式引發同學回憶
及擷取生活的素材，激發寫作的靈感，令各同學的內在潛能得以發揮，以提升寫作水
平。課堂後本報專程訪問王貽興先生，藉此了解他的寫作生涯及寫作成功的心得，供
同學學習及參考。

寫作的興趣何來?
王貽興先生從小到大都愛看漫畫，覺得漫畫的故事生動有趣，
但沒有想過長大後會成為作家，原因是作家對他而言是很遙遠的夢
想。隨著長大，人生的經歷多了，王先生就更想用寫作表達自己的
想法，起初他運用一些校簿嘗試畫四格漫畫，接着開始利用這種方
法來諷刺身邊的同學和老師，由於主題及表達方法有趣，而且貼近
生活，故大受好評，但當時的同學多不喜歡他的畫功，王先生開始
改變形式，利用改歌詞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由於文字較畫畫方便，
掌握亦較好，所以他便慢慢發展用文字表達的習慣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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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學生專注留心聽課

表達內心想法，開始下筆寫作
王貽興先生覺得現代人過於習慣視覺的享受，較喜歡看電影或動畫。書本的好處在於讓人們能把文
字轉換成畫面，有較豐富的想像空間，而且動畫或電影比文字有較多的限制，例如表達內心的想法、刻
劃環境等都較難。雖然王先生跟同學一樣都愛看時下流行的漫畫、電視劇，但他在過程中開始發覺故事
的橋段及劇情過於陳腔濫調，或甚可以預計劇情的發展， 因此王先生在欣賞電影時會思考如何改寫這部
作品，慢慢他在鑒賞作品的同時也加強個人的創意。在寫作上給社會貫注新的想法，給創作新的空間，
讓讀者投入自己的世界。

時代變 表達方式亦應改變
時代雖然不同，但不論今昔，人們都喜歡用日記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分別在於以前的人是利用可以
上鎖的記事本來寫日記，而今日的人則愛把心情與想法上載網頁，所以王先生覺得任何年代的年青人都
想表達自己的欲望，好好利用這份寫東西的欲望來加強寫作的動力，持之以恆，必定有一番成就。

要親身經歷才能寫好文章？
很大部分的人對寫作都有一種迷思，是否親身經歷才寫得到，寫得好呢？很多諾貝爾獎的得主也
是寫關於戰爭、死亡或是苦難等題材，但他們未必全是親身經歷，因此寫作最重要的便是想像。比如小
時候踩死了一隻小鳥或許與同學打架，險些推倒同學滾下樓梯，那種恐懼感與一時的衝動可能就是你某
些題材的觸發點。如曾經險些推倒同學下樓梯而遭人控告，把那種感受乘大三百倍便可能等於殺人犯被
警察通緝的感覺……因此把一些切身經驗的感覺放大，也能寫出一些同樣真實的作品。

風格何價？
香港這個地方比較奇怪，很難以自己喜歡的作品生存，因此要寫很多市場需要的作品，如王貽興
個人喜歡寫文學作品，但當他要寫文學作品的時候，由於香港的文學市場較小，影響力不高，若你想通
過文學作品去改變世界的想法便更加難辦到，因此要把寫的事情「扭一
扭」，把作品沖淡與稀釋，以較流行簡單的方法去寫，比如愛情散文、
廣播劇，在電視節目出說出道理，利用讀者更易明白的方式令別人得知
你想表達的訊息，因此作品要配合不同
的市場需要與讀者水平來調較，遷就他
們的風格，寫出大眾較易理解的內容，
這就會更暢銷。
王貽興正接受本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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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貽興心中的想法……
最喜歡的題材?
王貽興最喜歡的是文學作品，但文學題材的作品未必有
那麼多人有時間閱讀及消化。文學書最好的銷量只有 2000
本，即是這個城市只能影響 2000 人，而且這只是以前的銷
量。今時今日可能只剩 1000 人，由此可見，文學作品對社會
的影響力較低。

小記者與王貽興的合照

有沒有想過放棄文學這個發展呢 ?
王貽興認為雖然作家的生存空間不大，但他期望透過創作一些配合大眾口味的作品，先吸引讀
者閱讀的興趣，到了合適的時機，再從文中融入文學的元素，希望這種循序漸進的方式可以較容易
讓讀者接受。

對獎項的看法?
香港的文學獎不多，很多作家也希望透過獲得獎項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但王貽興認為只要有
一個獎項便已經足夠。他更希望的是給年輕的下一代多些機會，鼓勵年青人加入作家的行列，藉此
增加他們的推動力，而當中獲得的獎金也能減輕年青人的經濟負擔，可更專注於寫作。

人不輕狂枉少年 ?
王貽興到了大學才接觸到董啟章先生，他在下課時把自己的作品
給董啟章先生閱讀，董先生起初也會覺得這個男孩很煩。因為王貽興
現在與以前的形象有很大分別，是「留鬚」，「金毛」，長頭髮，又
愛穿窄身的皮褸，董先生會猜這個男孩為什麼會到這裡來呢？隨着相
處的時間長了，亦漸漸知道王先生只是喜歡寫作，更覺得他的態度是
認真的，因此他們在下課後便討論一些文學的寫作……

我校學生在專心上課的時候

小總結……
希望藉着這次訪問能借王貽興先生的經歷
分享，讓同學們了解寫作多一點，最後筆者歸
納了一些寫作小錦囊，期望能幫助提升各位同
學的寫作能力。

寫作小錦囊
寫作班同學大合照

想像/聯想

部分切身經驗 x300%=真實

多閱讀+多寫作+多嘗試

三多 = 成功的第一步

努力不懈+不怕失敗+永不放棄

成功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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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其他人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最近的視聽還是綜合又在重提舊式遊戲玩具，老在說昔日遊
戲有著多少多少的創意，好像我們真沒試過那樣。回想到小學的年代，原來自己在操場上跑累了，還
會拿出上課的筆記本，在最後的幾頁一個一個格子地畫著自己設計的遊戲，不由得微微一笑，這種源
於想像的感動，還有挖空心思搶客源的煩惱，和那些天各一方的遊戲設計者們有什麼不同呢?

遊戲的設計，尤其是角色扮演 遊戲(以下簡稱為RPG)，首要的往往
是角色的設定。 因為只有存在角色，才能創造出操作的空間。在1974
年由一位保險公司推銷員Gary Gygax發明《Dungeons & Dragons》
（DND），可謂是對RPG遊戲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說不定就是現
代電子RPG遊戲的始祖。作為一款幾個人圍在一起就能度過幾個下午
的桌上遊戲，依照DND規則創造出的人物涵蓋立場，能力甚至他的性
格（雖然性格大多數就是玩家本人
的映照），構成了極具個人色彩的
人物卡。然而拋開這遠古時期的產物，《刺客信條》努力塑造出同
時符合時代背景和玩家審美的酷炫刺客，《最終幻想》系列美輪美
奐的女主角和宏大的劇情和世界觀，都在嘗試表現出優秀角色對玩
家的吸引力，哪怕是缺乏劇情塑造的網遊，也會用上諸如靠不同組
織來分清善惡的方法，企圖讓角色與玩傢俱有同步性。在這日漸下
重本的遊戲業，我小學時期僅有名字和技能的角色，就像下圖孤伶
伶的小飛機，只剩下維繫遊戲存在的意義了。

但一個豐滿的人物卻是不能單獨支撐起一個遊戲的運行，簡單的規則也不
一定令人沉悶，我們打開遊戲的目的不是看那些精緻的立繪，而是在遊戲規則
下我們能做些什麼。上文提到的 DND 之所以會對 RPG 遊戲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我們可以用 DND 的規則創建出一個又一個不同
的遊戲，享受每次不同的遊戲體驗。因為 DND 的基本概念是玩家扮演的冒險
者在一個虛擬的世界進行冒險，借助城主（主持人）對遊戲的控制、敘述以及仲裁來安排整場故事的
發生，也就是依靠一個靈活的系統來還原玩家的想像。但想當然的建立在電子元件性能上的電子遊戲
不可能完美呈現人腦的迅速應變能力，遊戲設計者不能將這影響深遠的規則直接套用。他們會選擇更
為簡單的方案：我最早玩到的是一款譯名為《小蜜蜂》的太空射擊遊戲，操作只有左右和開火，不只
能斷重複去擊落敵機，再而衍生出《雷電》等的空戰系列；遊戲廳
裏的《拳皇》《街霸》，不也是 2D 格鬥遊戲簡單規則下的影響深
遠的產物嗎？
但遊戲產業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伴隨著資訊技術的急
速發展在幾天前還令人頭痛的技術難關，幾乎在轉瞬間被技術人員
們所擊破，玩家不再滿足於棋類遊戲的移植或者單一目地的遊戲，
這使得 RPG 對遊戲界的滲透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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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是用通關碼的年代，在燒錄卡存儲量感人的年代，
現在幾乎隨處可見的 RPG 元素在機能限制下只能望洋興嘆。
但在技術噴發的 20 世紀，卻成就了 RPG 在遊戲界無冕之王
的地位。我習慣把遊戲分為三類：動作、策略和 RPG。但凡
是以競技為目的，涵蓋體育賽車格鬥題材的考驗玩家運動性
反應的歸類為動作；要動動腦筋看有點什麼新點子的諸如
《紅警》《StarCraft 》以及大量的牌類遊戲算是戰略型；介乎與二者之間的 RPG 天然地融和了
兩者的一些設計習慣，而這對遊戲設計師著意味著反之亦然。在今天，也許還有不少遊戲會建立
起一個公平的平臺來滿足顧客對公平性，純技術性的追求。但在一個個的即時戰略遊戲可以看到
源出《暗黑破壞神》的技能樹（科技樹），簡單的運動類遊戲也可以輕易見到賺經驗升級的橋
段。在這個不同廠商都不約而同想把一切可能展現給玩家的
年代，RPG 的魅力源出何處呢？
在我的角度下，我的回答是包容性。世界各地不同學識經
歷的人有著不同的愛好，但卻並不複雜，簡單歸類為追求成
功感也不能說是錯誤。RPG 化對遊戲產業的滲透正是源於這
種遊戲類型的強大包容性，我們很難將 RPG 遊戲用一個包
含什麼什麼就是 RPG 這樣的說法去定義它，因為在遊戲的
發展中它轉化成一種遊戲設計思路，現在的遊戲不多不少遊
樂過去 RPG 遊戲才有的成長、隊伍配置、收集…… ，可以說雖然暫時並沒有所謂的新生主流遊
戲類型產生，但 RPG 的設計要素卻滲透入了更多不同的類型。不過，令人惋惜的是，這種成就
卻是已經把純粹的 RPG 遠遠拋離，曾經輝煌的一間間 RPG 遊戲大廠也不得不面起對苦澀的未
來。
為什麼在 RPG 元素愈發出沒在眾多的遊戲類型，純粹的
RPG 或者說原來大受歡迎的 RPG 會在這新時代愈發沒落呢？
追根溯源，RPG 遊戲起源於戰棋，而戰棋則繼承了棋類運動
的回合制性質，這種簡單的完全回合制和桌面戰略遊戲一
樣：我方所有單位行動結束，就是敵方所有單位行動，然後
我方所有單位再行動，幾乎就是純粹的數值比鬥 。像《龍與
地下城》、更早時的《最終幻想》、最早的《勇者鬥惡龍》。當遊戲設計師覺得玩家對著感到不
滿，又逐漸加上裝備、職業、技能……生成的成品雖然使玩家在遊戲中產生了更多的思考，但始
終不能拋離數值系統對遊戲的控制，玩家需要的也只是根據既有邏輯做到「保證你在打死敵人前
不會被敵人打死」，再而考慮如何完成其衍生出的需求：「己方攻擊力高於對方防禦和恢復」
「己方恢復高於對方的傷害」「異常狀況要能處理」等
等。在遊戲業競爭越發激烈的情況下，RPG 的下一步發
展，又是什麼呢？
答案是開始追求遊戲的節奏感，單純的數值比拼使得遊
戲過為悠閒，而單純的遊戲格鬥也似乎缺乏了更多涉及謀
略的想法。那麼就將它們融和起來吧，最先實現一種名為
Roguelike 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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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uelike 最大特點是「雙方同步行動」 ，也就是玩家操縱角色
的時候，AI 也會活動一次，使得遊戲更加流暢，也更具有動作
遊戲所有的緊張感。這個發現，使得遊戲設計者們大為興奮，但
也從此引起了手感流和系統流的討論，但也可以簡化為操作單個
角色和複數覺色的選擇。其中將戰棋作為特色的發展出的子類別
戰略 RPG《火焰紋章》《超級機械人大戰》考慮到了不同地
形、兵器之間對角色數值的影響，而走格子的的設定實現了角色
擺位對敵方行動的
預測和阻礙。以複角色達成謀略，單角色完成戰鬥
的妥協方式為手感和系統的平衡提供了一種新的方
向。另一方面以《最終幻想》為首的一部分 RPG 遊
戲在回合制的基礎上引入了速度要素，在 Roguelike
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快了戰鬥的進程。遊戲中，敵方
的活動不再等待己方，雙方的角色將按照速度的比
率決定行動次數，速度較快的一方甚至可以在對方
一次動作的間隔中完成 2 個 3 個乃至以上的動作。而最為重要的是第一次實現了回合制下的時機
把握，強化了遊戲的變數和緊張感，從而產生了我們稱之為的 ATB。但如果我們對 ATB 的反應
仍不滿意呢？答案不外乎再次加快，做到完全即時。這樣的 RPG 遊戲例如《上古卷軸》《狩魔
獵人》等都是響噹噹的 3A 大作，其元祖《暗黑破壞神》更是不變的經典。因此無論在網絡上還
是單機上,完全即時 RPG 可以說是最常見的 RPG 遊戲，但
這樣的設計在最初卻是過分強調了個人角色的作用，一切
的團隊配合可以視而不見，直到“仇恨”系統設定的出
現，這是 RPG 史上第一個由玩家左右目標的設計，目標會
根據某些指標例如造成最大傷害這樣的規則選擇攻擊目
標，由而產生了尤為著名的戰法牧鐵三角。至此，RPG 的
發展可謂迎來了最現代化也是最典型的 RPG 類型的成型，
而未來，一切盡在設計者思維火化的演化中。

筆者也算是個喜愛電子遊戲的玩家，樂於享受遊戲設計師奉上的娛樂，卻從未思考過遊戲設
計日漸面臨的瓶頸和商業壓力，在對資料的挖掘中，你才會為你所喜愛的遊戲所擔憂，為你的無
知恐懼，但最害怕卻是你所喜愛的遊戲只剩下不斷的重複，讓我們孤單地面對一個死寂的缺乏創
新的遊戲界。現今社會，一個金錢操縱的以個人利益為主體的現實，遊戲的藝術會何去何從？我
們沉浸在遊戲的世界，躲避著現實，將遊戲的享受想得理所當然，可曾有一刻我們關心過她。遊
戲不是簡簡單單就可以鍛造而成的，如果作為玩家都不肯花時間在這上面，未來
的遊戲界會是多麼的昏暗。遊戲盛載著我們的夢想，由設計師為他插上翅膀，我
們的期待，只會在我們所關心的世界中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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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訪問
為甚麼會選擇做訓導一職？
答： 由於我在上一間服務的學校多年負

～梁漪茵老師
為甚麼你會做教師呢？
答:：其實我當了老師

責訓導的工作，對於該部門的工作較

十多年，在過

熟悉，所以當校長委派這項工作的時

去的這段日子

候，我都欣然接受。

裏，我也會反
覆問自己為何

你認為當訓導老師需具備甚麼條件？

會選擇當老師
答： 很多人認為訓導老師是高高在上的，

這條路，我想

除了違規時，如無必要也不會接觸他
們，但我卻認為訓導老師內在素養也

我是喜歡做一些
「活」的工作－－即是

很重要，既要有嚴厲的一面，意思是

對人的工 作，因為我很怕坐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的工種，

學生做錯事的時候，就要嚴厲地告訴

每天會無間斷地做不同的文件。相反教師的工作，每

他們應達到的要求及準則；當然也需

一年會遇上不同的學生，他們在品德或者學習上也

要「嚴而有愛」，平時在走廊看見學

有不同的特質，舉例來說就算同一道教學題目，教

生被處罰，也會主動去關心他們。可

不同學生的時候，教學的方法就已經有所不同，所

能我的外表高高大大，又不苟言笑，

以相對他們是比較「活」，我想這是我選擇教書的

所以很多學生覺得我是當訓導老師的

主要原因。

適合人選。
你已經任教了一年，你認為嶺南的學生的性格如何？
面對一些麻煩的學生，你會如何應付？
答：我覺得嶺鍾中的學生較我舊校的學生乖巧和受教，
答：要看看是哪一類性格的學生，如果是情緒

雖然這裡的學生有頑皮和犯錯的時候，但他們來到教員

激動的，我首先會帶他離開課室，再舒緩

室門口時大多表現溫純聽教，所以這裏的訓導工作也相

他／她的情緒。及後問清楚發生的經過，

比起我舊校少。不過個人覺得嶺鍾中的學生大多欠缺堅

希望可以從中了解事情的因由，隨着因由

毅的精神，很輕易就選擇放棄，可能我是英文科的老

去處理事件。如果是調皮的學生，他們滋

師，上課時總覺得同學都很怕英文，他們認為英文如同

事後經常都會問訓導老師，「為什麼要我

「外星語」，所以缺乏學習動機；另外學生的自學能力亦相

離開課室，明明他也是滋事份子，但他卻

對較弱，學生只是依賴老師，希望老師可以執著他們雙手

不用離開課室？為什麼只是懲罰我？」有

來教他們做每一件事情，但學生必須成長，嘗試學懂沒有

時我會告訴他們老師的難處，就算他預期

老師幫助的情況下自我學習，方能夠成功。

要受懲罰，也要令他們明白自己錯在哪
裡，以助他們改進。如果是屢犯屢錯的學
生，有時候我會取笑他們，「你又給老師

請問你是如何融入學生的世界？
答：我認為這條問題問同學會比較客觀。我個人覺得今年比

處罰啊！」這個方法是用一個取笑的方

我想像中更快地適應這裡的生活。有同學覺得我很幽

式，令他／她覺得原來被罰會令老師更加

默，加上我會用平輩的語氣來溝通。

留意他／她，就會覺得下次不應該再被
罰，我希望從中可以減低同學違規的機會
或者上課不守規則的機會。

在假期中你會做些甚麼？
答：相信我跟大多數老師一樣，會先清理假期前未完成
的工作，然後趁假期好好休息。有空閒的時間會偶爾追
看電視劇或看看自己喜歡的書本，當然也喜歡借購物來
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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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兒女對對碰

子女遺傳了父母的基因，在外貌上總有點與父母相似的地方。
以下是八位小朋友的照片，大家可以猜猜以下小朋友的父母是哪一位老師或社工？
而答案則在第10頁公佈。

A.

B.

D.

E.

C.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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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郭思慧老師

3.

師
曾慧芳老

黃佩鳴老師

5.

4.

校長
楊健誠助理

6.

黃信鏗老師
黃敏儀老師

8.

7.

許景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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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楊安婷姑娘

這遊戲有沒有難倒你們呢？還是輕易而舉地把他們配對起來？
這遊戲除了可以讓學生了解老師與他們孩子的相似度外，小記者也發現老師們愛惜孩子的
溫馨一面，最後小記者祝願各老師生活幸福美滿！
A+7

C+4

楊健誠老師一家
親

許景思老師與她的兒子
F+3

G+8

B+2

黃佩鳴老師與她的寶貝兒子
曾慧芳老師與她的女兒
E+5

社工楊安婷姑娘
與她的女兒

H+6

D+1

黃信鏗老師與他的兒子
郭思慧老師與她的兩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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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儀老師與她的女兒

黃梓晉先生專訪

敢。追夢
每位同學都有自己的目標與夢想，可惜當他們遇上挫敗、不如意的時候，他們都會選
擇半途而廢。不過試想想，當萊特兄弟還沒有發明飛機的雛型，古人又怎想到有一天
他們能像鳥兒在天空飛翔？當愛迪生還沒有發明電燈泡前，古人也沒想過萬家燈火可
如星空般璀璨？人們只要敢於挑戰，這世上沒有不可能的事。本校報特意邀請了今年
新加入嶺鍾中大家庭的黃梓晉先生作專訪，由他分享一下自己追夢的故事。

‧夢想對於您重要嗎?
夢想很重要，沒有夢想就沒有進步的
動力和決心。

‧您的童年夢想是什麼？
童年反而沒有太多的夢想，喜歡運
動，喜歡與朋友們聚在一起，那個年紀便
是這樣單純的生活著。直到中二，加入了
學校的籃球隊，得到了教練給我的啟發，
他鼓勵我堅持做自己鍾情的事物，因此便
開始為進步、為勝利而打拼。

‧現在夢想又是什麼？

‧什麼因素推動您去追夢?

現在的夢想有很多，多得不能盡數，有些
在追逐當中，有些則已實現。例如剛過去
的一年，在運動生涯添上了三個冠軍的獎
項，能夠證明自己的能力，對我來說，意
義相當重大。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推動我追夢
的......或許是成長吧，人的心態會伴隨年
紀和不同的經歷而轉變。途中你可能會遇到
挫折 , 因為未如自己所願而輕言放棄，但長
大後的我反而選擇逆境自強，因為你能夠有
多成功全在於你如何選擇自己要走的路。

‧您有什麼說話去勉勵嶺鍾中的同學？
相信每個人距離自己的夢想還很遙遠，
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敢去追夢，朝著夢想努力
奮鬥，總有一天夢想便會實現，嶺鍾中的同
學們也一樣，不要怕辛苦而浪費的青春，大
家一起努力實現夢想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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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之星 李浩天
嶺南的學生，不單單只有學習好，在才藝方面也有好好的成就，這期我們很榮
幸可以邀請到跳舞、運動、寫作、甜品四個範疇做訪問，從而去了解同學努力
的過程。

許：你有多少年的跳舞經驗？
天：已有9年的跳舞經驗，即是從06年開始跳舞。
許：你有什麼秘訣，令你的舞技可以跳得這麼出色？
天：我會不停的練習和訓練，令自己的舞技可以越來越進步。
許：你跳舞要花多少時間？
天：我每次都花大約3至6小時練習。
許：跳舞有否影響您其他方面的事？例如學業成績下降，精神不振等的情況出現？
天：我認為自己沒有出現這些情況，因為我可以平衡溫習和練習跳舞的時間，可同時兼顧
學業和跳舞的進度。
許：你過去參加這麼多次比賽（跳舞），有哪次是你失敗或最不理想的結果舞蹈比賽？
天：在四年級一次的比賽，我在比賽前一天很努力練習。自信心十足，對比賽十分有把握
，認為一定可以進入決賽。但比賽後，成績跟預期不一樣，只能進入半準決賽。
許：你認為比賽，舞伴是成功的關係？
天：是，因為如果沒有舞伴，就不會有一對的組合，因為這是一個雙人比賽。我如果和舞
伴節奏不配合，不但舞步會不優雅，更會容易發生意外，例如令對方絆倒，令對方受傷。
許：你認為學習跳舞對你將來有什麼用處?
天：可以有多一個工作選擇，就是當跳舞老師，教導其他人跳舞。
許：跳舞的過程中可以令你學習到什麼？
天：令我學習到溝通的重要性，透過溝通跟對方緊密配合，反思彼此之間的不足之處和提
出改善的方法，從而令大家能夠演繹一套出色的舞步。
許：在跳舞的旅程當中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天：我記得小五的時候，當時的舞伴因為入選港隊，所以我們拆夥了，也需要一段適應的
時間。及後老師認為我的舞蹈技巧足以帶領新人，所以我每一次練習都要更換舞伴，也令
我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新朋友，也是令我難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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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之星

~雷成發同學

Q1)甚麼時候開始喜歡製作甜品?
答:中三下學期考試後
Q2)甜品有甚麼地方吸引你?
答:製作甜品可以讓我發揮無限創
意，而且我覺得甜品讓人有一種高
貴與優雅的感覺，所以令我著迷。
Q3) 你最喜愛製作甚麼類型的甜品?
答:小巧型的甜品，例如：馬卡龍、
杯裝蛋糕等。
Q4) 有沒有參加過甜品比賽?有沒有獲得甚麼奬項?
答:有。在中四、五時都有參加家長教師會的烹飪比賽，最厲害的一次還得到冠
軍，中五時亦嘗試參加學生會的師生烹飪比賽，最後亦得到了冠軍。
Q5) 製作甜品時有甚麼感受?
答: 我會擔心自己在過程中會出錯，也會擔心製成品令人不滿意。
Q6) 有沒有一刻想過放棄製作甜品?
答:有啊！有一次我要在 2 天內完成 700 多件馬卡龍，結果要兩整天不眠不休地焗
製，當時我真的很想放棄，幸好最後有朋友的幫助才能準時完成。
Q7) 對你而言,在眾多的甜品中,最易和最難製作的甜品分別是甚麼?
答:最難製作的甜品莫過於馬卡龍，天氣的改變、焗爐的溫度、混合粉時的力度等
因素有所不同，都會影響製成品的優劣；而最易製作的甜品也是馬卡龍，因為我
曾製作過千粒馬卡龍，當中經歷過不少失敗。然後我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不但沒
有令我感到挫敗，反而使我更得心應手。
Q8) 你的成功之道是甚麼?
答:永不放棄，同時也要在失敗之中學習！
Q9) 你對甜品有甚麼目標?
答:成為世界頂級的甜品師，開創自己的一番事業，最重要是令享用者感到滿足
Q10) 有什麼說話勉勵嶺鍾中的同學？
成功不是靠個人的才華，而是靠對自己的要求和對完美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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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之星 －－ 2D 楊永勤、2C 劉子謙專訪
（乒乓球隊丙組成員）
本校乒乓球隊男子丙組於 2015 年 3 月 21 日在青衣體育館 進行 2014-2015 葵青區校際
學界乒乓球團體比賽，奪得葵青區學界男子丙組乒乓球團體賽冠軍。本校報小記者專程訪
問當中兩位隊員，分享他們對本校乒乓球隊的感受及想法。
敖：你認為學校的乒乓球隊有甚麼特色？
楊、劉：乒乓球隊的訓練場地面積雖然較小，資源較其他學校不足，但我們有一個很好
的教練去教授我們。
敖：那你們認為地方淺窄，你們是否認為要擴大地方？
楊、劉：當然需要，我認為要在禮堂練習，這樣可以提升訓練質素。
敖：你們平時每星期要練習多少次？(不論校外練習，或者在學校練習)
楊、劉：一星期兩次至五次不等，臨近比賽練習亦會相應增加。每一次
練習都要由基本功做起，步驟雖然重覆，也令人苦悶，但若基本功較
佳，在比賽中就能發揮得更好。
敖：你們除了在學校練習外，是否也會出外跟球隊練習？
楊、劉：當然會。
敖：你們想在得到冠軍的時候會感謝誰？為甚麼會感謝他／她？
楊、劉：我很感謝陳賢捷老師給我這個機會去參賽，以及要感謝校長一
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
敖：你們認為自己在乒乓球隊成功的因素是甚麼？
楊、劉：當然是團隊精神，跟隊友的合拍程度很影響比賽的水準，練習
與比賽過程中也學懂怎樣給予身邊人支持與鼓勵，讓身邊的戰友可以有信心一起完
成一場比賽。另外，觀眾的支持和打氣，也是我們的強心針。
受訪者：楊永勤同學、劉子謙同學

小記者：敖晞彤同學
葵青區學界男子丙組
乒乓球團體賽冠軍
(2014-2015)
比賽名單為:
隊長： 2D 楊永勤
隊員： 2B 吳灝彥
2C 劉子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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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之星。霍伯銚

麥：你好啊！我想問你是否從小開始就很喜歡寫作？
霍：不是，在小學時的中文寫作課才會動腦創作，沒有課就不
會主動去做。
麥：你的創造靈感是從哪裡來？
霍：你是指我比賽那時候，還是……
麥：或者你平日的寫作？
霍：要視乎當時自己在想什麼，多數以身邊發生的人物、事件來構思主題。
麥：你有沒有曾經想放棄的時候？
霍：有，例如遇到一條很難下筆的題目時，我也很想放棄，但奇怪的是我反而不著急，慢慢再思
考，不過有一次我思考過久，結果我連那篇文章也沒有交到老師手上。
麥：在你寫作生涯，有沒有難忘的經歷？
霍：小學的時候，由於全班的作文表現都不理想，老師便想到用殺雞儆猴的方式，利用我那篇劣
作來順道訓斥其他同學，是一次不太高興的難忘事。
麥：你的意思是否指你現在的寫作技巧相對於小學的時候好?
霍：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我覺得現在自己的中文作文分數跟小學時相差不遠，只是突然間這次
寫作比賽拿得冠軍，有點喜出望外而已。
麥：你有什麼寫作的建議送給同學？
霍：平時需要多思考，你帶出的主題訊息便會更趨個性化，有自己獨特的寫作氣息；另外同學也
要多看不同類型的書籍，汲取不同的知識面，豐富個人內涵及修養。
麥：你還有沒有給一些建議可提升同學的創作靈感？
霍：平時自己幻想及構思不同類型的故事，儲存更多寫作材料。當寫作時就可以先慢慢構思行文
佈局，在腦海中構思文章的內容，完成了大綱，接下來便更容易完成整篇文章。
麥：你今年取得第一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散文即席揮毫大賽初中組冠軍，你最想多謝誰？
霍：首先，第一位要感謝蘇柳思老師，如果沒有蘇老師的邀請，我就沒有參賽的機會，也不能成
為是次比賽的冠軍；另一位要多謝的人是比賽中上台抽出題目的女參賽者，由於是次比賽題
目是即時抽出，幸而她抽出「石縫中的小草」這道我較有把握的題目，我也不能夠取得這個
獎項，所以我要特別多謝這兩位。
麥：再次恭喜霍同學得到是次殊榮，並非常感激你接受是次訪問。
小記者:麥喜同學

受訪者:霍伯銚同學

全港共85間學校參與是次大賽，參
賽學生接近600人。題目由5位作家
擬定，比賽當日由參賽同學即場抽
出題目，初中題目為「石縫中的小
草」，限時90分鐘。霍伯銚同學的
文章深得評判青睞，獲得高度評價
及肯定，於是次比賽榮獲初中組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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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在欺騙你嗎？
正所謂「耳聽三分假，眼看未為真」，其實我們每天眼見的事物不一定是事實的全部。凡事
不能只看表面，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你可能會有意外收穫。以下是一些名為「視錯覺」的圖
片，你們發現到什麼呢？

你看到的是少女還是老人家？

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傷心的官

你看到多少個人？

員還是奸笑的國王？

你能看到以下方格裡的文字嗎？

DO YOU SEE THE WORD？

WHAT DO YOU SEE？

HOW ABOUT THIS？

P. 16

P. 17

小結：對於每件事情，我們必須從不同方向、角度去思考，這樣才能有新思想的沖擊，成為一個
更獨立、不隨波逐流的人；如果只是從一個角度入手，你的視野不但狹隘，而且不能了解事件的
真相。小記者在此希望各位同學能更細心、更專心來了解每天發生的大小事情，好好訓練自己的
觀察能力。
答案

圖中有五人。

前者是傷心的官員奸後者奸笑的國王

前者少女，後者老人。

1.FLY
2.LIFT
3.LIAN
1.如果人們忽視環境光源中藍色的部分，他們就會看到白色和金色；而如果他們忽視金色的部分，他們
就會看到藍色和黑色。
2.他們的高度是一樣的。當我們看到圖片就會自然想起一條隧道，自然會認爲牆壁大小是一樣。C君佔了
牆壁的八成，而A君就佔了牆壁的三分一，所以就會認為C君最高大，而A君最細小。

A

B

C

他們的高度是一樣的嗎？
這裙子是甚麼顏色？

過去好 ？還是現在好？

黃曉敏 2A

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以前，只是一個未開埠的農村，經過了種種的變遷，終於造就了現
在充滿活力的香港。
不過，變的，真的只是「香港」 這個地方嗎？
小時候，我曾經住在舅舅家，他以耕田為生，所以他生活的地方，就是富有人情味的農村。那里並不先
進，與現代城市簡直是天淵之別。農村到處都有不同種類的小野花，附近的小山岳更有一大片金黃色的向日葵
花園。我經常到這片花海中玩樂。織花圈，花束，這些都是兒時的小玩意，令我非常懷念。我曾經勸過舅舅搬
到香港一起生活。但他反對，原因是「這裡舒服多了， 無拘無束，不像城市般那麼束縛呢! 」 當初不太明白，
如今，我明白了。
在我散步時， 細心觀察一下，每家每戶都開著大門，靠在門前聊天。有時我會偷聽他們的對
話內容，「 如果我到城市生活，絕對會大賺一筆」 ，「再過幾年我儲夠錢，就可以開鋪了! 」也許是一些過眼
雲煙的說話，但也得知他們心中的夢想和嚮往。
最近想起了這段往事，才發現，香港人幾乎沒有夢想。就算有，也只是夢中所想。
昨日回家時，在小巴內，我發現，每一位路人都有着苦悶，悲傷，痛苦的臉容，這些臉容基本都是出於學
生、社會人士、家長等人的身上。學生的痛苦，多是因為學習的壓力非常大，功課又多，考試將近，又擔心分
數太低，種種都是因為學習所帶來。社會人士的痛苦，多是因為家庭問題，上司所予的壓力，以及業績的表
現，害怕失去工作和薪金。家長的痛苦，多是孩子的問題，就讀哪間幼稚園， 教育的問題， 結交的朋友，全
都是家長的煩惱，有些更是無中生有。城市的生活素質的確好，但對人們的內心反而有反效果，也許好的生
活， 不一定為我們帶來好的心理。
曾經生活在落後的農村，不斷嚮往著香港的生活，希望有更好的工作， 希望賺到更多金錢養活自己和家
人，還有實現當時的夢想。可惜，當真正抵達香港後，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你會發現，不擇手段，比腳踏實地更加重要。
你會發現，利用他人，比幫助他人更加實際。
再之後，你會發現，擁有夢想，比現實做人，更加困難。
本來擁有夢想，是我們最耀眼的時候，但當失去夢想時， 只是一副會動的軀殼。這是沒有目的，沒有夢想
的人的情況，當你為自己的榮耀、自己的親人、自己的種種而滿足時，取走臉上的倦容，會心一笑，也許就是
你人生最美的時候。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回到香港開埠初期， 那些濃厚的人情味， 會否令你感到溫暖？會否令你覺
得，過去更好?
冷酷、陌生，但先進的現在；有人情味，安心，卻落後的過去，你會選擇?
不妨用心思量，過去好，還是現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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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想

楊潔瑜 4A

小時候，我覺得科學家特別偉大，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蹟。過了一段時間，我又覺得醫生特
別神奇，可以醫好一個又一個患上頑疾的病人。隨著時間、環境的變化，我的夢想就更加明確，
就是想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烏托邦。
記得某年暑假，我與父母到新西蘭旅遊，那裡怡人的景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蒼穹下的
草原，綠茵茵，軟綿綿，肥壯的羊兒三五成群。不遠處，有一條彎彎的小河延伸開去，微風吹
過，波光蕩漾。再往遠處眺望， 湛藍的，無邊無際的海面上，沒有任何污染物，目光直達地平
線,沒有半點霞霧遮擋，抬頭仰望著蔚藍的天空，朵朵的白雲: 時而像奔馬;時而像堆雪;時而像頑
童……幾隻海鷗展翅高飛，碧空萬里，海天一色的景致令人讚嘆！ 高山起伏、山峰連綿，無論遠
處的，近處的一樣葱綠，一切顯得那麼恬靜、怡然、優美，簡直像一幅美麗的山水畫。環顧四
周，這裡少見高聳入雲吐著濃黑煙的煙囪，也看不見混濁、污染、霧霾的天氣，我知道這樣理想
的生活環境,是要靠全體國民攜手營造和保護才可得見的成果。
可惜, 像香港這個喧囂的城市， 車輛如梭、人們匆匆忙忙、人流擠擁。由於人多車多，導致
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工廠污水和污染物處理不當，固體垃圾數量年年飆升，夜色燈光璀璨卻換來
光污染禍害，建築宏偉卻換來屏風效應，美食之都卻造成廚餘浪費的批評, 市民環保意識欠佳。
再加上鄰近城市的飄浮污染物，要扭轉局面一定要全人類共同努力才可以成功，所謂:「人心齊，
泰山移。」
一些有效措施如: 轉換天然能源發電模式，倡議簡樸生活方式、禁止大型放煙花活動、製造
和推行節能節源車輛、保護野生動物和加強人們的環保意識，相信冰川溶化問題能得以紓緩。這
樣馬爾代夫的地平線下降速度也會隨之減慢。
但願將來我們呼吸的不再是各種交通工具釋放的廢氣,而是一股大自然的清新空氣，蔚藍的
天空不再是偶然的奇景。

春去秋來，人類不停進步，卻忽略了愛護環境的重要性，大家應為心

中的那片藍天盡一份責任！ 天更藍，雲更白，空氣更清新，人類更健康，這就是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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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拖手，
廣西義教，
展現關愛，體驗豐盛人生！

義教

我的夢想

洪寶瑩 4A

「夢想」這個詞你我都相當熟悉，每個人也可以擁有夢想。若人沒有夢想，人生就黑白。

小時候常有人問我：「你的夢想是什麼?」，思考了一會，我說：「這個是我的夢想，那
個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不斷地變。也許當時我還年紀小，沒想到「夢想」其實並不是那麼
容易就能實現。可是長大後，它已成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於是為此我試著慢慢尋找，思考這個問題。有天，突然在電視節目看到一則關於山區兒童沒
有金錢上學讀書的新聞。那刻我很感觸。從那天開始，我就被老師這份職業所吸引，我的夢想就決
定了成為一位義教老師。雖然我知道很多人對我的夢想表示不屑，甚至是不理解，可能是因為沒有
利益的緣故吧！但我堅持追求我的夢想！

一個年青人，那麼多的時間，為什麼只想做一個義教老師呢？對於這個問題......
對很多人來說夢想不外乎是高薪、高職位的職業。但是有否想過夢想其實可以很簡單，只要生
活樸實，能夠幫助別人，生活得開心已經是富足的人生。老師對於我來說不但是傳授知識，還可以
培養學生美好的品德。老師的一言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老師就像一盞永遠不會熄
滅的燈火，為學生照亮前程，即使前路再困難，亦會盡心盡力幫助學生解決困難。因此我認為老師
是一份神聖的職業。如果沒有老師，恐怕我們的知識寶庫並不會那麼多采多姿。可惜並不是每個人
都那麼幸運可以上學讀書。

現時有很多山區的小孩因為地方貧困、資源不足、資金欠奉等問題而不能上學，能夠上學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可以上學的也只能每天步行數十分鐘才到達一間設備簡陋或只是簡簡單單的露天
「學校」學習。因此我覺得如果可以幫助別人，將知識繼續傳授下去，成為義教老師已經不
是問題了。老師這份職業，最重要的就是有教無類。

因此我的夢想就是成為一位山區義教老師，願意付出，不求回報。把自己的知識一點一
滴的教授給他們，讓他們可以在學習的道路上不斷進步。希望他們明白到知識改變命運的重
要。但是我相信夢想並不是那麼容易實現，我認為「志不立，無可成之事」。夢想是必需要
以意志、堅毅的精神去實現。每個人都應堅持自己的夢想，那麼夢想就不會離你太遠。趁現
在還年少就應堅持自己的夢想。至於是怎樣的夢想，只要自己認為是值得的，有意義的，能
為別人服務的，就盡心盡力去實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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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價值

歐陽嘉璐 6B

人生匆匆而過，歲月漸漸逝去，喜怒哀樂，成功與失敗都是人生的調味
品，百感交集，令人回味無窮，但無論人們處於高峰，身陷於低谷，只要
懂得追求人生，便能發掘屬於自己那份耀眼的人生價值。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人生的價值也是如此，懂得寬恕和滿足，能
豐富自己那短暫的生命，處事不固執，不悲觀，往往能令人處於不敗之地，
更猶如在心中建起一座巨大的高豎牆，抵抗批評的攻擊，流言的中傷，讓
人先充滿快樂。正如尼克一樣，四肢全無的他，卻毫不介意他人的恥笑和
中傷，最終尋找到自己的幸福，更成為每個人心目中樂觀處事的榜樣。如
果，他當初不能寬容待人，一味指責駁斥，又何來現在的幸福人生呢?由此
可見，人們不必介懷他人的批評，懂得寬恕和滿足，便能追求美滿的人生
價值。
目標是人生的指南針，有了它，才不會迷失方向；有了它，才不會不知
所措，人們能藉著目標，讓人生變得充實，才不流於空虛，享受人生價值，
人在追求目標時，正如追逐獵物的獵豹，不顧一切地在草原奔馳，那批評
的利箭又豈能射中它、更別說令其生命終結。而人類社會便如這草原，人
們在奮力追求人生價值時， 又豈會介意批評？正如甘地一樣，他的人生價
值在於帶領印度走向和平開放，他經歷的失敗不下數十次批評或中傷。但
在追求人生目標的路途上，他沒有放棄，勇往向前，最終獲得成功，千古
留名。可見，人生的價值在於勇於追求目標，而在追求目標的路途上，批
評也只不過是一顆微塵，一吹而散，不值一提。
人生的價值更在乎追求個人內在修養，讓自己成為君子，以仁義為本，
多做有意義的事，人生才更有價值。當人們有著君子的品德，提升個人修
養， 自然不太理會流言蜚語，更不會為此而惱怒。正如孔子在魯國提倡以
禮治國，復行周禮時，亦遭其他大夫反對及中傷，他卻毫不在意，虛懷若
谷，帶領弟子默默推行政策，終見成效，受魯君賞識。正因有君子的品德
修養，才讓孔子在魯國得到他人生的第一次成功。若人們懂得追求品德修
養作為人生價值，批評也不過是一朵烏雲，雨後便不復存在。
但是，世事並無絕對，看似負面無謂的批評也不是沒有價值， 只要我
們適當地接受批評，反而能提升人生的價值。因此批評能讓人們反省，深
思，更能襯托出追求人生價值的愉悅，唐太宗便是一個極佳的例子，他曾
提及「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心虛納諫，對他而言是十分重要，亦令他
與魏徵的故事流名百世，若他不能藉魏徵的諫言作出反思，改善治國方法，
又何來「貞觀之治」?因此，適切地接受別人的批評，更可提升其人生價值。
雖然歲月短暫，人生匆匆，但只要懂得追求人生價值，
適當地處理批評，便能讓人生大放異彩，光彩耀人。也讓
批評和中傷，成為豐富人生百味的最佳調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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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 Teacher
A normal man, he once was nobody. He was like any
other person. One day, he came across a glowing stone. It
was an alien’s stone. He touched it and felt power, a
power for teaching. Suddenly, an alien appeared from the
stone.
"You have been chosen," the alien said.
"Now go, and take this stone with you.
Teach others and become a great
teacher."
He took the stone with him and became a teacher. Whilst the students
were not very interested in his lessons
at the start, they soon became very
interested due to his use of super
powers in lessons.

A group of super villains, however,
has recently emerged to counter the
Super Teacher. Fed up with the
teacher's attempts to make them
study, a group of students discovered the Super Teacher's stone and
gained superpowers and started
opposing the Super Teacher. To add
to the trouble, the Super Teacher's
actions have recently led to
suspicion from the government. His
activity being used to track him
down, the Super Teacher is being
pursued by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roup of super villains.
Can our hero escape their clutches?

Throughout his teaching career, he has
helped many students get good marks,
even the worst students. He managed to
stop many incidents and triumphed over
many bad students using his super powers.

A b i l i t i e s :
The Super Teacher has many abilities:
He can reach for things from far away, so
students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orgetting their homework at home.
He can also analyse students’ minds to
see how they can improve.
He can create vivi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by firing a beam of light from
his eyes.
When fighting against enemies, he can
use his reaching ability to stop them
from moving, before using his eye
beams to make them dizzy and unable
to give chase.

There is virtually nothing that the Super Teacher
can’t do. He is, however, weak at one single thing.
His strength and powers come from the stone he
holds, and were anything to happen to that stone, he
would lose all his powers and become normal.
Because of this, the group of students-turned-super
villains are trying to take the stone from him in order
to make him weak. Finally, they want to use the
precious stone to empower themselves and… take
over the Hong Kong 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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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Superwoma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small country
called Paychoeason. It was the poor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people there were
always worrying about their life. One day, a TV
reporter from America arrived. Through the
television interviews, he found out that the
people there were very poor and expected
another rich country to help them.

When the TV station's staff watched the
footage of the video , they saw a beautiful
25-year-old girl in the background. They
wanted the girl to be the star of the next
drama. They went to Paychoeason to find
her to offer her the job . The girl was very
excited and accepted their offer
immediately .
After working for one month , she
went to the bank to get her salary
for her work. When she inserted her
Personal Identity Number (PIN) into
the cash machine, she discovered
she had a super power. She could
However, there was a big problem with her super communicate with the ATM without
power. Every time she withdrew money she
using her PIN and take out a lot of
became five years older. Because her country
money from the bank's account and
was so poor and needed so much money, it
not from other people's accounts.
meant she would get old very quickly while
saving her country.

But will she sacrifice herself to help the people, or will she save
herself and not the people?

If you were ATM Superwoman, what would you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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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heroes
Who are the Superheroes? These movies are so popular nowadays.
The Avengers movies are the one movies where all of the superheroes work together to save the world. Some of the superheroes are
Iron Man, Captain America, Thor, Hulk and Black Widow. And the
bad guy is Ultron. The good news is there will be more superheroes
coming in the future.

Tony Stark is a very rich man. He wears the Ironman
suit which he made to fight the bad guys.
Captain America has a shield with stars and stripes on
it. He can't fly and has no special superpower but he
uses his shield as a weapon to fight the bad guys.
Thor is a god's son .He has a giant hammer which he
uses to fight the bad guys.

Hulk is a green giant. He is very strong. He is really
Bruce Banner but turns into Hulk when he gets
angry.
Black Widow is a spy. She is very good at fighting.

Ultron is the bad guy. It is a robot that wants to kill
everybody on earth.

Hawkeye can shoot arrows very accurately.

Scarlet Witch is a mutant who is able to
manipulate probability.
Quicksilver can run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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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Super Hero Movies?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science fiction movies, we
can't forget super power movies. Only these types
of films show us people’s crazy imaginations.
Flying in the sky or controlling fire or water are
many people’s dreams. Who wouldn’t love to
have super powers so that they can save people
or do cool stuff? Have you ever wondered if super
powers are real? Would it be as cool as the
movie?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 facts about
super hero movies.
Fact 1: How does it happen? I think most science fiction movies won't tell you the truth because that makes you more interested in the ending of the movie. Unfortunately, they mostly don't
tell you why things happen so you have to wait until the end of the series. The X-man series keeps
the secret of their powers. Where do these powers come from? No one knows. It’s the same as
the Avengers .The Avengers movies bring most of
the powerful super heroes together but don't tell us
why or how.
Fact 2: The Avenger team only fights the alien forces. Most of the time, they
spend just chilling in the city. Without alien villains, they are useless. Without fighting the Anti-mutant group and bad mutants, what do the X Men team actually do?
What can they do with their powers? Maybe if a thief steals a candy, Cyclops ( who
can emit powerful x-ray beams of energy from his eyes) can use his power to burn
the thief's leg and catch him. But, this is ridiculous! What a waste of super power!

To sum up, super hero movies are awesome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m is crazy and extreme. This is ‘THE ATTRACTION’ of
these kinds of movies. This is why everybody around the world loves
super hero movies !
3A Leung Cheuk Lun 梁卓麟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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