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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拜堂是協恩中學的標誌，中一新生初入協恩，看見的是小
禮拜堂，中六師姐離開協恩，最後一眼看見的還是小禮拜堂。小禮
拜堂嶄新的模樣看得多了，有誰知道小禮拜堂在舊日是甚麼樣子？
今期校報，記者從校長手裡獲得了小禮拜堂的設計草圖，帶同學對
比今昔的小禮拜堂。

小禮拜堂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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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知 道 小 禮 拜 堂 的 名 字

嗎？ 小 禮 拜 堂 名 叫 Chapel of 

St.Claire， 旨 在 紀 念 St.Claire

修女。她是聖法蘭西斯的表妹，

而聖法蘭西斯，也就是同學們

早會上常唱的《聖法蘭西斯禱

文 (Prayer of St. Francis)》 的

作者。St.Claire 修女原是貴族

出身，後來成了修女，學校的

小禮拜堂名字，便是為紀念這

位修女。

　　小禮拜堂之前被白

蟻 蛀 蝕， 需 要 關 閉 維

修兩年。維修後，小禮

拜堂美觀安全，外貌依

然。

　　小禮拜堂全名：

亞西西之聖嘉勒聖

殿。 從 石 碑 看 來，

小 禮 拜 堂 建 成 於

1936 年，經歷時光

洗禮，歷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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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拜堂盡頭的十
字 架 中 空， 並 雕 有 花
紋，荊棘般的花紋間中
砌出心形，十字架中央
的荊冠提醒教徒不忘耶
和華的為人犧牲。

　　根據校長提供的資料，昔日小禮拜堂可 容 納 二 百 二 十 多人，恰好是當時全級同學人數。那時候，中一同學於小禮拜堂進行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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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也說，曾經

有同學在小禮拜堂的

長椅上刻字，後來自

行打磨乾淨。小禮拜

堂的長椅設計特別，

互相扣連，現在已經

很難再次訂製。

　　小禮拜堂是不少同學做禱告的地方，即使不
是基督徒的同學，也會到小禮拜堂祈禱。校長憶
述，以前體育校隊、合唱團的同學比賽前或練習
後，都會到小禮拜堂祈禱，紓緩壓力，在求比賽
勝利的同時，也讓自己得以放鬆，期望能在日後
的練習中突破自己。

　　小禮拜堂經過兩年的維修，再次屹立原位，
正對校門。同學依舊可以在回校時第一眼看見小
禮拜堂，它在每位協恩同學的心中，都佔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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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字跡各有特色，今期校報展示九位老師的字跡，同學
們能不能透過字跡，辨認出老師的身份呢？

看字跡猜老師

這位老師的字跡有棱有角，挺拔遒健，以富中華文化特色的直書行文，連
這位老師也說：我的字同學肯定認得出來。
給個提示 : 這位老師有教授視覺藝術科。

這位老師的筆鋒偏圓滑，多連筆，字形頗圓潤，與其剛健有力的外表產生
強烈對比。
給個提示：這位老師是我校的一位體育老師。

( 答案將於末頁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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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老師寫字認真，一筆一劃非常清晰，字裡行間可見其做事態度。
給個提示：這位老師有教授化學科。

這位老師的字體頗有特色，一撇一捺間，字體結構富個人風格，傾向現代
流行的藝術字體；老師更隨筆附送自畫像一幅，認真有心。
給個提示：這位老師是一位中文科男老師。

老師筆鋒頗有力，轉角可見字骨，想該老師練習書法應有「七年」之久。
給個提示：這是一位中文科女老師的筆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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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老師的字跡一氣呵成，隨性又不至於繚亂。多連筆，字形偏圓，感覺
和藹可親。給個提示：這位老師教授家庭及生活教育科。

這位老師字跡瘦長，撇劃相當有特色，銀鉤鐵劃般斜劈；右下角附帶心心
圖案，可見少女情懷。
給個提示：這是一位中文科女老師的筆跡。

這位老師的字跡偏瘦長，結構獨特，隱約可見棱角，不知老師本人又是不
是身型瘦長呢？給個提示：這是一位中文科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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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氣介紹——夏
延續第一期校報內容，今期校報為同學介紹二十四節氣中的谷雨、立夏和小滿。

　　立夏——標誌著夏天的到來，通常在每年農曆
五月初。溫度明顯升高，炎暑將臨，雷雨增多，而
農作物也進入生長的旺季。

　　中國傳統把立夏物候分為幾個階段：「螻蟈
鳴」，小蟲們紛紛鳴叫；「蚯蚓出」，蚯蚓從泥土
中破土而出，也就是開始鑽洞；「王瓜生」，王瓜
在香港餐桌上不容易見到，別名臭屎瓜，可入藥，
也在立夏蓬勃生長。

　　民間流傳一個七分假三分真的傳說，孟獲被諸
葛亮收復歸順蜀國後，對他言聽計從。諸葛亮臨終
囑託孟獲每年要看望蜀主——也就是劉阿斗——一
次。諸葛亮囑託之日，正好是立夏，孟獲當即去拜
會阿斗。從此以後，每年立夏，孟獲都依諾言前往
蜀國拜望蜀主。過了數年，司馬炎滅蜀，擄走阿斗。
孟獲還不忘丞相囑託，每年立夏仍然帶兵去洛陽看
望阿斗，每次去都要秤下阿斗有多重，以驗證阿斗
有沒有被魏晉虧待。這傳說雖說稍嫌離奇，但反映
了人們想要安居樂業，平安生活的心思。

農
 曆

五
月

七

至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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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滿——夏天的第二個節氣，從此天氣越來越
熱，日照也越來越長。與字面意思差不多，穀類農
作物受到雨水的灌溉，慢慢結穗、飽滿，農夫期待
豐收的來臨，故稱此時節為「小滿」。

　　這小滿又被分為三候：「苦菜秀」，「苦菜」
指的是茶，秀是長得不漂亮卻長勢好的意思，連起
來說的就是茶葉長得實而不華；「靡草死」，靡草
也就是薺菜，慣長在陰處，受不住陽光的照射而死；
「麥秋至」，這說的是百穀飽滿之時，只不過不是
成熟，僅僅是「小」滿，尚未「大」滿，農家的好
日子還在後頭。

　　谷雨傳說是神農帝的誕辰。神農大帝，亦即古
代神農氏，他教人民務農，並且親嚐百草，受到農
民和醫藥界的信仰與愛戴。谷雨時節，部分地方的
人家還會忙著趕廟會、進香、割火，向神農帝祝禱。

農
曆
-五
月

二
十

至

二
十
二
日

農
曆

四
月

十
九

至

二
十
一
日

　　谷雨——每年的四月中，指雨水量開始增多
的日子。降雨增多有利穀類農作物如小麥等的生
長，「谷雨始，萬物生」，此言並非誇張。

　　中國傳統把谷雨物候分為三個階段——「萍
始候」，意思是水草生長；「鳴鳩扶其羽」，布
穀鳥鼓羽往上直飛；「戴勝降於桑」，戴勝是一
種鳥，從天飛降。

　　在谷雨時節採制的茶，又名雨前茶，香味鮮
活，香氣怡人，比起明前茶（清明前採制的茶葉）
也不遜色。另外，傳說倉頡創造了文字，天帝便
以谷雨時節天降甘霖為其犒勞。中國某些省份還
設有谷雨節，每逢谷雨，祭拜倉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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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特別生」隱匿在校園四周，待無人之時才
懶洋洋走出來巡視自己的地盤，察覺有人靠近，就會
飛快地跑開。牠們有些拖兒帶女，到協恩落地生根，
有些獨行俠只是到此一遊，有些甚至在此找到新的
家，牠們究竟是誰？

　　　　　　

「喂！你睇下嗰邊，嗰度有隻——」
「邊度有呀？都無野睇」

協恩「特別生」小檔案
姓名：不詳
數量：總數約十多隻，部分單獨行事，
      部分三五成群
特徵：毛色多種，記錄在案有黑色、薑
　　　黃、玳瑁色及雜色等
出沒位置：校園各處皆有其蹤跡，較多
　　　　　集中於停車場，甚至有跡象
　　　　　顯示他們曾進佔禮堂的鋼琴
進佔目的：不詳（大約是想有個舒適的
　　　　　位置睡覺）

　　此情此景，未知你有否經歷過？正當
你驚喜地想指著「特別生」給身旁的友人
看時，牠卻「嗖」的一聲在你面前經過，
只剩下友人一雙充滿著不解和疑惑的眼
睛。別擔心，你絕不是孤單一人。

　　牠們就是鼎鼎大名的協恩貓，由於牠們
實在來去如風，難以捉摸，我們特別邀請了
校內人人皆知的愛貓之人 ——江靜華老師
和我們分享牠們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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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記者
答：江老師

關於協恩「特別生」，還有一個
神秘的傳說，據說貓只要遇到有
緣人就能獲到新生，究竟傳說從
何而來？讓我們一起回到七年前
的一個早上……

問：江老師，你對於協恩貓有多大的認識呢？
答：老實說，我對牠們的認識也不算太多，牠們實在是非常怕
　　陌生人，遑論走近去摸牠們，只要踏前兩三步，牠們就會
　　緊張地拔腿逃跑。據我多年對這群貓的觀察，這處大概有
　　十多隻貓。印象中 , 多年前學校已有有三至四隻貓，其中
　　有一隻單眼黑貓甚至試過在禮堂的鋼琴上睡覺，令合唱團
　　的同學為琴布上的貓毛苦惱。近年，就有一隻貓媽媽帶著
　　四隻初生的小貓，另外間中都會有附近山上的貓在下雨時
　　來校暫避。

問：江老師，你有沒有甚麼關於協恩
　　貓的趣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答：記得有一次，我帶領著女童軍為
　　野炊比賽作準備時，有一隻玳瑁
　　色的貓突然在附近出現，好像知
　　道「有利可圖」，對女童軍們的
　　食物「貓視眈眈」。同學們將其
　　中一樣食材——三文魚處理好
　　後，就把不用的魚皮放到一旁。
　　結果，魚皮一眨眼就消失了，同
　　學都以為是自己眼花看錯了，其
　　實魚皮已落到貓貓口中，大快朵
　　頤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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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是家長日，不過其實晴天雨天、忙亂與否都不重要，因為命
運已經悄悄將一人一貓的線連繫起來，牢不可分。當江老師走過牠的
身邊，抱起虛弱的牠，踏上了一條歸家的路。

　　「當時，有一個學生嘗試接近牠，牠就蜷縮在停車場旁的草皮。
我上前阻止了她，因為當時貓的情況非常不樂觀。」所謂的「不樂觀」，
是當江老師查看貓時，牠身上連一隻蝨子都沒有，別以為這是健康的
徵狀，這只是在宣告牠正在踏入死亡邊緣，連蝨子都不願接近。假如
面對如斯境況的是你，你會怎樣做？一方面既有自己的職責，另一方
面也不可以把貓放任不管，於是江老師未及細想，就將牠抱起。

　　小小的身軀，逐點流逝的生
命，小貓悄無聲息地在江老師臨
時找來的紙箱中躺著。縱使心中
牽腸掛肚，害怕小貓無法支撐下
去，但也沒辦法，礙於職責所
在，江老師只能夠一邊祈求小貓
可以捱到午膳時間，一邊數著時
鐘走了多少圈。

　　正午的陽光和暖怡人，但落
在江老師的身上猶如火灸，只因
附近的獸醫診所都正在午休，抱
著如手掌般大小的小貓，真不知
何去何從。幸好，皇天不負有心
人，江老師很快就找到了 24 小
時營業的診所。「小貓只有約一
個月大，處於低溫狀態，長期沒
有進食，還有些感染狀況。我們
能做到的就只有盡量嘗試救治
牠，但若情況太差，就可能需要
人道毀滅。」聽見小貓的情況如
此惡劣，江老師心中一沉，但卻
無能為力，只能在心中默默為牠
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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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上名字一欄」貓的來歷無人得知，自然也沒有名字。想到若
最終小貓真的需要人道毀滅，沒有名字的牠似乎是真的沒有來過這個世
上，沒有名字沒有身分，小貓的生和死，來得匆匆， 離開得也悄然無聲。
但臨時也沒法想出更好的名字，只好用小貓身上斑駁的毛色，命名為「花
花」。「花花」本來只是牠離開前的一個名字，最終卻成為了主人口中
的暱稱，後來為了與家中另一隻貓貓的名字相配合，更名為「樂樂」。
儘管明白生死有命，但在得知花花的情況有好轉時，江老師都鬆了一口
氣。

　自此樂樂成為了江老師家中的一員。牠最喜歡吃海鮮、紫菜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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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話

　　老實說，對學校的貓，我們一向非

常好奇，但苦於無法接近，江老師有甚

麼好提議呢？

　　江老師說流浪貓的戒心很大，所以

同學們要接觸絕不容易。但這正是一個

讓同學學習的好機會。以港島一所男校

為例，他們自發成立組織，照顧校園附

近的街貓，讓同學透過親自照顧貓兒的

起居飲食，學懂生命的意義，甚至認識

死亡。這活動比起任何的生命教育來得

真實，更加有意義。也許學校的空間不

足，無法為貓兒提供定居的地方，但同

學不妨參與貓義工的活動，定期餵飼並

做清理工作，既能近距離接觸協恩貓，

又能從中體驗生命的價值。

　　其實除了貓義工，還有不同機構關注

流浪貓問題，如 CCCP(Cat Colony Care 

Programme 貓隻領域護理計劃），為貓隻

提供絕育手術，將較溫馴的貓帶到愛護動

物協會，讓人收養，至於性情較野性不馴

的，就放回野外，達至控制數量之效。很

多時候，其實只要我們願意踏出多一步，

就能為其他生命帶來改變，換上不一樣的

色彩，就如江老師給了「花花」一個新家，

給予牠一個身分，從此改變了牠的一生。

或許，各位同學如果想為協恩特別生帶來

改變，就不要猶豫，奮力一試，好好愛護

牠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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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回憶錄
　　鉛筆、橡皮、原子筆，文具是學生的必備品與好夥伴，在
我們的學生時代擔當著頗為重要的角色。大家與自己的文具有
著什麼樣的回憶，什麼樣的羈絆，又甚或對文具有怎樣的喜好
呢？以下，我們將分享一些同學與文具的點點滴滴，細說她們
與文具的緣分。

秀麗筆 ——楊潔荔 

　　一枝秀麗筆，純色的筆身，
圓笨的身型，毫不起眼。一打開
蓋子，卻像施了魔法，隨心控制
的墨水量，隨著手腕的一壓一
提，或濃或淺。筆尖在圓滑處，
渾然天成，在按撇之處，千軍萬
馬的鋒銳躍於紙上，彷彿要劃穿
紙張，穿過指尖，讓你的心為之
一顫。

　　這枝筆，讓我能在枯燥的課堂中，穿梭於水墨的世界，寫
上讓人重拾動力的語錄，寫上寄托了愁緒的歌詞。但待墨水乾
透時一看，終究這是人造的水墨世界，只能沉重地蓋上蓋子，
讓其重新浸滿墨汁，畫出一抹優雅的黑。

三色原子筆 ——梁富婷

　　三色原子筆是我成長的第一份
禮物。由我們執起鉛筆學字，到初
嘗使用原子筆的滋味，在這個成長
的轉角處，三色原子筆由起點就
依傍著我們，陪著我們。還記得小
時候，只要手握一枝三色原子筆，
不出一會兒就能將大千世界躍然紙
上。雖然我們現在筆袋內可能缺了
三色原子筆的一席，但是你又有否遺忘這樣的文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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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書機 ——張潔瑜

　　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是「無印」
良品的忠實粉絲？如果你是「無印」的擁
躉，想必你亦是被那簡約的風格所吸引。
「無印」」的文具除了貫徹外型簡潔的特
色，亦不無一些設計新奇方便的物品。當
中我的最愛就要數這個便携式釘書機，用
不著的時候只需推動裏頭的小機關，合上

便成一個扁扁的形狀，相比起普通釘書機長期打開來的狀態，
「無印」的這款釘書機就跟一塊橡皮擦一般大小，完全不佔空
間，大可隨時放在筆袋裏，使用方便。

塗改帶 ——趙小婷 

　　滾輪上一圈圈的塗改帶，順
著手部的勢力，與紙張擦身而過，
留下一行行白色的留印。看似為
紙張增添了一層雪白，又似留下
了一道疤痕。塗改帶把我們的錯
彌補過來，卻總要留下錯誤的足
跡，偏要我們刻骨銘心地記住這
一次錯誤。也許，這就是使用塗
改帶的代價。

　　微小的錯誤，我們不會出動塗改帶，橡皮擦就好了。一擦，
最多留下淡淡的坑紋，但倒不顯眼；重大的錯誤呢？則非靠塗改
帶不可，不求它洗刷淨盡，只求作一遮掩。橡皮擦在塗改帶前，
更顯其無能。怪不得我們總捨得豪邁地任用橡皮擦，望著它天天
變小，會產生一種莫名的快感。相反，看著塗改帶滾輪上的圈圈
越變越小，則會漸覺不安。

　　也許，這是因為我們都過於依賴塗改帶為我們作出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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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擦 ——鄧施樂

　　屬我名下的橡皮擦或許都
是被施了詛咒，耗到只剩大約
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
自動消失，真可謂「揮一揮衣
袖，不帶走一點雲彩」。這是
我用得最久的一塊橡皮擦，幸
虧它本身灰色，不然我畫上去
的一道道原子筆痕都得讓人給
看見。它就只剩這麼一點，用

來擦甚麼都不對頭，結果成為在我手下存活最久的唯一一塊橡皮擦，
因其紀念價值，無奈之下，我只好把它束之高閣，說得好聽點叫「永
久收藏」，存放在我的床頭櫃子裡。

用自己壓歲錢買的筆；恨的是它經常斷斷續續毫不爭氣的墨芯。
也許是因為我對它矛盾的感情，就算它耗盡了墨，我也捨不得丟
掉。

五色筆 ——夏昕䔄

　　這支五色筆陪我走過無
數個考試，雖不能說這是什
麼「神筆」，因為我從未因
此考過超高的分數，但它就
像我一個老朋友，一直默默
支持鼓勵我，無聲無息的，
容許我用那冒汗的手緊握著
它幼小的筆身，在文格紙上
快速揮動，留下難看的字
句。我對這支筆又愛又恨：
愛的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支

䔄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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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值五月中旬，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校園的網球場、地上
和牆壁上多出了許多用粉筆畫的小貓？這些小貓，其實都是藝術部工
作坊留下的製成品，我們邀請了藝術部的成員尹珞瑤同學，為我們介
紹這些粉筆小貓。

記：記者
尹：尹珞瑤同學

記：請問你們設立粉筆小貓工作坊，背後有什麼理念？
尹：相信大家也知道，協恩校園裡面有很多野貓。這些貓神出鬼沒，
　　平時同學不能輕易發現，就算被同學發現，牠們也會在下一秒消
　　失得無影無蹤。儘管不少同學想給小貓拍照，卻因為小貓的速度　　
　　實在太快，而未能成功。我和藝術部的同學舉辦工作坊，目的是
　　把這些小貓畫出來，以滿足大家平時想給貓貓拍照的心願。

記：畫這些粉筆小貓的時候，你們有什麼感覺？
尹：同學畫這些粉筆畫小貓的時候，都非常投入，有些同學更在自己
　　的小塗鴉旁邊，簽上自己的大名，相信她們都畫得很開心。

記：報紙上刊登了你們這次工作坊的成果，你有什麼感受？
尹：最大的感觸當然是能夠讓更多人知道我們這次舉辦活動的理念
　　啦！

記：以後你們還會不會有「新搞作」？
尹：當然有啦，請密切關注我們的臉書或 instagram 
　　(@illusdreamer)。

號外——粉筆小貓

右頁附上當時粉筆小
貓的照片！

粉筆小貓畫成不久，下了一場大雨，露天的網球場
受大雨一番「洗禮」，粉筆小貓亦不能倖免。幸好
有照片留影，可當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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