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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緊張, 你們不懂得處理事情, 是因為你們 “不習慣” 認真, 刻苦, 也 “不習慣” 啟動腦筋而己, 難得你們本性善良謙厚受教, 就利用這一年讓自己多 “習慣” 待人接物, “習慣”將要求放高一線。不用刻意, 明年大家是自然的 “刮目相看”！ 

    
����    夢的實現夢的實現夢的實現夢的實現        

月頭，我開始了我的暑期義務工作。在查篤撐的短短

十幾天裏，我發現到做事時不夠謹慎，思考不夠全面的缺

點漸漸浮現，還要勞煩到 daisy 媽和 Eva 姐姐的提點。在

每次的自我反省中，都能學到更多的為人處事之道，希望

一年後的再次義務工作，能讓您們對我刮目相看。 

直到八月的中段之前，我還一直擔憂著我會否配對不到之類

的疑惑，我害怕夢想成為了泡影。就在 15 號那天，我突然收到文

化協進機構的配對成功的通知，當時，我興奮到極點，所有的擔

憂已煙消雲散，眼前的世界是那麼美好！ 

20 號的下午，經過 18 個小時的長途飛機，我疲勞得來到了美

國的機場，細心的接待家庭已早早來到機場等候著我，他們的熱

情，讓我有了一種預感：我將開始一段難忘的交流生活！ 

第二天的早上，我很快適應得時差，9 點便已起床。眼前的風

景，前所未見，典型的美國小鎮生活！之後，接待家庭為我去安排之後的日常生活所需，而

我也學會慢慢適應！ 

這裡的伙食挺豐富，不僅嘗試到很多當地特色的食物，還能吃到一間“香港自助餐”。 

26 號，懷著期待的心情，我踏進了校園！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很熱情、友善，這裡的學

校制度和香港的不一樣，例如這裡是把一年分成三個學

期，每個學期學習不同的科目，還有 14：30 分就放學

了，讓同學在放學後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雖然

有些科目難度挺大，而且全英文的學習環境有點適應不

到，但我相信在不久後，我就能融入這裡的校園生活，

讓英文得到進一步提升！ 

「原來我得架」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2013-2014 得獎同學進度報告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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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老師獎學金   陳俊豪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中四 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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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帽、暖圍巾, 助你抵禦外在的寒溫。這些朋友給你的心意及機會, 助你加強內在 “底氣”, 這一股氣, 受用一生！這一份情, 要學習, 要重視, 要擴散！ 

    八月，也就是一瞬間的事兒。那些早起貪黑生怕

時間不夠用的日子都嘩嘩地過去了。回望過去，這就

好比一場暴風雨，那樣驚心動魄的過程中也不忘滋潤

花花草草，以助其茁壯生長。   

眼見小夥伴們一個接一個的收到通知飛往美國，只剩我獨自留

在查篤撐幫手，儘管我但還是堅持下來了。 

 

老實說，我是個很害怕看粵劇的人，那對我來說絕對是個不折

不扣的精神折磨。而我恰恰在這個暑假和粵劇近乎每日都有接觸，

起初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可幸的是無論是劇本還是角色都兒童

化，也不會讓人感覺那麼無聊。在做義工的過程中，我擔當著一個

不大不小的崗位----字幕。所以我必須專心致志，不容一絲錯漏出

現，可我卻難不住瞌睡頻頻出錯，在所難免會受訓。不過這切切實實磨合了我的耐心。 

 

前些天，我回了學校與一眾老師見面小聚一陣，讓我大感窩心。很感謝上天能讓我遇到

這群對我無微不至的好老師！陳老師還特地送了我一個羊毛帽。 

 

今晚是我飛離香港的最後一晚，讓我深知時間的無情、決斷。我帶著禮物約出了我的捐

款人慧深姐，方才見面就一個勁要送我禮物，管我如何推脫她就是要送。最後我還是從她意

思，買條 500塊的圍巾送我保暖，立馬我尷尬萬分。隨後和她兩公婆一起

閒聊家常。最悲劇的是我開心過頭以致臨走前忘把禮物送給她。 

 

我很感激慧深姐和 Ms Chan對我無上的信任和支持，來年我一定會竭

盡全力做到最好，讓慧深姐知道她的選擇是絕對絕對絕對絕對正確的，

Ms Chan也沒有看錯人。我不會讓她們失望而歸，也不會令自己失望，更

要讓馬老師一眾人等看到我的全新面貌！ 

 

 

乘坐了大概二

十多小時的飛機我

期待已久十個月美

國交流生活正式開

始了。很開心可以在美國慶祝十八歲生日, 和 host一起去

河流玩艇仔, 去教會認識同年齡的年青人, 去野餐在別人

的家玩水戰, hostmom他們還刻意帶我到鹽湖城的教堂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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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小組獎學金  屈浩程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中四 1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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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魚行學校舊生獎學金 曾思珮 

 遵理學校(旺角分校)   中五 1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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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發覺關心你的朋友多了, 你也多了要關心的對象嗎？以前日日相見, 反沒在意甚麼是親情, 現在相距遠了, 哭也哭過了, 以眼淚品味親情, 味道如何？ 

廣東話翻譯講述教會的事我知道令逢星期日去教會和上課更容易明白，我很開心因為這是我

在美國的第一次。到達美國大概都有三個星期左右, 現在亦都開始美國高中的生活（我讀 grade 

12 還修讀七科 包括：English 11, Us history, Advanced Art, Maida Aide, Food Nutrition & Personal 

Development, Algebra 2 還有每位同學必讀的聖經科） 

 

上學的第一天我懷著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和 host brother一起乘坐黃色的校巴，我覺得很特

別, 因為香港的中學大部份沒有校巴, 通常也是乘坐地下鐵或其他交通公具, 所以我們要準

時到巴士站等校巴, 否則遲到的話就不像香港有的士啊, 哈哈, 不過這也可以訓練我們要守

時的習慣, 不然校巴就會走了。上學的第一天, 其他同學也很主動和我聊天, 在 canteen有的我

不認識的也和我打招呼, 第二天因為我自己放學回家而差點不懂得下車, 幸好有同學知道我

住他的隔離街然後提點我, 他們比我想像中友善。另外，學校有三位交流生, 全部都是女的, 

分別有德國、韓國和我。 

 

還記得到達的第一二個星期, 每天也哭著說想念香港想念家人, 然

後說不習慣, 因為該是我第一次離開他們那麼遠那麼久, 我不捨得, 但

這次更可以令我知道親情的重要性，不過到現在我才知道自己等了這個

機會那麼久才不可以輕易放棄，更加明白到我既然來到美國就要好好珍

惜機會, 把握機會, 達成自己的目標，令該十個月不能白白浪費，因為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支持我 為我加油的！play hard, work hard! : ) 

 

 

八月到了，雖然與家人離別在即，但是同時展開人

生新的旅程，即是不捨惆悵，又是激動興奮。 

來到這裡已經兩個星期有多了，好像已經適應了這

邊的飲食習慣以及生活步伐。剛來到 Bozeman 的時候，看見了

我的 host family 歡迎我，真的所有疲憊都漸漸散去…因為他們

真的很和藹可親，把我當成自己人！還有，我再這裡有三個很

可愛的弟弟妹妹。開始我會很緊張，覺得很難和他們找話題聊

天，可是相處久了，就漸漸和他們打成一片！host mum 和 host 

dad 跟我像是無話不說的朋友一樣，很是投契！ 

學校方面和香港真的很不同。現在的學校真的很大，像迷

宮一樣，每天都在不同教學樓和草地上穿梭，我都不知道第一天上學那天，問了多少次路

了……除此之外，小息只有五分鐘，也就是說除了給時間你轉換課書，根本就沒有休息時間，

感覺就像一天連上七節課，開始真的有點吃不消，特別是在放了一個暑假之後:') 不過還好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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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魚行舊生獎學金  蘇珊珊 循道中學  中四 1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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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珊珊：第一屆葉創億兩科 AP, 在 college計分啊, 我相信你有能力駕馭這兩科, 努力吧, 明年進入大學, 便可以享受今時努力的成果。其他沒有
AP的同學, 不用急, 還只是第一學期, 先穩下陣腳來吧！ 

See, WM is 
talking in 
English! That 
might be why 
he speaks 
much much 
less than 
before! Good 
job, WM, 
keep it up! 

在已經慢慢適應了呢。值得一提的就是我選科的時候，當輪到我的時候，我和 counselor 講出

我想讀的科目，包括:ap calculus, ap biology, eng3, us history,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science and 

physics 的時候，突然所有人都停住了，他們全部都看著我……覺得我像是外星來的一樣:( 然

後他們不停勸我讀一些 fun class... 當時自己也被弄得好緊張>.<  最後我就決

定將 physics 換成 graphic design! 我選的都是普通香港學生正在苦讀的科目，看

來我們都成為美國學校的“怪物”了！呵呵！不過上了三天課，我覺得美國和

香港的教育方法真的差別好多……特別是 ap classes, 老師上課都不教書的，全

是學生回家看書和看短片，然後會學校測驗，看看你懂多少 ……看來我要快

點適應才行了！ 

不過這裡真的很好玩！前幾天我同 host family 一起去了一個山上的小木屋

度過了三天假期。我們去左行山，風景簡直“毋得彈”啊！他們還教我玩很多

美國遊戲！另外，他們對中國認識真的很少:| 不過他們會經常問你“what does 

this call in Chinese?" 真的很有趣！猜猜他們最常說的 Cantonese是什麼？ 呵

呵，就是“五”！ 

對了，最後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們！我 host mum又懷孕了！今天去照超聲

波，是個女 BB啊！！我可以同他們一齊見證呢個 Bb的到來！真係好興奮啊！    

 

 I have been here for 16 days. My English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but still not too good. I start writing 

journal in English. Reading is still a big problem for me. I will try to 

improve it. Here, people are really nice. I tri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ride 

on a horse. Cooked Chinese food.  

Every day, I just can speak English. That is really 

great for me to practice my English. My school life is 

great! I met a lot of friends here. Although I cannot 

remember their names, they will remind me all the time. 

My host mum is kind. Her two kids are full of 

energy! She is a nurse, so I can see the doctor that I no need to pay the money! I am really lucky! 

Remember to bring a 電蚊拍！Lots of mosqui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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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達化工達己立人獎學金  張偉明 佛教黃鳳翎中學  中四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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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學開始, 再擴大“原來我得架”的威力吧！再由“相信只要肯努力，必會成功”開始, 慢慢尋找自己的威力吧！ 

        想不到這麼快就已經差不多在美國留了一個

月，還記得剛來到的時候，感覺什麼也不習慣。離鄉

背井，不多不少也會令我有少少想家，有少少想朋友。

但我知道這也是正常的，所以我沒有過於擔心。 

這裡的環境和香港比起來十分不同，我可以看到廣闊的

天空，周圍也是漂亮的花草樹木和公寓，最令我感受到鳳凰

城的氣派就是這裡的天氣，十分熱，平均溫度到達 43度/以

上，這裡的街道上只有車而沒有行人，不像香港哪樣，十分

密集。 

  8 月 6 號是我的開學日，開學的第一天總是緊張的，人們去到學校只要主動，總會認識

到幾個朋友，我也不例外，認識到一些朋友，還發覺他們十分熱情。我的學校十分小，一眼

就可以圍觀全景，而這間高中是屬於旁邊的一間 community college的，因此很多高中生都會

選修一些 college 課程，但我剛剛來到，學校希望我可以慢慢習慣，所以在第一個學期不支持

我去讀哪些課程，所以我也沒有去。現在我正在修讀 12班，畢業班。我選了代數，美國歷史，

天然資源&野生動物，英文和經濟。老師認為我數學很好，邀請我入數學學會，還希望我可

以幫助其他同學，想不到在這裡還可以幫到人，美國歷史和英文對我來說算是最困難的科目，

但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必會成功。學校給了學生一張巴士証，坐巴士不用錢，現在我往返學

校都是坐巴士。 

我的接待家庭對我十分好，他是一位退休人士，他會買很多食物回來給我和另外一位交

流生，還會幫我們準備三餐，有空的時候還會帶我們周圍走走，如去做運動，去他親人家拜

訪，去行商場。我覺得我的接待家庭對我十分好，過生日還送了我一個 CAKE，就如我的家

人一樣，以後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他。我的機構(Ayusa)對我們也很好，定

期為我們搞一些活動，從而認識更多的朋友。 

雖然現在的英文水平不是很好，但我已經覺得和剛剛來的時候有所

不同，我相信只有多主動，不懂時請教他人，一定會令我的英文大有進

步。前幾天還和同學合力完成了一份小 project，令我好有成功感，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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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得架獎學金  莊炳憲 高雷中學 中五 1８歲 



 
 
 
 
 

美國中學交流計劃 獎學金 2013-2014 (第二屆) 

主辦：「我都得」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地址：官塘工業中心第三期 8樓 M 座 電話：3488-4595   傳真：3698-0164   電郵：info@yesican.org.hk   網址：www.yesican.org.hk 

7  丟掉行李, 對於一把年紀的我, 是大事; 對於才 17歲的你, 應是天大的事。難得你懂得自我解脫, 不紏纏於失去的, 看到你這照片, 知道你已享有擁有的, 是超乎 17歲的功力啊！ 真要認真想想, 過程中幫助你開脫的一些朋友, 我知道你懂得感激, 但不妨多學習 “適時的” “表示” 出來啊！ 

彭老師獎學金  曾嘉玲 青年會書院  中五 17 歲 

2013-2014 

“原來我得架原來我得架原來我得架原來我得架” 獎學金捐款人獎學金捐款人獎學金捐款人獎學金捐款人：：：： 

 新達化工達己立人獎學金 – 新達化工有限公司 鮮魚行學校舊生獎學金 – 鮮魚行學校 美國中學交流計劃獎學金 – 眾捐款人 勝利小組獎學金 – 彭慧深小姐 彭老師獎學金 – 彭少英小姐 馬老師獎學金 – 馬曼霞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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