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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塵很小，每天都在你左右；它，小得微不足道。「塵」和「力量」似乎扯不上任何關係。近

年，在網絡、書店、舞台、港鐵月台、月餅盒、運動裝備等，都出現了它的蹤影。它，就是「塵」！

小小的「塵」，原來也有夢。你可能想：力量少，根本沒有發夢的權利吧！為了認識多一點，我

們很高興邀請到「塵」的作者陳塵先生(Rap Chan)接受訪問，我們相信，你看完這篇訪問後，

會對「力量」和本身的大小關係會有另一番領會。 

 

 
 

 

 

 

 

 

 

小記者 : 你何時開始畫「塵」？ 

Rap Chan : 我相信如果有一個人願意陪你一生一世的話，你應會覺得很幸福吧！當我十

八、九歲的時候，我很想有人陪我聊天，很想有人安慰我，很想有一隻娃娃

一生一世陪伴着我，那時候，「塵」就出現了。「塵」的造型也可能因為我家

有很多塵，我就把眼前的塵畫了出來。 

   

小記者 : 為何你的作品中，文字相對比其他體裁較少？ 

Rap Chan : 我是一個網絡作家，現在是網絡年代，讀者視線停留在網絡畫面的時間較短，

只有幾秒，為了讓他們在這短短的時間有所得著，我會盡量濃縮文字。 

 

小記者 : 有沒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創作？ 

Rap Chan : 其實在書本創作上，只有我自己。在其他業務上，就有同伴和我一起創作、

分擔。 

   

小記者 : 誰是你的作品閱讀對象? 

Rap Chan : 我的作品閱讀對象是 20至 30歲以上的人。小朋友的經歷不是太多，可能見

到「塵」會覺得很可愛，覺得「塵」說的話頗有趣，但其實有些哥哥姐姐看

見「塵」就會哭，因為「塵」給他們很大的想像空間。 

   

小記者 : 「塵」的產品有書、娃娃、文具等，你最喜歡哪一款呢? 

Rap Chan : 我最喜歡的是書本類，因為書本藏着很多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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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 : 你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完成一本作品? 

Rap Chan : 一般作家，他們可能要一年才可以寫完一本書。我就可以一年寫兩本書，我

大概兩個月就可完成，期間，我會把自己關在家，足不出戶。寫書是很辛苦，

壓力也很大。我去年出版了一系列的小故事書，一共寫了十二本，壓力可不

少啊！ 

   

小記者 : 你通常會將網上的作品合併成書？還是重新創作? 

Rap Chan : 我很少將網上的作品合併成書。我會將我的創作分為兩部分：網絡和書本創

作。如果硬將網上的文章放進書裏，它會變成一本不倫不類的書，欠缺了連

貫整本書的核心思想，所以我的創作有兩成是網上文章，八成是重新創作。 

   

小記者 : 「塵」有夢嗎？它的夢是不是你的夢？ 

Rap Chan : 「塵」的夢想其實和我相近，就是撒落在世界各地，因為世界各地總有很多

塵。它的夢想就是讓世界各地的讀者閱讀它的喜怒哀樂。我希望將「塵」帶

到他們的身邊，將他們內心的不快釋放出來。 

 

小記者 : 現在「塵」已現身於港鐵、月餅盒、跑步比賽，甚至主題餐廳內。「塵」還

會有甚麼發展?會不會在學校出現? 

Rap Chan : 想！如果「塵」進入學校，能讓小朋友會心微笑，這都是我希望做到的（即

使小朋友未必完全明白文字的意義）。「塵」日後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現，例

如：近日有電台訪問、舞台劇、電影等，或許有一天，「塵」會飛上太空！ 
 

 

             公主學校 

從前，有一間公主學校，有一位美麗的水仙花公主就讀。一天晚上，有把聲音

對水仙花公主說：「公主，我有個主意，明天在學校舉行一場足球比賽吧！勝出的一隊有雪糕作

獎勵！」                                 1D  Yoyo 

一次烏龍 

    有一天，我出了一個主意，就是和同學先吃雪糕，再去踢足球，大家都紛紛贊同。我們吃

了雪糕後，就去踢足球，同學用腳踢了十二碼，一不小心弄破了人家的窗，聽到「僻里啪啦」

的聲音，原來踢倒了別人的水仙花，被人大罵一頓。                           5B 陳昱霖 
 

春天的水仙花 

春天到了，小鳥唱歌，吵醒了正在睡着的水仙花，水仙花非常開心，它想出了一個主意：

請小鳥到草原玩耍，請牠們聽大樹沙沙的聲音。牠們坐在椅子上吃雪糕，然後踢小型足球。這

一天牠們玩得非常開心。                                               2D 劉宭融 
 

 

 

 

水仙花＋聲音＋主意＋足球＋雪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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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學鋼琴 

  從前，有一位一年級的學生名叫愛麗絲，她非常聰明，又好學，每天在學校學到新知識後，

她都非常開心，日子過得好充實。 

  一天小息，愛麗絲經過學校音樂室，聽到美妙的鋼琴聲音，是一首她從來未聽過的歌曲，

她聽得入神，忘記了剛剛買的雪糕在她手中融化。歌曲彈奏後，她小心翼翼地走入音樂室，問

這位彈奏歌曲的老太太那是甚麼曲目，會這麼動聽。老太太告訴她，是《愛的羅曼史》。愛麗絲

毫不掩飾心中的喜悅，她說：「如果我能在校際音樂節彈這首歌就好了！」慈祥的老太太見她十

分羨慕的樣子，便說：「真是一個好主意！」她爽快地答應教愛麗絲彈奏這首歌曲。 

  自此以後，勤學的愛麗絲每一天放學都到音樂室等待老太太教她鋼琴。老太太告訴她不能

急躁，要從容易的指法開始。愛麗絲就從簡單的曲譜學起，她非常享受這個過程，每當遇到難

彈的歌曲，她就多練幾遍。當她克服了困難，彈出新歌曲後，她就感到很滿足。每天沉浸在練

歌的時間，是她感到最幸福的。即使操場上傳來同學們踢足球的歡呼聲，都絲毫影響不到她練

琴。日子一天天過去，學校花圃中的水仙花開了，老太太帶來《愛的羅曼史》的曲譜教愛麗絲

彈奏。愛麗絲開心極了，急不及待地開始練習起來。 

  最後，在學校音樂節上，愛麗絲終於實現了她小小的夢想，出色地彈奏《愛的羅曼史》，把

這美妙動聽的鋼琴聲帶給每一位同學。                                        1A 葛 雍 
 

學校旅行 

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學校旅行，我們的班主任鍾老師帶我們去旅行。我們到郊野公園野

餐。 

我們在旅程中看見白色的水仙花，也聽見鳥兒在唱歌的聲音。我們到達郊野公園的時侯，

看見有的同學在踢足球，有的在打籃球，有的在打排球。我們班在比賽跑步，男班長勝利了。

我們覺得很熱，老師想到一個主意，就是讓我們到小賣部買雪糕。 

最後，我們都依依不捨地離開，我感到很快樂，相信我不會忘記這一天。   3C 文芷瑤 
 

倒霉的一天 

今天放學後，我一邊吃雪糕，一邊走回家。突然，我絆到了一個足球，手中的雪糕倒了，

砸到花店的水仙花。我聽到了花店老板的聲音，立刻有一個主意，就是跑。我爬起來，不停地

跑，真倒霉！                                                       6A 馬小跳 

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在三月二十一日，媽媽給我買了水仙花。我聽到媽媽回來的聲音，我有一個主意，

本來想叫媽媽帶我去買雪糕。媽媽回來了，我說：「我去踢足球可以嗎？」媽媽說：「可以。」

媽媽請爸爸陪我一起去。我們回來的時候，家是黑漆漆的。媽媽突然把燈開了，原來媽媽準備

了一個生日派對給我。                                                      3C 蕭智富 

一天中午 

 一天中午，我想到一個主意，就是到足球場踢足球。我回家拿足球，換上球鞋和準備一些

零用錢來買食物吃。當我踢完足球，就很想吃冰涼的食物，剛好，我聽到一些美妙的聲音，原

來，是雪糕車的聲音，我迅速地跑過去買雪糕。雪糕車旁有一間花店，裏面有非常漂亮的水仙

花，我買了一束給我親愛的媽媽，因為今天是母親節！             5B 肖汶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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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的真相 

有一天，小明一邊吃雪糕，一邊在家踢足球。忽然，他想了一個主意：那邊有水仙花，哈

哈！今次我要證明我的球技高超。小明一踢就踢中了。 

小明聽到了開鎖的聲音，就知道媽媽要回來了，開心地説：「媽媽，我踢中了那盆水仙花，

我的球技是不是很好呢？」媽媽一看，就大聲説：「你為甚麼要踢那盆水仙花。這個月罰你沒

有零用錢！」小明疑惑地説：「為甚麼要罰我？我都沒有做錯。」 

  過了很多天，小明還是不明白真相，便問媽媽。這次媽媽更加生氣了，再罰他一年沒有零

用錢。 

  過了十年，小明還是不明白真相。                                        6A 蔡梓瑋 

 

 

            白肚子 

今天哨牙仔的朋友問他：「為甚麼你的肚子總是白白的，但是其他部分就

是黑黑的呢？」哨牙仔答：「因為我是一隻企鵝嘛！」         1C 大紅頭 
 

 媽媽生蛋了 

  一天，母雞生蛋了，哨牙仔開心地對媽媽說：「媽媽生蛋了！媽媽生蛋了！」  1C 周雯婷 
 

 哨牙仔作句 

老師請同學們作一句有「糖」字的句子： 

哨牙仔說：「我有一杯奶茶。」 

老師問：「糖在哪裏？」 

哨牙仔說：「在奶茶裏。」 

老師：「……」（無言以對）                                                  1A 周 易 

沒命回家 

  哨牙仔常把「傘」字寫成「命」。有一天，下課時下雨，他沒帶傘，就寫了一張便條託同學

送到他家裏，要媽媽送傘到學校來，便條寫著：「媽，我沒命回家，請快點送命來！」  

                2D 卓倩華  

多一點 

媽媽說：「這次考外語，奇奇考了 85分，你考了多少分？」 

哨牙仔：「我比他多一點。」 

媽媽說：「86分嗎？」 

哨牙仔：「不是，是 8.5分！」                                               3D 蔡泓婕 

 

功夫 

  有一天，哨牙仔正在家門口練功夫，小明就問：「哨牙仔，你的功夫練得真厲害，你是如何

練成的？」哨牙仔回答：「我從小開始練，我六歲練詠春，七歲練蹲馬坐，八歲練氣功，九歲練

胸口碎大石，十一歲練太極腳。」小明問：「不對啊！你六、七、八、九、十一歲在練功，十歲

做甚麼？」哨牙仔說：「九歲不是胸口碎大石嗎？十歲就在醫院住了一年。」       4C 李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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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 

  哨牙仔有三個兒子：大的叫大哥、老二叫菜刀、小的叫麻煩。有一天，他們三人到公園玩，

麻煩不見了，大哥打了 999，警察說：「有事嗎？」大哥說：「我是大哥，我帶了菜刀去找麻煩。

警察說：「你在哪？」當他回答時，他身後有人說：「我是警察，你被捕了！」       4C 蔡 崴 

 

打比方 

  哨牙仔因犯了校規而被黃老師帶去校長室見校長。黃老師說：「哨牙仔犯了校規，穿綠色衣

服的人是受害者，請你好好詢問他們。」首先，哨牙仔被叫入校長室，校長問他：「你因甚麼犯

了校規？」哨牙仔回答：「我打比方。」校長想：只是打比方而已，不至於犯校規吧！他說：「只

是打比方，不要緊，你先出去。」然後，穿綠色衣服進入校長室，那同學說：「校長你好，我叫

比方。」                                  5A 黃凱帥  
 

拔牙 

媽媽說：「哨牙仔，你今天不是去拔牙了嗎？」 

哨牙仔說：「是啊！」 

媽媽說：「那牙痛不痛啊？」 

哨牙仔：「牙在醫院，我怎知道它痛不痛呢？」                                5E 張汶錡 
 

同情心 

  哨牙仔說：「爸爸，給我十元，外面有個公公叫得好大聲，好淒涼！」爸爸說：「哨牙仔真

是乖，這麼小的年紀就會同情人了，那個公公叫甚麼呢？」哨牙仔說：「魚蛋，魚蛋，十元一串。」                                                                      

3B 嘉 嘉 

鼠假 

  哨牙仔：「媽媽，現在是不是在放『鼠假』？」媽媽：「對呀！寶貝真聰明！」哨牙仔：「那

明年是不是『牛假』呢？」                          1C麗 麗 

食堂血案 

  有一天，哨牙仔去飯堂吃飯，他吃的時候發覺這些菜都有血。他想：「難道飯堂發生了甚麼？」

然後，他去看牙醫，醫生說：「你的牙銀出血。」                             5D 張淑珺 
 

盜車? 倒車? 

   一天，一個小偷在偷一部車，小偷正在倒車，準備開走時，這時哨牙仔發現小偷，他說：「你

在偷車！」小偷說：「你怎麼知道？」哨牙仔說：「車子都說了，請注意盜車！」小偷說：「啊！

沒文化真可怕啊! 」                            5C 何珈怡 

 

「方便」時一起溫習 

  哨牙仔認識了一位外國朋友，他叫彼得。有一天，他和彼得一起聊天。說着說着，哨牙仔

說：「彼得，我去『方便』一下。」彼得：「甚麼是『方便』？」哨牙仔回答：「就是上廁所的意

思。」哨牙仔上完廁所後，繼續和彼得聊天。他說：「彼得，你的英文水平這麼好，那你方便時

可以教我嗎？」彼得聽見，臉色大變，跑走了。                              6A 歐陽瑞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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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今年三歲，他很貪睡，昨天他如常很早就上床睡覺了，我和媽

媽在客廳裏看電視的時候，突然，房間裏傳出大叫聲，我和媽媽趕忙跑進去，

只見弟弟伸起雙手在空中亂舞，口裏不停大叫，我和媽媽一看才知道弟弟是

在發夢。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1B 小 明 

白雪公主 

前年暑假，媽媽帶我們全家去上海旅行。到了一個叫「公主城堡」的地方，那裏很美，就

像走進了童話世界裏。有一個「白雪公主」的場景，裏面的公主阿姨給我帶上美麗的皇冠，我

對着魔鏡問：「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魔鏡說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公主，我覺得的自己就是

美麗的白雪公主。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1C 灰姑娘 

有趣的機器人 

  一年一度的嘉年華又到了，我們興高釆烈地回到學校。校園裏擺放着各式各樣的遊戲，有

電子機器人，傳球遊戲……我最感興趣的遊戲就是電子機器人。輪到我了！我手裏拿着遙控器

指揮機器人走向目的地，可是機器人卻像喝醉酒似的左搖右晃，我按右鍵，他卻跑到張老師的

腳上，這機器人為甚麼不聽我指揮呢?哦！原來我把遙控器拿反了，以後我看到機器人就會笑一

笑。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2D 林夢蕊 

學用語 

  小妹從電視上學了「是，老大！」這句話之後，經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爸爸叫他

端杯茶，她說：「是，老爸！」姐姐叫她幫忙，她說：「是，老姐！」一次，外婆從家鄉來看我

們，帶了大包小包的禮物，叫小妹幫忙，小妹爽快地回答：「是，老婆！」。這件事勾起了我無

限的回憶。                                    2D 蔡慧茹  

母愛 

  暑假的一天，我在家裏悶悶不樂，媽媽就從廚房裏走出來，摸了一下我的頭，二話不說，

就立刻送我去醫院。到了醫院，我入了急診室，媽媽在外面等待着我的消息。過了五分鐘，醫

生出來了，他說：「如果再晚一點來，就會有生命危險。」頓時，媽媽鬆了一口氣。在我心中，

我有很多說話想和你說，但最想和你說的是：「我愛你！」。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4D 葉韋樂 

一本正經 

  幼稚園高班，我們學了「一本正經」，老師要我們造一個句子。有一個同學就說：「我哥哥

沒有一本正經的書。」。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5B 黃欣彤 
 

自己在家 

  一天，爸爸出差，媽媽回鄉了，我自己在家。中午時，我在津津有味地看着電視，正看到

最精彩的部分時，突然，「叮叮，叮叮」，門鈴響了，一開門發現是一個陌生人，稱自己是爸爸

的朋友，剛剛和爸爸約好在家裏見面，我笑說：「我的爸爸出差了，明天回來。」他發現自己露

出了馬腳，立刻連爬帶滾地跑走了。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5B 陳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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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記者 

陳芷潼 田俊杰 劉一銘 黃狄妮 文茵童 毛 羽 袁愉棋 葉韋樂 

 

 

 



熱心的婆婆 

    有一天，我要乘搭港鐵上學。正打算入閘，當我想找錢包時，「咦，八達通呢？」我急得像

熱鍋上的螞蟻，要是再遲就可能會遲到了！怎麼辦？我呆在閘門旁，急得快要哭出來了。這時，

一位婆婆·慈祥地對我說：「好孩子，呆在這裏不進閘，恐怕是沒帶八達通和錢包吧！來，婆婆

買票給你！」我感動地點點頭。 

    最後，我沒有遲到，我以後出門前會再檢查是否帶齊物品，我衷心地感謝那位熱心的婆婆。

這件事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6A 歐陽瑞嬉 

  

 

 

 

 

 
 

 

 

 

 

 

 

 

 

 

 

 

 

 

 

 

 

 

 

 

 

 

 

 

 

 

 

 

 

 

 

 

 

 

 

 

 

 

 

 

 

 

 

 

 

 

 

→水神仙水神仙，水神仙不但救了她，還教她

怎樣變得醫術高明，教了她不少醫術。現在她的

醫術高明極了。後來有很多人都再次找早安醫

治，連宮中的皇帝也聽說早安的醫術無比的高

明。有一天，皇帝的女兒生病了，找了早安給她

醫治，真的太神奇了，皇帝的女兒吃了早安開的

藥很快就痊癒了。最後，早安成為了一位出色的

醫生。                    3C 文芷瑤 

 

從前，有一位醫生叫早安，她的醫術十分差，經常把人醫壞，不但救不到人，甚

至加深病情。有一天，她在釣魚的時候，不小心掉進了河裏，她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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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咒語一條會說話的魚兒對她說：「你好！

我可以滿足你一個願望！」早安很驚奇！她馬

上說：「請讓我的醫術變好吧！」魚兒唸了一

句咒語就消失了。早安回到岸上，醫術果然變

好了，從此就救了很多的病人。   1B 韓佳宇 

 

→肚子餓病一條鱷魚，張着大嘴巴，露出尖

尖的牙齒，準備將她吃掉。早安說：「別吃我！

別吃我！我是醫生。」鱷魚說：「真好，醫生，

我得了一種病叫做『肚子餓』病。」說完，就

把她吃了。                 1B 黃國鴻  

 

→比賽的結果 

了很多與眾不同的魚和一座美麗的海底城

堡。城堡的士兵看見她，十分熱情地招待她，

將她帶到國王那裏。國王有一個兒子，長得十

分英俊。王子看見早安，覺得她很漂亮，就封

她為「冰雪公主」，國王也對這個結果很滿意。

突然，宮裏來了鄰國的公主，公主聽說她的敵

國有一位新公主要和她比醫術，如果她輸了，

就要給敵國五萬兩黃金。鄰國的公主聽說這國

的公主早安會醫術，就請求她代替她來比賽，

早安高興地答應了，因她已經忘記了自己的醫

術很差。到了比賽那天，最後竟然是早安贏了

比賽，為什麼呢？因為比賽的規則是：誰先把

病人救好，就算輸！         4A 北極光 

→神奇的河神河神，河神對他說：「我是玉皇

大帝派我來守護這條河的河神，凡掉進這條河的

人都可以獲得三個願望！」早安驚訝地想：真

的？河神又說：「你不相信我，我試給你看吧!

芝麻開電話，你看！」早安說：「那好，我的第

一個願望是：我的醫術十分好和不再醫死人；第

二個願望是：我想得到一批黃金；第三個願望

是：我想離開這條河。」。河神說：「好的！我

河神幫你實現吧！芝麻開門！」當早安醒來，她

變了全球醫術的首三名和全球首富了。 

4E 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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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皇脫髮，只剩一毛。(猜一字) 

2.一隻狗，兩個口。誰遇牠，誰發愁。（猜一字） 

3.一屋有三門，只住半個人。（猜一物） 

 

如你知道以下問題答案，不要猶豫，剪下參加表格，填好每題的答案，然

後交給黃宗萍主任，就有機會得到小禮物乙份，名額三名。如全答對的人

數過多，會抽籤決定得獎名單。 

 

 

1.陳塵先生是一個_________作家。 

2.他大概一年可寫_________本書。 

3.他的文字會令讀者會心_________。 

4.「塵」的夢是希望「塵」能撒落到_________。 

本號專題 

問答題 

P.8 

→美人魚一位美人魚，她醫術高

明，常常把瀕死的魚救活。她看到早

安，就給她吃了可以在水裏呼吸的

草，早安和她說了自己的心事，美人

魚就說：「我教你吧，我用一天的時

間來教你吧！」早安點了點頭。第二

天，當早安做手術的時候，旁邊的醫

生和護士都驚呆了！早安暗暗歡

喜，心想：我再也不會醫壞病人了！            

6A Big Boss 

 

→醜陋的魚她見到一條十分醜陋的魚受了傷，她

覺得牠十分可憐，就把牠放進桶裏，帶回家治療，

那條魚卻奇蹟地活了下來！這件事給了早安很大的

鼓勵。不久，她便成為了一位很好的醫生，有許多

人來她家治病。小魚看見早安得到街坊的信任也很

高興。可是早安覺得是小魚幫她治好的，小魚覺得

這樣不行，覺得必須讓早安有自信。於是小魚變成

了人的樣子離開了，留下了紙條。早安看了紙條，

就努力成為那裏最好的醫生。紙條上寫着：沒有我，

你可以更好。            5B 林旑鐺 

→未來的世界一個未來的世界，它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天堂鳥的花園、醫院、大廈、商場……

所有設施都在這裏，但卻沒有馬路，只有樹木和小徑；第二層全是馬路，四通八達，不會堵車；

第三層是地鐵，十分快捷。早安去了醫院，那兒有十分多藥物，包治百病。她學到了怎樣製造這

些藥物。她從夢中驚醒後，回到現在，用那些藥物醫好了很多人。             6A 馬小跳 

 

有 

獎 

問 答 區 
 

有獎問答區參加表格 

班別：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 
 

本號專題問答題 
 

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 

 

謎語猜猜猜 
 

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 

 


----------------


------

---
-----


 

鳴謝:「塵」作者陳塵(Rap Chan)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