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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鏗鏘集啟播至今已 40 年，起初以多種不同節目形式表達，最後確立以紀錄片形
式呈現香港人關心的人和事。今集鏗鏘集以「尋回‧青春記憶」為主題回顧 1993
年《考第一》一集講述以往在催谷和競爭下成長的兩位小學生，了解他們相隔
25 年後的改變；以及回顧 1999 年《青春萬歲》一集中在現實與追夢間掙扎的話
劇愛好者的心路歷程，以及了解她的故事如何啟發後來者。

內容重點：


了解兩位小學曾考第一的同學 25 年前和現在的想法變化




了解黎玉清當年在夢想與現實間的掙扎
了解黎玉清的訪問如何影響 Angel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 組織

相隔 25 年重
看從前的自
己

麥啟聰 Mike
（獨立搖滾樂
隊的結他手）

經歷 / 看法


《鏗鏘集》於 1993《考第一》那集曾訪問自
己，當時是一名普通小學生
1993 年在《考第一》接受訪問時：
 小一時曾考第 1 名，考了第 1 名，同學會鄙視
自己，經常針對自己，他們嬉戲時，若自己走
過去，他們會立即散開，還會經常在老師面前
中傷自己
（有甚麼感想？）隨便他們吧。不要放在心
上，算了。隨便他們怎樣說。雖然被人喝倒采
不太高興，但不要緊，已習慣了
2018 年再接受《鏗鏘四十》訪問時：
 在 1993 年那次訪問裡，談的全是嫉妒、競爭、
考獲第 1、第 2 名等，那時自己有方法安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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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說考第 1 名當然不好時，其實因為自己考不
到。可能因為爸爸曾安慰自己，說考第 1 名不
好，考第 2 或第 3 名才更有目標。因此當時很
多想法真的來自父母，自己在耳濡目染之下，
父母把那些價值觀放在自己身上
自己小學畢業後考上一間傳統名校，當時算是
越級挑戰。由小學考獲全級首 10 名內，跌至
中學時全級考百多名，當時自己很氣餒，小學
時曾經覺得自己叱吒風雲，應該是聰明的，但
到了這名校發現自己甚麼也不是。中一那年很
悲觀，中三開始加入足球隊、越野賽隊和田徑
隊，發現原來是另一個世界，原來社會不只是





讀書，不只有關知識、證書或考第幾名
當年追逐名次、競爭、計算分數等，其實也覺
得累，希望做一些從心出發的事，未必有一種
肯定的勝負。音樂很簡單，喜歡就喜歡，不喜
歡就不喜歡
40 歲時，自己覺得應該與現在差不多，但希
望將來看到的世界比現在更廣闊

黎淑霞
（現職老師）

1993 年在《考第一》接受訪問時：
 做功課時會想想考第幾名，有時候會無緣無故
用計數機計算一下自己有多少分。自從小三開
始考獲第 1 名，經常擔心稍微鬆懈便會被人追
上，有時覺得還是別考第 1 名更好
 （派成績表時），與第 1 名相差 0.3 分，始終
他比自己稍微高分，他考第 1 名，自己考第 2
名，單聽名次相差很遠
2018 年再接受《鏗鏘四十》訪問時：
 看到（當時的）自己頗有好勝的心態，例如有
同學安慰自己說這次考第 2 名也不要不開心
時，原來當時自己說了 3 次：「我下次要再得
第 1 名」，自己從前並沒有注意到這些話
 當年拍攝剛好是自己自小三以來，唯一一次考
不到第 1 名。現在看到當年為了名次失去了一
些東西，失去了平日多與同學玩耍，建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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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或多與妹妹一起，輕鬆地度過更快樂的童
年
自己於 2004 年入行當老師，正值教育改革。
記得自己最初入行當老師時，真的可以有較多
空間，與學生一起活動或傾談，但是推行教
改，老師要在課程中疲於奔命，處理很多調適
或重新備課，還有在學校制度上，也增加了很
多撰寫和呈交文件的工作，很影響老師本來可
以放在學生身上的時間
兒子今年 3 歲，準備報考幼稚園。承認自己從
前整天追逐名次，希望下一代不需要再有這種
壓力
即使自己當年考第一名，現在職業幹甚麼？現
在主力照顧自己的下一代，並沒成為社會認為
的那種成功人士。自己怎麼看自己？這一刻會
否覺得自己很失敗？絲毫不覺得。因為自己在
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也是培育下一代，希望
兒子能發揮所長

一個過來人

黎玉清



啟發後來者
的故事

（戲劇演員）

當時於該年校際戲劇節，自己首次自編、自
導、自演一套以離婚為題材的舞台劇
 接受訪問後 1 年，考進了考進演藝學院，現在
她成了職業舞台劇演員，過去幾年更曾經獲獎
1999 年在《青春萬歲》接受訪問時：
 想升讀演藝學院，但不知道會怎樣，真的不知
道出路會怎樣，因此不敢報考。即使將來讀其
他大學，無法進入自己喜歡的學系，相信隨便
拿着一個學位，都可以謀生，但在這裡（演藝

是 1999 年《鏗鏘集》-《青春萬歲》的主角，

學院）考獲藝術學位，不知道可以怎樣（謀生）
 成年人有很多生活經驗，深深明白沒錢不行，
物質很重要，有理想也沒用
2018 年再接受《鏗鏘四十》訪問時：
 還記得（演藝學院的）第 3 次面試時，鍾景輝
問自己家人是否支持，當時眼也不眨便說支
持，但其實被父母痛罵了。那一刻真的很渴望
入讀
 為何自己說很多人擔心、覺得無法謀生，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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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了解，當時自己正是這樣。假若你深深喜
歡，便會找到出路。有些人說我們（選讀戲劇
的人）很勇敢，但自己認為做一份不喜歡的工
作數 10 年，那才叫勇敢。自己真的做不到


Angel
（中學生）









自己喜歡話劇，今年大學選科，本來打算報讀
演藝學院，但是考慮到出路問題，最後放棄了
若告訴別人去畫畫或修讀表演課程，他必定問
你能否以此謀生，人人都是這樣。對自己而
言，金錢很重要的觀念，在香港這個社會就是
這樣，所以直至現在，覺得黎玉清說的話仍然
應驗
自己數年前看過訪問黎玉清的一集《鏗鏘集》
-《青春萬歲》後，留下深刻印象。覺得自己
跟黎玉清相似的是，大家都喜歡舞台劇，而且
都有一團做舞台劇的火。自己跟她（當時）的
年紀差不多，面對的問題一樣，同樣在如何取
捨夢想與現實之間很迷惘
其後自己上網尋找黎玉清的資料，希望認識
她。鼓起勇氣（在 Facebook）對她提出好友邀
請，更給她留言：「你好，你是黎玉清嗎？不
知何故突然找到你的 Facebook 帳戶，今天才
發現原來你們都是演員，非常感動，因為追夢
真的很不容易。」提出邀請後，她竟然接受。
自己一直不敢讚好她的帖文，甚麼都不敢做，
因為擔心被她發現自己，若她發現便糟了，必
定刪除自己這個朋友。後來她有演出，自己都
會去看
曾請教黎玉清關於報考演藝學院的問題，然後
她跟自己說，這一刻先好好讀書，不要想太
多，而且她鼓勵我多學習，未來可能有更多專
長。她的話頗能影響自己

其他資料：
鏗鏘集的製作背景及演變




1978 年，《鏗鏘集》首播，當時是菲林的年代
啟播初期，表達手法與今天不同，有戲劇形式、
有演員、有主持，曾用音樂錄像形式、也曾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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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戲院進行民意調查
經過一輪摸索，確立以紀錄片形式，呈現香港人
關心的人和事，強調的是真實

影片標籤 (CuePoints)：




0015
0203
0448

鏗鏘集的製作背景及演變
Mike 由小學時只在乎考試名次搖身變為結他手的成長故事
黎淑霞由視成績如命的小學生變身為老師的成長故事





0648
0936
1017

回顧《鏗鏘集》以往片段，了解教育和讀書壓力在時代下的變遷
Mike 講述對生命及未來的期盼
黎淑霞希望下一代沒有追逐名次的壓力，即使自己不是社會上所謂
的成工人士，但也有自己的價值





1134
1451
1538




1641
1802

回顧《鏗鏘集》以往片段，了解有關時代價值觀的轉變
Angel 擔心出路問題而放棄報讀演藝學院
年輕的黎玉清曾指錢很重要，經因擔心謀生問題而考慮不報讀演藝
學院
黎玉清現已成為職業演員，指只要你喜歡便能有出路
Angel 覺得自己與黎玉清當年面對同樣情況，結識她並聽取其意見

思考問題：
1. 黎淑霞在《考第一》接受訪問時碰巧該年考不到第一，她當時的心情和反應
是怎樣？這反映了她怎樣的學習態度？
2. Mike 相隔 25 年後再次接受《鏗鏘集》訪問時在學業的心態上有甚麼變化？
3. 黎玉清曾在追夢和現實間面對甚麼掙扎？她最後如何找到出路？
4. 訪問黎玉清的一集《鏗鏘集》如何啟發並影響 Angel？
5. 如果你可以選擇一個題材拍攝成紀錄片給 25 年後的香港人看，你會選擇什麼
題目？為什麼？
延伸閱讀：
1. 集師廣益：高山低谷 – 生活與生存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551&mot
her_id=2548
2. 通識影片：鏗鏘集 - 功課奴隸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4-1580
3. 通識影片：城市論壇 - 生命滿希望 前路由我創 學子尋夢想 窗外覓藍天?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cif1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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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識漫畫：快樂指數
http://www.liberalstudies.hk/comics/ls_comics.php?mode=showThread&id=2779
&mother_id=1731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8-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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