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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寫作之星各社得分
恭喜﹗恭喜﹗
被刊登作品的同學可為社加5分，
同時可獲贈四張書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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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今天我吃了一頓飯，卻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滿足》
．《今天我上了一節課，竟讓我感到非常充實》
．《再寒冷的冬季也有暖意》
．《有志者．事竟成》
．Designa shopping guide for a charity sale
．Shopping Guide for the charity sale
．Narrating a Fire Accident

過往刊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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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蘇泳藍 綠社
窗外風和日麗，一縷陽光透過玻璃照射進房內，帶
來絲絲暖意。今天本應是回校之日，現在本應是求學之
時；而我，卻只能像籠中鳥一樣，看着窗外的景物與形
形色色的人，往日聽起來十分悅耳的知了鳴聲，今日聽
起來卻份外聒噪。

在媽媽期許的目光下，我夾起一個餃子送進嘴裏。
其實味道並不好，有些不熟，又十分咸，而且餃子皮十
分厚，又有些油膩，但卻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滿足。我笑
得十分開心地對媽媽說：「很好吃！」媽媽十分欣喜，
連忙叫我多吃點。

昨天我為了拿那份通告給媽媽看，急匆匆地衝上樓
梯，結果一不小心把額頭磕破了，鮮血流了一地，把媽
媽嚇壞了，更累我今天要躺在醫院的病房裏了。

看着眼前的餃子，我不由地想起以前一直都是奶
奶做餃子。那餃子十分美味可口，汁多肉嫩，皮薄有
勁道，一口咬下去，鮮美的肉汁溢出來，讓人回味無
窮，奶奶的餃子帶給我無限味覺上的滿足。媽媽做的
餃子並不美味，比不上奶奶的，但也帶給我前所未有
的滿足，我不知如何形容那種感覺，那更像是精神上
的滿足。我一直以為媽媽經過那件事之後再也不會下
廚，更加不會煮飯，但今天，媽媽卻為了我做餃子，
帶給我無限的感動、溫暖和滿足。

「咔嚓」一聲門開了，原來是媽媽來看我了。媽媽
先是詢問我的身體狀況如何，我為了不讓媽媽擔心便說
還可以。接着媽媽問我中午想吃些什麼，我想也不想便
脫口而出：「我想吃奶奶做的餃子！」媽媽面露難色說
道：「可是你奶奶有急事剛回鄉去了，而外面的餃子你
又不吃，試試其他的可以嗎？」
我有些沮喪，應道：「其他的
隨便吧！」媽媽看出我有點悶悶
不樂，說道：「要不媽媽想想辦
法。」語畢，便走出病房。
秒針不停地轉動着，我坐在床上
看書，不知不覺過了兩三個小時了，我肚
子餓得咕咕叫。奇怪！媽媽去哪了，怎
麼還沒有來，莫非忘記了？就在我想
打電話給媽媽的時候，「咔嚓」一聲門
開了，原來是媽媽回來了。媽媽頭髮十分凌
亂，不似平日那般整潔，身上的衣服還粘着許多的白色
粉末，手上端着一個飯盒，手指還貼着兩三個創可貼。
媽媽看着我有些欲言又止，說道：「奶奶的餃子現
在吃不到，外面的餃子你又不吃，媽媽只能硬着頭皮做
了些，你且先嘗嘗看，難吃的話媽媽再去外面買外賣給
你吃。」
我有些驚奇，媽媽不會做飯這件事家人都知道，據
外婆說，媽媽小時候做飯，差點把廚房燒了，從此她對
廚房有不可磨滅的陰影，再也沒有做過飯。在家裏一直
都是奶奶或者爸爸做飯，現在媽媽居然給我做了餃子，
怎能不讓我驚奇呢？

我以前一直認為，任何東西都可
以受阻擋的，但我現在明白了，有
種東西並不能受外界任何事物所影
響，那就是愛。愛可以創造很多不
可思議的事情。我之前看過一則新
聞，一個小女孩被一輛卡車壓住了，她
父親在情急之下居然將卡車抬起，將女兒
救出。若換作平時，這位父親肯定是抬不起
的，而當他女兒被卡車壓着時，他卻可以
把車抬起來。那是因為甚麼呢？是因為
愛！愛使他突然間激發出一種前所未有的
力量，一種潛能，將她女兒救出。
今天的餃子，不好吃，但卻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滿
足，那滿足不關乎味覺，而是心靈上的滿足，滿足於
媽媽對我的愛。那愛體現在方方面面，體現在她親手
做的餃子裡，體現在那落滿麵粉的衣服上，也體現在
那滿手的創可貼上。
縱使時間帶走一切，帶走無數個春夏秋冬，帶走滿
地落葉，帶走滿天繁星，但也帶不走今天這頓飯給我前
所未有的滿足，更加帶不走媽媽對我無私的愛。

評語： 內容能借事抒情，記述自己受傷後得到母親悉心的關懷照料，抒發
對母親的感激之情，並表達個人在此事上的感悟，立意鮮明，情真
意切。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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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許佳茵 黃社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回顧過去十二年的學習生涯，上過的課堂多不勝數。數之不
盡的課堂中，有輕鬆愉快的、有環節緊湊的、有書聲朗朗的。雖然每一節課堂都有它獨
特、珍貴之處，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對課堂的記憶大都已經模糊不清了，唯獨中學生涯
的最後一節中文課的內容卻在我腦海內久久揮之不去。
還記得那天，同學們魚貫地進入課室，坐在陪伴了自己三年的課
室裏，每個人的心裏或多或少都有些感慨，空氣中彷彿瀰漫着淡淡的
憂傷。我怎麼也猜不到，這節課堂竟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實。老師
一如既往地打開電腦中的教學文件夾，卻沒有打開那令我們又愛又恨
的指定篇章，而是播放了一段剪輯得別出心裁的影片。那是一個男孩和同
學青春而美好的中學生活記錄片段，而最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影片末端有一個關於會
考零分小子的報道。影片播畢，課室裏炸開了鍋，同學們紛紛詢問那零分小子是誰？
沒想到老師給了我們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是他。老師告訴我們說：「當年的我因
一場大病缺席了所有考試，最終不獲補考的資格。」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階段，自暴
自棄，埋怨為什麼上天給他開這麼大的玩笑。眼看同學苦盡甘來，自己卻前功盡廢。
幸運的是，他在機緣巧合下重遇中學的恩師，老師對他的勉勵為他打了一支「強心針」，
最終重新振作，憑着努力搖身一變成為會考狀元。這峰迴路轉的情節令我們驚歎
不已。老師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即將面對公開試的你們，難免會
感到徬徨、迷惘，我希望透過自身的經歷來勉勵你們。無論現在還是
將來，遇到挫折時，請不要放棄。人生不一定有一帆風順的時候，只有
堅持才能看見彩虹。」
「人生不一定有一帆風順的時候，只有堅持才能看見彩虹。」
這番話令我豁然開朗。幾個月來日以繼夜的挑燈夜讀，幾度令我
萌生放棄的念頭；但今天的我，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小船
看見前方的指路燈般，找到「生存」的希望。青春的紀錄片亦讓我恍然
大悟，同學就是戰友，在這場「戰爭」中我不是孤軍奮戰，還有戰友陪我
走下去。
「叮噹叮噹」，鈴聲打斷了我的思緒。老師說：「我想帶出的意思大家都
收到了吧！那就下課吧。」時光荏苒，曲終人散，但我能感受到老師的一番
說話令同學獲益匪淺，大家都找到了照亮自己方向的蠟燭。
今天我上了一節中文課，竟讓我感到非常充實。看似平凡的一節課，實
則蘊含着珍貴的啟示，得到心靈的充實。老師，謝謝你！這是寶貴的一課。

評語： 文章所述的最後一節課為一節充滿意義的生命教育課，老師
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製作成短片，讓學生能在迷途中獲得繼續前
進的力量，所述切題。內容詳實豐富，所述之情亦深刻！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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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學六年級升讀初中一年級的寒假裏，我的同學來我家玩電腦
和電視遊戲，我們玩到凌晨一時的時候，其中一個同學提議我們一起在
客廳看恐怖電影。當時因為家中沒有零食，所以我便往便利店買。由於
我家住在遠離市區的居屋，所以樓下附近並沒有便利店，我就穿着睡衣
加一件薄薄的毛衣外出。在我往便利店期間，看見很多露宿者用報紙當
被子蓋在身上，只見他們冷得不斷哆嗦。
我回過神來，已經不知不覺地到達了便利店的門口了，我馬上感受
到便利店裏面和外面的差別，那簡直是天淵之別，剛剛全身冷冰冰的我
現在竟然有點熱出汗來。我買完東西後，腦海中突然想起了天橋下的露
宿者，就買了幾瓶熱水打算送給露宿者。不料，我走到天橋附近，看見
一堆人在給露宿者送飯盒，還有一杯杯熱呼呼的阿華田，當時我的眼眶
不知不覺濕了，流下一點一滴的淚水。我已被這些團體的精神、熱心所
打動，我就懷着不知如何解釋的心情離開。
第二天晚上，我心想那些團體會不會也在那個天橋照顧露宿者呢？
我不由自主地帶了幾件不穿的毛衣和一些麵包、熱水前往天橋底。我到
達天橋時，並沒有看見那些熱心人士，我先將麵包分派給露宿者，再將
熱水平均分配給他們。
過了一會兒後，我聽到車輛的聲音，我心想那麼晚了竟還有人會來
這裏？車子在我旁邊停下來，原來車上的人就是那些熱心團體的義工。
他們心懷感激地誇獎我，並要給我謝禮。我謝絕後，並向他們說：「你
們才是『英雄』，我只是一個熱心的平凡人，永遠不及你們的熱情，在
那麼晚，那麼冷的日子，還過來這裏關心別人，讓別人在寒冷的冬天裏
感受到溫暖。」

黃霆宇 黃社

4E

評語： 文章透過「我」在深夜上街到便利店購物時發現一些無名英雄
在寒冷的冬夜中向露宿者施以援手，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溫暖，
內容合適切題。除了那些義工外，「我」的行徑也讓寒冷的冬
夜添上一抹暖意。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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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參與一次活動，當中的經歷令我醒覺過來，
明白到「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
在人生的道路上，難免會有挫折，但只要你有志
向，並朝着目標努力，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
暑假的一天，我和朋友們組織了一個爬山活動，
準備去爬大帽山，大家都十分期待。那天午休過後，
我們就出發了。遠遠望去，大帽山居高臨下，漫遊
其中，自然可以觀賞到優美的景致。眼前的風景美
不勝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下了車，我也不例外，
一個一個爭先恐後。
這山的台階是用石頭搭的，旁邊樹木枝繁葉
茂，風景也稀奇獨特。從下往上看，感覺離山頂
沒有多遠，於是我下定決心一定要爬到山頂，見
識見識這大帽山的風姿。
開始爬了，我一步一步的慢慢爬着，可
是我發現一些爺爺、奶奶都爬得比我快。我
便加快了速度，可是沒爬多久，我就發現我
已經開始流汗了，我才知道這山頂是多麼
的難爬。我繼續爬着，沒過多久我就已經
汗流浹背，沒走幾步就要停下來休息，
感覺這山上的空氣很稀薄，連呼吸都有
些困難，頓時讓我明白了為什麼會有
「山路十八彎」這種說法了。
但是我不相信爬不到山頂，
於是我卯足了勁，一步一步艱難
地往上爬。突然有個老爺爺下來
了，我就問他：「老爺爺，現
在離山頂還有多遠啊？」「還
有大老遠呢！」老爺爺笑呵呵
地說着。但我看到他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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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已經濕透了，心裏不禁打了個寒顫。「加油啊，
我相信你一定會爬到山頂的！」說完他就徑直走了下
去。聽到這話，原本卯足的勁瞬間散去了，但我還是
禮貌地回了一句：「謝謝你。」我轉念一想：「許多
老人都爬上去了，我要是爬不上去，還配稱為年輕人
嗎？更何況，老爺爺都相信我，我自己也應該相信自
己，再堅持一下肯定會到的。」
於是我又開始慢慢地爬着。又過了好長時間，
樹木沒有那麼茂密了，我以為馬上就要到山頂，但
是一看，最後那一段路都是上坡，而且特別陡峭，我
瞬間沒力氣了，好像墜到了谷底。我真想一屁股坐
到旁邊的石凳上不起來了，我不禁開口罵道：「這
什麼山啊，這麼難爬，爬了這麼遠還沒到。」但
是我想到了一句話——「有志者事竟成」。我瞬
間鬥志昂揚，心想：「對，我應該加把勁，一
定會成功的！」
我繼續爬着，終於，我登上了山頂 ！
我抬頭仰望藍天，天上的雲宛如無瑕的
雪，空氣也更加清新，山、樹彷彿更加
的蒼翠欲滴。遠處的風景盡收眼底，「會
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氣令我意
氣風發！
唯有經歷人生道路上的坎坷，
才能領悟到：只有不怕困難，不怕
挫折失敗，只要不斷地努力，不
斷地探索，始終如一地邁開勤奮
的雙腳，在通向成功的山路上不
斷地艱難跋涉，最後就一定能
成功。

4C 黃聖雲 藍社

評語： 文筆流暢，文章結構分層清晰，以登山的一次經歷回應主題，敘
述明確，角色心態變化交代得合理清楚，部份描寫頗為細緻。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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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 shopping guide for a charity

sale

Helping Animals Charity Sale
Sunday, 26th November, from 6:00 p.m. to 9:00 p.m., Playground,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This year’s charity sale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All the money we raise will go
to SPCA, a charity which helps sick, injured and abandoned animals. Do not
miss out on our fantastic food and amazing magic shows.
Delicious pumpkin pies
All the pumpkin pies are homemade. They are the most delicious pies in the
world because we will make them with love. Each of them costs only 15
dollars. If you buy three, you can get one free. It is a real bargain.
DIY cupcakes
You want to make healthy cupcakes for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but
you don’t have time to do so? Don’t worry! Come to our cupcake
booth and we will prepare all the materials and ingredients for you.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a lovely and delicious cupcake so
that you can give a surprise to the ones you love.
Magic shows
Come to watch a wonderful magic show. There are many cool and
well-known magicians who play amazing magic tricks. Tickets are
only 5 dollars each and it is free for children who are under 5 years
old! Bring your family and enjoy a magical evening together!
Our goal this year is to raise more money than last year. Please lend us your
support and come to our charity sale on 26th November.
2A He Runyan
Blue House

Comments:

Content is original and in detail. Vocabulary and phrases are
well-chosen and the tone is appropriate to the text type. Well done!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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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rity sale will be held on Saturday, at 12:30p.m., in the school
hall of Sheng Kung Hui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You can find many products in the sale, for example, books,
stationery, bags, notebooks and computers. Don’t miss out on
these special stalls: Food Tasting, and Bake-a-cake. There will
also be some home-made biscuits. You can enjoy a
buy-one-get-one-free special offer at the candy stall, and a 70% off
special offer at the clothes stall.
Stalls will be set up for some other interest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booth games and many more!
All people from the Lei Muk Shue neighbourhood are welcome to
the charity sale. The money raised in the sale will go to MSF and
the Red Cross. We have been supporting these charities because
they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lease come to the sale and help us raise money in a good cause!

2C LING Yi
Yellow House

Comments:
This is a good attempt of an
authentic piece of sale guide.
Hopefully we will eventually
actualize a sale like the one
you plotted above.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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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night, I was woken up by some noise. A fire broke out in a
building near my home.
Very soon, black smoke filled the air. Red flame covered the whole
building so it was blazing. I saw two people standing on the roof. A
man was waving his hands while a woman was shivering with a bed
sheet covering her body.
On the third floor, a father and his son were shouting for
help. On the second floor, a fireman was holding a baby
and climbing down the ladder. On the ground floor,
three firemen were holding a hose to put out the fire. A
fireman was using his loudspeaker. He was shouting at
the people in the building.
Before the police arrived, the fire had been put out. Two people were
dead and four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he fire. I am sad about this.

2D Zhuang Lisa
Red House

Comments:
A complete and well-delivered
narration. Keep up the good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