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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進入醫院有感》 
2A 唐柏朗  (黃社) 

 
有一次，媽媽帶了我去了海洋公園為我慶祝生日，當我們

陶醉在這普天同慶的快樂氣氛時，一通電話就破壞了整件事。
媽媽說：「外婆突然在大街上昏倒了！」當時我可能有一年沒
有見外婆，甚至連她的樣子也忘記了，對我來說，她只是一個
陌路人。 

 
雖然她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陌路人，但是外婆生病也不免令

我有幾分擔心。我和媽媽急忙到了醫院，醫院裡除了有一陣藥
物的味道外，還散發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氛。我沿途所見，那
觀察病人的儀器所發出的「嘟嘟」聲，實在令人不寒而慄。我
一路走一路走，心情從原本的不快漸漸變成了擔心，更從慢慢
走變成急步走。我越來越擔心外婆了，甚至開始胡思亂想：外
婆會不會永遠離開我？ 

 
我一直向前走，最後終於到了外婆身邊，看到跟五年前完

全不同的外婆。瘦弱的外婆安詳地坐在病床，身上繞着喉管，
身邊放置着數台儀器，我不禁流下男兒淚，上前抱緊這個「陌
路人」，而我響亮的哭泣聲也在整間醫院內徘徊。後來我才知
道外婆原來只是操勞過度而有些頭暈而已，她並不是在大街上
暈倒，但是我也不忘送上問候和安慰。最後我明白到，不論分
隔多遠，不見多久，她也不是什麼陌路人，而是疼愛我的親
人！ 
 
評語：內容切題，描述生動傳神，行文流暢，特別是第二段對
醫院的描述，繪聲繪影，很好。文中運用了首尾呼應，抒發對
外婆的掛念，起伏有致。 



《菜市場》 
2B 張銘峻(藍社) 

 
小時候，我經常跟着媽媽去買菜，那些時光令我十分懷

念！所以，今天我跟着媽媽一起去菜市場逛逛，重拾昔日的回
憶！ 

 
首先，我們去了一樓的魚檔，在那裡我聽到魚販的叫賣聲

和魚在拍打水的聲音。魚販聽到客人的要求後，便用手捉起又
濕又黏的魚，用純熟的「刀功」把魚內臟取出。魚的內臟傳來
一股腥臭味，叫人十分難受。一樓地面十分濕滑和骯髒，四周
都是魚的內臟、血水和海水，更不時傳出人們因此滑倒而大叫
的喊聲。 

 
然後，我們到了二樓的水果店，那裡賣的水果有很多種，

有不同的味道、顏色和質感。有酸的、甜的、紅的、黃的、脆
的、軟的‥‥‥那裡的水果琳瑯滿目，還有陣陣的水果獨有的
香甜味，令人覺得十分清新。 

 
最後，我們去到傳出香濃豆香的豆品店，店裡面有很多不

同的大豆製品，例如：豆腐、豆腐花、腐乳等。我們還看見玻
璃牆後辛勞地在製作豆腐的師傅，只見他赤手空拳地撈起滾燙
的豆漿，倒進石膏粉中，就是這一下「功夫」，才能做出美味
的豆腐。 

 
對別人來說，這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菜市場，但它卻是我

回憶的堡壘、美好時光的印證。可惜不少菜市場始終還是逃不
過時代的淘汰，不過這些回憶會永遠刻在我的心上。 
 
評語：恰當運用多感官描寫，且末段能抒發對菜市場的獨特感
情，不俗！段落分明，結構井然，行文流暢，表達自然，能突
出菜市場的風貌，很好！ 



《一位樂於助人的同學》  2C伍子明 (紅社) 
 

可悲的中一生活結束了，迎接我的到底是快樂還是悲傷的中二生涯呢？
這問題纏繞了我整個假期。 

 
很快就到了開學的第一天，到底是可悲呢？還是可喜的開始呢？這個問

題我也不去想了，畢竟是命運。我慢慢地走到課室門口，突然發現那位家傳
戶曉的「友善大使」，他只會一個勁地幫助別人，我不知道那是他的優點，
還是特別癖好。關於他的傳言有很多，我都不知道聽過幾百遍了，沒錯，全
部都是他幫助別人的流言‥‥‥ 

 
當然，有一次是我親眼目睹的，想起那一次真驚險、真精彩。那是一個

寒冷的冬天，那天放學後，我本來想經後巷回家，沒想到卻聽到一聲大喝：
「住手！」人不免有好奇之心，本人也不例外，我立刻飛奔過去尋找聲音的
源頭。原來在另一條巷子裏有三個人，一個坐在地下角落被人踩着。我看他
的樣子有點眼熟，仔細一看才知道他是我班上的同學——曹志明。另一個是
踩着我那位同學的「壞蛋」，他染着一頭金髮、手裡拿着香煙，一看就知道
不是好人，像極我奶奶說的壞份子。第三位就是這次的主角——陳成程，也
就是我所說的「友善大使」。在那個時候我只能躲在角落慢慢看下去了。那
位壞份子向曹志明吐了一口口水，然後慢慢走向陳成程，他說：
「你‥‥‥」他還沒說第二個字，就被陳成程打斷了，陳成程問道：「這位
同學，他在幹什麼？」我心想：奇怪！陳成程同學，你這句話問得有點奇怪
啊。這個情況分明就是欺凌啊！我懷疑他是不是看電視看得太多，才會說出
這麼沒用卻經典的台詞，小弟佩服佩服。那位壞份子接着他的話說：「關你
什麼事，不想跟他一樣就趕快給我滾。」陳成程同學直接跑過去曹志明那裡
問：「同學你還好嗎？」不知道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居然直接無視那個壞份
子。我心裡又想：明明是你先問人家在幹什麼，人家「有禮貌」的回應你，
你卻無視他，那你那一句說話有什麼意思呢？真不知道是他的智力有問題還
是我有問題了。然後那個壞份子大怒，「小子，再給你一次機會，我數到三
你就給我消失，一、二、三！」在他眼中的那位小子依然在關心那個人。他
真的發怒了，大喝：「小子，給你機會你不珍惜就別怪我不手下留情了，待
會別求饒！」說完後就向陳成程走去。他們的距離越來越近，就在距離三步
的時，壞份子大罵粗言穢語然後出手，當我以為陳成程一定要挨打時，我不
禁閉上了眼睛。因為我不想目睹他為了幫助別人而被打，另外我還有點悔
疚，這明明不關他的事，他還去幫忙，而我卻只在角落看着。畢竟我只是一
個普通學生，手無寸鐵，也幫不了什麼。想了一想，我嘆了一聲，只能為自
己找借口。在我閉上眼睛之後，腦子裏除了想了一大堆東西，還聽到一陣霍
霍聲。如無意外，我相信那位同學應該被揍了。我慢慢張開眼睛想轉身逃跑
時，卻看到一幕不可思議的情景！陳成程同學依然站在那裡，而那位壞份子
的情況就不太好了，他捂住肚子不停咳，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
知道這絕對是一個大好機會。我跑上前到曹志明身邊扶他起來，對陳成程大
叫：「快跑」，陳成程疑惑的看着我，問了一個讓我有了想死的衝動的問
題，他竟然問我為什麼要跑！看來他的腦子真是有點問題，我也不管了，直
接拉着兩人逃跑了。而那位壞份子繼續捂着肚子，向着我們的背影狠狠的
說：「混蛋，有種就別跑！」那時，我們已經到了十里之外了，傻子才不逃
呢。最後我們終於能成功逃脫。 

 
看着那位智商不高卻樂於助人的陳成程，在那個寒冷的冬天，我感到心

中一暖，原來在這個時代竟然還有這樣的好人‥‥‥ 
 
 評語：由學校自然過渡到街上，且能運用典型事例表達主人翁 
    樂於助人，鋤強扶弱的性格，好！ 



《鳥語花香的公園》 
2D 薛秋蘭 (藍社) 

 
 清晨，我迷迷糊糊的起了床，下意識的看了一下時鐘，
揉了揉眼睛，才五點多啊！我拉開窗帘，看到外面，路上都
沒什麼人，偶而有幾輛車開過，然後又恢復了平靜。我還蠻
喜歡清晨時份，一點喧鬧的感覺也沒有，四周安安靜靜的，
世界彷彿只剩下自己。我想，這個時候出去走走多好。 
 
 我一直走着走着，走了好遠好遠。突然被眼前的景象吸
引住，這是公園吧？好悅耳的聲音啊！一群小鳥正高亢的唱
着啾啾之聲：啾啾啾‥‥‥啾‥‥‥‥我笑了起來，不知為
何就笑了，然後我就隨着小鳥唱的旋律，哼起了隨想的歌
詞。小鳥們就像一群樂師，而我做起了填詞人，真是漂亮的
組合呢！然而最吸引我的是那一朵朵婀娜多姿，各種品種的
花朵，綠的翠綠，紅的火紅，藍的天藍‥‥‥當然還有那觸
不可及的花香，是花的代言人呢！多麼清香的空氣啊！要是
住在這裡，一定會長命百歲吧！風迎臉吹來，清清涼涼的，
像喜歡的人輕輕摸撫着我的眼，我的耳朵，我的頭髮。我的
心情極為舒暢，精神抖擻。 
 
 要是給我選擇一個居住的地方，我一定要找個像這個公
園一樣的地方啊！或者每天早上起床後，便到這個鳥語花香
的公園走走吧！ 
 
評語：能記述沿途所見所感，描寫景物的特徵，文句   
      通順流暢。  



《三隻小豬》 2E曾慶賢 (藍社) 

 
 
 
 
 
 
 

 
從前有三隻小豬，他們都長大了，希望擁有屬於自己的房

子，可是他們才剛中學畢業，沒有積蓄，於是他們便各自想辦法
賺錢買房子。 

 
大豬最懶惰，又怕辛苦，每份工作都做不長久。有一天，他

認識了一位新朋友小強。他為人豪爽，常常請大豬吃飯，大豬很
羨慕他。小強對大豬說：「你也可以跟我一樣有錢的，只要你幫
我工作便行了。」大豬欣然答應，因為工作很簡單，大豬只需每
天為小強送一些東西給客人，便可得到一千元的酬勞。大豬想：
這樣一年後就可以買房子了。 

 
二豬不但懶惰，而且為豬奸詐，他經常想出不同的點子賺

錢，但大多數也是不太正當，如：販賣盜版光碟、冒牌手袋等
等。他很快便有足夠的金錢，買了房子。 

 
三豬是隻老實豬，非常勤力，每天準時上班，從不偷懶。雖

然他薪金不高，但是他很節儉，不亂花錢。後來，老闆欣賞他的
努力，更把他提拔至主任的職位。三豬思量後，發現自己要用五
年時間才可以買到房子，時間雖然長一點，但他覺得不要緊。 

 
十年後，三隻小豬已經變成老豬。大豬在監獄裡坐牢。原

來，當年小強叫他送給客人的東西是毒品。二豬亦因為賣冒牌貨
而被拘捕，雖然已經出獄，但因他的財產是不法的，所以被政府
充公，最後更成了乞丐。三豬已升為總經理，收入穏定，買了房
子後，他便與美豬結婚，還生了三隻豬寶寶，從此過着幸福快樂
的生活。 

 
評語：故事結構清晰，能以舊故事新創作的形式，分述三隻小豬  
      的經歷及下場。文章所帶出的正面訊息亦甚清楚，各豬的 
      性格頗為鮮明，表現甚佳。 



   Teenage Fashion Trends in Hong Kong    

    2C Chan Wai Cheong (Red House) 

  

 Most teenagers in Hong Kong like fashion. Do you know 

what they like? Let me tell you now! 
 

Awesome jackets 

 We often wear jackets because they are awesome. 

Jackets are popular with teenagers and they go well with 

jeans. 
 

Cool flip-flops 

 We often wear flip-flops because they are cool. Flip-flops 

are light, comfortable, beautiful and convenient to wear. They 

are also colorful and they go well with shorts. 
 

Colourful trainers 

 We often wear trainers because they are colourful. 

Trainers are light and they look cool in winter. They can keep 

your feet warm. 

 As you can see, the teenage fashion trends in Hong 

Kong are very interesting. 

     Comments 

     The writing can highlight the most popular trendy items In     

     Hong Kong concisely and the ideas are well organised.  

     Well done! Keep it up! 



Write a poem on  My Family 
     2B  Ayeshah Kousar (Red House) 

My family is very big, 
My brother Nick, 
He is tall, 
He is always busy on his phone call. 
 
My sister Honey, 
She is lonely, 
She looks so good, 
And she can cook yummy food. 
 
My mother is fat,  
She always wears a hat, 
She does all housework, 
And she urges me to do my homework. 
 
My father is a businessman, 
He is busy to sell his product Superman, 
He is never rude to his client  
As he is patient. 
 
Comment :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your family members is 

 shown in your poem writing. 
 A good try on rhyming your words is shown in your 

 poem but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each stanza. 

 Keep 4 lines in one stanza. 



恭喜!恭喜!被刊登作品的同學可為社加 5分， 

同時可獲贈 3張書券。 

藍社 綠社 紅社 黃社 

20 - 15 5 

每月寫作之星各社得分 

Saving Our Earth     
2E Chan Chi Kong (Blue Hous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facing our Earth. The main 
problems are global warming and water pollution. 
 
 These problems are made by what people usually do. For 
example, factories and cars emit harmful gases such as car-
bon dioxide and methane. These gases keep unwanted pollu-
tants in the air which threaten our health. Moreover, water 
pollution is caused by inconsiderate people dumping rubbish 
into the sea. For example, they dump used plastic bags, bot-
tles, cans, domestic wastes and industrial wastes. These upset 
the marine ecosystem and poison living things in the sea. 
Gradually, our food chain is affected. 
 
 To save our Earth, remember to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e need to stop creating problems because the Earth 
is our home. We should keep it beautiful. 

 

Comments: 

 Well organized as there are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Examples are given to let readers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b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