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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雲是阿里巴巴、淘寶網、支付寶的創始人。
他是2014的熱門話題人物，是現在的亞洲首富，也
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並未上過一流大學，連小學與中學也是就讀
名不見經傳的學校。1992年，他成立了海博翻譯社
。那是他第一個月上班，收入只有700元，但卻要
繳付2000元的房租，因此他受到了眾人的嘲笑，但
他卻沒有選擇放棄翻譯社。相反，他由廣州進貨，
背着大麻袋到義烏，在社內賣鮮花和禮品以維持生
計。由此可見，即使他受到屈辱，也不曾放棄。當
他遇到挫折時，他很快便重新振作；當他遭受屈辱
時，他也永不放棄。
       1995年，他找了24個在夜校教書時結識的外貿
人士，想創建互聯網公司。當時有23個人反對，只
有一個人對他說：「你可以試試看。」他沒有因此
而退縮，反而選擇了冒險，因為他認為那是一場會
獲得財寶的冒險。最後他成功了，並將網站命名為
「中國黃頁」，更賺取了幾百萬利潤。他敢於冒險
，哪怕只有一點機會，他都會抓緊。
       同年，他又開創了阿里巴巴。當他取得了一些
小成就時，馬上有大企業想收購阿里巴巴，可是他
立即拒絕了。2014年12月11日，他的身家反超盤距
亞洲首富這個身份兩年半之久的李嘉誠，取而代之
，成了亞洲首富。
       他說，只要你敢於夢想，一切皆有可能；
       他說，永不放棄，笑對人生；
       他說，檢討自己比對時代的抱怨和指責要多…
      馬雲的成功之道，正激勵着擁有夢想，渴望實
現理想的人。成功絕對不會辜負一個努力實現理想
和百折不撓的人。

評語：
       首段點出人物現今的成就。選取人物未發跡時
的事，表現人物因堅持夢想，百折不撓的特質，且
獲得成功。惟後文未有多寫一些他曾遇哪些挫折而
重新振作，且其說的格言見地宜有人物的事跡作印
證！

的
成
功
之
道
周
菁
菁

2A（黃社）

馬
雲

…



    杜蘭特是一位NBA球員，現在杜蘭特是NBA超音速隊的小前鋒。他曾在世錦

賽獲得了以每場均得分二十二點八分的成績，在二零一零年創造了世錦賽隊員個

人每場平均分歷史新高，也曾被選為全美最佳陣容，獲得無數獎項。 

      杜蘭特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便是毅力以及那驚人的天賦。杜蘭

特童年時，一直是班中最高的孩子，這也是一種天賦才能。他在十一歲那年，在

家人的安排下跟籃球教練培拉斯．布朗學習打籃球。布朗為杜蘭特制定了一系列

訓練，在夏天的時候，他每天接受八小時的訓練。雖然在高中的時候，杜蘭特曾

經因為教練的要求越來越嚴格，曾想過放棄籃球，但他最後也堅持下來了。 

      杜蘭特和他的哥哥一直很喜歡籃球，更為籃球奇才着迷，剛好當年的籃球奇

才是當家球星邁克爾．喬丹，這使杜蘭特越發越喜歡籃球。因此每天放學後，他

們兩兄弟都泡在俱樂部中打球、訓練。就是因為杜蘭特這份對籃球的熱愛，才使

他取得今天的成功。 

      大學時期的杜蘭特，剛上德州大學數月，便成為全美最強得分手之一。他在

比賽每場可獲得二十五點八分和十一點一分的籃板分，也曾二十次取得三十分以

上的成績，又當選了年度最佳大學球員和獲得奈史密斯獎等。另外，他又曾經在

二零零六年至零七年賽季中拿到了三百九十個籃板球。

      他在二零零七年間宣佈參加NBA選秀，在模擬選秀網站的排位裏，杜蘭特的

排名很高，成為了NBA球員。而杜蘭特在二零一零年的夏天土耳其世錦賽上，以

每場平均二十二點八分當選MVP。杜蘭特擁有二百一十一公分的身高及長達二

百二十八公分的臂展，再加上良好的控球技術和手感良好，他現在在球場上可以

說是戰無不勝。 

      總括而言，我認為杜蘭特之所以可以擁有如今的成就和名氣，靠的便是對籃

球的熱愛和努力不懈，以及過人的天賦和毅力。他的成功之道亦啟發了我，令我

明白到做事不能輕言放棄，要盡全力做到最好，要時時刻刻要求自己，也要有毅

力，做事不能只有三分鐘熱度，更重要的是懂得把握機會。

評語：

      本文能清楚說明杜蘭特憑着天賦和個人毅力來取得今天的成就，內容切題恰

當。文中善用例子和數據來突顯杜蘭特的成就，佳。結語部份更能以杜蘭特的成

功之道作借鑑，表明通過毅力便有望取得成功，內容積極。

杜蘭特的成功之道
 2B 邱旭城 (紅社)



　　每個人一生中都有很多第一次，它可能是開心的，激動人
心的，又或者是傷心的……但不管它是怎樣，回憶起來都是美
好的。
　　去年，我和家人回老家和親人一起過年。吃過晚飯後，我
正愉快地打電腦遊戲，堂姐突然走過來說：「欽，明晚我們去
KTV唱歌啊，我約了你其他哥哥姐姐呢！」聽到這裡，我便忐
忑起來，到底去不去好呢？我唱得不好會不會被取笑呢？……
各種想法使我焦躁難安。
　　第二天，我們大伙兒去到KTV門口，我的心慌得沒底了。
我坐進房裡，發現KTV的房間根本不像電視畫面上一般黑暗，
加上靜靜的音樂，使我緊張的心稍微放鬆了。
接着，堂姐點了幾首我熟悉的歌。聽着聽着我也沉醉在其中，
不知不覺中我竟然也跟着哼了起來。突然，堂姐拍拍我的肩膀
，向我遞來一支麥克風，「去點一首你喜歡的歌！快去！」我
戰戰兢兢地點了一首陳奕迅的《孤獨患者》，然後隨着音樂唱
了起來，心中的憂慮全部消失了。我漸漸放開了自己，開心地
和兄弟姐妹們打成一片。
　　回到家，姐姐對我說：「你唱得真好聽啊！」我聽到姐姐
的稱讚後，心裡感到很高興。
這是我第一次唱K，這次經歷使我第一次在眾人面前打破了沈
默內向的形象，使我對自己有了更大的信心。這一次唱K的經
驗實在是很有意義、很美好。

評語：　
　　文章結構首尾呼應，能抒發你第一次唱卡啦OK的感受。筆
調平穩，感情真摯。

第一次去唱k有感
2 C  鄭 偉 欽  ( 藍 社 )  



　　小學時，我們班有一位十分調皮，但卻心地善良的同學，他十分驕傲自大，
他卻有那驕傲的實力。這些優點一直沒被人發現，直到那件事發生了後……
　　他叫向華，直到三年級時才轉來我們的班。他非常的逗，也十分調皮，所以
他才來我們班幾天時間就已經成為了我們班不可缺少的一員，老師也被他的調皮
搞得哭笑不得，但我卻不怎麼喜歡他，因為我已經被他捉弄了好幾次了，所以我
一直沒給他好臉色看。
　　有一天，他遲到了，老師都開始點名了，他卻還沒到，就在老師生氣得快要
打電話給他的家長時，他才趕了過來。不過他一出場，就搞得全班捧腹大笑，只
見他頭髮亂得跟鳥窩一樣，身上的衣服褲子也破了好幾個大洞，甚至在最大的那
個洞中，已經可以看見他的內褲了，老師一看見他就把怒火全搬到他身上：「你
怎麼這麼晚到，知不知道會影響到學習，加上你的成績本來就不好，這次再考更
差怎麼辦……」，老師這幾句話把他罵的「狗血淋頭」，加上他脾氣倔，直接吼
了出來：「好，要是這次我考好，你就不能再管我。」老師生氣的點了點頭，直
接走回了辦公室。
　　從那之後，下課的那幾個調皮鬼中就少了他的身影。他，每天做的事是學習
、學習和學習。別人都說他要轉行當學霸了，但總有些人捨不得他消失在下課操
場上那些最活躍的人群中，所以對他進行了各種「誘惑」——從足球到籃球……
但他似乎已經完全沉浸在學習中，對這些玩意免疫了。俗話說的好，努力終會獲
得回報，而他的回報還不小，成績單一出來，大家就圍上去看。「第一名——李
向華！」老師也被這結果嚇了一跳，而驚嚇的還不止這些，就在發成績表那天，
校長大駕光臨了我們班！直接點名表揚了李向華，但表揚的卻不是成績，而是他
見義勇為！
　　原來，李向華遲到的那天，其實是有原因的。他走在上學的路上，看到有人
偷偷把手伸進一個人的包裡，並拿出了錢包。這一切全被李向華看到了，抱着見
義勇為的心態和小偷搏鬥了起來，因此衣服才破了洞，旁邊的人聽到聲響也來幫
忙，把小偷制服，而李向華也因此遲到了。被搶的人想感謝他，但他只報了自己
的名字就趕上學去了，不知被搶的那個人就是校長，而校長偶然翻閱成績單看到
了他的名字，就過來驗證了一下，後來看到真的是他，就表揚了他見義勇為的光
榮事蹟，看來老師錯怪了他了，而我也是頭一次看到老師給學生道歉。
　　這就是李向華，一個心地善良，見義勇為的人。而且，他真的有那驕傲的資
本，那年第一名的成績足以證明。這就是那個讓我刮目相看的李向華！

評語：內容豐富，組織縝密，文句通達，援引例子亦恰當。

一位令我刮目相看的同學
2D 薛有友（黃社） 



My family always wanted to go to Macau. So last weekend, 
we travelled to Macau. There was nothing special to do when we 
were on the ferry but we still took some photos of us having a 
great time.         

On the first day of our trip , we went to different popular 
places such as the Ruins of St Paul's , Museum of Macau and 
Macau Tower. When we went to the Ruins of St Paul’s, there 
were lots of tourists taking photos of these famous ruins. You 
shouldn't miss a chance to see it in person.         

Next, we visited the Museum of Macau. The museum shows 
us all about Macau's history and traditions. If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Macau, the Museum of Macau is the best 
place for you.         

After that, we went to Macau Tower.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we could see the city clearly and we also took pictures of this 
amazing view too.         

Finally we went to a place that sells the best egg tarts in 
Macau; it is called Lord Stow's Bakery. I am sure that these egg 
tarts will blow your mind away.

                                                         
Posted at 21:30                   by Grace Gao

A Day in Macau 
Sunday, 25 October

3A  Gao Grace
(Blue House)

Comment: 
      I think you should apply for a job with the Macau 
Tourism Bureau!    



　　We took a ferry at the pier to Macau. It took 
one hour. On the first day, we did some sightsee-
ing. We visited Ruins of St Paul’s which was the 
Mother of God church.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cau Eight”. We visited the Macau Tower, it is 
338m high. We could see all of Macau and the 
ocean, it was really pretty. Next, we had our 
lunch. We ate a lot of things, like Portuguese egg 
tarts, Portuguese chicken stew, Peanut sweet and 
serradura. It was so delicious.
 
　　On the second day, we went to the beach – 
Hac Sa Beach. It is named for the unique black 
sand. We enjoyed the beauty of the beach and 
we swam there. Then, we went shopping. We 
bought a lot of things and souvenirs.
 

a travel blog entry
3B Ayeshah Kousar （Red House）

　　Last weekend, the weather was fine, my family and I trav-
elled to Macau, a small city near Hong Kong. It was a two-day 
trip.

Comment:
 
　　You’re clever to quote some references 
from the book and elaborate your ideas. 
Well-done. Keep going.



　　Today, I went to Disneyland with my cousin Mary. At first, we 
were very excited. Unluckily, since there were long queues for tick-
ets at the entrance, we felt disappointed. We had to wait for a long 
time. We also found many people jumped the queue.

　　When I entered the park, Mickey and other cartoon charac-
ters were welcoming us. I felt so happy because I had not seen 
them for a long time. We then went on a roller coaster. The roller-
coaster was so fast and I felt very excited. After that, we went to 
watch a clown show. The clown was so funny. We enjoyed it as we 
were in a good mood.

　　After the show, we felt very hungry. Therefore, we went to a 
restaurant to have our lunch. We ordered some fine food, which 
was so yummy but expensive. After the lunch, we took a rest.

　　Before we left, we watched a firework display. It was so beau-
tiful and we enjoyed it very much. Unluckily, I lost my wallet at the 
end of the display. However, I did not feel unhappy because my 
cousin bought a new one for me. It was such an incredible experi-
enc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Comment:
Rose,
        Your essay is quite well written with detailed 
descriptions. Besides, you have correctly made 
good use of the connectives to link the ideas
together. Well done!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 Unforgettable Day in Disneyland

F.3C  Leung Huan Wei
(Green 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