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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逐漸暗了下來，近看如同死人皮膚
的灰白，白得令人心裡壓抑，但遠處是黑色
的，那是一朵朵烏雲，他們在天邊洶湧着，
無聲的咆哮着。一朵朵聚集在一起，糾纏在
一起，像極了人們心頭的憂愁。一片從天邊
漸漸逼近。

一個小女孩拉着她的爺爺說：「爺爺，
今天的天不好看。」爺爺摸摸她的頭笑着說：「傻孩子，不藍的
天怎麼能叫藍天呢？現在，分明是下雨前的天空。」「要下雨了
嗎？」女孩問「是呀，下了好，下了涼快。」爺爺笑瞇瞇，瞳孔
裡倒映出那灰暗的天空。

街邊賣豆腐花的大姐看着桶裡沒賣完的豆腐花，眼裡閃過一
抹擔憂，吆喝了起來：「豆腐花三塊五一碗了喂，只剩最後幾
碗。」可惜，沒有人來光顧。買菜的婆婆們終於聊完了家裡瑣
事，挑好了菜便與熟人告別，往家裡趕去。路過豆腐花檔時，大
姐喊住了她：「婆婆，來一碗豆腐花嗎？三塊五。」婆婆搖頭
說：「不啦，我今早洗的衣服還沒收啊，再吃，恐怕要淋雨啦，
改天吧！」擺擺手就走了。

風，漸漸刮大了些，捲起了好上細小的紙屑灰塵，有些進了
路人的眼睛裡。地上一群群螞蟻經過，看來是要搬家，蜻蜓不知
從何處惹來了黑貓的好奇，剛跳起身揮爪去抓，聽到隆隆的聲音
響起，像獅子喉嚨間的低吼，偶然有道白光沖破黑雲，映射在玻
璃上面。但轉瞬間又被那無盡的黑雲吞沒。

街上行人的腳步都快了起來，賣豆腐花的大姐也收了檔準備
離去。大家心裡都已經明瞭：暴雨，就快來啦！

「嘀嗒！一滴雨水滴落在道路上，隨即越來越多。天空，終
於開始了它這次的宣泄。

評語：從場景到人物對話，從街頭角色互動到動物昆蟲狀
況，完整描述，文筆佳！

暴雨前的街頭面貌 4B林洛而（黃社）



　　廟街，是香港一條最有特色的街道。它座落於油

麻地，保留了香港舊時風貌，這與先進繁榮的城市形

成一個對比。廟街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不

少香港經典電影都曾以這條街道取景。它以售賣平價

貨品熱鬧熙攘的夜市在香港享有「平民夜總會」的盛

名，亦是不少香港人從小逛到大的地方，我就是其中

一分子。

小時候，每逢假日父親都會帶我到廟街閒逛，在這裡我留下了不少回憶，每次重遊舊地心中都

會湧現一份親切感。早上的廟街十分冷清，一片寂寥，偶然會傳來幾聲腳步聲，但很快就會打回原

形。到了夕陽西下，夜幕低垂的時候，就會打回原形。那時，就是廟街繁盛的伊始。

入夜後，油麻地四方八面都有人推着木頭車往廟街的方向駛入去擺攤，準備一天的生計。不到

一瞬間，空曠的廟街陡然排滿了一個又一個小攤擋；點上燈的地攤照得燈火通明，客人也紛至沓

來，讓美輪美奐的油麻地更加耀眼奪目。

要逛廟街，先從天后廟旁邊的「街市街」沿着走。剛轉入廟街街頭，就傳來延綿不絕的音樂，

越走越近，歌詞也變得清晰，驟耳一聽，是張國榮的歌曲，充滿滄桑與懷舊的歌聲，讓我彷彿回到

八十年代，我的身體不自覺地跟着節拍搖動，令我心旌搖曳。走到廟街的大門口，眼前朱紅醒眼的

門框偃蹇跟前，上面的牌匾髹漆着廟街兩個金色大字，往前而望，整條廟街擠得水泄不通，人山人

海之中有不少慕名而來的外國旅客。

在摩肩接踵的環境下走動也是一件頗麻煩的事，不過購得廉價的心頭好後，這些汗水也流得不

枉了。沿路直行，琳瑯滿目的貨品盡在面前，三十多元就能夠買得到一雙皮鞋，便宜的物品遍地可

見，讓人明白到廟街為甚麼被譽為「平民夜總會」。在金黃色的燈光照射下，使這些貨品額外增加

幾分吸引力：閃閃生輝的金錶、發出淺綠色瑩光的瑾瑜、鈕扣反射的光彩等，還有其他千奇百怪各

式各樣的物品。藏在攤檔後的麻雀館好像十分孤僻沉默，一旦它張開了自動門，滔滔不絕的麻雀碰

撞聲從裡面傳出來，還可以看見麻雀檯上激烈的鬥爭。

向前邁進，路上多了一批算命先生，那閃爍着精明的眼球圓滾滾地轉動，細心地尋找客人。我

對這些算命先生並無好感，他們總是說一些空泛的內容，某程度上算是一種欺詐吧？另一邊，可以

見到一眾人圍着、坐着，似乎在等待甚麼。不一會兒，幾個中年人穿着一身戲服走了出來，濃濃的

妝扮令我分不清哪一個是男哪一個是女，坐在一旁的老人拉起二胡，台上的演員也開始演奏粵劇，

演員時而唱得宏亮，時而唱得溫婉，把着名的粵曲片段演得惟妙惟肖。一劇落幕，換來了不少掌

聲。隨着掌聲完結，人群也散開了，餘下的只有小販與顧客的嘈雜聲。

前方忽然傳來陣陣香味，令人飢腸轆轆。跟着香味飄來的方向走，不難看見一個掌勺的師傅赤

着上身，站在爐台前，烹調一盅盅的煲仔飯、一串串的串燒，師傅用他神奇的手，向面前的佳餚灑

上不同的調味料，令食物的香氣四溢，雲霧氳氤，吸引了更多人前往廟街。如果你是一名饕客，一

定要嘗嘗這兒馳名的煲仔飯，否則一定會追悔莫及，那鮮味濃郁的臘腸，柔軟可口的白飯，令人吃

了一盅，還想再添一盅！倘若老饕未饜，附近還有不少香港特色小食能滿足你的肚子。

不經不覺，我已經走到了廟街的盡頭。驀然回首，這條五光十色的街道讓人依依不捨，懷舊金

曲的嫋嫋餘音仍縈繞着我，成為我難忘的回憶一部份。短短的一條街包羅萬有，繽紛璀璨的燈色曾

照耀過許多人的成長，殘舊的石磚印證廟街的悠久歷史。廟街，是香港最具特色的地方。

評語：文章能將廟街的面貌鉅細無遺的勾勒出來，描寫細膩，刻劃入微，
遣詞造句準確華麗，讓人仿如置身於喧囂熱鬧的廟街夜市之內，所述生動傳
神。

香港一處有特色的地方
4C葉梓軒（黃社）



她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一張能說
會道的嘴巴，有着一個扁又圓的鼻子，烏黑的
頭髮顯得她更加年輕了。很好奇她是誰吧？這
個人就是我的媽媽，雖然有的時候被她罵了之
後特別不開心，特別討厭她，但是她仍然是我
最愛的媽媽。

記得那是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因為我
卻打破了這片寧靜。那天晚上我突然肚子痛得
不醒人事，過了一陣還發高燒，本想着忍過去
等第二天早上才告訴媽媽，結果，在我出客廳
想倒杯水喝的時候，差點暈倒了，這時被聲音
吵醒的媽媽知道了，她急忙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我就告訴了媽
媽。媽媽急得像瘋了一樣，連忙開車把我送去醫院。去到醫院等
醫生檢查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得了闌尾炎，必須馬上進行手術，
不然後果不堪設想，那時已經是凌晨三點，我準備做手術了，可
媽媽仍然守在手術室門外。

時間一分一秒的走着、走着……「手術中」的燈熄滅了，媽
媽問醫生我的情況怎麼樣。醫生告訢媽媽，我的情況穩定，等麻
醉藥散去了後我就會醒了，我被醫護人員從手術室裡推了出來，
朦朦朧朧朧的我好似看到了媽媽看着我那緊張又焦急的樣子，那
時候的我感覺到了媽媽給我的愛，感受了媽媽帶給我的溫暖，就
好似太陽下的那一束光。

我醒了，媽媽握着我的手睡着了，我動也不動，望着媽媽，
才發現，原來媽媽的臉上有了幾道不怎麼顯眼的皺紋。我這才感
覺到媽媽老了很多，為了這個家，為了我們兄弟姐妹，她努力奮
鬥，打理公司事務，讓我們過上好的生活。我這才想起，之前的
我從未體諒過媽媽，從未理解過她，每一次我只會頂嘴，只會覺
得媽媽很煩，可是一直以來從來沒有明白原來媽媽為了我，為了
家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的手不經意動了一下，媽媽醒了。她親切的叫了我一聲：
「寶貝」就問我：「感覺怎樣？還有哪裡不舒服嗎？」我一句話
都沒說，眼淚就掉了下來，對媽媽說：「媽，對不起，這些年一
直讓你受氣讓你擔心，你還依然在我身邊守護着我，關心着我，
愛着我，我長大了，是時候該換我守護你了。」

每一個人都說，母愛是最偉大的，可我覺得母是無私的，不
管你在人生的路上發生甚麼事，只有母親會一直在你身邊守着
你，只有母親的愛才是這一生擁有到的那一種最幸福的愛。

評語：內容切題！能抒發個人對母親的感激之情，細節交代
清晰明確，借事抒情，表達個人對母親的悔疚之情。 

我和媽媽 4C陳遙涵（紅社）



　　要說到香港最有特色的地方，我認為當然非長洲莫
屬了，這個島嶼不但富有特色，而且島上的人最富有人
情味呢！
還記得在暑假時我與一位剛來港的國外朋友到長洲遊
玩，我和那朋友也是第一次前去長洲，所以人生路不
熟，想找些有特色的地方走走，卻又不知該從何走起，
幸好有位好心的當地居民看出了我們的來意和煩惱，主
動帶領我們到處參觀，還邊走邊講解呢！

多虧他的介紹，我們知道了長洲的一些基本資料。長洲是香港境內的一個
島嶼，因形狀似啞鈴而別稱「啞鈴島」，它位於大嶼山的東南方，屬於連島沙
洲。島上人口約有三萬人，是離島中人煙最稠密的島嶼。長洲對內沒有陸上交
通公具，大部份居民都以單車代步，長洲的基本發展亦很完善，警署、郵局、
醫院等基本建設均一應俱全。

講解後我們一行三人便起程去我們的第一個景點——五行石。五行石是位
於長洲海岸，因長期受海水侵蝕，怪石嶙峋，是島上的着名特色之一。五行石
在長洲的西端，由五塊高達五米大石組成，石間有路可行，如置身其中，尤如
置身武俠小說中的石陣一樣。我們的「導遊」很細心地照顧我們走進這五行石
體驗，真的彷彿置身於武俠小說中呢！

五行石隨後的景點便是着名的張保仔洞，張保仔是過往的著名海盜，長洲
張保仔洞據說是他匿藏的地方之一，在洞內收藏了不少金銀財寶。我們聽後恨
不得馬上去「尋寶」，但事隔多年，就算真有寶藏也被人徹底搜光光了吧。

張保仔洞內有很多石頭，石頭也非常濕滑，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但這也無
阻我繼續探險的心。洞內很暗，基本上沒有什麼光，但幸好聰明的我們早已準
備了手電筒才能完成整個張保仔洞的「探險」呢！我們的導遊也對我們的探險
精神感到佩服！

隨後我們到了小長城，那是位於觀音灣背後的山腰，可直達有「三石朝
陽」之稱的花瓶石、鈴石和人頭石。由於沿路有麻石柱橫交錯建成之圍欄，貌
似長城，故被稱為「小長城」。去過這個「小長城」，就算沒去真正的長城也
無憾了！

導遊還帶了我們到北帝廟。那裡又名為「王虛宮」，是長洲最具規模的廟
宇，創於一七八三年，主祀神為天上帝，島上着明的太平青醮也是在此廟前舉
行。廟內亦藏有一個一七八四年的銅鏟以及一座一八九四年的北帝。

說起太平清醮，導遊又不停地對我們說關於太平清醮的資料。太平清醮又
名為「包山節」，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舉行，是香港著名習俗之一。每年該日不
少長洲居民便會在子夜時分爬上由「平安包」堆成的包山，搶得越多越好，但
在一九七八年因發生包山倒塌事件，「搶包山」這活動因此被政府禁止舉辦，
說到這裡，我們的導遊停了一停，隨後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笑容又說：「幸好經
過長洲鄉紳多年爭取，「搶包山」這活動終於在二零零五年重新舉辦了。我們
也替他們高興呢！這種富有特色的活動的確值得保留。

不知不覺間時間很晚了，我和朋友誠心向導遊道謝和道別後便起程回家
了。長洲這地方實在太棒了！經過這一天後我徹底喜歡上這地方，決定下次和
朋友再次到長洲遊玩時順道探訪一下當天的導遊！

評語：本文以「我」和朋友到長洲遊覽的經歷來介紹長洲各處具特色的景
點和活動，內容豐富，資料詳細，能清楚將長洲最具特色的地方娓娓道來，讓
讀者能跟隨「我」的腳步展開一次奇妙的長洲之旅。  

香港一處有特色的地方
4C鄧咏儀（黃社）

長

洲



說明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的方法

4A潘伊君（綠社）

著名文學家莎士比亞曾說：「書籍是全人類的營養品。」的確，

人活在世界上，日常的飲食很重要，可是精神食糧更重要。我們離不

開書，就像魚兒離不開水，鳥兒離不開樹一樣，它既是我們的良師益

友，又是助我們成長進步的階梯。閱讀是一輩子的事，培養良好的閱

讀習慣，自然成為了最重要的事。我認為，良好的閱讀步驟，應分為

閱讀前、閱讀期間、閱讀後。

首先，雖說書籍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但天下書之多未必本本都開

卷有益，若不在閱讀前仔細挑選，閱讀不僅不會為我們帶來益處，甚

至會成為使我們慢性中毒的毒藥。所以要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必須

由選書開始。書籍種類廣泛我們無法控制，但我們可以根據實際需要

在茫茫書海中找出適合我們的書，作借鑑或參考，拓展和延伸。當

然，我們亦可選擇一本書籍來當作「心靈雞湯」，給靈魂充充電。這

是走上正道的第一步。

其次，閱讀講究持之以恆。人的一生很漫長，如果能充份地利用

好時間，是可以得到了不少的知識薰陶。俗話說：「活到老，學到

老。」讀書並不在於你有多快，讀得有多少，而最重要的是持續性，

讓自己時刻保持一定的信息量，不斷探索未知的領域，這才是真正的

智慧。

另外，讀書要精讀，重在質量，不在數量。若只一味在乎數量就

顯得很空泛，就好像門前有一大堆家具，只是擺設而無一可用。若是

能把內容摘要明白得透徹，那便是「自己的東西」了。

最後，閱讀少不了總結。每當閱讀完一本書後，要仔細回想，品

味書中的道理，亦學會反思，去之糟粕，取之精華，別誤用不適合自

己的方法，這是終極的讀書秘籍。學會這點，就能將知識巧妙地運用

於生活之中，變成聰明的人。

讀書之道，各有其說，而我認為；知識的高深是日積月累的成

果，培養了良好的閱讀習慣，已經是成功的第一步了。

評語：文筆流暢，結構分層嚴謹，內容豐富，能運用不同的說明

方法，闡述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的方法。



在這個施姓的家庭裡，我有許多的親
戚和兄弟姐妹，有嬸嬸、叔叔、舅舅……
但在這之中，讓我最尊敬，永生難忘的就
是我的爺爺，雖然爺爺現在已經去世，但
他在我心裡的印象永不會逝去。

想到以前還在讀幼兒園的時候，爺爺
看起來總是精神奕奕像個活潑的青少年，每當我放學背着書包走出校門，總能
看見一位面帶笑容的老人手抓着一輛小孩自行車在等我，那就是我的爺爺。小
時候不懂事，總是讓爺爺推着坐在自行車上的我回家，爺爺每次都怕我肚子
餓，半路買面包讓我吃。小時候我以為爸爸媽媽沒時間不來接我，長大後才知
道原來是爺爺每次都提早來了。這就是我的爺爺，對我無微不至的爺爺。

到了我上小學的時候，爺爺還是來接送我放學，但我發現爺爺好像沒以前
麼有精力了，有時也會晚到。那時我迷戀上了打籃球，爺爺知道後，總是帶着
自己煲的湯或小吃來讓我充飢，爺爺總是坐在一旁耐心地看着我打籃球，直到
我累了，才跟我回家。這就是我耐心的爺爺。

接着，我上了初中，爺爺已經不再接我放學了，不是我覺得爺爺不耐煩
了，而是爺爺他身體不行了，此時爺爺已是古稀之年，我要看到爺爺就得等到
週末到鄉下才能看見，前幾次我去看望爺爺，他還可以握着拐杖慢悠悠地散
步，到了後面，爺爺漸漸變得人老珠黃，但他，但他從不會忘記關心我，總是
怕我錢不夠，要塞錢給我，長大後的我，不知因為什麼拒絕了爺爺的好意。

有一天，我正在學校上課，爸爸媽媽突然打電話來幫我請假，我一開始很
高興以為不用上課了，後來爸爸開車載着我急奔回家鄉，爸爸一面沉重的樣
子，車開得很快，我便知道有什麼事，但我不敢問。到了家鄉，我才知道原來
是爺爺一病不起，當時的我回憶着與爺爺相處的時光，大哭了起來。

記得那時我失落了好幾天，後來才回復心情。之後我更加懂得爺爺對我的
疼愛，我知道我有一個偉大的爺爺！

評語：本文能按時序、事件來記述「我」和爺爺之間深厚的爺孫之情，充
份表現出爺爺對「我」關懷備至、疼愛有加。內容充實深刻，情感亦見真摯，
尤其文中寫年紀老邁，行動不便的爺爺依然堅持塞錢給「我」可謂感人至深。

我的爺爺
4D施銅鑼灣（黃社）

Good morning, everybod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favourite form of 
public transport.
My favourite form of public transport is bus. I like it because it is cheap 
and convenient. I usually take a bus to Sha Tin with my mum. We go 
there to shop. When I get on the bus, I take out my Octopus card and 
place it on the card reader to pay the fare. I like sitting on the upper 
deck because I can see the beautiful scenery. I press the bell when I want 
to get off the bus.
Taking the bus is fun. I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you try it.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Comments:
You have clearly shown how you take a bus. Next 
time when a tourist asks you how to take a bus in 
Hong Kong, be ready to offer your help.

My favorite form of public transport
2C Sin Pak Kin, Ken (Red House)



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letter from Laurence Wong, who stated that 
saving the earth i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I totally disagree with the 
writer and feel I must respond.

Firstly,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idea that tiny changes individuals make cannot 
help save the earth. For example, if every one of us takes bus, we can help reduce 
the emission of carbon monoxide since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It can help alleviate air pollution. 

Secondly, I believe tha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e all live on earth. For instance, we can help by living a green lifestyle. We 
can follow the 4Rs - reduce, recycle, reuse and replace to reduce waste.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save the earth. The climate change is a serious prob-
lem. Lend a helping hand and act now!

Yours faithfully,
Ken Wong

Comments:
Well organized for the structure with cause and solutions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 letter to the editor
2A (32) Wong Sze Chun(Blue house)

Introduction
The Kowloon Motor Bus (KMB) Company is the biggest private bus company in Hong 
Kong and in the world. I believe many students go to school by bus. However, do you 
know there was another big bus company before?

History
Before 1933, there were different companies running different bus routes in Hong 
Kong. In 1933, two companies were set up. One was KMB. Another one was China 
Motor Bus (CMB) Company. However, in 1998, the Government did not allow CMB to 
continue their services, because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the CMB services were 
bad.

Facilities
Basically, KMB served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CMB served Hong Kong 
Island. KMB used red as the colour of their logo, while CMB used blue as the colour 
of their logo. However, KMB would spend much more money on new buses, technolo-
gy, and other tool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aking buses is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It is cheap, and there are a lot of seats. 
However, buses are slow. Sometimes, they skip stops. Still, many people go to differ-
ent places by bus in Hong Kong, and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form of public transport 
in Hong Kong.

Comment:
Some effor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bus transport in Hong Kong.
Good work.

Buses in Hong Kong
2D Li Lok Yee  (Yellow House)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soon. I have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this 
year because I want to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other people.

Two weeks ago at the morning 
assembly, our teacher invited 
th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an 
activity called “ Greening for 
the Chest” organiz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and the 
Community Youth Club.  

Some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to help the elderly to clean 
their home in Kwai Chung 
Estate on 1st February.  Also, they had to visit the elderly 
in Fuk Loi Estate on 8th February.  Since this was a very 
meaningful activity, I happily enrolled as a volunteer. 

On both days, I went to these two estates with our teach-
ers and other students. Together we worked hard and 
time passed fast. The old people were happy after we had 
finished cleaning their home. They were very excited to 
receive the Chinese New Year gifts. 

It was my first time joining this kind of charity work. Al-
though I was a bit tired,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t was 
really good to visit the old people’s homes and do some 
activities with them. They were very happy and we enjoyed 
doing this. It is great to help them clean their home be-
cause they are too old and they can’t take care of them-
selves.

I hope that more of my classmates will join me next year 
and have a meaningful Chinese New Year.

Comments: 
The writing is well organized and gives a very clear descrip-
tion of the activity in a logical manner.  Connectives, such as: 
because, since, although …etc. are used properly.  It is good 
to see you expressed your feelings about the activity in the 
writing.

English Writing : 
A Meaningful Chinese New Year

F.2C  Bibi Rabia (Red 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