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突然降臨的汶川大地震，令大

地搖搖欲墜，導致大量房屋、校舍和人命一瞬間被淹沒。在這場

不幸的天災裡，還包含了一些人為因素，那就是豆腐渣工程。

　　在這場汶川大地震裡，有許多校舍因「豆腐渣工程」而倒

塌，令很多學生和老師身亡，有專家指出那些倒塌的瓦礫裡的鋼

筋不合標準，他們認為那些很幼的東西是鐵線而不是鋼筋。為什

麼他們要偷工減料？為什麼要做這些傷天害理的行為？為什麼他

們為了錢而害死那麼多人？他們根本不應這樣做，如果是我，我

一定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我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

些壞人一定會受到應得的懲處。

　　不過，在這場天災裡也發生了許多感人的事件，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事件就是有一位媽媽用她的身體來頂着倒塌下來的瓦礫磚

頭，從而保護女兒免受傷害。

　　當時，搶救人員在廢墟堆裡發現一名已被瓦礫壓死的女子，

但她死亡的姿勢卻十分奇怪，她雙膝跪地，雙手扶地支撐起身

體，好像古人行跪拜禮一樣。後來，搶救人員發現那女子的身體

下藏着一名女嬰，他們把女嬰救出來時，她正在熟睡，這個場面

令所有搶救人員覺得十分感動。之後，救援人員在女嬰的衣服中

找到了部手機，手機上的一則短訊寫着：「親愛的寶貝，如果你

能活着，一定要記住媽媽愛你！」當時所有看過這段短訊的救授

人員都落淚了，那位母親真是很偉大。

　　在我們幸福地生存在這個世界的同時，可能在世界的的另一

邊正在發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在香港我們很少機會會遇上一些很

嚴重的天災，所以我們應學會感恩，不要再抱怨恨和無病呻吟，

因為我們已經很幸福了。

評語：選材恰當，引例感人，令人動容；反思具深度，教人深
思；恰當運用疑問、排比、對比等修辭手法，文字流暢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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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電腦的普及和網絡的發展，網絡早已不知不覺
地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並成為了青少年世界不可缺少的
一個重要部份，也讓許多青少年沉迷於網絡世界。

我認為沉迷上網對青少年有三大影響，第一個影響
是：降低能力，影響學業。有一個14歲的少年，玩網上
遊戲成癮夜不能寐，到了晚上11時多，還起來往遊戲
廳，一直玩到天亮，早上回校上課卻昏昏欲睡。專家指
出，長期沉迷網絡遊戲會導致上課時注意力不集中，從
而導致成績下降。由於長期沉迷網絡，導致生活節奏紊
亂，一旦停止網絡活動，便很難從事其他有意義的事
情，造成情緒低落，思想遲緩，記憶力下降等反應。

第二個影響是：心理病變。我們都知道青少年沉迷
上網不僅影響學業，而且對心理健康也有一定危害。沉
迷上網的青少年會變得目光呆滯，沉默寡言，孤僻怪
異，易暴易躁，讓人不可捉摸。2006年7月14日，某市的一個15歲青少年因
上網成癮，整日迷戀於網絡遊戲，平時少言寡語，精神呆滯，長時間逃學。
其母見兒子如此沉迷，多次勸阻無效，同其父母商量好後，將兒子鎖在家
中。五日後，這個青年網癮大發，開始焦躁不安，跟其母爭吵幾句後，便將
其母殺死，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最後一個影響：身體不健康。青少年正值發育期，如果沒有良好的生活
習慣，而長期沉迷上網，不分晝夜，對身體的傷害十分嚴重。身體的各部都
會有不同程度的傷害，比較常見的是失眠、厭食、精神不濟，嚴重者甚至有
自殺的行為。廣州一所大學的一個大三學生在宿舍電腦前暈倒，經搶救後無
效死亡，據了解該學生曾連續熬夜多日，最後瘁死。

綜上所述，沉迷上網對青少年的學生業、心理、健康等都深有影響。我
們不應該沉迷上網，應該學會合理、正確地使用網絡，才能真正發揮網絡應
有的作用。

評語：中心論點及各分論點皆清晰明確，條理井然，各段引例恰當有
力，行文流暢，結構嚴謹。

論沉迷上網對青少年的影響
3A賴金怡（藍社）



隨着電腦的普及和網絡的發展，網絡早已不知不覺
地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並成為了青少年世界不可缺少的
一個重要部份，也讓許多青少年沉迷於網絡世界。

我認為沉迷上網對青少年有三大影響，第一個影響
是：降低能力，影響學業。有一個14歲的少年，玩網上
遊戲成癮夜不能寐，到了晚上11時多，還起來往遊戲
廳，一直玩到天亮，早上回校上課卻昏昏欲睡。專家指
出，長期沉迷網絡遊戲會導致上課時注意力不集中，從
而導致成績下降。由於長期沉迷網絡，導致生活節奏紊
亂，一旦停止網絡活動，便很難從事其他有意義的事
情，造成情緒低落，思想遲緩，記憶力下降等反應。

第二個影響是：心理病變。我們都知道青少年沉迷
上網不僅影響學業，而且對心理健康也有一定危害。沉
迷上網的青少年會變得目光呆滯，沉默寡言，孤僻怪
異，易暴易躁，讓人不可捉摸。2006年7月14日，某市的一個15歲青少年因
上網成癮，整日迷戀於網絡遊戲，平時少言寡語，精神呆滯，長時間逃學。
其母見兒子如此沉迷，多次勸阻無效，同其父母商量好後，將兒子鎖在家
中。五日後，這個青年網癮大發，開始焦躁不安，跟其母爭吵幾句後，便將
其母殺死，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最後一個影響：身體不健康。青少年正值發育期，如果沒有良好的生活
習慣，而長期沉迷上網，不分晝夜，對身體的傷害十分嚴重。身體的各部都
會有不同程度的傷害，比較常見的是失眠、厭食、精神不濟，嚴重者甚至有
自殺的行為。廣州一所大學的一個大三學生在宿舍電腦前暈倒，經搶救後無
效死亡，據了解該學生曾連續熬夜多日，最後瘁死。

綜上所述，沉迷上網對青少年的學生業、心理、健康等都深有影響。我
們不應該沉迷上網，應該學會合理、正確地使用網絡，才能真正發揮網絡應
有的作用。

評語：中心論點及各分論點皆清晰明確，條理井然，各段引例恰當有
力，行文流暢，結構嚴謹。

 劉謙，國際著名魔術師，被譽為華人界的驕

傲。這位世界最頂尖的魔術師，能讓所有觀眾目瞪口呆，正因他的努力

都是比其他魔術師付出得更多。

 在劉謙七歲時，他跟表姨到街上逛，無意中看見有一位正在表演魔

術的姐姐，當時，劉謙就被那神奇的魔術吸引着。回到家後，他反覆思

考剛才那魔術的玄妙。小時候的劉謙不會放過任何學習魔術的機會。他

還曾經練習洗牌八個小時，直到手指流血為止。

 一般的魔術師都是在很多工作人員協助下完成魔術，但劉謙全靠自

己一人完成。他的專場演出兩個小時，所有燈光設計、服裝、編排，都

是他自己安排的。劉謙總是說：「我就是不放心交給別人做。」他十二

歲時，在魔術國際大師大衛．考柏菲面前，奪下他的第一個魔術比賽獎

盃。可見他對魔術的熱愛和專業態度。劉謙的一生就是魔術，表演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他在業餘時經常研究光學、化學和物理這些科學知識，

令他的魔術生涯更如虎添翼。劉謙的現場演出遍佈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

和二百多個城市，二零一二年獲頒世界魔術最高榮譽，成為歷史上首位

獲此殊榮的華人。

 劉謙就是憑着堅持和努力，才能有現今的輝煌成績，更名留青史，

永垂不朽。

評語：文章先指出劉謙是國際知名的魔術師，再講述劉謙初學
魔術的簡歷。最後，透過他專業的態度，才能成就今天的他。
文章結構清晰，藉劉謙的例子帶出成功需努力的道理，不錯！ 

專業的魔術師
──劉謙

3B王子聰（黃社）



蠟燭，一根小小的蠟燭，沒有特別的顏

色，由一些蠟和燈芯組成，造價並不高，而且

沒有什麼用處，點着蠟燭，會發出一絲微弱的

光。但是，蠟燭的光和燈泡發出的光相比，簡

直就是螢火蟲和月亮相比，天壤之別。

我十分喜愛蠟燭，它不像電燈泡一樣，需

要電來供養它。只要火柴一劃，就可以點着

它。儘管它不能發出跟電燈泡相比的燈光，但

它有電燈泡無法媲美的特點，就是無私奉獻。

從前，當我家停電的時候，我媽都會拿出

幾根蠟燭點着它，讓蠟燭發出一絲微弱的光，

我在蠟燭面前，望着它發光，燒得十分乾淨，

不會留下任何的殘餘物。蠟燭默默地奉獻出自

己的生命，捨己為人，照亮了他人，卻犧牲了

自己。

蠟燭猶如教師一樣，他們奉獻出自己的青

春教育我們，傳授知識給我們，但有人也會

說：他們只是為了保住工作。但我會想：老師

默默奉獻出自己的青春，是可以用金錢來彌補

麼？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一丁點

的金錢，更多的是將自己的知識傳授給我們，

教育我們這一代。「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

灰淚始乾」。這種默默奉獻的精神，大概是老

師的優秀品質吧！

我覺得蠟燭這種精神，應該在社會上很難

再碰見，因為現在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什

麼都幹得出來，更何況默默奉獻。我想，只有

老師才有這種優品質吧！

評語：能借蠟燭的特性抒發對老師的敬

意，好！文筆流暢，結構嚴謹，好！

3C梁煥威（綠社）



人們束手無策，唯有逃命。神聖的學
校也毫不留情，地震猛烈地敲擊着，
學校不停搖擺着。幸運的是，因平時
學校加強地震演習，大部分學生能安
全逃離至避難所。街道上的人們也以
堅強的意志，大部分成功逃離。人們
在地震與海嘯暫緩口氣的時候，到未
破損的商場，打個地鋪，休息下來，
恢復精力。海嘯與地震繼續咆哮着
⋯⋯

　　當一位記者採訪一位倖存
的女士時，那位女士身子

不停地顫抖，頭髮極其
凌亂。她捂住嘴，但
還是抑制不了哭泣。
她邊哭邊說：「我以
為我會死。」看到她
說這一句話，我感受
到生命的珍貴。

　　觀看完整段影片
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靜，就是這樣一場災難，
令日本人的家園盡毁，屍橫遍

野。剛出生的孩子就要與父母生離死
別，我的心好痛，但也知道這是不可
避免的。所以，在今後，全世界的防
災工作刻不容緩，加強演練，不要再
讓生命就此喪生，因為人的生命是極
其寶貴的。而我們在危險的另一角安
全區，應善待生命，讓生命綻放光
彩！

　　這天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
的藍天漸漸淡去，逐漸抹上一層又
一層的黑墨。日本的地面強烈震
動，驚醒了因過度疲勞還在白天睡
覺的人，也打亂了在大白天忙碌工
作的人們的秩序。
　　強烈的震動驚醒了沉睡的海洋
公公，海洋公公憤怒地掀起海水，
製造疊成一層又一層的十米高海
嘯。海嘯朝着日本方向駛去，掀翻
了座落在日本沿岸的公路大
橋，在橋上行駛的車輛
瞬間粉身碎骨。人們
來不及躲藏，海水
沖 向 人 民 的 住 宅
區，咸水充斥於人
們體內，導致許多
人奄奄一息，葬身
於大海之中。
　　大海繼續咆哮
着，猛然向人們辛勤
培育的農田進發。農田
周圍的大樹樹立起鬥志，奮
力抵抗，而最終不過是雞蛋打石
頭，毀於一旦。
　　地震與海嘯似乎在沾沾自喜，
虎視眈眈地盯着人類先進的發
明——飛機。海嘯向着飛機場前
進，曾經自豪的堅強飛機跑道被擠
壓得下陷，剛要起飛的飛機被海嘯
毫不留情地吞咽下去。此時此刻，

天災下 的反思

評語：文章之立意甚為出色，藉災難對摧毀生命之無情勸告世人應該珍惜
寶貴的生命，令人甚為欣賞！你的場景描寫甚有條理，文筆亦佳，故為上
品之作呢！

3D蔡龍華（黃社）



中學時期，學校總是能看見熱

戀中的少男少女。

青春期，讓我們這些中學生，

嚮往故事中王子與公主的愛情，但嚮往與懂得卻又不是同一回事。

男生總是喜歡用甜言蜜語，欺騙一些芳心初動的少女，許下一些不

現實的承諾。

這樣的事，就發生在我一個朋友的身上。當時看到她，那種心情，

我只能長嘆一口氣。隨後，我又裝起了感情大使去安慰她。

後來我才知道，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了，原因是她男朋友又交了其他

女朋友。

青春期就是這樣，女生往往總是吃虧，我就對她說道：「其實那根

本就不是所謂的愛情，男女之間的愛情與好感是不同的，好感是可以對

很多人的，但是愛卻只能對一個人。」

青春期的女生是非常敏感的，我班的老師就經常對我們這麼說，現

在的女生總是被騙，說白了你給她一顆糖她都覺得你好，確實也不假。

我對她說：「女性通常都是感性動物，一般都喜歡聽甜言蜜語，或

許知道自己不現實，但她確實相信，到最後被騙了，還是不願意面對現

實。後來，我就慢慢的轉移她的注意力，陪她聊聊家常事、開心事，她

的心情也漸漸好了起來。

唉！終於結束了，當感情大使也不容易啊！講得口乾舌燥，但是我

很開心，因為我幫助了她，讓她的心情好了起來。

評語：能透過開解失戀少女，表達你對愛情的見解，感受到助人之
樂，好！

我與失戀少女
3E 陳志穎（綠社）



　　Chinese New Year is an important festival in Hong Kong. There are lots to 
see and do at this magical festival.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a reunion dinner is a must for many people. It 
is a time for family members to go home and meet with each other. It is a happy 
time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food!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families visit their relatives. Children receive red 
packets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Red packets are symbols of 
good luck. Some children receive many red packets with money inside and 
they feel happy and excited!
　　Many people go to flower markets on New Year’s Eve. There are flower 
markets in Tsuen Wan and Mongkok.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flowers to 
choose from and many people like to buy peach blossoms because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You should not miss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in Hong Kong. It is so 
much fun!

Comments:
Your article was well organized. Try to expand on your ideas 
more next time!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During this festival, we do different things to cele-
brate.  In the following, I will introduce some of these activities.
　　To prepare for Chinese New Year, people clean their homes.  They also put up fai 
chuns to wish themselves good fortune.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people have reunion dinners with family members.  
After that, they go to the flower markets to buy some flowers, such as peach blossoms.  
Parents buy balloons and dolls for their children.
　　On the first day of Lunar Year, we wish our parents happiness in the morning.  
Then we visit our relatives.
　　During the New Year period, we often eat tong yuen, turnip cakes and candies. 
Married people give red packets to children.
　　Does your family have other special rituals or activities?  You are welcome to 
share with us.  Lunar  New Year is a fun festival and I hope you enjoy it.  All the best 
to you all!

　　Comment:
＊ Reasonable organisation (i.e. Temporal sequence)
＊ Appropriate tone and ending
＊ Well-chosen examples of activities

1B Samantha Ng Ka Ki (Red House)

How Hong Kong People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in Hong Kong
1B Cheung Shu Hang (Red House)



Dear Tonny,
　　The wonderful person I suggest is Jack Ma. He is a business-
man. He is of medium height and slim. He has short black hair. 
He has wrinkles. He has a round face and small eyes. He is kind 
and friendly.
　　Jack Ma i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He was from a poor 
family. He started working when he was very young. Many people 
laughed at him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any money. Yet, he did 
not give up easily. Eventually, he has made his website famous 
and become very rich.
　　I believe Jack Ma is wonderful because he does not give up 
easily. He works hard on his business despite all the difficulties he 
has faced.
　　Hope you like my suggestion.
Love, 
Joe

Comments:
The writer showed understanding of Jack Ma’s life story. 
The writing was well organized with Jack Ma’s appearance, 
something Jack did and also the reason for liking Jack.  

Writing about a wonderful person
1C  Chau Kai Ngai (Blue 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