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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在人生的道路中，都不可能永遠是順順利利，

一直保持着向上升的狀態，我當然也包括在內。

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當時的我在級名次是在首十名

內，還算是一個小學霸，人際關係都很好，與班上的同學

們相處得還好。那時的我非常重視成績，只要退步一點點

就會非常失落。但就在五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我的成績一

落千丈，由級首十名下跌到級六十名內，足足退步了五十

名！當時對我打擊非常大，我開始把自己鎖在房間內，每

晚睡覺的時候，腦海中是那張六十名的成績單，我想破腦

子都想不通為甚麼偏偏在這麼關鍵的時候退步，幾乎每晚

都睡不著，心裡害怕自己已經沒有機會，一直責怪自己，

家人還為了我的事經常吵架，感情開始破裂。回到學校，

我還開始與那些好朋友吵架，就因為這件事導致身邊的人

都不快樂。這件事真的來得太快，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便

要接受這件事實。在那段時間內，我瘦了十公斤，每晚都

不肯進食，媽媽強逼我才吃了幾口飯，耳朵像被人蓋住了

一樣，身邊的人跟我說話或是安慰我，在我看來也只是在

同情我，所以我每次都罵他們不要再假好心之類的話，令

他們感到十分傷心和憤怒。

      直到有一次，我的班主任建議我去找社工談心事，但

我無論如何都不肯去，因為我認為社工也只是隨便地說服

我，根本不會明白我的感受。在一次小息的時候，那位社

工鄭姑娘忽然來到我的面前，溫柔地跟我說了一句︰「你

一定很難受吧。」就這樣短短的一句，我忍不住地哭了出

來，她馬上把我帶到她的房間裡讓我把以往那些不愉快的

事都一一地釋放出來，以免被其他人看見。令我感到十分

驚訝的是，她竟然沒有馬上安慰我，而是開始說她小時候

發生過的事，原來她和我一樣發生過同樣的事情，當時的

她和現在的我一樣灰心失意，絕望消沉，我好奇地問︰「

姑娘，那你之後如何從悲傷中走出來？」漸漸地，我開始

安靜下來，姑娘又告訴我當時她遇到一位在她人生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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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游東貽 (綠社)

評語：內容切題，能記述鄭姑娘的話語如何令妳從谷底返回現實，重新振
作。記事清楚明確，立意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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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
振作

要的貴人，那位貴人令她又再一次地變回原本的自己，她

又問了我一句︰「你願意讓我幫助你嗎？」我想了想，的

確是時候要振作了，那位姑娘告訴了我非常多我從來沒有

聽過，在書本上也找不到的道理。她告訴我︰「沒有人的

一生是能夠順順利利的，如果不能在失敗中學習又如何繼

續進步，沒有退步怎會有進步？如把成績看得太過重要，

那麼又如何去發現身邊的其他事物？雖然退步了，但我們

從來沒有失去過那些對我們十分重要的事物，我們應該要

更加珍惜他們。」至於那些事物，姑娘要我回到家繼續尋

找及思考。

回到家後我坐在床上不斷地思考，到底那些所謂重

要的事物在哪，直到看見家人那麼多問候我的信息，我

才恍然大悟，原來最重要的不是成績，而是那些不會離

棄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我一直被成績蒙蔽了雙眼，從沒

有認真地尋找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到底是甚麼。自此之後

，我終於重新振作起來，開始沒有像之前那樣過度在乎

成績，而是開始在失敗中學習，尋找原因，也開始把重

心放在家人及朋友身上，多與他們溝通，增進以往從沒

有過的話題。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鄭姑娘是我人生中的貴

人，是她讓我開始去發現身邊的事物及在失敗中學習，

也是她啟發了我找到自己的目標，我長大後也希望能夠

像她一樣安慰那些與我遇到一樣困境的人，希望我也能

夠成為那些人當中的貴人，幫助他們如何去思考及重新

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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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許穎欣 (綠社)

評語：內容立意鮮明，能以個人親身經歷來論證題旨，切合主題，
並且能以名人例證作理據，說服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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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事情。人一生就需要不斷學習，正所謂人們常說的︰

「活到老，學到老」，韓愈亦曾提及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人不是

一出生就明白所有事情，一定要透過學習才能吸收知識，而學習的道路上總是跌跌

撞撞的，一定會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若一人失敗就放棄，就不會成功。

我學習已經有十多年了，在學習的路途上我遇到過的問題，可能已經超過一千

了，而失敗過的次數更是多不勝數，最令我感到失敗的一件事是發生在中三那年。

中三那年，我為了保持着中二的成績，在考試前我十分努力地溫習，

但在做練習時我的腦子好像空掉了一樣，什麼也記不起。特別是

數學科，什麼公式也背不起來，使我在考試前的小測也十分低

分，令到我非常氣餒，而萌生放棄念頭。最後，中三的上學期

我考試的成績並不理想。我度過了一個月的低潮期，那段日子

我整天也沒精打采。那一個月，我身旁的朋友紛紛鼓勵我，

令到我重拾勇氣。低潮期過後，我開始檢討自己在第一次考

試所犯過的錯誤，用筆記抄下，更時常提醒自己不要再犯下

同樣的錯誤。而在背數學公式的時候，我不只是「死背」，

而是了解過公式背後的意思才背誦，這個方法比起「死背」的

方法更容易記憶。在背誦中文課文時，我會先了解文言文的意

思，再進行背誦，這個方法又可以背誦到原文，又可以更深入了解課文內容。在日

常學習中使用這些方法令到我在日常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我漸漸地對學習重拾

自信，決志在下學期的考試中考獲自己理想的成績。

到了中三最後一次的考試，我拼盡了全力溫習，為求考到自己理想的成績，最

後我終於成功了，考獲了自己預想的成績。

人一生一定會遇到不少挫敗和挑戰，但遇到失敗就放棄的人永遠不會成功。相

反，若遇到「瓶頸」和失敗仍然要堅持不懈、更努力面對的人才會成功。正如愛迪

生一樣，他用了十年的時間研制蓄電池，其間不斷遭受失敗，但他一直咬牙堅持，

經過了五萬次左右的嘗試，他終於成功了，得到「發明大王」的美稱。這個例子就

證明了堅持不懈的人才會成功。

失敗乃成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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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冼錕汝 (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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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遊舊地
所見所感

評語：- 欣賞妳的文筆，因妳有細膩的觀察力，故能夠景物細緻地
描述，一一呈現讀者眼前，唯行文偶有過於煉字，故有主
語省略的情況出現，宜稍加注意。

- 稍加注意標點符號的運用，偶有一逗到底的情況
- 繼續努力！妳的能力不俗！

每逢小學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我都會與小學
同學一同回母校。

一進大門，依舊看見那棵蒼天大樹，依然
雄壯宏偉。這棵蒼天大樹由我小一的時候已經
如此巨大，它可說是這間小學的一個象徵。而
大樹下，很早已經加建了些木椅，讓同學在午休
時坐在樹下乘涼。我最喜歡獨自坐在樹蔭下，靜
靜地思考，靜靜地感受迎臉吹來的春風，靜靜
地感受大自然氣息，靜靜地……

拐彎便到雨天操場，雨天操場是每天早上集
會的地方，放學或者是球隊訓練，各個學科展覽
都在雨天操場進行的。雨天操場雖然增設多部空
調，但到夏天的時候，老師都不會開啟，每次集
會大家都大汗淋漓，加上當時走路上學，真的
十分炎熱，現在回想起也覺得真的十分狼狽。

走上一層，一樓簡直是五臟俱全，無論是校
務處，醫療室、教員室和電腦室都集中在一樓。
小休時的一樓屬人流高峰期，因為有許多學生都
被老師罰站，所以一樓的走廊長期堵塞。

而二樓至五樓都是各班教室，門外都貼滿
富創意性的佳作。當我重遊四樓時，回憶起我
小學當風紀的時候，那時我和我的好友守候同
一層，一個在前梯，一個在後梯，小休時我們
都會在走廊中相聚。因為四樓較高層，人流較
少，所以同學們每次都盡情在走廊玩得樂極忘
形。有一次，我與我的好友無聊極了，後來她竟
然提出進入男廁！然後我們就大膽地進入了，雖
然有點嘔心，不過令我「大開眼界」呢！每次玩
的時候都仔細聆聽腳步聲，膽驚受怕的怕讓老
師發現我們的「惡行」。

我慢慢地走，走着走着便來到七樓禮堂
，七樓的資源亦同樣豐富，包括音樂室和美
術室等。每次要上音樂或美術課時都十分不
情願，因為要耗盡體力走樓梯上七樓，每次
走到上去都氣喘呢！還記得小六那年七樓發
生過「血案」，一位身形肥胖的男同學當時太
趕急，他朝着一條直路奔跑，然後不小心絆倒，
額頭接向木椅，血流如注，我們看得目瞪口
呆，老師立即致電救護員。後來，那位男同學
到醫院縫了七針，第二天照常上學。即使是陳
年舊事，但當我一回到當時事發的地方，都浮
現了當時的畫面，這可說是小六最深刻的事呢！

不知不覺遊覽完母校內部，我到了地下層的
後梯，看到兩部小食售賣機後，情不自禁地哈哈
大笑起來。在小六的時候，因為八達通卡負錢，
買不了食物，所以與我同學常常悄悄地用細幼的
手伸進售賣機拿食物，現在回想起，真的很佩服
自已啊！……

再次回到水泥鋪建的地面—操場，可說是小
學生涯最充滿回憶的地方。小學的時候，我真的
十分喜愛打排球，對排球充滿無比的愛。我曾經
因成績問題，所以老師不讓我參加，但我仍然偷
偷地去練習，即使渾身擦損，污手垢面，我亦堅
持去練習，全因能夠與隊友一起奮鬥。若當時我
沒有付出，就不能換取現在仍然念舊的回憶。

重遊舊地後，看見眼前的一番景象，難免勾
起了種種回憶，人和事物的變遷，也是意料之外
的事，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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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何家鑫 (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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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眼前的一切好像一眨眼就過去了。如果沒有好好把握，
韶華就趁你不注意偷偷溜走了。人就是這樣，當你擁有的時候沒有好好珍惜，等到
失去的時候你才知道後悔。

一年後，我又重回紅博中學，校園一切都變了，食堂更先進了，大樓也換上
了新的油漆。那個曾經滿載歡樂的宿舍拆遷了，宿管也換了。只是一年，所有都
變了！校服也更新了，初一那時我穿的深紅色「大蕃茄」，初二的紅黃相間「西
紅杮炒蛋」，現在全校統一換上灰白色的校服，再也見不到初一、二的校服了，
突然之間眼前的一切令我難以適應，我多麼想念曾經的宿舍生活。

從前我也是紅博中學的學生。升中那年的暑期因為快要
轉校上初中，所以是個最幸福的假期。沒有功課，沒有培
訓班，沒有一點兒壓力，過着小皇帝般無憂無慮的生活。但
好景不常，時間過得很快，九月初中開學季來臨，我要面
對新的學校、新的環境、新的同學、新的老師，以及新的制
度，我滿懷期待新的步入紅博中學的大門呢。

開學的第一天，站在校門外，牆壁上顯眼的「紅博中學」四個大字印入我的眼
前，「是啊！初中這三年我將在這裏度過。」抱着熱血走進校門，興奮走過寛敞的
操場，「破舊」的教室和宿舍卻給澆了一盆冷水。開學的第一周沒有上課，而是五
天的軍訓。第一天軍訓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陌生的人與環境令大家都很害羞。晚
上回宿舍，大夥兒瞬間爆炸了！變成街市賣場，討價還價，熱鬧得很，宿管都管不
住我們的「暴動」。經此一夜，一群陌生人就成了哥們兒了。

初中的時候，最喜歡晚上自習後回宿舍的歡樂時光。我們會比誰先到宿舍，就
可以優先洗澡。現在回頭想想，還真是挺幼稚的。雖然晚上自由時間有限，但每次
關燈以後，宿管總是會寛容的給予我們更多的時間。最刺激的還是初三那年的晚息
時間。晚自習下課後，這次我們不搶着回宿舍，對於中三的「澡堂」我們沒有甚麼
欲望，但我們會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撩妹」。女生宿舍就在男生宿舍隔壁，當
女生回宿舍一定會經過男生宿舍，所以每次晚自習下課後，男生宿舍門口總是有一
幫流氓調戲女生，看到女生害羞跑開，我們笑夠了就回宿舍開始下半場。夜晚的狂
歡時光還早着呢，先是娛樂「尬聊」，然後是對戰遊戲「開黑」，輸的一方負責一
天的宿舍衛生。可惜時光總是不等人，一眨眼，所有都過去了，去年初中畢業了，
我也離開了母校。

時間從不等人，該走的它都帶走了，眼前的舊地物非人物，曾經的回憶只能印
在腦海裏，一直、一直……

評語：文句通順，過渡自然。注意要避免網絡語言入文，因為網絡語言容易
有歧義，也未經普遍讀者認可。歲月流逝，好的壞的都是風景，實在
不宜一直沉溺舊地。結段稍見消沉，不妨抒述年青人當有的豪情——
不忘過去，不畏將來，以夢為馬，不負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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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elebrated Chinese New Year with my family and relatives in 
February. I find it enjoyable to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it is meaningful.

Long time ago, a frightening monster named Nian always growled 
and scared villagers. Everyone was very scared of the monster until a 
wise man told the villagers that Nian was afraid of noise and the 
colour red. Therefore, the villagers put up fai chuns, wore new red 
clothes, played drums and firework to scare the monster Nian 
away. 

On New Year’s Day, I dressed up in red and visited my grandparents. I 
saw my relatives there. My relatives and grandparents gave me some red packets. 
I also gave them gifts in return. I ate a lot of homemade turnip cake and it was very 
delicious! After that, my grandma prepared a pot of poon choi with shrimps, chicken 
and some vegetables inside. I was so full after the meal!

I find it meaningful and enjoyable t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because it can bring 
families together. I enjoyed this festival very much! 

 Descriptions are in detail and you are able to apply appropriate sentence 
structures. Good job!

Comments:

1A Chan Yi Lok (Gre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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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 Entry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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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I celebrated Christmas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At Christmas, people commemorat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God loves us so he 
sent his son to die for us. Jesus Christ saves us from our sins. Christians find it 
meaningful to stay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celebrate the love of God.

On Christmas Eve, my family and I went home early to prepare the Christmas party 
together. I also invited my friends to join my party. My mum taught my friends to sing 
carols. My dad and I decorated the Christmas tree. At the party, we ate roast turkey 
and Christmas log cakes, and we exchanged presents too! We all felt warm and 
happy.

I enjoyed having meals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because I could feel that Jesus 
loves me by putting a lot of angels around me. I find it grateful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How about you? How was your 
Christmas? Leave a comment to share with me!
 

Nice work from you, Paco! You have contributed a thoughtful reflection on your 
Christmas day. Your attempt to use the target structure (… find it …) is 
successful. To make your writing even better, you can describe your celebration 
activities and then your feelings in details.

Comments:

1B Yip Pak Kiu (Yellow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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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 Entry 
        –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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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I celebrated Chinese New Year in February with my family. In 
Chinese culture, it’s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of the year. Rooted in 
traditions and custom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the 
celebration lasts for 15 days full of family togetherness and delicacies.

Every Chinese New Year is named after one of 12 animals. They occur 
in a 12-year cycle. It’s called the Chinese Zodiac. It’s said that the 
animal of your birth year can shape your personality and destiny. Today, 
Chinese New Year brings families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Chinese 
families love to feast on a delicious reunion dinner with homemade 
food. Many of the dishes symbolise good health, happiness and 
fortune. Red packets will be given to children and unmarried adults by 
the eldest to bring prosperity and good luck in the coming year. 
Firework displays, lion dance performance and parades in the streets 
create an air of festivity.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I ate turnip cake and tong yuen. My family 
watched the firework displays on TV and had the reunion dinner 
together. Also, we went to the flower market to buy a peach blossom to 
hope that everything would be good in the coming year.

I find it exciting to get a lot of red packets. Also, it’s enjoyable to join 
some New Year activities. It’s entertaining to learn how to make tong 
yuen. Besides, I learnt the stories of the monster Nian and the Chinese 
Zodiac.

Good to know some history about Chinese New Year. It must be happy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Comments:
1C So Sze Wan (Gre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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