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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莫靜 (綠社)

評語：選材扣題，記述最後一天的小學生涯，以「今天」跟「以往的上課日」的不
同作對比，描寫深刻，帶出對校園、師長同學的不捨之情，感情細膩，亦能
從文末帶出反思感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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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就像沙子一樣，明明想握緊它，越用力卻越握不往，粒粒分明地
從指縫中流去。我永遠不能定格在某個瞬間，也不能拉住歲月的衣角。有
些日子眨眨眼就過去了，然後只能永遠懷念。

那一天，是最後一次，最後一次在這所小學，最後一次在九班的教室
裡，同學們最後一次聚在一起……參加畢業典禮。我比較早到，看着同學
們陸陸續續進到教室，但這次不同以往，他們不再一見面就吵吵鬧鬧，你
一言我一語，吵得快把屋頂掀翻，而是都安靜的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着，戀
戀不捨教室中那屬於自己的位置。一起學習了六年，今天就要分開，換誰
都開心不起來吧。

我四周看了又看，把每一位同學都看了一遍，因為這是最後一次大
家同在這個教室了。這時老師進來了，他倒是很正常，一如既往的和我
們嘻皮笑臉的打招呼，見我們沒反應，便更賣力地調侃我們，終於我們
被他逗笑了……好像又回到第一次認識老師的那天，他也是把我們逗得
哈哈大笑。相同的場景，可我的心情卻不一樣了。又閑聊了幾句，廣播響
起通知同學前往操場參加畢業典禮，可我們剛排好隊，天公卻不作美，下
起了雨來，天空灰濛濛的，使本就沉重的氣氛愈發冰冷。我們只好先回教
室等待雨停。在安靜的教室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看著窗外期盼着雨停，
期盼着可再一次回到那個已走過無數次的操場上。

我們邊聊天邊等雨停，熟悉的笑聲又響起了，六年時間如白駒過隙，
轉眼而過，何況是這短短一小時的畢業典禮呢……廣播又響起了：同學們
很抱歉，由於天雨關係，今天的畢業典禮取消，同學到校務處領取畢業證
書後，便可以離校回家了，祝大家畢業快樂！廣播結束，意味着我們該離
開了，每個人的眼眶都紅紅的，一瞬間所有不捨湧上來，眼淚像掉線的珍
珠「滴答滴答」往下掉……

最後我們圍著老師一起走出了校門。我環視一圈，想要牢牢記住同學
們的模樣，想要刻下這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

沒有人或事物會一直陪着你，珍惜還在一起的時光，不要在分開時才
遺憾。

《
最
後
一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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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和日麗的周末，我本應該在家中打電玩，但我卻來到人山人海、
人來人往、人聲鼎沸的露天菜市場幫媽媽跑腿，要不是為了今天的晚飯，
我才懶得去。

終於到了第一站──水果攤。我站在水果攤前一看，有黃澄澄的
芒果、金燦燦的柚子、紅彤彤的富士蘋果……我看上了綠色和黑色相間
的大西瓜，拿起一個然後敲了敲，雖然我並不知道有什麼用，但我也有
樣學樣。選定西瓜後，我開始和水果攤老闆討價還價，最終我以三十元
買下這個大西瓜，不過我還是覺得買貴了。

我帶着大西瓜再次穿過了摩肩接踵的人海。然後，我來到了此行的第
二站──蔬菜攤。一來到就聽到蔬菜攤老闆的叫賣聲︰「不要九十九，也
不要九十八，只要九塊八，你就能把新鮮蔬菜帶回家！」我來到蔬菜攤前
開始揀選，我根據媽媽寫給我的紙條，買了洋蔥、高麗菜和粟米。接着，
我讓蔬菜攤老闆送了我幾根花蔥，付了錢，我便帶着大袋小袋離開了。

本以為已見識過繁忙熱鬧的場面，結果我走到了菜市場的深處，人多
得一望無際，幾乎看到的地方都充滿了人，我敢說這裏的人沒有一萬也有
八千，而且還有魚腥味在空中。我步行至最後一站──魚攤。魚攤的魚十
分新鮮，放在冰上時，魚不時跳一下。我左挑右選，買了一條東星斑。

買過菜後，我終於擠出了菜市場。離開菜市場時，傳來嘈吵的叫賣
聲，加上空氣中混雜的腥臭味，令我十分煩躁，我發誓絕不會再來菜市
場。可是，結果第二天我又來到了這
個人山人海、人來人往、人聲鼎沸的
菜市場為媽媽買菜，我真是與這繁忙
的菜市場結下「不解之緣」呢！

這件事讓我學會了世上只有媽媽
好。我以後也不會輕易不理睬別人，
特別是家人。

2C 李會迪 (黃社)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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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忙的菜市場》

文筆不俗，能夠嘗試運用步移法及多感官描寫各個攤檔的特
色，值得嘉許。



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

4A 劉洁 (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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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沒有帶手提電話外出，因而有不一樣的經
歷和體會。

鬧鈴嘟嘟地叫着，跺着小腳想要喚醒床上還蒙着
被子睡懶覺的人。終於，在它再次憋足了勁叫喚起來
的時候，床上的人一轟而起，宛如受了驚嚇般，抓起
鬧鐘一瞅，哦天！與小依的每周一聚要遲到了！這是
屬於我們兩人每周單獨相處的時間，但這周卻因為我
睡懶覺而破壞了。我的腎上腺素急促飆升，我火急火
燎地跳下床，仿佛在熱鍋裏的螞蟻，手忙腳亂地穿上
衣服並從背包裏翻出手機給小依發訊息，表示會晚點到
達約定地點，然後將它放到床上並衝去洗手間洗漱。

十幾分鐘後，我終於收拾完畢。昨晚為求方便，
我早已將所有東西都收入了背包。還好我
有先見之明，現在就可以節省時間出門
了。

衝出房門，手上的秒針一格格轉
動，時間一點點流逝，腳步不自覺
愈踏愈快。風呼呼地吹着我的臉，
我的心臟似乎與秒鐘一起跳動。離
約定地點愈來愈近了，我習慣性地摸了摸口袋，想給小
依發消息表示自己快到了，但手伸進口袋的一瞬間，心
忽然一咯噔，口袋裏竟空空如也。不會這麼倒霉吧！但
是很快我又有了幾分僥倖，我昨晚不是放在背包了嘛！
懷着這幾分僥倖，我如私家偵探般地毯式搜索背包，但
結果卻令我大失所望，手機真的沒帶。我的心像被螞蟻
一口口啃食，委屈又懊悔。人倒霉起來真是喝口水都塞
牙。

「當你覺得不幸的時候，你要相信，這是在揮灑你
的霉運，不要自暴自棄，一切美好都會如期而至。」這
句話如魔法般浮現在我的腦海裏，如春天裏第一縷春
風，撫平了我的不滿與憤懣。

收拾好心情，我繼續向約定地點出發。終於，人
群中便見小依正倚着牆低着頭玩着手機。我跑過去捂
小依的眼睛像小孩子似的問她我是誰。她無奈地拍下
我的手說︰「除了你，還有誰會讓我在這等了將近一
個小時，還好有手機，不然我要無聊死了。」我急忙
表示抱歉，並告訴她我沒帶手機這個噩耗，她驚訝地
瞪圓了眼睛，仿佛聽到了不可思議的事情。「真的有
人連手機都能忘帶嗎？」我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確
實，手機作為當今尤為重要的工具，應該很少會被遺
忘吧！如果手機能講話，想必它都要揪住我的衣服痛
斥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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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記事部分相當仔細嫻熟，文章結構完整。如能將焦點聚焦在「我」因沒帶手提電話，
而經歷了不一樣的事情能更凸顯主題。另外，除「我」和朋友的交流變少外，沒帶電
話又有沒有令「我」反思個人與社會或世界的關係呢？宜多作分析。

但事到如今，也沒有非回去拿的必要。我們一如
既往地前往奶茶店坐一會兒，一路上我一人嘰嘰喳喳
地將這周發生的大小事情講給她聽，她卻極其敷衍「
嗯、嗯、哦、哦」地回覆我。明明我就在她身邊，她
卻對我置之不理；手機上的朋友散佈世界各地，她熱
情如火。冷淡了我們的關係卻又結識了其他朋友，與
他們聯絡了感情，究竟這是什麼的社交生活？

我心情不好不說話了，於是氣氛瞬間凝下來，當然
這只是從我單方面看，她仍然與手機裏的朋友暢談。到
了奶茶店，她終於有空抬起頭看了看菜單，選好奶茶並
「細心」地詢問我喝什麼。我沒有理她，點了奶茶後
便徑直尋找座位坐下了。她不明所以。安慰我︰「沒
事啦！就一天而已，回家就能玩手機啦！」她居然認為
我是沒帶手機而生氣的嗎？我生氣的同時又有些疑惑。

為什麼我覺得她一直玩手機不妥，就因為
我今天沒帶手機嗎？難道以前我也是跟
她一樣沉浸於手機而對身邊的人充耳
不聞嗎？那我們都玩手機，這樣每周
一次的聚會的目的實現了嗎？

我向她表達了我的疑惑，她深
思片刻將手機放入背包，說︰「既然這樣，那我們今
天都不玩手機，體驗一下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吧，怎
麼樣？」我立馬像小雞啄米一樣點起了頭。於是不一樣
的一天正式展開。

我們聊個不停，時而捧腹大笑，時而互相鼓勵。
我們都感到對方的真實存在。

之後我們一起逛街，今天的商店似乎格外吸引人
的注意。我們像剛到的旅客，對每一家店和食品舖都
充滿了新奇，我們東瞧瞧西看看，像天綫寶寶般接受
着外來事物。

很快，我們便滿載而歸，今天的時間格外充裕，
我們步伐輕快，貨比三家，左挑右選，一件件合適又
喜歡的衣服便到手。換做以前，似乎總沒精力和時間
挑選，總想着在網上一搜就好了，但買來的不是不合
適就是不喜歡。

一天很快就過去了，今天過得十分充實。

手機是用來聯絡不能陪在身邊的人的工具，它給
我們的社交帶來方便，但須合理使用，不能讓它主宰
我們，更不能因它而忽略身邊的人，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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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

4B 倪瑄瑩 (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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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互聯網發達的時代，手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必備品，它是人們的貼身伙伴，大家都不能沒有

它。但在1973年以前，當馬丁‧庫帕還沒有發明手機時，在那之前的通訊十分不方便，遠程的通訊也只能

靠書信。再緊急的事情也不能馬上讓對方知道，只能快馬加鞭八百里或飛鴿傳書，但又怎能快過現在的一

通電話、一個視頻？現在手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不管是城裏人還是農村人，

都是大家熟悉的工具。請客吃飯時，手機一按；找朋友談心，手機一按；聯繫各種業務，開會通知，諮詢

問題，付款到賬，樣樣都少不了手機的存在。但是今天我決定做個測試，嘗試一天不用手機，更為了防止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我把手機鎖在抽屜裏。

早上，我迷迷糊糊地醒來，習慣性地往放手機的桌子摸一摸，發現沒有手機的蹤影，這才想起今天自

己不能用手機。原本我還想刷一會視頻什麼的，這下只能乖乖洗漱了。

吃過午飯，換身衣服，我便走向巴士站，看到巴士我連忙跑過去，心想這次補課終於不用遲到了。於

是我走向空位，很自然的把手伸進口袋中，想拿出手機準備打發一下時間，但卻想起手機被我鎖起來了。

由於沒有手機，我坐巴士時也就不能玩「王者榮耀」，不能玩「和平精英」，看不了微博什麼的，只

能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我赫然發現乘客們的動作幾乎全都一致，那便是低頭玩手機。平時的我，可能也

是他們其中一份子，看看「抖音」、「快手」，刷刷小紅書、微博等之類的，眼睛沒有一刻能夠休息。而

我呢，由於手機不在身邊，反而能夠更好的觀察周圍的人和事物。

下了站，我看了看手錶，發現今天比往常早到了十分鐘，便打算四處走走，這總比一個人早到補習班

呆呆的站在那強。

我在附近轉了轉，看到有個小公園，便走進去看了看。這才發現這個每星期都路過的小公園，並不是

我印象中只有零星點點的植物，而是種滿了不同種類的花草樹木，小孩子在裏面玩得不亦樂乎。原來平時

我只顧着玩手機，並未抬起頭仔細觀察、仔細留意身邊的事物，以至於到今天才發現這個小公園。我究竟

因為玩手機的緣故，錯過了多少景象？

在回家途中，我看了多次走過無數次的回家之路，從中我發現了以前我未曾看到的，例如綠意

盎然的樹木，也看到了現在不同人士的狀況。雖然沒有手機，多少會令我忐忑不安，

但是沒有帶手機也讓我看見了平時忽略的景色。

手機，它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它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加強交流，也

可以令我們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事物，但是過度沉迷於手機的花花世界，會使我

們失去觀察生活的樂趣，更不要妄想用手機來了解知識，充實自己，因為在

手機世界中，你永遠無法了解自己身處的地方。星空、雷鳴、花香，都要靠

個人親身體驗，要靠自己來探索。這次沒有帶手機出門，使我重新思

考、重新定義手機的重要性，我們不應該讓手機埋沒了我們對生活的

嚮往，不應該沉迷於其中。

評語：立意鮮明，內容充實，切合題旨。能記述忘記帶手機後的所見所感，描寫具體清晰
，體會深刻真摯，層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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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weekend, Student Union held a Fashion Star Charity Sale in the school gym, and I 
participated in the fundraising event. The charity sale was held from 10 a.m. to 7 p.m. on 
Saturday, 26 May.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event as it was to raise money to help the 
homeless!

It was the most impressive charity sale that I had ever participated in! In the charity sale, 
there were a lot of clothes to choose from. All the clothes were donat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activity must be the fashion show! The models wore 
clothes from the charity sale and there was a lot of audience. The models were con�dent and 
they showed us how to mix and match with the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we could buy from 
the booths!

The whole event was full of people and I am sure we all had a nice day. The volunteers were 
happy too as the charity sale raised more than 20,000 dollars for the homeless!

I think the charity sale was successful. If you want to help the needy, come join us next time!

 

Comments:

3A Ng Tsing Tung (Green House)

Topic: Write a newsletter article about a charity event. 

A Fashion Star Charity Sale
By Phoebe Ng

The writer has successfully depicted a wonderful charity sale with some useful sentence 
patterns taught in class. The piece of newsletter article was �nished with high level of 
accuracy.  Well Done! 



A Film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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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 Love was produced by Sony Pictures Animation and directed by Matthew Cherry.  It 
talks about Zuri, a 7-year-old girl who has very thick and curly hair which is di�cult to 
manage. The story depicts how Zuri’s father tries to �x her hair when her mother is staying 
in the hospital.

The �rst thing that I like about Hair Love i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Zuri’s family 
members. It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care about each other. The character design 
and voice acting are very convincing. I could feel how much Zuri misses her mum! It reminds 
us to treasure our family members because we may lose our loved one due to sickness like 
cancer.

Another thing that I like about the movie is that it has a meaningful message. It teaches us 
not to give up easily.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doing something new or di�cult. 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be able to do it successfully. To Zuri, good health and family suppor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having nice hair!

I would recommend this movie to my friends. It is touching and heart-warming.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enjoy this Oscar-winning animation!

 

Comments:

3B Lam Yee Ting, Tina (Gre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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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lm review is very informative, well-written and organised. Plenty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are 
used in your writing.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that hav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ur family members 
and giving support to each other is very important! We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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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mmer, I visited Tokyo with my friend Tom. We went to Tokyo 
by plane and it took more than three hours. We first visited an 
old-style Japanese garden and saw many tourists wearing colourful 
kimonos. We found the traditional kimonos very attractive!

Next, we went to a restaurant to try some Japanese local food, like 
sushi, tempura and soba noodles. They were very delicious.

After that, we went shopping in a shopping centre. I bought a T-shirt 
in a boutique. On the way, we saw some pretty Japanese street 
scenes. The streets are very clean and comfortable. 

The last attraction I visited was the Universal Studio. I had a ri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and saw the Harry Potter exhibition. It was 
thrilling.

I hope I will soon have another wonderful trip to Japan!

 

Comments:

3C  So Ka Hin (Yellow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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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rip to Tokyo

Teacher’s comment: The content of this blog post su�ciently address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opic. The writer managed to use a wide range of theme-related 
vocabulary correctly and e�ectively. The paragraphs are well-organised and the 
writer used cohesive devices to link up the ideas. Well-d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