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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1A 區穎恩 (藍社) 

評語： 文章藉外貌、語言及行為描寫塑造馬老師的形象，記述的兩件
事件能突顯人物特點，選材恰當，充分展現出馬老師關愛學生
的一面，「我」由此抒發對她的敬意及謝意。文句大致流暢，
成語運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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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把棕色的頭髮，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右眼下面有一顆痣。她善良
大方，對學生很好，經常請我吃零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馬老師。

有一次我上體育課時，把錢包和水瓶放在一邊的長椅上，便去集合。回來
的時候，我發現錢包不見了，心想︰「我到底把錢包放在哪兒呢？」剛下課的
馬老師看到我焦急萬分的樣子，便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我一五一十告訴她，馬
老師說她會幫我找回來，所以我便放下心來。過了一節課後，馬老師滿頭大汗
地來到教室，把錢包交到我手上。她的臉頰紅得像個剛熟透的蘋果，原來老師
在烈日當空的操場上，為冒失的我花了十多分鐘找錢包，我得知後，連忙向她
道謝。

又有一天早上，馬老師在教室收功課時，她看着功課欠交紙上一個個被圈
起來的名字，不禁皺起了眉頭，叫我們解釋欠交的原因。我們說得最多的是三個
字——忘了帶。馬老師問我們會不會做習題，整個課室頓時鴉雀無聲。下午上中
文課時，馬老師發了一大疊工作紙給我們，她用剛做好的簡報為我們解題，足足
講了兩節課。最後，老師再出題考問大家，大家都對答如流。

馬老師樂於助人，時常幫助學生，對學生很有耐性，會不厭其煩地教導他
們，她教會了我很多知識，令我成績有所進步。她曾對我們說︰「態度決定你
的高度。」這句話至今成了我的座右銘，馬老師也成了我最尊敬的老師。

《我最尊敬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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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本文寫好友和「我」因一場遊戲而爭執，後來好友主動致電給
「我」，「我」冷靜下來後明白到自己亦有錯處，二人最終和
好如初。文章敍事清晰有條理，如可多加插個人省思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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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小息時，我和閨蜜在學校操場上聊天，看見有兩個人
為了打遊戲的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令我想起三個月前發
生的一件事。

那天閨蜜來我家打遊戲，起初玩得好好的，但後來我一時
大意輸了遊戲，因為那是排位賽，輸了遊戲令她的名次大大落
後於人，惹得她很生氣，因此她很大力地扇了我一巴掌，我的
臉上熱辣辣的，又生氣又委屈，我們因此大吵了一場，向彼此
說了許多難聽的話。當時我叫她馬上給我滾出去，然後她便氣
憤地離開了。

第二天，她在學校看見我，甚麼話也沒說，只是「哼」了一
聲，便從我旁邊走過。我心想︰是我做錯了嗎？為甚麼她這麼討
厭我？誰知道放學後，她竟然打了通電話給我，向我道歉。那時
我還氣上心頭，便沒有接受她的道歉。掛線後，我認真地想了
想，這件事我也有不對的地方，而且她平常待我不薄，又經常
幫助我，因此我決定原諒她。翌日，我們在學校碰見對方竟然
異口同聲地向對方說對不起！說完後便相視而笑。

現在，我們終於和好如初了，關係比以前更好，經過這件
事後，我也更加珍惜這份友誼。

寫作之星 2022年06月

1C05 李卓恩 (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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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學的第一天，我和小美因為一件事吵架了。
由於小美出門時沒有打電話給我，害我在學校門口白
白等了她一趟，還令我差點遲到。回到學校後，小美
走過來輕拍我的肩膀問道︰「小琳，為甚麼你滿頭大
汗？你剛才跑回來的嗎？」我憤怒地對小美說︰「要
不是你，我怎麼會跑回來？我才不是那種自討苦吃的
人！」說完，我便氣沖沖地返回教室，對在我身後呼
喚的小美置之不理。

我對小美不瞅不睬已經五天了，但小美卻一直沒
有放棄，希望取得我的原諒。她送了一盒糖和親手編
織的大圍巾給我，可是我一一拒絕了。直到小美給了
我一封信，我才明白我和小美吵架的原因……

小美在信中提及，由於她在開學前兩天生病了，
沒法通知我。當時小芳剛好在她家，所以她便千叮嚀
萬囑咐，要小芳告訴我不要在開學日等她，因為她也
不知道當天會不會上學。咦？我想起來了，小芳的確
致電給我了，但她沒說小美生病了啊，這個小芳真是
奸險小人！

看完小美的信後，我立即打電話給小美，並且向
她道歉，小美也接受了我的道歉。

我和小美終於和好如初了。經歷了這件事後，我
和小美的關係變得更牢固。她將永遠是我的好知己。

1C03 黎慧琳 (藍社)

評語：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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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我」誤會了小美，對小美不瞅不睬。及後
小美主動向「我」解釋和請求原諒，兩人最終言歸
於好，所述切題。文章敍事流暢清晰，脈絡分明，
不錯。如能於文末多抒發個人感受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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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01 馮瑞君 (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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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心是我小學同班的同學，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看着她的成績
突飛猛進，對於她的改變，我感到既驚訝又羡慕！

一心外形纖瘦，披着一頭長髮。她三年級開始便沉迷手機遊戲，甚
至常常邀請我一起上網。她對讀書不感興趣，功課壓力大的時候便以玩
手機放鬆一下為藉口，整晚機不離手。她無心向學，沒有一科合格。當時
她屢勸不改，也因此常與媽媽發生衝突，影響了家人之間的關係。

她媽媽沒有放棄她，用了各種方法來幫助她。小五的時候，她媽媽
用獎勵的方法鼓勵她用功讀書，又替她找來一位補習老師。此外，她媽
媽與她約法三章，限制她每晚玩手機的時間。補習老師很用心、盡責地
教導她，她漸漸克服了學習上的困難，跟得上學習進度。常識科老師更
因為她測驗合格，在全班同學面前讚賞她。她明白到只要肯付出努力，
便能有所收穫，慢慢對學習充滿了熱誠，也因成績進步而變得更有自信
了。 

升中後，她有如脫胎換骨，竟然取得全科合格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
茅。她的媽媽和補習老師也感到很欣慰呢！這種積極的學習態度，除了
贏得老師的欣賞和稱許，也令我相當佩服。

她的突破激勵了我，在她的影響下，我為自己訂下了學習目標，向
着標竿直跑，絕不辜負家人和師長對我的期望！

評語： 文章藉外貌、行為描寫塑造人物形象，亦能對比人物在改變前後的
行為，人物形象鮮明。文中的人物與「我」是同學關係，如能提及
「我」目睹她轉變後的反應，可更突顯人物為「我」帶來的影響。

一位成績
突飛猛進的同學



My role model is the singer and actor Edan Lui. He participated in a talent 
show and became a member of Mirror, the most popular boy band in Hong 
Kong.

Edan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Hong Kong’s music industry. I think 
he’s professional and humble because he takes every performance 
seriously and always gives the best of himself. He can sing, dance, and 
play some musical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piano and violin. He has 
inspired me to do things I wouldn’t dare before and has given m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so I’m going to work hard in my studies.

I’d really love to watch Edan’s performance in person in the future. I also 
want to be an actress because he makes me believe that acting is fun.

You have provided a clear and concise picture of Edan. The content is solid 
and can demonstrate your love for him.

Comments: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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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Jenny Chau (Red House)

M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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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is my father. He is my role model 
because he gave me life and inspired me. He 
worked as an engineer, a policeman, a doctor, 
and a lifeguard before. He now works as a chef. 

My father has inspired me a lot. He taught me to 
try my best to succeed. He has many good 
qualities. He is always patient and understanding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and his love for 
small animals has set a good example for me. 

Being inspired by my father, I’m also fond of 
cooking. In the future, I will go to a culinary school 
and learn more about cooking. Hopefully I’m 
going to become a chef too.

The ideas are well developed with plenty of examples. You are also able to 
construct complex sentences accurately.

Comments:

1B Fung Xiao Alejandro Jian Xiong (Green House)

聖公會李炳中學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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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ole model is my father. He is brave, 
cheerful and friendly. In the past, he was a 
part-time worker. Now, he is a professional 
full-time worker. He spends lots of time with us 
and earns money for our family. I like him so 
much.

My father is good at dancing and singing. He 
can sing so well and has also inspired me to be 
a singer. Therefore, I often sing together with 
him.

Since I’ve learned from my father that I should 
never give up easily, I’m going to work hard like 
him. I also hope that I can be tough and brave 
just like him. I’ll try my best.

Comments:

1C Lau Tsz Hin (Blu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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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role model

The ideas are clear and well organized. Good use of modal verbs and 
connectives in th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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