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ꑀ
ꛜ
꒤
ꑔ 

ꓹ
걱
뱧
Ꝁ 

 ꭏ

ꞽ
남
쁁
ꧺ
꒤
뻇 

뻇
ꗍ
Ꝁ
ꭾ
뚰 



  
 
 
 
 
 
 
 
 
 
 
 
 
 
 

中一片段寫作 
  



短文一 

肖像描寫：透過刻劃外貌，突出人物特徵 

 
1A(08)陸道盈 

《一位勤奮的學生》 

  桑延他筆直地坐在椅子上，皺着眉頭思考，手中的筆就像永動機一樣不會停下。他戴着

眼鏡，鼻子尖尖的，眼裏炯炯有神，五官精緻得像個娃娃，有時候他會穿着整齊的校服出現

在校園各個安靜的小角落裏看書。老師們是這樣評價他的：「你真是我的王牌啊！」 

 
 
1A(27)蘇朗 

《一位開朗的隊長》 

  每當我看見隊長時，她總帶着笑容向我打招呼，就像開心果一樣。她的眼睛又圓又亮，

總能發出閃亮的眼神；最特別的是她的牙齒，雪白的牙齒配合她自信的笑容，就會帶動很多

人一起嘗試，也怪不得大家都喜歡與她玩呢！ 

 
 
1B(01)陳夏雲 

《偉大的消防員》 

  消防員身穿制服，有雙堅定的大眼睛，嘴巴帶著微笑像彎彎的月亮。他們不畏懼嚴寒酷

暑，都堅守著自己的崗位，為人民服務。救火時，他們嚴肅起來，從消防車上跳下，飛一般

爬上車頂，用高壓水槍噴射火焰，大火漸漸被撲滅了。 

 
 
1B(05)梁愛恩 

《年老的婆婆》 

  婆婆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夫。古銅色的臉上，深深地刻著像小溪似的皺紋，大手上長滿

了老繭，手指乾裂，粗糙得像沙子。婆婆的頭髮已經花白，失去了光澤，那微微凸起的眼睛

和額頭的皺紋記載著在她長期的操勞。還忙著給我們採果子，時不時回眸一笑。 

 
 
1B(18)王智怡 

《溫柔可親的母親》 

  我的媽媽很溫柔可親，他有著杏仁似的小眼睛，笑起來像月亮一樣，她的眼邊帶著歲月

的條紋，展現了他做母親的艱辛。她還有一張端莊秀麗的臉，臉頰紅樸樸好像一個可愛的圓

蘋果，她臉上帶著天使般的笑容，顯得平易近人。 

 
 
1B(21)劉柏宇 

《彎曲的霍金》 

  他是一個「彎曲」的人，他的身體幾乎快折疊起來了！他只能坐在輪椅上，用五官在電

腦上打字，表示他的想法。但他的智商很高，是一位科學家。即使如此，他也為人類帶來了

極大的貢獻。 

 



1C(07)林晞瑶 

《可憐的孤兒》 

  他在垃圾箱旁邊，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他看起來就像沒有線的風箏，被風一吹就飛了。

他喜歡躲在黑黢黢的小巷子裡，像老鼠一樣，臉上總是露出害怕的神情，他總是像老人一樣

彎著腰。 

 
 
1C(08)彭詠恩 

《天生麗質的明星》 

  在明星濃黑的眉毛下，眼神如柔美的月光一樣歡樂，又略見清煙一般的惆悵。明星的服

飾很新潮。其實他們在背後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經過了無數次的練習，才可以變得像現

在那麼有名氣！ 

 
 
1C(11)譚凱瑜 

《溫柔的余老師》 

  余老師寺進課室，他有著一頭長長的秀髮，她衣服樸素，但是也掩蓋不了她那種優雅的

氣質，如下凡的仙女一般，仙氣飄飄。只見余老師的眼神從我們的身上略過，我的心就像一

塊浸入熱水的巧克力一樣融化了。 

 
 
1C(17)陳縉羲 

《神奇的理髮師》 

  我家附近有間不起眼的理髮店，店裡的師傅正拿起剪刀為客人剪髮。師傅雖然身材微胖，

動作卻十分靈活。只見他一下子瞪大眼睛，一下子又皺起眉頭，三兩下就剪出了令人滿意的

髮型，活像一個位神奇的魔術師。 

 
 
1D(07)李雨欣 

《青春陽光的小汪》 

  我很喜歡粘著小汪──我的好朋友。她笑起來像是一朵面對太陽的向日葵，陽光燦爛。白

皙的臉上長著一對細而長的柳葉眉，眉毛下是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玲瓏秀氣。她很喜歡運

動，打籃球時英姿颯爽，散發著一股少年感。 

 
 
1D(31)楊浩瀚 

《有愛心的乞丐》 

  這個乞丐在街中央乞討，髒兮兮的身子，殘缺的身材，無助的眼神，像一個被遺棄的孩

子。他雖然很缺錢，但他還是會把討來的錢捐給更有需要的人。他雖然有副殘缺的身體，但

他有一顆善良的心！ 

 
  



短文二 

心理描寫：一次與家人爭執的經歷 

 

1A(01)陳汝藍 

  我應該向他道歉嗎？他會接受嗎？還是繼續和我吵架？媽媽會來幫我們和解嗎？還是對

此漠不關心？現在該怎麼辦？繼續僵持下去？都過去幾個小時了，我們依舊對對方不聞不問，

我就在房間裏呆呆地坐着，心裏又開始想了：「我真的要硬著頭皮向他道歉嗎？」 

 

1A(08)陸道盈  

  是不是他認為買手機太費錢了？難道是我還沒長大？可是我已經中一了……但為什麼姐

姐小學六年級就有手機？是我成績不夠好嗎？如果我現在再提這件事情，他會不會不理不睬，

還是繼續吵架？「吃飯了！」媽媽說，算了，恐怕我再提，他只會更生氣。 

 

1A(09)吳梓琳 

  我明明就沒有弄壞她的花瓶！那是妹妹弄的！她為什麼不信我呢！我大力關門。媽媽會

以為我這麼激動是因為我心虛嗎？但我真的沒有弄壞啊！她為甚麼就不信我呢？我真的太委

屈，太生氣了！ 

 

1A(12)楊凱喬  

  我應該主動認錯，可是我明明沒犯錯，為什麼是我道歉？父母不能給子女道歉嗎？但是

她不道歉，我又不道歉，那是不是會一直冷戰下去？如果我道歉，會不會顯得我沒有骨氣，

而且她會不會不接受我的道歉，然後繼續罵我，這樣下去沒完沒了啊！ 

 

1A(13)楊瑤瑤 

  「我恨你！」我氣沖沖地衝回房間，狠狠地把門關上。我既憤怒又委屈地攤在牀上，卻

感到有些後悔，我是不是不應向媽媽大吼的？我的心情慢慢平復了下來？媽媽見我朝她大吼

會不會很傷心？但她嘮叨真的很讓我煩躁！我若是現在出去道歉，會不會很沒面子？我想着，

便縮回了正推開門的手。 

 

1A(28)孫雍智 

  我是不是要順服？還是堅持自己？弟弟為甚麼要冤枉我呢？媽媽為甚麼不肯相信我呢？

我獨自在房間裏，過了很久，我們還是沒有交談。再這樣不是辦法，我到底要不要去認錯？

還是等到真相大白？ 

 

1B(01)陳夏雲 

《小明把我的小木船摔壞了》 

  小明把我的小木船摔壞了，爭執中我把他的摔得粉身碎骨，他氣得臉色煞白，還罵了我。

我生氣地說：「是你先把我的摔壞了，還責怪我！」晚上我心想是不是做得太過份了，要向他

道歉嗎？他會原諒我嗎？還是會再也不理我了？ 

 



1B(02)葉舜琳 

《沒有出席生日會》 

  「你為什麼不來生日會？說啊！」我不是不想來，但我在去的路上掉進了泥坑，也下大

雨，滿身污泥，要是去了，他們不也是會嫌我髒，唾棄我嗎？我家大老遠的，要回家換衣很

久不是很正常嗎？憑什麼你這樣罵我？一句一句罵，生日的人都沒有介意，你憑什麼？ 

 

1B(17)朱睿天 

《做功課》 

  我明明是有做到功課的，為什麼媽媽說我沒有做功課？他是不是拿我來發洩？「你在想

什麼，站在這裡做什麼？還不進去做功課？」媽媽生氣地說，我心想：為什麼你不檢查才下

結論呢？不要次次都是這樣冤枉我好不好？ 

 

1B(24)莫家俊 

《買手機》 

  為什麼媽媽不給我買一部新手機呢？是不是媽媽太吝嗇了？聽到我和媽媽的吵鬧聲，爸

爸走了進來，說道：「媽媽一個月的工資，都給你去交學費了，沒有錢給你去買新手機了。」

這一刻，我又在想，有沒有必要買新手機呢？ 

 

1B(27)譚健忠 

《打籃球》 

  小明說：「如果你把球傳給我，不就羸了嗎？」我反駁：「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啊！」我和

小明爭吵著，爭吵完之後，我想：他不會會生氣呢？我要和他道歉嗎？其他人會怎麼看待我

呢？我的心情十分矛盾。 

 

1C(03)陳奕瑄 

《撿東西》 

  我是不是應該幫她把錢包撿起來？她會接嗎？她會對我感謝不止，還是會冤枉我呢？那

個人會接受別人的幫助嗎？我一動不動的就站在那裡，同學叫了吃發呆的我，你看前面那個

女生錢包掉了哦！是啊，那個錢包還沒有被撿起來呢，等下被壞人撿走了怎麼辦？或許我是

不是應該跟眼前的女生說明錢包掉了嗎？ 

 

1C(04)胡行之 

《玩遊戲》 

  「馬上要考試了，怎麼還在玩手機？」 

  「任務我都完成了……」 

  「有時間再做一些吧！」 

  她總是壓榨我僅剩的娛樂時間。殊不知，我只是想拿著手機播音樂而已。長期緊張的狀

態讓心理變得脆弱，眼淚無聲滴落到桌上新出現的練習簿上。 



1C(11)譚凱瑜 
《打破飾品》 

  「你為什麼要打碎這個飾品，這是我奶奶送給我的一份生日禮物。」小琳說。我心想：

這不是我打碎的，我感到很委屈。我要跟小琳解釋嗎？她會原諒我嗎？他會聽我的解釋嗎？

她會不會認為我在狡辯呢？媽媽來接我回家了，可是小琳還是很傷心。 
 
1C(12)鄧雅惠 

《偷看日記》 
  正當我從洗手間回來，我看見她在偷看我日記，她帶著輕蔑的笑容走向我，空氣彷彿凝

固了，莫名的怒氣向我洶湧而來，我狠狠瞪著她，眼裡像是要噴出火來。卻讓她更得意，尖

酸刻薄的語言，如同毒藥般刺激著我的神經，理智接近崩潰。 
 
1C30 邱越生 

《偷東西》 
  我在便利店買東西時，忽然看到一名男人正悄悄地偷走眼前女人的錢包，我心裡想：我

是不是應該舉報男人呢？還是坐視不理呢？那一刻，世界彷彿停頓了，我腦袋一片空白，不

知所措，究竟我應該要怎樣做呢？我是不是該大叫呢？ 
 
1D(01)張汝礽 

《我因朋友誤會我偷了她的東西而和她發生爭執》 
  昨天上課時，一心很生氣地說：「我的綠筆不見了！肯定是你偷的！絕交吧！」我很冤枉，

我是不是應該和她道歉？但我沒有偷東西啊！這應該怎麼辦？我是否應該和她解釋？她會聽

嗎？她會信嗎？我感到十分無助。 
 
1D(07)李雨欣 

《我因為爸爸不同意我學習舞蹈而和他發生爭執》 
  爸爸會同意嗎？媽媽會替我勸爸爸嗎？「學舞蹈有甚麼用？學習都未能兼顧，還想學舞

蹈？」房間傳來了一句諷刺的話語。我真的很差勁嗎？爸爸覺得我沒用嗎？媽媽也會覺得學

舞蹈沒用嗎？我喜歡跳舞難道是件錯事嗎？我是不是該放棄呢？ 
 
1D(08)廖曉晴 

《我因為媽媽爽約而和她發生爭執》 
  「媽媽真是個大騙子！」我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媽媽只是因為公事而無法遵守承諾與

我去迪士尼，媽媽應該也很無奈吧？而且約定一同前往的弟弟也沒有大吵大鬧，他其實也很

失望吧？可是我期待了許久，不能去真的很難過啊！ 
 
1E(20)傅善仁 
  一天，我和最好的朋友—小明一起打籃球，突然我一用力，不小心打傷了他。他的傷嚴

重嗎？他還會和我做朋友嗎？他肯嗎？他會不會生氣？我很內疚，我不應該這麼用力的！幸

好他最後還是原諒我，並説：「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1E(23)高以恒 
  我是不是罵她罵得太過分了？他又不是故意的，並向我道了歉，為何我還一口咬定她是

特意的？聽着她說：「如果你要為了一面破鏡子而吵架，那我們不要做朋友了。」我現在跟她

道歉，我們還可以像以前一樣？我該怎麼辦？我不想失去這個好朋友。  



 
 
 
 
 
 
 
 
 
 
 
 
 
 
 

中二片段寫作 
  



短文一 

透過行動描寫刻劃出一位親友的性格形象 
 
2A(20)余欣澄 
  我的好朋友一心是個懂事的好孩子。 
  記得開學的第一天，我不經意間留意到她的手脫皮乾裂、校服破舊不堪，總言之不論衣

著、文具、課本任何東西都挺破破爛爛，破舊不堪的。那時什麼事情都盤根問底的我主動走

去問她的手為何這樣，還有為什麼不在意自己的衣著打扮。現在回想起，真的覺得那時的我

聰明過分！ 
  一心臉帶笑容回道：「或許我家裏經濟能力有限吧！」我很內疚，到現在還是很內疚。你

的手獨特是因為付出，你衣著破舊是因為為家庭的著想，你像陽光般善良的心是因為懂事。 
 
2B(02)陳運琪 
  方老師溫文爾雅的模樣，留在我的記憶裏，久久不能抹去。在我小時候，看見她，便深

深記着了她的模樣。那烏黑的頭髮放在她的後背上，隨風擺動。那晶瑩剔透的雙眼，讓人久

久移不開目光。面對同學，或是其他人，他都會露出一個禮貌又和諧的微笑，給人很大的安

全感。靠近她時，會在她身上聞到一股香香的味道，令人沉迷。每天穿着不同的衣服見面，

卻也會覺得每件衣服都適合她，沒有一位學生的目光不在她身上。 
 
2B(27)楊鎮 
  允行是一個笑口常開的開心果。每次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一副眉開眼笑的模樣，他笑

的時候眼睛瞇成一條縫，嘴巴好像要咧到去耳朵去，遇到興高采烈的事，他都會笑得把牙齒

露了出來，眉毛也彷彿會跟着一起笑一樣，笑得把眼淚都笑出來了，無論他是對着誰都是以

笑容去面對別人的，所以誰都很喜歡和他一起玩耍的，他的笑容可以給周圍的人帶來正能量，

只要想起他的笑容，我的心裏就感到溫暖。 
 
2A(28)梁霆軒 
  王老師那簡樸干練的衣着，就如她做事嚴謹，從不拖泥帶水的性格一般，令我十分懷念

和不捨。王老師因為近視而帶着眼鏡，但在我的小學生涯中，她從沒有更換眼鏡，永遠是那

副黑色方框眼鏡，簡樸而實用，就如她的處事風格一樣。王老師上課時，每次都是穿着素淨

的衣服，頭頂只插着一隻木簪子。她上課前都會整理領口及檢查衣服，就像她一絲不苟，從

不馬虎草率的性格。雖然王老師做事嚴謹，但她並不是一位嚴肅且不苟言笑的老師。她常常

戴着我們親手織的圍巾，上面印着玩偶的樣子。但她從沒有嫌棄，雖然和她簡樸的衣着格格

不入，她還是常年穿着，正如她一絲不苟的外表裏卻有一顆溫暖的心一般。 
 
 
2C(04)梁康翹 

《我的中文老師》 
  在我學習的路上，有一位留着長瀏海，留着長髮，高高瘦瘦的中文老師出現了。 
  她那對黝黑的眉毛，在我近距離觀察時，每一根都顯得清楚。雖然現在帶着口罩，看不

到鼻和嘴，但這只會令我更留意她那雙炯炯有神、精神奕奕的眼睛。大家知道這是誰嗎？沒

錯！就是薛老師了！實不相瞞，每次她問問題時，我總會覺得她那雙帶點殺氣的眼睛像掃瞄

着班房一樣在找同學回答，我有好幾次也是跟她對望那一刹那就被選中了。但當然，薛老師

也有着温柔活潑的一面，她每次笑的時候我也有留意到她的眼睛會變成一條線彎起來，像極

了彎彎雪白的月亮，每次她一笑起來，臉色變得十分甜美，十分討人喜歡呢！ 



2C(14)張小藝 

  我奶奶的手粗糙的像一個經歷多少風霜的老樹枝，黑乎乎的雙手裏有許許多多的斑紋，

深深陷進去的皺紋像一棵樹皮破裂的大樹。額頭上佈滿了一道道挺深的皺紋，兩隻眼睛深深

地陷在眼眶中，奶奶的目光裏夾雜著溫暖，彷彿冬日裡的陽光，那溫暖慈祥的眼睛總是笑眯

眯的，紫青色的薄唇，説起話來又清脆又好聽，還記得小時候很害怕打雷，每次打雷時，我

總是被嚇哭，每當這时候奶奶的大手會把我摟在懷裡，坐在腿上給我講故事，那溫柔的聲音

我總是很快入睡。 

 

 

2D(02)陳欣怡 

  我的好朋友吳卓怡她留著一頭烏黑亮麗的頭髮，把頭髮扎起來，看起來十分優雅，把頭

髮放下來，整個人的氣質也增進了幾分，配上玫瑰金色的邊框眼鏡，襯得面部五官十分和諧，

長的很清秀，令人很想親近她。她的頭髮很柔順，站在她身邊，洗髮水的味道滲出來，是一

股淡淡的玫瑰香氣，不會特別濃烈，很好聞，令人感到親切、溫柔。再配上一條白裙子，整

個人斯斯文文的，突出了她優雅又親切的性格。看到她的長髮被風吹得一縷縷的，清新飄逸，

每回我都看的目不轉睛。 

 

 

2D(10)孫嘉琪 

  一提到她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她那光潔亮麗就像眼裏有光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見過她傷心時、開心時、生氣時、煩惱時等等的各種模樣我全都見過，但印象最深刻的還

是她的那雙眼睛。我看到她在自己擅長的比賽中拿到冠軍，當她聽到後眼眶和雙眼皮瞬間都

瞇成了一條彎彎的縫，臥蠶變的又大又深，嘴角向上，剛剛好露出她那對尖尖的虎牙，我也

忍不住跟著她一起開心起來。當我看到她和她媽媽吵架了找我哭訴時，她的那對眉都皺成了

一團，眼眶濕漉漉的，眼角還停留了幾滴的淚水，但她的眼睛還是那麼的明亮就像一隻委屈

的小狗。當她在斥責小朋友要愛護小動物時，眼神又憤怒又堅定， 

  雖然在生氣但一點也不凶，小朋友都被直勾勾地盯到妥協，我卻覺得她那副生氣的樣子

很可愛。 

 

 

2D(19)鍾震琦 

  我的朋友允行，擁有一雙炯烔有神的眼精，又敏鋭，又細緻，總是閃着活力的光，他滴

溜溜地不停地四下張望，充滿着強烈的求知欲望。他明亮的眼晴能讓我在遇到困難，挫折的

時候給我力量、指引，他就像一面影子，給我了解最真實的自己。除此之外，他還是辯論隊，

當他每次比賽的時候，他的眼睛都會從平靜無波變成貓頭鷹銳利的眼睛，而他最壇長的是用

火眼金睛去洞察對手的一舉一動，被人的感覺他很有自信，在辯論場上妙句連連，所向披靡，

大殺四方。允行的眼睛就是他面上的黃金點，凝眸時如波瀾不驚的大海，流動時如空中飛走

的星星，明耀著智慧的光。 



2D(24)吳柏銳 

  小明是我童年時的玩伴，他非常開朗。雖然現在已移民英國，但他那像陽光般燦爛的笑

容，仍然令我記憶猶新。記得初相識時，他主動跟我打招呼，我一看見他，便被他深深吸引

著，他有一身陽光膚色，還有燦爛的笑容，散發出一股陽光氣息，令我感覺舒服。他的眼睛

彎彎的，像對著我善意微笑。我當時心想：我與他一見如故，我要跟他做好朋友。小明是我

最好的朋友，我們每天都會見面，當我遇上逆境時，他會說鼓勵的說話，亦不忘展露他那燦

爛的笑容，那笑容彷彿有很大的魔力，帶給我正能量，鼓勵我積極面對前路，直至現在，每

當我失意時都會記起他那燦爛的笑容，我便會重新振作起來。 

 

 

2E(05)金倩怡 

  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那天她的笑容，陽光映射在她的臉上，明眸皓齒、笑靨如花。 

  開學一個月後，老師突然宣佈有一位網課生要轉實體，並將她安排在我身後的座位。見

到她的第一眼，就看到她那盛滿笑意的眼眸和粗粗的眉毛。我對她自我介紹，她自來熟的對

我笑，細聲細氣的告訴我她叫煒善，她的笑容就像清泉的波紋，從她嘴角的小梨渦中溢了出

來，漾及滿臉。 

  後來一次小息，我風馳電掣的跑出課室，不想裡面撞上了她，她一屁股跌倒在地。我連

忙將她扶了起來，她腿上被撞出一個大包，嘴上卻一直重複著：「我沒事，沒事……」當然讓

我相信她，並無大礙還站起來跳了兩下。 

 

 

2E(06)梁佩儀 

  呂朗言老師那開朗的笑容，從我第一天見到他的時候就印在我心裏。 

  第一天見到他時，他因一些小事他倒在椅子上笑得人仰馬翻，展示了他滿面春風的笑容，

後來每次上課他也常常帶着笑容。他除了有開朗的笑容，外貌也是玉樹臨風，為人更是風度

翩翩。碰到他，同學心情都變好了。大家都記得呂老師的笑容。他每次來我們課室都是精神

煥發的，神采奕奕地準備上課。每回看見他，我們都受他影響投入課堂中。 

 

 

2E(11)徐煒善 

  從今以後，我再次看見盤子的丸子頭都會想到小怡。 

  在我剛剛轉到實體課的第一天，我坐在了小怡的後桌。我對她的第一印象來自她的後腦

勺——映入眼簾的一頭棕色的秀發高高盤起，在清晨的陽光下顯得熠熠生輝，僅一眼我就對

面前的人好感倍增。她轉過頭對我笑，眼睛好似彎月般，那雙眼透著好奇與善意，輕聲細語

的對我說：「你好，我叫小怡，你是網課來的嗎？老師讓我帶你熟悉環境。」後來我們一見如

故，成為了無話不談的至交契友，那顆帶著洗發水味的丸子頭也在校園裏與我如影隨形。 

  



短文二 

描寫一個人工建築物的外貌 
 
2A(01)陳莉坤 
  那是一棟很普通的高樓大廈，可它在我看來卻一點都不普通。 
  大廈矗立在繁多建築間，高聳入雲，彷彿成為了支撐天地的柱子，也是身經百戰的戰士，

永遠都不會倒下。建築表面有一條條銀線，猶如銀龍盤旋，在眾多建築間顯得格外突出。斜

落的夕陽照射出耀眼的光輝，反射在表面的藍色玻璃上，熠熠生輝。待餘光盡散，夜幕降臨，

抬頭放眼望去一片漆黑。忽的大樓表面亮起燈光，金黃的色彩猶如宮殿般華麗，在黑漆漆的

夜裏別具一格。各家各戶都已亮起了燈，將低空熏成玄幻的紫棠色，又如碎鑽般點綴夜空。

遠遠望去，整棟大廈宛如一座燈塔，黑夜中一顆璀璨的明星。 
 
2A(05)秦主恩 
  港珠澳大橋是世界著名的建築，因為外形壯觀，在陽光之下宛如一條金碧輝煌的金龍。

眼前映入眼簾使世界著名的港珠澳大橋。 
  碩大的鋼架橫放在大橋兩側，好似一個太陽能帆板，整天暴露在陽光之下。吸收著太陽

發出的耀眼的光芒，給行使者的車輛遮擋太陽，鋼架中鑲嘖不計其數的鋼制繩索向條條扭得

像麻花似的。最吸引人眼球的還要是樹路邊大大小小的燈泡。一到晚上燦爛的，五彩繽紛的

燈光在整個港珠澳大橋。成為珠海上的亮點是海上的直路人，是海上的明燈。 
 
2A(07)胡嚴勻 
  長城俗稱「萬里長城」，它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長城穿過了很多省市，跨過河流，跨過群山，連綿起伏，曲折蜿蜓，顯得那樣雄偉壯觀，

如同一條問你長的巨龍。長城由許多巨大的石頭堆積而成，好似一個巨人在為我們守護著邊

疆。站在山腳下仰望，長城宛如一條長龍盤旋在綠油油的群山之巔。長城腳下，微風輕輕吹

過，花草微微點頭，好似在歡迎著人們的到來。站在長城上眺望，隱隱約約的彷彿看到了戰

士們抵禦外族入侵的場景，不禁感嘆長城的偉大。山谷裡雲霧繚繞，就像白紗一樣覆蓋著整

個山谷。夜間的長城更是美麗動人，五顏六色的彩燈照亮了整座長城，也照亮了人們的心。 
 
2A(16)吳姿穎 
  萬里長城氣勢宏偉的姿態被震撼住了。 

  遠看萬里長城就像一條巨龍被高山包圍着，宏偉且壯觀，令人覺得它是個舉世矚目的巨

龍。它的外牆全都是用巨大的條石建築而成的。城牆頂上鋪着方磚，像寬長的馬路，每隔一

段路都會有一個烽火台。夜晚點燈，台台相連，傳遞訊息，猶如人間煙火氣、煙火燦爛，在

漆黑的夜晚照耀着我們，為我們照亮前方的路。萬里長城萬人簇擁，每當想起萬里長城，就

會想起這屹立不倒的巨龍。 

 
2A(17)吳淑瀅 
  倫敦的大笨鐘真是宏偉壯觀。 
  倫敦大笨鐘高聳入雲，在一眾建築和人群中高挺突出，就像一個專注工作的人，不理會

任何人。大笨鐘由一條條柱支撐，回面八方都顯示著鐘，三角椎體的屋頂彷彿一頂帽子。大

笨鐘很大，是英國最大的鐘，堅挺地站在倫敦的西敏宮。每當鐘聲響起時，行人們便會知道

時間的流逝，便會加急自己的腳步，而大笨鐘，一直都會高挺地站在那裏，一聲一聲地響起

自己清脆的鐘聲。 
 



2A(20)余欣澄 

  天壇大佛是全球最高的青銅坐佛，巍峨跌坐於海拔四百八十二米的香港大嶼山木魚峰上，

是香港重要的地標。 

  天壇大佛有着宏偉壯觀的景象，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建築，更是一個藝術的成就。從遠看

大佛的臉彷如月亮掛在半空中，身軀下的樓梯就如一道通往天堂的捷徑。金棕色的大佛猶如

數十天沒洗澡一樣。逐漸走近後你會發現樓梯並非通往天堂而是通往地獄，我甘願相信走到

上去喪失了不少人命!不過近看大佛的臉還挺可怕驚人的，雙耳垂肩，雙眼笑得瞇起來像香蕉

一樣彎，再加上那個慈祥的微笑，頭頂還加上那個密集恐懼症的圓點，晚上看見還真挺畏懼。

不過真的不得不佩服這用了十二年製作的傑出珍貴文化遺產。 

 
2A(29)馬立迅 
  噹！噹！噹！是大笨鐘鏗鏘又深沉的報時聲。 
  大笨鐘是英國的著名地標，安裝在倫敦西敏寺橋北議會大廈東側的鐘樓上，從外形看，

大笨鐘呈赤色，屋頂的形狀就像是戴上了一個皇冠，加上在鐘樓旁邊的西敏宮，更為大笨鐘

添上了一抹莊嚴又尊貴的色彩。 
  大笨鐘在英國國會開會期間，鐘面會發光，藍色的指針，金燦燦的鐘面，讓人不得不讚

嘆建築師的偉大，同時也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不願離去。 
  大笨鐘這座建築，充分體現了何為雄偉壯觀，果真是英國的最著名地標！ 
 
2A(31)吳梓羽 

  舉世聞名的羅馬鬥獸場佇立在意大利的羅馬中，是意大利的標誌性文物建築。 

  羅馬鬥獸場的設計起源於古希臘的劇場，呈橢圓形。中央是表演區，外圍則是看台。他

的建築材料是混凝土，我最喜歡他那經歷了風雨腐蝕的外墻，仿佛在告訴我千年間在這裏發

生的腥風血雨，更詮解了這裏的殘垣斷壁。站在看臺上俯視著中央的表演區仿佛身歷其境，

看見奴隸們與猛獸爲了生存而進行血戰。若站在鬥獸場中央，耳邊就好像時不時會傳來來自

四面八方的貴族的笑聲，讓人感到緊張及驚心動魄 ！ 

 
2B(01)陳紫悠 

  這一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猶如壯碩男子般一樣站在市中心一動不動。它的玻璃外牆潔淨

如新，因為定期都有專人為它清潔。晚上國際金融中心不同樓層透出燈光，像聖誕樹般五光

十色、色彩繽紛。每逢聖誕節，國際金融中心與旁邊大廈的燈飾互相輝映，它顯得更光、更

色彩艷麗。高樓大廈的底部經常可以看到人們匆匆忙忙、人山人海。有些綠化在大廈頂部猶

如頭髮一樣，但有時的頭會變得光禿禿。每當下雨時，它會準備好洗澡。 

 
2B(15)曾穎 

  悉尼歌劇院雄偉又華麗是坐落在悉尼港的便利朗角，是悉尼的標誌性建築。 

  悉尼歌劇院彷彿像一個白白胖的小孩子坐在一片海中央，格外的可愛，生動，他不像其

他建築高聳入雲，但是建立在海邊格外明顯。他又像貝殼，一層一層的疊加着，遠看外形十

分獨特美麗，近看就像就像一片片的貝殼，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漸漸的，漸漸的掉進海中。

每當夜幕降臨，悉尼歌劇院的燈亮了起來，在海邊的加持下更加亮眼，那些燈打在上面像一

群七彩繽紛的小人在跳舞，如同夢中一般的存在。 

  漸漸的，漸漸，我醒了，我是多麼想去悉尼歌劇院啊！ 



2C(01)陳子恬 

  北京故宫聞名天下，它复古豪華的外型令我難以忘記。 

  故宫外型高大，深红的瓦牆上頂着一片片金黄的瓦片，與湛蓝的天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成為一道亮麗的风景綫。故宫就像一位強壯的士兵，威風凜凜的樣子令人心生敬畏。故宫有

些建築己經破舊不堪，圍在周邊的玉白石欄也微微發黃，但是我看到了它歷史悠久的痕迹，

令人不禁想起歷代皇帝在這裏生活的場景。故宫内，雕梁畫楝，金碧輝煌，這氣派的宫殿令

我看得目不轉睛。 

 

2C(14)張小藝 

  每逢探出窗外，第一眼總是那棟金灿灿、引人注目的寫字樓，在這一帶大樓之中，它顯

得格外特別。從遠處望去，大樓閃閃發光，在熾熱的陽光映照下，這樓更是如黃金般閃耀，

就彷彿上面真的有黃金珠寶似的。有的人説大樓上一格格方方正正的窗像一塊大麥田，在陽

光的照耀之下，麥田中那一粒粒飽滿的稻穗就如同無數閃亮的金子似的，使這大樓格外耀眼；

有的人說這金灿灿的大樓像是金色的鎧甲，宛如璀燦的女皇，聖潔又高貴。一到了夜晚，萬

盞燈火大放光明，一幢幢大樓頓時披上寶石鑲嵌的衣服，與其它高樓不同的是，金樓用那漆

黑的夜空包裏住自己，只散發出微微亮光，好讓附近的居民得祥安睡。 

 

2D(02)陳欣怡 

  我的家信明樓就是一個偉大的母親，不分風雨在日夜中穩穩地站着，是我永遠的依靠。

信明樓是一棟高樓大廈，彷彿可以直達雲霄，是一個「小巨人」。在高層往下俯視，道路上的

行人竟變得像螞蟻一樣渺小，車輛在馬路上來回穿梭，連風景也可以盡收眼底。遠遠地望過

去，與背後的藍天白雲融為一體，就像一幅美麗的油畫。每當夜幕降臨，每家每戶都亮起了

燈，再配合着其他的建築，就像在夜晚中點綴天空的星星一樣，相比起白日，我更喜歡這燈

火通明的景象。 

 

2D(10)孫嘉琪 

  那幢高聳又充滿着歡樂笑聲的大廈是我的學校。它不像巴黎鐵塔華麗無比，也不像東方

明珠塔威風凜凜，但它對我意義非凡。在陽光的交織下，反光的玻璃、國旗的杆子、不鏽鋼

的欄杆都散發着生機勃勃的光，圍繞着整個校園。當我仰望校園，發現自己在這高聳入雲的

大廈下是如此的渺小，純白色的牆壁、歷歷在目的校名和令人崇拜的校徽，就像放大般映入

我眼前。蔚藍的天空、潔白的雲朵和這個學校融為一體，形成一幅豐富多彩的畫。當夜晚的

月光照向校園時，星月交輝就像給他賦予了生命般的明亮，使它變得閃閃發光、熠熠生輝。 



2E(02)陳昕蔚 

  我相信不是用“古”來修飾它，而是用蘇州園林來修飾“古”。 

  這幢亭庄嚴地駐立在那，可它並不失風情，它輕輕地伸展，婉如白居易筆下的楊貴妃一

般，房頂的四角彎起，像極了她在獻霓裳羽衣曲的身姿。它給我第一眼的感受，便是美到極

致而有庄嚴。 

  身旁的柳樹輕輕拂動著，猶如“玉珠簾”，擋住了身後美人的面龐。美人掩面，更引得游客

們想一窺全貌。 

  亭上一抹古典的紅色首先從簾子後探出頭，它修飾著這幅美景，更添一分韵味。柱子立

在水中，支撐著亭子，添了幾分柔和。面映著亭子，人照著鏡，細地欣賞著自己的容貌。 

 

 

2E(06)梁佩儀 

  這座廣州塔遠看像個性感的女明星。為什麼說像個女明星呢？因為在廣州人人都知道廣

州塔，或者可以說是廣州的標誌性建築。她全身散發着魅力，特別在晚上，她全身發射出奪

目的光彩，能夠讓路過的人都目不轉睛看着她婀娜多姿的身材。她近看卻像一條只有擁有小

蠻腰的美女才能穿上的婚紗，在五彩斑斕的燈光下顯得非常耀眼。塔上的尖柱像一個支撐着

婚紗的支架，正等待某人穿起它。  



 
 
 
 
 
 
 
 
 
 
 
 
 
 
 
 

中三片段寫作 
  



短文一 

構想文章的第一段，先描寫身處的環境，以反襯出個人的心情，然後透過具象徵意義的物件

引入回憶。 

 

3A(01)陳芊語 

  不知過去了多少年，我又回到了我的故鄉。我的故鄉是一座小城，青石板街上的人寥寥

無幾，可天空似乎卻比城市的天要藍。街道兩邊是一些低矮的房子，石壁上長滿了青苔。城

裏是寂靜的，甚至能聽到遠處小溪的喧嘩聲，又時不時傳來公雞的啼鳴和狗的吠叫聲。看著

這些熟悉的景物，懷念的感覺夾雜著一絲酸楚，如同螞蟻般啃噬著我的心。我跑到那棵和記

憶中一樣高大的樹下，在熟悉的位置終於挖尋到我視如珍寶之物，那是一個已經發黃的日記

本，無數的回憶在我腦海中翻滾著…… 

 
 

3A(13)鄧詠宝 

  在今夜本應靜謐的港口一反常態，變得無比喧鬧，只因那源源不斷的車，那接踵而來的

人，使本就在人群中的我也變得急切又膽怯。我像一只蜉蝣，迫切地想要在短暫的生命裏找

到命中注定的伴侶，但又怕迷失了方向而畏縮。倏然，一艘輪船從天邊駛來，剎那間，萬籟

俱靜，可我的心好似闖入了一只知了，「知知」地催促著我，令我不僅握緊了手中的東西。隨

著輪船的靠近，知了也就叫的愈大聲，「唰」，輪船停在了港口，而心中的知了亦急切地飛走

了。刻的我如一台宕機的電腦，却被手中突如其来的痛唤醒，低頭一看，是一個蜻蜓結，我

久遠的回憶也隨即被喚起……   

 
 

3B(06)鄧穎  

  剛從小學母校出來，突然在冰冷陰涼的天空中下起了條條傾瀉的雨線，伴隨著唰唰聲。

街道、樓房、行人、交通燈，一切的都只剩下模糊的輪廓。像煙霧的雨，像雨的煙霧，絲絲縷

縷，纏綿不斷。心裡被寒風吹來了一陣冷氣，不慌不忙的打開雨傘，平靜的心被觸動了。每

次撐著雨傘都還是猶有餘悸，不管隔了多久。歲月無痕，卻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刻著

與奶奶共度的時光。雨珠滴答滴答打落在傘上，也彷彿滴進了葬在心底多年的回憶黑洞最深

之處…… 

 
 

3B(22)梁博奧 

  「知──知──」綿綿不絕的蟬叫聲迴盪在我耳邊，閒來無事的我獨自走到後山的樹林中，

沒有喧鬧不休的嘈雜聲，我站在樹蔭下閉目養神，享受著來之不易的寧靜。忽然，一陣微風

拂過我的臉龐，我才驚覺自己似是一個冒失的外來者，闖入了一個與我格格不入的世界，頓

時茫然無措。此時一處奇怪的標記吸引了我，我開始跟著標記前進，好像隱隱想起了甚麼，

腳步也倉促了起來。終於來到一個樹洞前，我霎時如同一位發現寶藏的尋寶人，興奮地挖了

起來，找到了一個生鏽的銅盒。我知道，裡面埋葬的並非甚麼驚天寶藏，而是我那逝去的童

年。 



3C(01)陳蓁研 

  我為這個洋溢歡樂氣氛的沙灘蓋上一對形單影隻的腳印，正值夏天的海洋仍然濤聲依舊，

與海鷗的叫聲，四方八面的嬉戲聲互相交集，彷彿將格格不久的我困於只有唏噓與徬徨的囹

圄。也許我就像處於月球背面，久違未感受的璀璨，大海上海波粼粼，被眾人淺起的水花宛

如銀輝，使我赫然感錯愕，我猶如一隻屏風鳥，只能看着窗外的鳥兒自由飛翔，無人問津。

茫然的我慢慢合上眼，抬頭向往廣袤的藍天，嘗試隔絕四周的吵鬧，隨着沒為我吹走寂寞的

海風，將思緒漸漸陷入那屬於藍天的回憶…… 

 
3C(04)方楚慧 

  二零二一年十二時三十分，「還有三十分鐘就跨年啦！」今年沒有我最愛的人陪我跨年，

只好孤身一人到西九文化區觀賞「香港跨年倒數演唱會」。但我看着台上的歌手興奮地唱，只

覺得台上五顏六色的燈光很刺眼，聲音很煩人，但好像只有我擁有這種感覺，可能是有心事

吧：戴口罩的一年又開始了。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才不用戴口罩呢？」彷彿只有我像個沒有

感情的機械人一樣，我一直沉思……疫情實在帶走太多東西了，包括我的母親，我底頭看着

頸上翠綠色的玉，用手撫摸着它。這是媽媽生前送給我的。一摸着它，就覺得很有安全感。

這個疫情匆匆的來，卻遲遲不走。媽媽，你曾說過每樣東西出現都有它的原因，但你能否告

訴我疫情帶來了什麼的好東西呢？ 

 
3C(15)楊昕霖 

  今天花好月圓，正是中秋節，我獨自一個在人山人海的花燈會上行走，半空中掛著燈光

璀璨的燈籠，空氣瀰漫着洋溢歡樂的氣氛和聲音，都在拉扯着我的回憶，只令我感到痛苦。

我好像一條五十二赫克的鯨魚一樣，一直在無邊景孤獨地尋找我的同伴，可是沒有同伴聽見

我的聲音，只有一重又一重的寂寞圍困着我，當自己孤獨地呼叫時，遭到奇怪的目光看着我，

我只能裝作感受過和同伴一起相處的快樂。此時，我打開錢包看着我和他一起拍的照片，勾

起了我久遠的回憶，我只能安慰自己曾經也擁有過同伴，只是現在只有一陣又一陣秋涼的風，

令我回想到過去。 

 
3C(27)潘栢安 

  中秋節，我一人走在北區公園的小徑上，身邊川流不息的人，纏繞在樹上色彩繽紛的霓

虹燈，周圍連綿不絕的嘻笑聲，調皮的小孩子們手中握着各式各樣的燈籠追逐打鬧。我好像

對現在的環境氛圍格格不入，獨自一人，戴着藍牙耳機，走在路上，彼此的我就像一個被孤

立的小孩，孤立無援。我彷彿獨身在月球四周無人，被困在月球，無論怎麼叫都沒有人回應

我救援我。默默地打開手機望着那片照片，不禁陷入了回憶。 

 
3D(04)何依桐 

  正值農曆新年，旺角街上人來人往。我擠在熙來攘往的人群裏，肩並著肩，腳接着腳，

令我非常迷茫。我從人群裏擠了出來，走到另一端的時候，突然有許多裝飾在半空中翩翩起

舞，鞭炮聲和歡呼聲接二連三地充斥着我的耳朵，舞龍和舞獅也不例外。此刻，一陣冷風吹

來，寂寞和沉重的心情重重地包圍着我，我好像一隻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小船，不知道下一

步要做什麼。此時，我在袋子裏拿出我的錢包，內裏放了一張發黃的大合照，令我勾起了那

一段久遠的回憶…. 



3D(06)李芷澄 

  那夜間，陰沉沉的天空和狂風呼嘯的四周使我更加提不起勁，我咽了口氣才推開我一直

不敢面對的那扇木門。音樂劇的聽眾交頭接耳的聲音和晃動的燈光使我不得不掩住雙耳，就

像每一刻都想將我置於死地般。喧鬧嘈雜的笑聲令我感到厭惡煩躁，我看著父親演奏的這一

分鐘令我痛苦不已。就如在一間空空如也的密室，面對着寂寞的包圍。無情的溫度使我呼吸

變得薄弱，彷彿等着我的只是一個看不到盡頭的巨浪，孤獨逐漸將我推向深淵，無聲無息地

淹沒在水中。當我想拉開木門走時，腳前正是那個殘舊不堪的小提琴，彷彿想再次勾起那悲

痛又無助的記憶…… 

 
 
3D(05)劉雅瑤 

  平安夜這天地上佈滿雪霜，四周卻彌漫着溫暖的氣息，在街道上，我看見了很多一家大

小歡樂的場景，也聽見他們的歡笑聲，我顯得格外孤單，我突然注意到一個小女孩手中的襪

子，不禁心頭一酸。「爺爺，世界上真的有聖誕老人嗎？」我天真地問道，爺爺笑了笑回答：

「當然！明天你的聖誕襪定會收到禮物！」這世界怎會有聖誕老人，只是有個愛我的人在守

護我的童真而已。一陣聲音傳來，我聽到了一首首動聽的歌曲，卻再也不能與爺爺分享心中

的愉悅，寒風吹進了我的心中，彷彿是一把鋒利的刀，讓我感到無比傷痛。 

 
 
3D(10)樂宛珊 

  平安夜，我獨個兒走到街上，街上到處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熱鬧喧嘩。街上的周圍明

明都很吵鬧，但我的內心覺得一切都好像很安靜。我的心情像是被風吹起的沙塵，內心有種

空落落的感覺。苦悶充斥着內心，滿滿的，像是烏雲佈滿了天空一樣。這個聖誕節沒有帶給

我多大的快樂，只有莫名的不開心，它只不過是個普通的日子，也許只是路上多了點喧嘩而

已。直到我走到聖誕樹面前，它的燈飾在閃閃發光，像是在安慰我一樣，我看了看頸上的圍

巾想起了以前發生的事。 

 
3E(07)董葉晨 

《那年的夏天特別涼爽》 

  我走在悶熱的夏夜，空氣中濃鬱得彷彿要凝結成實體的水蒸氣，充斥著我的鼻腔，再從

我的皮膚上析出汗滴。我看著手中正在融化的老冰棒，一滴滴粘稠的糖水順著木棍滴在我的

手掌中，而我好像沒有感受到這份黏膩，也許是被潮濕的熱空氣蒸得頭腦發昏，眼前出現了

重影，與一隻幼小的手相疊。 

  周圍開始響起聒噪的蟬鳴與鳥叫，樹影斑駁地照在了這只手上。身邊外婆蒼老慈愛的聲

音響起，遞來了一隻老冰棒。我用左手接著雪白的冰糕，右手牽起了佈滿皺紋的皮膚。陽光

照在我的身上卻全然沒有熱意，涼風和空氣中的甜味拂過我的臉頰，夏天罕有的涼爽包裹著

我的身體。然而，一滴雨滴在我的鼻尖，從晌午醒來的我抬頭看著逐漸佈滿陰霾的夜空，仿

佛身處一個巨大的萬花筒，五味雜陳的感覺迫使我在萬花鏡中翻滾，那年單純的快樂與如今

孤獨的惆悵形成色彩斑斕的重影，將我絞進了夏夜。眼前又是一花，手中卻快要完全融化的

老冰棒和涼爽的夏天扔進了垃圾桶。 

 



3E(13)孫樂欣 

  冬天到了，我獨自走在街上，寒風吹過我的耳邊，我緊握着我那條已變得破舊不堪的圍

巾，可是我還是冷得面紅耳赤。有一爺爺和他的孫子從我的身邊經過，那位爺爺對着他的孫

子說：「把圍巾帶好了！」而他的孫子滿帶笑容地笑着，他們好像格外的暖，而我握着爺爺親

手織的圍巾，寒風向我迎面吹來，我彷彿又感受到當年的溫暖，好像爺爺就在我身邊一樣。

可是我仍然與他們歡樂的笑聲格格不入，我孤單的身影快速地從他們身邊走開，握着頸上破

舊的圍巾，努力回憶那年冬天的暖…… 

 
 
3E(16)何其武 

  一個休閒的下午，我獨自來到曾經每天都會來的操場上，陽光很猛烈，卻不像那年那樣

明媚。我看着操場上的人群，還是那麼熱鬧，有打籃球的，有打羽毛球的，有踢毽子的，他

們好像都和我一樣是來運動的，卻又好像和我截然不同。仔細看，他們好像都是成雙成對的，

反過來看我，似乎只有我是獨自一人。望着他們洋溢在臉上的笑容，我的孤獨彷彿被無限地

放大。曾經他和我一起跳繩的畫面在腦海中浮現，這一刻，我多想回到過去。我低頭看向手

上已經壞掉的繩，努力回憶那年陽光的明媚。 

 
  



短文二 

以「誠信」為題，進行片段寫作。 

 

3A(13)鄧詠宝 

  我認為習慣對一個人的學習很重要。以牛頓為例，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天才，神童，他

不過是喜歡看各種簡單機械模型製作方法的讀物，並慢慢的學習製作，久而久之製作模型就

成了習慣。當他成長後，他會將自己的好奇心化作靈感製作模型，驗證猜想。由此可見，他

的這種將愛好做習慣，將好奇心做靈感，將習慣做驗證，使他發現不少理論，讓他發明了不

少科學儀器，在科學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我認為習慣對一個人的學習很重要。 

 

3A(25)盧學為 

  我認為我們需要養成讀書的習慣，讀書可以讓我們走出自己的狹隘和偏見，讓迷茫的你

找到突破的道路。著名作家博爾赫斯自幼熱愛讀書寫作。正因為他在成長道路上閱讀了許多

不同作家的世界名著，他才能從中汲取智慧，為日後的文學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他曾說過：

“閱讀的世界比我所處的世界更接近內在的自我。”他在閱讀時能擺脫世間的痛苦，更能開拓

認知的邊界。正如卡夫卡所說的；“一本書就像一把利斧，劈開我們冰封的內心。”閱讀能認識

先人的智慧與眼界，擺脫自己得狹隘和偏見，審視自身的困境與苦楚。所以我們要養成讀書

的習慣，多看名著，才能走出偏見的洞穴。 

 

3B(08)曾千慧 

  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逌信是十分重要的。以華盛頓為例，少時的華盛頓用小斧頭砍倒

了父親最奢愛的一顆櫻桃樹，而父親看見後十分氣憤，準備給他一頓教訓。這時，華盛頓在

父親最氣憤時，向父親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而因這個舉動，令父親感動了，並原諒他的過錯。

由此可見，他認為自己的誠實比櫻桃樹寶貴得多，正因這個舉動，他受到世人的尊敬，成為

了後世的榜樣。因此，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誠信是十分重要的。 

 

3B(11)葉慧妤 

  我認為誠信對於朋友間的友誼十分重要。劉向錯在《說苑‧貴德》中說過：「巧詐不如拙

誠。」即機巧詭詐不如笨拙誠實。墨翟也曾說：「言不信者行不果。」即言語不誠實的人，做

事也不會有成果。由此可見，我們對人一定要誠實。誠信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友誼的基石、誠

信是你我之間溝通的橋樑、誠信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基本的品德。若朋友間不能坦誠相見，

每天像在演戲似的與之交往，那這樣的友誼又怎會長久呢？因此，我認為誠信對朋友間的友

誼十分重要。 



3C(01)陳蓁妍 

  誠信看似微不足道，卻往往是眾人釀出成就的重要關鍵。良好的誠信使人信任，使人尊

敬，使人成材。以前美國總統華盛頓為例，曾使用斧頭將父親的櫻桃樹砍下，其後，當他的

父親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憤怒，並揚言要將兇手教訓一頓，而華盛頓卻沒逃避，反而主動承

認自己錯誤。這份誠實打動了其父，亦不追究，因他認為華盛頓這份誠實比櫻桃樹更可貴，

這驅使華盛頓成總統後也時刻將誠信銘記在心，令他受愛戴及尊敬。由此可見，華盛頓擁有

極大支持的背後關鍵並非名利功祿、並非富貴榮華、並非口裡不一，僅是誠信罷了。因此，

我認為成就背後不能一步登天，只能靠着誠信來漸漸積累，使人信任，使人重用，使人尊敬。 

 

3C(03)朱子珊 

  我認為習慣是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東西，習慣是當你長時間，每天都要做一樣事情，

慢慢這個行為就變成了習慣。例如：現時人們為了不受肺炎的病毒感染，每天外出都會記得

戴好口罩，外出時，做完一樣事情或摸到了一些設施都會洗手或使用消毒酒精清潔雙手，還

有，回到家，也會第一時間去洗手。由此可見，習慣是當一些行為或事情，經常發生和做，

就會變成習慣：不用刻意去提醒自己要去做甚麼，好的習慣可以令人不用操心也不會麻煩到

別人。壞的習慣會影響到別人，也可能會影響到事情的進度。 

  所以，我認為習慣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3C(06)林思敏 

  我認為誠信是每個人的基本內涵，能讓人坦誠溝通，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也能促進人

與人之間的感情。在古文《曾子殺豬》中，曾子的妻子因不想帶自己的兒子上街，而欺騙兒

子說等她回家殺豬給他吃，回家就看到曾子要殺豬，她上前阻攔，曾子卻說不能開玩笑，孩

子會模仿父母的行為，人要有誠信，最後曾子殺了那頭豬給孩子。由此可見，曾子用言行告

訴了我們，對孩子也要言而有信，做好榜樣。這不僅僅是殺豬這麼簡單，是對孩子未來的影

響，是孩子對母親的信任，更是影響自己的孩子和整個社會。因此我認為誠信是每個人的基

本內涵，能讓人坦誠溝通，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 

 

3D(04)何依桐 

  我認為習慣能夠成為令一個人邁向成功的催化劑。 

  以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為例，他習慣邊走路邊思考，習慣節約每一分鐘來做事。他每

天一邊走路一邊思考，這樣就能節約了許多時間來做事，慢慢地就可以令他提升自己，這樣

就能令事業提升，所以他才能成為現今我們口中的石油大王。 

  由此可見，一個習慣能夠使人節約時間，一個習慣使人漸漸地提升自我，一個習慣能使

一個人邁向成功的道路，所以習慣是能令一個人漸漸地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莎士比亞說過：

「不良的習慣會隨時阻礙你走向成名、獲利和享樂的路上去。」 

  因此，我認為習慣能夠成為令一個人邁向成功的道路。 



3D(06)李芷澄 

  我認為誠信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條件。以李嘉誠的事例，在創業初期的他是生產塑膠。某

天，國內商家來考察，提出要李嘉誠找有信譽的廠家做擔保，他千辛萬苦都沒有找到廠家。

於是，他決定向外商如實相告。外商感慨萬分，說明他是一位誠實君子，決定和他簽約。可

是他拒絕了外商的好意，真誠地向他道歉，外商情願冒風險也與李嘉誠進行合作。由此可見，

李嘉誠的誠信，不但打動了外商，還成功得到一人的信任，這個舉動促成他成為首富的起步。 

  對我來說，誠信是做人的基礎，獲得無數人的信任，不再花時間逃避責任。誠信創造無

限機會，創造無限可能，創造無限價值。因此，誠信可改變人的未來。 

 

3D(17)張仕丞 

  我認為做人有誠信，是使人尊敬和信任你的基本的要求。以商鞅為例，當時商鞅希望執

行變法，首先要取得民心，於是他立三丈木在國都南門，並承諾只要把這些木頭搬到北門，

就獎賞十金，但是聽到的人都感到奇怪，不敢去搬，於是他把價格提升到五十金，然後大批

民眾都過來搬木頭，而商鞅也信守承諾，於是在商鞅變法時，民眾也相信他能說到做到，使

商鞅得到信任和尊重，而他在變法上也再次做到他的承諾，得以名流千古。可見誠信的重要。

所以我認為誠信是取得信任的最基本的要求。 

 

3D(29)楊國強 

  我認為習慣不是一時半刻養成的，而是要經過長時間的堅持。以奧運游泳選手菲爾普斯

為例，他小時候被確診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令他無法專注於任何事情。然而，他仍舊

創下了數十項的世界紀錄。原來是因為他從十四歲，就一直在訓練，每個星期練習，一連三

百六十五日既是如此，因此便養成一種習慣—每天游泳。由此可見，即使他患有無於專注的

病，但他依然去堅持每天訓練，所以有一個好的習慣能夠克服自身的困難，成就自己的成功，

習慣是能夠助人成功；習慣是學習必不可少的，習慣是不斷堅持的。因此我認為習慣不是一

時半刻養成的，而是要經過長時間的堅持。 

 

3D(14)蔡維甄 

  我認為培養良好的習慣是成功因素之一。 

  以著名演講家朱迪亞．巴赫的故事為例，他從小說話就結巴，但他的夢想卻是想成為一

名演講家，他無視四周的嘲笑，每天堅持在山頂上練習自己的發音和說話的流暢度，一有時

間就拿起報紙大聲朗讀，培養成習慣，這習慣最終促使他成為演講家的墊腳石，讓他掌握紮

實的基本功，鑄造出出色的演講家。 

  然而如無培養每天練習的好習慣，就沒法打下根基，不能達成夢想。相反，由頭開始打

下基礎，一步步遞層，累積經驗，使技術更穩固紮實，才得以邁向夢想。 

  由此可見，培養良好的習慣能穩固基礎，為技術帶來保證，續以達成目標，由此習慣是

邁向成功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