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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 

片段寫作 

練習五、七、八 
 



練習五：選一種動物，以自述形式描述牠的特點 
要求：1 運用自述形式（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擬人法）去寫 
   2 按說明對象的不同部位去描述    
   3 運用排比句總結上文，突出事物的特徵 

4 運用至少四個四字詞語 
 
學生佳作： 
 
2A 林順景 

  我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小狗。 

  我有一個特別靈敏的鼻子，能聞到很遠以外的東西的氣味，所以警察才會來找我幫忙。我還

有一雙耳朵，每當我聽到一些特別的聲音，我的耳朵都會豎起來，認真地聽著外面的動靜，因

此，人們都叫我守著大門。我有敏捷的四肢，所以我才跑得這麼快。雖然我的眼睛不好，但幸好

還有鼻子和耳朵，讓我能快捷知道東西的位置。 

  我就是一隻有靈敏的鼻子的小狗，有敏感的耳朵的小狗，有敏捷的四肢的小狗。 

 

2A 馬天遙 

  我是一隻活潑機靈的貓。 

  我的四肢很短，但是我走路很快，一會兒你就看不到我的身影，而我尤其喜歡走「貓步」，

那些人類十分喜歡模仿我走路，也許是覺得好看吧！我的眼睛水汪汪的，在黑夜裏會發光，像是

一顆璀璨的夜明珠，我的鬍鬚用處可多了，它是一個測量儀，它可以令我感知到我是否可以通過

狹窄的地方，還可以保持我身體的平衡，平時步伐迅速，它可功不可沒，我常年穿著一件橘色條

紋的大衣，它的禦寒效果顯著，讓我在寒冷的冬天也能保持溫暖，不會生病，我的尾巴像是一個

情緒記錄儀，可反映出我的喜怒哀樂，我喜歡在陽春時，捉蝴蝶；喜歡在夏日時，曬太陽；喜歡

在秋日時，買魚乾；喜歡在暮冬時睡覺！ 

 

2A 梁雅詠 

  我是一隻美麗且危險的蝴蝶。 

  我會破蛹而出，蛹是我小時候做給自己冬眠的房間，我會在裏面悄悄變身成大。大家會著迷

於我的衣裳，因為我的衣服五顏六色的，非常好看。在遠處觀賞我就好，千萬別碰我！雖然我很

吸引人，但我體內可是有毒的。可能令你們皮膚敏感，嚴重可以直接死亡，所以安全起見就盡量

別靠近我了。我經常在郊區出沒，因為我喜歡寧靜的地方，說不定你來郊遊時能看見我呢！總之

我是隻迷人的蝴蝶，我是隻美麗的蝴蝶，我是隻危險的蝴蝶。 

  



2A 林泳妍 

  大家好！我是一隻平凡的小鳥。 

  我有一雙小翅膀，令我自豪的翅膀，它讓我可以輕鬆地飛起來，在蔚藍寬闊無邊的天空中感

受風劃過我的臉龐又迅速地在我尾巴旁掠過的暢快。我有一個尖尖的小嘴巴，我喜歡在清爽的早

晨，歡快地唱著歌，發出清脆的吱吱喳喳的歌聲。經過的小鳥會不會因我歡快的歌聲而感到快樂

呢？我有一個煩惱，人們在砍伐樹木，在破壞我的家。唉，可我只是一隻平凡的小鳥，我什麼也

做不了，反抗不了，我只能一次以一次地搬家。 

  我是自由的小鳥，我可以不受約束地在天空中飛翔，我是快樂的小鳥，我喜歡在美好的清晨

裏高歌，我是樂觀的小鳥，我沒有可以長住的家但我仍是快樂，仍是會感到自由的。 

 
2B 姚詩茵 
 
  我是一隻變化多端的貓。 
 
  我很懶散，每天可以睡很久，成年之後甚至可以睡上一整天，我的主人有時會在我睡得很舒

服的時候吵醒我，令我很生氣，這時我便會一口咬在她在我身上摸來摸去的手；我很會撒嬌，每

次看到主人躺在沙發上睡覺時，我會窩在她的腳上，主人每次看到我總是會拿着手機拍個不停，

我每次都會對着主人搖了搖尾巴後瀟灑地離去；我很恐怖，在受到威脅時，我的耳朵會像飛機一

樣往後傾斜，我全身的毛髮都會直得像刺蝟；我很調皮，家裏的許多物品都有我的印記，令主人

每每看到都會頭痛不宜已，然後教育我一頓。 
 
  我是貓，一隻睡很久的貓，一隻會撒嬌的貓，一隻恐怖又調皮的貓。 
 
2B 禤善柔 
 
  我是一隻麻雀，個頭不大，卻五臟俱全。 
 
  我長着土黃的羽毛，上面夾雜着一些黃色的斑點，我的眼睛烏黑發亮，小嘴紅紅的。我沒有

老鷹那樣的身軀，沒有孔雀那樣漂亮的羽毛，沒有鳳凰那樣艷麗的尾羽。我身上穿着暗黃的衣

服，在大樹懷抱中渡過了一天又一天。 
 
  天空就是我的舞台，讓我自由自在的飛翔，翠綠的枝葉是我唱歌的地方，我嘰嘰喳喳地唱出

動人的音符，譜出幸福的歌聲。當我剛出生時就在爸爸媽媽的身子下躲避風雨。當我剛會飛的時

候，我就會到離家不遠的地方尋食。當我長大的時候，便會告別父母，獨自生活。 
 
  我是玲瓏小巧的麻雀，我是活潑可愛的麻雀，我是悠然自得的麻雀。 
  



2B 王詠甄 
 
  我是萬獸之王。現在我正在跟蹤一隻野羊，我仔細地循着氣味躡手躡腳地找到一群肥美的野

羊，我的目標鎖定在最肥美的那一隻野羊身上，我躺在草叢中，慢慢地伏下身體，小心翼翼地在

草叢中匍匐着前行，直到潛行到離獵物只有幾米遠時，準備好姿勢，一定要快，準，狠！猛撲過

去，牠開始逃跑了，但牠是逃不過我的手掌心的，我猛追着牠，距離差不多了，我一個「虎

躍」，將牠一口咬死，用牙齒和銳利的爪子將獵物置於死地，一個口訣，第一猛追，第二伏擒，

第三跟蹤，只要這樣就能抓到獵物了，我現在就可以享用鮮美的美食了。 
 
  下一個目標選誰呢？不要怪我，這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適者生存。  
 
2C 黃文慧 

  我是一隻可愛的小狗。 

  我的體型偏小，全身都是棕色的毛髮。平時我喜歡躲在狗窩中睡覺，但是你們可別小瞧我，

我能在日常生活中幫助到我的主人。 

  我的鼻子十分靈敏，當我想尋找一些物品的時候，會通過鼻子來嗅氣味，便能輕鬆地找出

來。我有一條長長的尾巴，當我開心的時候，我會豎起我的尾巴，但當我受到驚嚇的時候，我的

尾巴會豎起並且搖擺，像一個靈敏的感應器在求救。我有一個身手敏捷的身軀，像一個有運動細

胞的運動健將在跑步。我還是一隻十分勤奮的小狗，每天當主人不在家的時候我們一直守著家中

的大門，不會讓任何壞人進入我的家門，直至守到主人回家。 

  我是狗，一隻可愛而勤奮的小狗；我是靈敏的，全身上下都十分敏捷；我是勤奮的，每天為

主人守著家門。 

 

2C 李嘉寶 

  老鼠有一身灰色的皮毛。在晚上時，老鼠便會在街道上賽跑。每個選手都為垃圾桶中的「美

食」而去拼命。甚至在比賽結束，一些不甘心的選手會和得獎的打架，試圖搶過來。每次都令到

大家受重傷。 

  而恰恰相反，屋內的貓正懶洋洋地躺在溫暖的被子中，不解地問：「為什麼他們要打架？沒

有廚餘，就喝肉湯就好了。」 

  從此可見，貓真是不懂人間疾苦！而他也沒付出任何努力，又憑什麼享受老鼠一輩子也沒幻

想過的幸福呢。 

  



2C 嚴惠兒 

我擁有一雙紅眼睛和雪白的皮毛，我最喜愛吃的是乾草和蔬菜，我通常在白天睡覺，晚上活

動。我擁有獨特的走路方式，就是喜愛蹦蹦跳跳，我能借助後腿跳得又高又遠，由於我十分熱愛

運動，因此我的身手變得十分敏捷。 

我擁有一個扁扁的鼻子，雖然細小，但非常靈敏，快速的動鼻子能讓我分辨細微的氣味，我

的耳朵也是相當敏銳的，我那雙大耳朵的聽力可達到人類聽力的三倍！所以，你不能小看我啊！

我還有一個絕招，就是把我那短小的尾巴向你歡快地搖擺、撒嬌，是不是很逗人歡喜呢？ 

我是誰？我就是兔子。我既是可愛的，我也是溫和的，我更是乖巧的，成為大家備受寵愛的

一隻兔子。 

 
2D 梁紫彤 

  我是一隻無家可歸的流浪貓，也是一個有三個孩子的母親，或許曾經我也有疼愛我的主人，

記不清了，因為我不會沉浸在過去這種記不清的美好幻想，溫飽這種殘酷的生存問題還在苦惱著

我。 

  我流浪的地方有很多鐵皮屋子，我的孩子們最喜歡在屋頂上撒歡的跑，每一步都帶著巨大的

響聲和屋子的人的抱怨聲，這個時候我就會優雅的舔舔爪子，哼，聽聽這「動人」的交響曲吧，

我孩子多有音樂細胞。 

  爪子，是我最驕傲的武器，陪伴了我的每一次捕獵，立下戰功累累，爪下鼠魂無數，但此刻

鋒利的它將失去用武之地，原因是我找到鏟屎官了！ 

  每當她們家的窗戶飄出香氣，我就會拖家帶口來到家門前，用期待的聲音催促她們將吃的奉

獻給我，但家人裏的小女孩總會阻止她媽給我吃的，用著我聽不懂的語言說：「貓不能吃辣的，

不能吃咸的，不能吃油膩的！」可那和我有甚麼關係，能吃到東西就行了。 

 

2D 梁芷菁 

  我是一隻有著可怕能力和外貌可愛的貓。 

  我的趾底有著脂肪質的肉墊，因而行走無聲，捕捉獵物的時候不會打草驚蛇嚇走獵物，所以

都被人類稱為「捕鼠高手」。另外我趾端生有銳利的尖甲，而且爪能隨時隨地自由伸縮：在小休

和散步多數會縮進去，只在捕捉獵物和攀爬高處才伸出來，防止指甲被磨鈍，短時間內不能繼續

使用。 

  雖然我有着恐怖的能力，但是我有着可愛的外表，所以大多人類都十分寵愛我，因而在現代

被當作人們家裏的寶貝。 

  雖然我是可愛的，可我同時是可怕的，而且我是身手敏捷的，所以請不要看小我的真正實力

啊！  



2D 辛穎珊 

  我只是世間的滄海一粟，本該在那暴雪冰川裏自由穿梭，無拘無束，現在，卻被困在水族館

裏的小小箱子中，猶如池魚籠鳥般，喪失自由，無法逃脫。 

  看著自己一身黑白相間的華貴「皮草」，那翼上的毛烏黑發亮，體態豐腴，彰顯着與眾不同

的優雅華貴。我，冰川海洋中的王者，不甘被囚禁，我用自己嫩黃的爪子奮力掙扎，嘴中全力撕

扯着叫喚出嘎嘎聲，不停地用尖長的喙對着水族館的箱子猛戳，發洩我的痛苦，彷彿在抗爭這世

間不公和心中的不滿，可窗外的人卻是一無所知。 

  我，奮力地搏鬥，全力地奔跑，努力地抗爭！妄想逃脫牢籠，奔向那更廣闊的海洋！然而，

這都是徒勞無功的掙扎罷，我只能把心中的念想藏在心底，緩緩地等待着死亡的來臨，命運的審

判。我就是——企鵝！ 

 

2D 陳冠天 

  我，人們眼中的中國國寶，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我就是熊貓。 

  我擁有圓圓的臉蛋，胖胖的肚子及那明顯的「黑眼圈」，除此之外，我強而有力的四肢也很

好的幫助我進食，而厚厚的皮毛也能幫助我在冬天的時候不被冷到。當然，雖然我在人們的心中

常常就只會吃、睡和賣萌，在我乖巧地吃着食物或睡覺，我會像一個寶寶般可愛，安靜。可若是

在籠外，我也不足好欺負的，我那白齒在食肉動物中也是非常強大的。不過，雖然我擁有這麼好

的條件，可我最愛吃的卻仍然是竹子。不管什麼時間，不管什麼地點，不管什麼天氣，我會一直

在「吃」和「萌」的路線一直走下去的！ 

 

2D 王悅盈 

  我是一隻無憂無慮的小貓，雖然我常常因為我的主人煩心，但日子還是過得很舒適。 

  小時候我是被媽媽抱回來的，起初爸爸看起來最不待見我，可最後還是被我如同湖畔一樣的

眼睛和十分柔軟的毛髮打動了。我真的很愛吃，每次吃完飯後都想再來點零食，弄得我現在整隻

貓都是圓滾滾的！平日裏，我經常會嘗試鑽進去那些普通的人類不讓我進去的房間，如果剛好裏

面的窗戶投進了明媚的陽光，那我一定會在裏頭睡上個兩三小時。 

  其實我是個女孩子哦！不知為何這家的女兒老把我當成男孩子，難道是我如銅鈴般的眼睛不

夠大嗎？哼，好在她還會抓着我的爪子，替我的肉球按摩，不然我真的會對她懷恨在心的！ 

  好吧，我承認，我是一隻喜歡偷會小懶的；即便是飯後我也會吵着要零食的；在不開心時會

偷偷記仇的小貓。但有什麼所謂呢？反正沒有人能抵抗我的可愛外表！ 

  



2D 胡恒悅 

  我是一隻生活在城市最隱蔽處的老鼠。 

  我有着臃腫的身軀，四肢短而有力，因此我總能在黑夜裏隨意地鑽來鑽去，野地裏的莊稼是

我的最愛。我的眼睛是紅色的，所以下水道是我們兄弟姊妹最喜愛的安居之所，因為我們總能在

黑暗中找準方向肆意奔跑，此刻，整個城市都淪為我們的玩物。千萬別小看我！雖然我的身形嬌

小，但是我身上攜帶着成千上萬的病菌，人類如果看得見我必會近而遠之。 

  我是老鼠，一個獨行者，一個完美的覓食者，一個讓人害怕的動物。 

 
2E 李嘉敏 

  樹懶是出了名的「懶洋洋」，動作不緊不慢的樣子，我覺得很可愛。我因為動作遲緩，所以

被稱為樹懶。我雖然有腳，但是卻不能走路，只能靠着前肢拖動身體前行。我居住在一個常年下

雨的地方。我終年切棲居樹上，用爪勾住樹枝倒掛身軀，並在樹上而行。我的天敵是很兇猛的美

洲豹、角雕、虎貓以及又長又粗的蟒蛇。我是一個夜行者，我的視覺和聽覺雖然不好，但我卻擁

有靈敏的嗅覺！在陸地，我不是最好的，但也別小瞧我，我可是一個游泳健將呢！我什麼事都

懶，懶得做，懶得吃，懶得玩。總而言之，無論風吹雨打 ，我都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2E 邱雪玲 

  我是一隻生長在冰天雪地的企鵝。 

  我在陸地上不是直立着就是步行，由於我的身形圓胖，走路較慢，身形可愛。在冰天雪地

下，若是被天敵追時，我會以腹部貼上冰地上，並用雙腳推動快速逃走。我的敵人是海獅或海

豹，而能和我一起共存的動物是海鷗。我在海中覓食，有必要時我也會以潛入水中覓食，而我的

游泳姿勢似飛鳥。我的胃很大，可以離家很遠的地方吃得飽飽的，然後游回家為餵我的小寶寶。

我是真誠的企鵝，我是單純的企鵝，我是善良的企鵝，總之和我做朋友要坦誠的！ 

 

2E 侯印璞 

  我是一隻生活在荒蕪沙漠的駱駝。 

  在旁人不敢輕易踏足的沙漠，在太陽照射下滾燙的嚇人的沙子我不需要任何防護便可輕鬆踏

上。我可以忍受其他動物無法忍受的體溫及飲水供應的巨大變化。我的厚毛髮可以反射陽光，也

可以幫我隔熱，令我在炎熱的沙漠中自由行動。我可以咀嚼多刺的沙漠植物，令我在荒蕪沙漠中

不至沒有東西吃。我的長睫毛及封閉鼻孔，可以讓我隔絕沙塵。我的獨特步伐和寬大的腳掌可以

防止在走動中陷入沙中。 

  我是堅忍的，我是任勞任怨的，我是不畏艱險的。 

  



2E 劉秋怡 

  我很懶，經常趴在陽台的魚缸裏一邊曬太陽，一邊懶洋洋地睡午覺，無憂無慮的。我有一雙

米粒似的眼睛，整天睜得大大的，神氣極了，還有那海綿般的四肢與堅硬的龜殼，看起來像穿着

碧綠的軍服的衛士守衛自己的陣地。當我被人用手指一碰，我便會立即把頭、腳、尾巴全部縮進

殼裏，好半天都不出來，隨後，外殼就會緊緊地閉上，只剩下了一個堅硬的外殼在外面，我在裏

面好半天都不出來，直到確定沒有危險才再次行動。而且我很警惕的，一知道有人想攻擊我，便

立即縮回殼裏。晚上，我在手電筒下，我的眼睛就會閃閃發光的，像兩盞大燈。 

  我是烏龜，中華草龜，我是懶惰的，我是膽小的，我是警惕非常高的。 

 

2E 邱楠 

  我是一隻純潔的、曼妙的、雪白的仙鶴。碧空如洗的天空和水天一色的濕地是我生活的地

方。有人說我像一幅水墨畫，身上潔白的羽毛混染了黑色的水墨，頭上鮮紅色顏料則添加了些生

機。我會優雅的高昂着脖子唱歌，高挑的身姿飛揚着翅膀表演鶴舞。當然，我最喜歡的還是在我

最愛的天空中飛翔，我可以自由的伸展着翅膀，低頭便是湖光水色的風景，那時的我是最耀眼

的。如人們所說，我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水墨畫，是一位天生的舞蹈家，我，就是一隻屬於自由的

仙鶴。 

 

2E 陳銈燁 

  我，一隻小小的雪狼，在十分寒冷的雪地中頑強地生存着。我那銳利的雙眼能令我容易找到

獵物。我那靈敏的鼻子助我更快嗅出獵物。我那迅速的爪子能把獵物置於死地。我那強勁的腿力

能很快奔去獵物的位置。雖然有些時候失敗了，但仍不能打擊我的決心。不管風有多大，不管風

雪阻住前行的路上，我依然不受影響，令雪地上增添一點活力。  



練習七：以擬人方式比較兩種事物不同的特徵，並運用反襯手法突出其中一種事物的形象 
 
要求：1 細心觀察兩種事物的不同特徵，並善用擬人方式生動地作出比較 
   2 兩種事物要分清主次，運用反襯方式突出其中一種事物的形象特徵 
   3 在描寫之餘投注主觀的感情，褒貶分明 
 
學生佳作： 
 
2A 馬天遙 
 
  牡丹，百花叢中最鮮艷，最惹人矚目，也最受人喜愛，而梅花，未開花時， 枝椏上面光禿禿

的，平平無奇，花苞很細小，顏色也很淡，很素，讓人過目就忘，難以注意。牡丹最喜受爭妍鬥

艷，每天只用在暖陽下宣揚自己的美麗，供人觀賞，直到凋零。但梅花不同，在嚴寒中，梅開百

花之先，獨天下而看，梅花不懼寒風，率先展露頭角，獨自享受着寒日中的寧靜，靜觀冬到春的

變化，梅花的美與牡丹全然不同，牡丹的美是淺於表面的，而梅花的美是透徹到內外，是高尚

的，是淡然的，是無瑕的。世人皆流於表面，浮於形式。早梅花高樹，迵映楚天碧。 
 
2A 李心悅 
 
  花兒們到了春天，紛紛盛開，爭妍鬥麗。看到旁邊的花兒開得比它們燦爛，比它們美麗，便

會不服氣去把自己打扮得更美，試圖將其他花朵比下去。而小草只是靜靜地在旁邊做陪襯。它不

爭不搶，不做最奪目的那一個，平實地過好每一天。它在底下讓花兒通過踐踏它來突顯自己。即

使是這樣，小草也沒怨言，任勞任怨。 
 
  雖然小草不及花兒漂亮，但它的內心比花兒美麗得多，它不與別人做比較，不貪圖外表的美

麗，甘願做陪襯。相比外在美，內心美才是真的美。 
 
2A 梁錦妍 
  我認為智能電話和無線電話，雖在字面上十分相近，但在功能、外貌上煥然不同。 
 
  無線電話，它只可以整天站立在底座上，期望人們給它打電話，讓它工作。而智能電話則不

同，它除了有打電話的功能外，它亦是博學多才。它可以拍照、瀏覽網頁、安裝應用程式等等。

越來越多功能推出，亦顯示它有一顆上進心，願意超越自己，而不是盲目等待。 
 
  同時，當無線電話站在座機上慢慢地等待時， 智能電話可以靜靜地躺在主人的口袋裏，陪伴

主人遊山玩水，記錄美好時刻。而無線電話依舊一成不變地盼望着有人讓它工作。智能電話相比

起無線電話是願意革新求變，而不是一成不變盲目等機會。 
  



2A 殷茵 
 
  我認為原子筆跟鉛筆比起來尤其過分。 
 
  鉛筆原本也在白紙上蹦蹦跳跳的，書寫着自己的歷史，到後來年紀大了，再也無法寫字時，

它便會安然地接受生命最後的時刻。鉛筆是知足常樂的，它不貪圖生命的長短。而原子筆同樣也

是在書寫着，但它總愛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試圖博得大家的眼球，又渴望自己能夠長生不

老，永遠全存活在這世上。原子筆是貪得無厭，不懂得滿足的。 
 
  鉛筆不在乎功德名利，會默默地淡去自己的痕跡，原子筆則是愛慕虛榮，它希望自己的筆跡

能永遠存在，被眾人歌頌自己的美麗。可真是令人不敢恭維。 
 
2A 蒙諾 
 
  我十分欣賞手機，雖然只是小小的、薄薄的，卻擁有這世上最豐富的知識，他見多識廣，這

個世界上他什麼都懂，無論你想知道什麼，他都能夠回答你。手機總是鍥而不捨地學習，從未有

一天放棄，總是孜孜不倦地教導我更多知識。而且手機勇於認錯，當他發現故有的學問錯了時，

便會更改，並重新讓我們學習。但相比起手機，既孤陋寡聞又拘泥的書本令我不喜。書本的學識

有限，能教導我的知識也十分少，他還一直堅持着自己所懂的，不會與時並進，只堅信着自己所

學的一定是正確，殊不知已經發現錯誤了。如此可見手機比書本更學識淵博。 
 
2B 謝嘉誠 
 
  牡丹，花朵又大又艷。開花時，花瓣就像舞蹈員的四肢般展開，隨著風一搖一擺地向人們招

著手，大肆宣揚的妖艷格外令人注目，吸引了無數人來欣賞。相反，竹子其貌不揚，雖比不上牡

丹的雍容華貴，但能凌寒而生，堅韌不拔。無論寒風是多麼刺骨，它依舊昂首挺立，在凜冽的寒

風中迎風而舞。當牡丹在爭奇鬥艷時，竹子卻在嚴寒中孤芳自賞。 
 
  我讚竹子，是因為它極其平凡，卻有驚人的毅力。 
 
2B 姚詩茵 
 
  眾人皆知牡丹國色天香，卻不知仙人掌的堅強、堅毅。 
 
  初夏，稍稍有些炎熱，花兒們亦緩緩地綻放屬於自己的光采，此刻盛開的牡丹，像一個害羞

的姑娘在微風中翩翩起舞，歐陽修讚揚她「天下真花獨牡丹」，仙人掌自然不及牡丹的國色天香，

為了適應沙漠的乾旱，仙人掌的葉子成了尖刺，既能防水分蒸發，又能用作自衛，防止動物啃

食，如果說牡丹是大家閨秀，那仙人掌便是女中豪杰。牡丹雖美，卻需要很多高貴的肥料，需要

人們精心照料，但仙人掌不需要，它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面對極端的環境下仍不退縮，仙人掌

為途經沙漠的駱駝提供了食物，既能入藥，又能泡茶，讓我十分欽佩。 
  



2B 王詠甄 
 
  蠶和毛毛蟲雖然都是屬於鱗翅目的昆蟲，但是牠們截然不同。毛毛蟲在幼年時期會吃很多的

葉子，成為蝴蝶之後也只知道炫耀，整天游手好閑在花叢中跟其他蝴蝶一起互相欣賞自己五顏六

色的翅膀。而蠶不一樣，蠶在幼年時期就會吃葉子然後吐出蠶絲，是絲綢的主要原材料來源，人

們可以用來製成衣服、被子等織品，現在還可以用在醫療、工業等方面，蠶每天起來辛苦地織著

蠶絲，日復一日，孜孜不倦地工作著，就算成為了蠶蛾了，產下約五百個卵後就會慢慢死去，卵

成為了蠶寶寶繼續織蠶絲，一直這樣循環，從古代到現在，蠶絲在人類經濟生活及文化歷史上佔

有重要的地位。 
 
2C 陳嘉淇 
 
  在我的眼中梅花與玫瑰簡直是天淵之隔。玫瑰總在春天的時候披上紅彤彤的衣裳，與其他的

牡丹、百合、水仙花等等爭艷鬥麗。玫瑰總是那麼漂亮，那麼引人注意，它也總是披着光鮮亮麗

的外表來迷惑，忍不住想讓人一親芳澤。但在寒冬來臨的時候，玫瑰就會凋謝，當它的花朵開始

枯萎時，它不會選擇堅持下去而是像懦夫一樣退縮逃避困難，選擇放棄。反而梅花不會這樣。梅

花它擁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即使在刺骨的寒風中顫抖，也絕不會向它低頭，只會與寒風正面迎

戰，寒風越冷它的花瓣便越加嫣紅。比起不懂堅持的玫瑰，梅花的堅毅讓我覺得玫瑰比不上梅

花。 
 
2C 張詩晴 
 
  鋼琴，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十個黑白鍵，按下去時牽動自己身體裏面包着絨氈的小木槌，繼而

敲去鋼絲弦發出叫聲，矯情的它需要定時護理才能保障自己的音色不變。笨重的鋼琴只能站在一

個位置裏動彈不得，就像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什麼都需要別人幫助，自己卻無能為力。小提

琴卻不同，它雖然只有四根弦，但一根弦就能發出比鋼琴多得多的音調，看起來很團結。它的比

鋼琴輕多了，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到哪裏都可以展現自己，好似一隻翱翔在天空的小鳥，無憂無

慮，自由且快樂。 
 
2D 胡恒悅       
            
  牡丹姿色傾國傾城，在這花團錦簇中，無人能與之匹敵。而玉竹卻與她大相俓庭，她沒有美

麗出眾的外表。時至孟春，人們迎著春光來臨前去踏青，花兒們從土裏探出腦袋，相顧兩茫茫。

牡丹慵懶地綻開笑顏，扭捏作態吸引了不少目光。唐代詩人說她「何人不愛牡丹花， 佔斷城中好

物華。」而啟立在一旁的玉竹更顯得內斂含蓄了。她的枝節從中心慢慢張開，細細長長的。假使

牡丹是在溫室中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那玉竹便是低調有內涵的讀書人。在微雨吹襲過後，牡丹

或無法抵禦雨水的沖刷而損傷，嬌弱之態一覽無餘，甚至就此凋零，但竹子不然。被雨水洗條後

她也依然挺着背樑骨，就似在戰場上英姿颯爽的將軍，毫不退縮無謂萬難，玉竹雖質樸無華，但

四季依舊。或是她天性如此——討厭一切鋪張，在陽光下韜光養晦，用自己的獨特氣質吸引了眾

多文人墨客的吟詠讚美，她無與倫比的美麗讓我為之欽慕。 
  



2D 梁紫彤 
 
  我常常有種奇特的想法，這天上的太陽和月亮，有什麼區別呢？ 
 
  月亮散發着微弱又聖潔的光芒，讓人心曠神怡，可這光芒卻是從太陽那借來的，人們口中各

種各樣的褒義詞，什麼明月清風，閉月羞花等無數讚賞，用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來吸引他人讚美，

借花獻佛，而太陽，每天準時上班，帶着溫柔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注視我們，無私的用自身光芒

照亮世界每一處角落，驅散每一個人的疲倦，讓他們活力面對每一天，如默默無聞，盡職盡責的

太陽，讓我如何不讚美呢？ 
 
2E 林溎錚 
 
  眾所周知，天差地別的水與火，都有着各自的性格。水很冷靜，旁人難以輕易地影響他的情

緒，無論是當他在池塘裏安靜地睡覺時，還是當他在湖泊中休息時。而火則很暴躁，只要看到任

何不順眼的東西，就會用自己驚人的力量去摧毀它。水也是為溫柔的護士姐姐，能幫助不同的生

物，讓他們能健康地生存下去，是那誰都離不開的天使，火卻恰恰相反，粗魯的他說話經常不經

腦子，讓身邊的人很生氣，這也就是為什麼每次在他身邊跟他聊完天的人， 看起來都很燙，相較

之下，又有誰會不喜歡那溫柔冷靜的水呢？  
 
2E 邱楠 
 
  塗改帶，是生活中常見的文具。它乾淨整潔，精緻小巧，是很多人的首選。它可以在紙上鋪

下一道道白色的布料，用來遮蓋人們所留下的錯誤。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塗改帶只能掩蓋外

表，卻不能改寫到真正的內心。同理的橡皮擦則不一樣，但因為它普通粗糙，而經常被人忽視。

橡皮擦能從內心深處去改正真正的錯誤，它會把錯誤的痕跡刪掉，最終只留下乾淨的初心。我欣

賞橡皮擦忠心耿耿的性格，它不會像塗改帶那樣草率，它雖然總是沾滿污垢，卻願意無怨地犧牲

自己，這便是它的特別。 
 
2E 劉浩駿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基本的水、火等的基本物品之外，還有礦物這重要的元素，鉑金和鑽石都

是在地球上極為稀有的礦物，但是即使是在高級的礦物也會有貴賤之分，鑽石，是世界上人人皆

知的礦物，但是它的作用也就只是給人們看着它乖乖的站在那裏給人看，但是鉑金卻不一樣了，

它學習了各樣的知識，可以用來製造成轉換器、電極、抗癌藥物硝酸等各種物品。雖然在價格以

及對大眾的使用性的確是比較好，但是在泛用性來說，鉑金是毫無疑問取下勝利的勝者。 
  



2E 張凱淇 
 
  微風吹過，涼快的觸感令人頗為舒爽。 
 
  白雪般的蒲公英在蔚藍的天空之下紛飛，場景美得讓人陶醉，像一個沒有外界的污染的仙

境。 
  小小的蒲公英到處尋找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溫馨小窩。同時在四處找家的還有木棉花，到處都

是他散播的小兵，各自各地尋着家。人們走過的時候都會自覺放輕腳步，生怕傷到那些累得直躺

在大街的啡色小兵。 
 
 蒲公英小小的一顆一吹就散，而木棉花大紅色的花掉下來就像羽毛球般堅實的落在地上，「咔

咯」硬物撞擊發出的聲音突出又刺耳。 
 
2E 謝楚翹 
 
  塗改液和塗改帶的功能一樣，用於改正錯誤的字，這是他們的工作。而錯字就是他們需要掩

蓋的。他們做的東西一樣，但我覺得兩者不盡相同。 
 
  塗改帶的帶子從來不轉彎。如果他們遇到混亂的字，就不能招架，經常鑽牛角尖，只知道向

橫行走， 十分固執。相反，塗改液可以轉彎，即使遇到困難的工作，也能變通，從容不迫地完

成，為人隨和。 
 
  我認為面對困難應像塗改液一樣，遇到困難要變通，不能像塗改帶一樣鑽牛角尖，造成後悔

的後果！ 
 
 
 
 

  



練習八：一般人對個別事物總有固有慣性的看法，試選其一加以闡釋，並作出反駁 

要求： 

1. 用描述性文字闡釋一般人對某一事物固有慣性的看法 

2. 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新的看法，並舉出事例，反駁舊的觀點 

 

學生佳作： 

 

2A 何思慧 

  一聽到狐狸這種動物，相信大部份人都會聯想到狡猾、奸詐等的貶義詞。在故事《伊索寓

言》中，狐狸往往也是詭計多端、機智多詐的形象，可見從以前開始，人們已經對牠產生了刻板

的形象。 

  不過事實上，狐狸並不是狡猾，這只是牠的求生本能而已。狐狸被獵人追捕時，即使沒有被

擊中，也會裝死，蒙騙獵人，令他放鬆警惕，最後釋放「臭狐」逃脫，這些臭味非常濃烈，有助

威嚇的人。看！牠做這些只是為了生存、活下去，一切都只是牠們的求生本能而已，所以不能怪

罪於牠的。 

  在死亡面前，誰還顧得了那麼多呢？ 

 

2A 林泳妍 

  老鼠總是骯髒的、偷摸的、貪婪的，他們穿梭在幽暗潮濕的小巷中鬼鬼祟祟地偷食物，總是

帶着滿身細菌到處跑，更帶來了傳染病，導致許多人死亡。 

  但老鼠想整天來在污泥濁水的小巷裏嗎？他們知道自己辛辛苦苦獲取的食物原來是「偷」的

嗎？而總「偷走」蜜蜂辛勞採集回來的蜂蜜的人類，卻從不會說自己是偷摸的、鬼祟的，因為人

們認為這也是自己通過勞力在蜂巢裏採集回來的，但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不認

同老鼠通過勞力得到的食物，老鼠的生存之道，為什麼同樣的行為老鼠要受到譴責？這不過是人

類對老鼠好被帶着有色眼鏡的偏見，對自己的偏愛和縱容。 

 

2A 譚穎言 

  蝴蝶經常被指是愛玩樂和目光短淺的，因為牠們一天到晚只會在花間嬉戲，完全不會為冬天

作準備，把找到的食物一次過吃完，所以才會在冬天餓死。然而事實不是這樣的，蝴蝶在花間飛

來飛去其實也是在尋找食物，不是單純的玩樂，就像蜜蜂也要飛進花間才能找到糧食，小鳥也要

到處覓食，所以這怎能怪責蝴蝶呢？蝴蝶沒有儲糧的習慣，但這不是因為牠們目光短淺，是因為

牠們不需要這樣做，因為牠們大多活不到冬天，一般來說，牠們在深秋時已經老了，自然地逝去

了，而不是到了冬天才因沒糧食而死去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界最正常不過的事，就像人類也總有

一死。為什麼一般人會對蝴蝶有如此負面的評價呢？無可否認，這就是人們沒有清楚真相而產生

的偏見。 



2A 鄭桂陽 

  蛇，很多人對牠們的印象是狡詐、恐怖，更可能是致命，一口吞掉老鼠、兔子，這種場景在

紀錄片都能看到，但現實中的蛇真的是這樣嗎？真的會主動張開血盆大口，主動攻擊人類嗎？ 

  但其實，蛇是不會閑着沒事做主動攻擊人的，除非有人去招惹牠們，否則電影和紀錄片中的

獵食場景不會發生，而且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蛇是無毒的，就算被咬上一口，也不會有太大的傷

害。 

  反之，人類卻把蛇抓起來，拿去做名牌手袋，釀成貴酒……這又是為什麼？ 

 

2A 郭鑑鴻 

  鴕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樣鳥類，但一般人認為鴕鳥是愚蠢的，是自欺欺人的鳥。但是事實卻

是恰恰相反的，鴕鳥十分的機智和勇敢。 

  事實是有些人看到鴕鳥在休息時頭靠在地面上，人們就以為鴕鳥看到自己而害怕地把頭埋起

來，於是這件謠言一傳十，十傳百，傳到千千萬萬人的耳中，鴕鳥就這樣被誤會了。但事實上，

鴕鳥遇到天敵就會馬上奔跑，鴕鳥衝刺速度在七十公里每小時以上，很快就能逃離敵人，根本不

存在把自己埋起來的理由。 

  其實，愚蠢的不是鴕鳥，而是那些給鴕鳥戴上愚蠢的帽子的人和不加思考就亂傳謠言的人！ 

 

2B 呂宛宜 

  古往今來，人們常常把蜻蜓點水比如做事膚淺不深入，蜻蜓點水一詞也成了人人口中的貶義

詞。 

  蜻蜓點水的目的是雌性蜻蜓產卵，是牠們繁殖的策略。每一次蜻蜓點水，蜻蜓都要面臨危

險。水中的鱒魚很好動，有着敏銳的跳躍能力，水中的食物稀少，蜻蜓也成了牠們的美食，跳躍

而出捕食牠們。母愛強大，蜻蜓不會因遇到捕食者，而停止蜻蜓點水，勇往直前。 

  此外，蜻蜓點水難度很高，當牠們在水面飛時，尾巴一定要緊貼着水面一點一點地水產卵，

力度不能過大，高度要諳熟，要提防捕獵者。 

  難道這一串一絲不苟的步驟，就是人們所謂的「蜻蜓點水」，做事敷衍塞責嗎？ 

 

2B 杜家莉 

  自古以來，人們總認為老虎生性殘忍，是完美的捕獵者。虎嘯山林，威震山河的老虎想必是

眾人皆知，不足為奇的。牠是百獸之王，又是森林的主宰。牠雙眼怒視着前方，虎視眈眈地張開

血盆大口，大吼一聲。但事實并非如此。 

  老虎並非如此兇殘。牠不食孑，也極少攻擊人類，大部份的情況是人類的狩獵目標經常是無

辜的牠們，導致牠們岌岌可危。有一句話：「為母則剛」牠只不過想保護自己和孩子。人類卻因

自己的貪婪，遲遲不放過牠們。現在牠面臨着滅絕，我們卻無動於衷，口口聲聲保護野生動物。

大家同是生物，相煎何太急。更可怕的是人本身。 



2C 嚴惠兒 

  很多人都喜歡外表漂亮的鮮花，而認為仙人掌外表醜陋，會刺傷人，所以沒有用。但我並不

認同這種看法。 

  仙人掌的外表很醜，外型生得奇形怪狀，而且身上還長滿鋒利的小硬刺，所以看起來並不討

喜，但其實，仙人掌的生命力十分頑強，即使十多天不澆水，也不會枯萎，仍然十分精神，更可

在乾旱的沙漠中生存。仙人掌身上的刺對它來說是十分有用的，因為可以減少水份蒸發，在炎炎

夏日中得以生存許久，而且可起保護作用，可防止被動物啃食。除此之外，仙人掌對人類的身體

是十分有益的，可以降血糖、抗氧化延緩衰老和預防心血管疾病等。 

  由此看來，仙人掌比起那些只有外表、嬌生慣養的植物好許多了，這只能說人類的目光短

淺，經常以貌取人。 

 

2E 張景彥 

  仙人掌，相信大家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肯定十分可恨這種植物，因為它的刺十分尖，每當刺

到人的時候，我們都會感到十分疼痛，有時還會引起皮膚紅腫，好像想將我們置於死地一樣。其

實，仙人掌的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刺，這些刺而是它的葉子，因為仙人掌長期時間生長在乾旱

的沙漠，它的莖可以儲存水分，兩大葉子會蒸發大量水分，因此它就從大葉子變為刺狀的葉子，

這樣有利於保護自己，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所以，我們不要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它，這樣只會

產生對它的偏見。  

 

2E 王智樂 

  說起漫畫，一般人都會認為漫畫只是給小孩子看的，沒有營養，只是用來打發時間，無法學

到任何東西，但事實是因為看漫畫而學到新知識的人不計期數。因為漫畫簡單易明，可以把一些

知識，配合圖畫，讓讀者更容易記住。漫畫還能訓練讀者的想像力和好奇心，為什麼漫畫只是一

頁頁圖畫但讀者還能看得津津有味？因為我們會對漫畫中的動作和語言在腦中幻想出來，慢慢地

把自己代入角色當中，有時候，讀者會想漫畫中的一些東西是如何運作的，勾起了好奇心，會去

尋找運作原理。我拿一個人做例子，他的名字叫做鄧文瀚，鄧文瀚小時候看很多漫畫，例如《多

啦 A 夢》，他常常想竹蜻蜓會飛嗎？他會開始做實驗，慢慢地，他對科學發展出濃厚興趣。那些

不知道漫畫好處的一般人，說漫畫沒有好處只是偏見。 

 

2E 林溎錚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蜜蜂是不好的，每當人們看到蜜蜂，都會趕走牠們，甚至因為害怕而躲

着牠們，僅因為牠們有時會蜇人，可牠真的有你想像中這麼恐怖嗎？事實上，蜜蜂只會攻擊入侵

者，若你不去打擾牠們，牠們絕不會攻擊你，人類都會保護自己，更何況是蜜蜂呢？而且蜜蜂還

會幫助植物傳播花粉，若沒有牠，有些植物甚至會滅絕。同時，蜜蜂生產的蜂蜜更對人類有益，

不但是良藥，更能讓人長壽，可見蜜蜂不但是益蟲，更十分重要。 

 

 



2E 吳洛晴 

  泥土，大家可能會覺得沒有用或很骯髒。其實，泥土給花營養，讓它們健康生長。當你走進

一片花海，你可能只會覺得花兒怒放，但你沒有想過泥土一點點地把自己累積下來的養份供花兒

一朵比一朵鮮艷。 

  泥土是我們衣食父母，如果沒有泥土，農夫就不能耕種，動物不能繁殖，導致人類和動物因

沒有食物而絕種。泥土從不擺驕傲的樣子，盡自己所能做，讓花兒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