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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4：記敍或描寫一段與家人相處的片段，並抒發懷念之情 
要求： 

1. 運用「總分」結構模式去寫 
2. 描寫時注意細節，要抓住描寫對象的特點去寫 
3. 運用比喻、擬人兩種修辭手法去突出事物的具體形象 

 
學生佳作： 
 
1A 毛嘉敏 

  四歲的時候，我曾與父母一同回鄉下。那次，是我第一次看見雪。 

  我從窗子望外面，極目四望，盡是白色。看着漫天飛舞的雪花，天真的我還以為它們是童話

書裏的小仙子，披上了白色羽衣，旋轉著舞蹈，點着腳尖在開舞會。父母帶我出門散步時，我的

鞋子踩在厚厚的雪地上。那時，我還以為它是棉花糖呢！軟軟的，鬆鬆的，就是不知味道如何。

於是，我用手拿起了一小塊「棉花糖」，直接放進嘴裏。但是，它不但不甜，還十分冰。那一

刻，父母都因我而哭笑不得。雪花是翩翩起舞的的蝶，在冬日中揮動着嬌弱的翅膀。突然，有一

個雪花落到我的鼻尖上，溶化了。為此，我還哭了一整天呢！ 

  童年，既真實又虛幻。真懷念啊。 

 

1A 鄧詠寶 

  我懷念着兒時。在小學時候，母親會叫我起床，然後辛勤地去做早餐，汗水在母親的臉上畫

着畫，顯示着母親對我的付出， 她的臉帶着溫和的微笑，像一股清泉在我心中流過；父親坐在餐

椅，猶如一隻紅隼，嚴肅地看着我，卻關心地問我要不要喝水；我又去叫醒我的姐姐，我像隻貓

兒一樣，鬼鬼祟祟地走進房間，走到床邊叫了她一聲，然後拉開窗簾，陽光似乎在她臉上扎着

她，悶哼了一聲，半晌後才起床，當我快走了的時候，和我說了聲謝啦，頓時，一股暖流流進了

我的心裏。這段記憶像磐石一樣在我腦海裏，無論如何都無法忘卻。 

 

1A 陳易俊 

  我懷念外婆家。每年暑假的時候，我總會去住在荒郊野外的外婆家住。 

  每次我到了外婆家時，沒來得及打招呼，就看見了她眉飛眼笑的笑容，就像陽光一樣那麼燦

爛，感化了所有人。外婆家的門外對正了一塊塊綠油油的農田，正因為有一塊塊的農田在屋外，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聽見老式拖拉機的腳步聲，突、突、突。外婆坐在上面，當看到我的時候總是

露出一副小孩子的笑容。我還記得有一次，外婆把她種的新鮮小蕃茄拿出來給我，酸酸甜甜，十

分可口，小蕃茄還有一種很獨特的味道，跟媽媽平時在菜市場買的有很大分別，可能是自己種

的，所以才那麼特別。除了這一種味，還有另外一種獨特的味，那就是親情味。 

  



1C 陳蓁妍 

  我的童年流淌著純真與甜美，是最快樂的時光。一想起了在外婆家與家人同樂之時，濃濃的

懷念之情就湧上我的心頭上。 

  那時正值冬季之時，氣溫頗低，葉子上那宛如珍珠的露珠也敵不過冰冷的天氣，成了一顆冰

凍的鑽石，清澈的湖面結了一層堅硬且明亮的冰，屋頂落滿了厚墩墩的雪，宛如披上了潔白的天

鵝絨般。我踏上輕快的腳步擁抱這一個雪花翩翩起舞的白色世界，我們都穿上有備而來的溜冰

鞋，在冰面上輕快飛馳，像一隻飛燕在緊貼地面飛翔，良久，我和姐姐在雪地上揉了好幾個雪球

並朝著爸媽的方向扔了過去，他們被扔中後，總是在找一個機會向我們「報復」，卻每次都扔不

中，逗得我們笑不可仰。 

  每當我回味這一個美麗又溫馨的回憶時，都會令我點燃以前的童真的心，並懷念凡事都帶著

傻勁去做自己。 

 

1C 蕭凱童 

  一張照片，可以記錄當時的種種。每一張不起眼的照片背後都有故事。我的這一張照片是關

於我和我的家人。 

  當時的我們正分享著各自小世界的問題。當時哥哥正在發牢騷。我們便詢問：「怎麼了？遇

到困難了？」「…….」兩年前為中考而煩惱的哥哥，現已住校了。家裏顯得異常冷清且安靜。就

像永遠不會天亮的夜晚。 

  我懷念的，是被父母痛斥後，會安慰我的哥哥。我就像哥哥的寵兒，每當我耍小性子的時

候，他總會讓著我，然後變著法哄我開心。 

  這就是我從一張照片看到的故事。 

 

1C 林卓宣 

  對我而言，童年是美好的回憶，是最快樂又難忘的時光。我最懷念的是和家人到鄉下探望親

戚。 

  每一次回到那裏，我的舅父就帶親戚、我和家人一起到很想去的地方玩耍。我和姐姐跟著小

孩，一起在帶雪的泥土上，談天追逐，活像一群歡樂的小孩。 

  良久，我們要回家了，因為太陽已經慢慢地從天邊降落了，它就像一個時鐘一樣提醒我們要

離開。我們一起圍著桌子吃晚餐，我們一起吃著外婆精心烹調的佳餚，我們一起聊天，一起說笑

話，真是十分開心。 

  現在我真是十分懷念到鄉下的時光。 

  



1C 盧芃菲 

  我喜歡過節。我喜歡過與家人一起過的節日，我媽媽曾對我說：「家是愛、歡樂與笑的殿

堂。」「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在噼裏啪啦的爆竹聲下，我們一家迎來了新的一

年。大年三十晚，我們一家人圍坐在餐桌前吃團圓飯。過年的菜可真豐富啊！有披著黃金甲的紅

燒魚、使人垂涎欲滴的豬蹄……全是我最愛吃的。 

  我對我的父母舉起了果汁，因為年齡的問題，想試試酒的請求就被無視了，說道：「祝爸爸

媽媽你們永遠幸福快樂，幸福美滿！」在我的祝福聲下，我們一家一起迎接歡快全新的一年。 

 

  



練習五：運用擬人法及聯想法描寫一件死物，最後帶出個人啟悟(道理) 
要求： 

1. 運用豐富想像力及擬人法去描寫死物 
2. 細緻觀察事物的特徵，由此引發聯想 
3. 由聯想歸納，帶出個人啟悟 

 
學生佳作： 
 

1A 毛嘉敏 

  書本默默地，靜靜地坐在書架上。它不怕餓，因為它的肚子裏注滿了知識。但它最怕孤獨，

最怕沒有人借閱它，最怕不能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一一地訴說出來。看，它正在等待新的主人閱讀

它呢。偶然間，它看見一個讀書生不停地在書架旁徘徊，手中捧着一大疊參考書，還不停地自言

自語：「唉，要是圖書館的書再多一點就好了……明明平時都覺得它已經很大了。」它從書架上

取下書本，在座位上細心翻閱。書本就這樣，默默地陪着他，默默地傳遞知識。 

  書到用時方恨少，知識無窮無盡，多不勝數，我們總是等到要用知識時才後悔自己學的知識

太少了。我們平時應勤學好問，等到真正需要時才不用手忙腳亂地去翻書。 

 

1A 陳易俊 

  每一篇文章，每一篇好的文章，每一篇著名的好文章的背後總會有一個英雄──橡皮擦。 

  他從工廠裏誕生，由人類創造出來，也由人類親手殺掉。到了人類的地方後，他由原本潔白

的身軀，漸漸沾上灰， 一點一點地變小。我們寫錯字時，他為我們承擔了我們的罪，他犧牲自己

去成人之美，犧牲自己令人們的生活更加便捷，犧牲自己去創造了無限的可能。無論多辛苦，他

都依然為人們服務。雖然他已筋疲力盡，但他仍然堅守自己的職責。有時我會想：他就很像現實

中的人一樣，用自己來犧牲，成全別人的美好。每一件成功的東西背後都總會有一個人來犧牲自

己，如果沒有他們，這個世界便沒有無盡的可能。 

 

1A 林鈺玲 

  蠟燭現在已經漸漸淡出人類的視線，只有在停電的時候才被人想起。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它成就了多少個狀元的誕生！見證了多少個離別重逢！它曾經是讀書人通宵看書唯一的「陪伴

者」，它燃燒著自己照明無數人的前途，就算在燃燒的過程生不如死，它犧牲自己，用自己的身

體，換取他人明亮的前途。可是，又有多少人還記得它，時代也在遺忘它。有時我會思考：為什

麼它這麼無私偉大？可能，這就是它被造出來的使命吧，我們身邊也有這種人，他們是多麼的無

私，多麼的偉大。 

  



1A 畢聆欣 

  時鐘十分勤力，無論是甚麼時候，都不分日夜地工作。只要我們靜下來，用心去聆聽就會聽

到「滴答、滴答」的聲音－－它在努力工作。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時間不會停止，時鐘也不會

停下來，如果有一天它停止工作了，那麼，我們就要為它提供食物和水，讓它重新充滿力量去工

作。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時鐘的腳步慢下來的話，時間會不會也跟著慢下來？答案是：它不會。

如果時間能停止在美好的一刻，該有多好？這樣，時鐘能夠休息，我們也只會沉醉在美好的事情

裏，沒有悲傷、危險、爭吵……只有快樂。但是時間不會停止，時鐘不能休息，我們也不可能永

遠沉醉在美好事情裏。所以我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因為時間會悄悄地流逝，時鐘也不知不

覺間走到了盡頭。 

 

1C 蘆芃菲 

  人偶們安靜地躺在木盒裏，它穿着美麗的衣裳，眼睛如同星河般燦爛生輝。「天空」是如此

暗淡，有人偶不堪重負，有人偶麻木無感。「夜晚」是如此刺眼，未來被固定，有人偶嘴角向上

揚，有人偶認為這是恩賜。 

  歌舞劇院白熾的燈光打在了它的裙邊上，像是給它圍了一圈白邊，而霓虹燈則為它織了一件

獨一無二的衣裳。它以優美的舞姿翩翩起舞，優雅的音樂纏繞起它的表演，並向高處的神靈獻出

了自己的靈魂。有時候我會想：當人偶有了自己的思想，它將會綻放出怎樣的光芒？當「人偶」

不再完美，不再聽話，人們會是驚喜於它的改變，還是會把它當成一個失敗品、一個垃圾一樣扔

了。世間萬物皆有裂痕，因為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1C 譚煒柏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人生就是一盤西洋棋，一出生就是在不同起跑線上的。其中「卒」是

最多的，也是競爭最大的，他們就是現在的平民子弟，他們的生活如同逆水行舟，只要不力爭上

游就會被其他「卒」淘汰掉。 

  當有「卒」走到了盡頭，他們就可以變成除國王內的任意棋子，這就如同學業結束後的選

職。 

  其他的各個棋子就是現代的各個職業。換句話說不如說是一直為「國王」工作。國王一旦陣

亡便是敗局，也就是說只有「國王」贏了才為勝局，其他棋子不過是勝利的鋪墊罷了。 

 

  



1C 陳蓁妍 

  再廣袤的天空中，好幾朵雪白的雲就在天空中翩翩起舞，每天都喜愛與其它白雲一起追逐，

龐大的身軀無法遮掩它的好動的性格。它對時裝有着興趣，每天都要玩換上七彩繽紛的衣服。純

白的雲朵卻宛如人生的縮影，經過了漫長歲月且飽經霜雪之人生，白雲的小水點不斷增加，加重

負荷，最終被分解，回歸大自然；宛如人類一樣，沉重的病痛令人無法承受，最後去世，歸身於

大自然之中，人的一世與雲一樣，光陰荏苒就充滿着小水點。因此，我們要珍惜時間，珍惜與所

有人的相處時光，避免後悔時就沒有機會挽留了。 

 

1C 蕭凱童 

  指南針，它是這麼一個不起眼的玩意，但也會被人類需要。它說：「向南走，你便能走出這

片森林……」雖然平時用不着它，但它卻能夠拯救一個人的性命。它總是在人類迷失方向的時

候，為他們指點迷津。就因為這樣，它會被別人需要，紅色箭頭，是他們獲得解脫的征兆，找到

正確的方向。在生活中，若遇到困難，不妨去找自己的親朋好友，向他們訴說，說不定他們就是

你的指南針。 

 

  



練習六：描寫煙花匯演/士兵凱旋而歸/戰勝敵軍/閱兵/國家賽事或活動的壯觀場面 

要求： 

1. 運用了「總分」結構模式去寫 
2. 依照時間先後順序鋪排內容 
3. 結合視覺描寫和聽覺描寫去刻劃壯觀場面 

 

學生佳作： 

 

1A 陳穎茵 

  這次觀看祖國的閱兵終於不是在電視上，而是在現場！站在高台上，軍人們響亮的口號在無

邊無際的廣場上迴盪，那擊鼓般充滿氣魄的號喊足以讓眾人心神一震。 

  戰鬥機一聲令下，迅雷閃電般在湛藍的天空中重重劃出一道鋒利的口子，接着筆直地衝進雲

霄，幾秒後又如躍出海面的劍魚，從厚厚的雲層直衝而下，隨即又立刻消失不見，只留下長長的

餘音。多麼震懾人心的閱兵！ 

 

1A 葉慧妤 

  那天街道上傳來了一陣陣的歡呼聲，原來是我們的戰士回來了！首先看到的是排長和一排排

的士兵；排長在左邊領隊，齊步、跑步、正步走，並排共同前行，每一步都走得鏗鏘有力， 十分

整齊且壯觀，令人不得已發出了一聲驚嘆。隨着軍隊的前進，大家都慢慢聽到了後方來自坦克發

動的聲音，雖然還沒有看到，但已經能想像到那威風凜凜的一幕。大家歡呼雀躍，歡呼再一次的

響起。後來，軍隊慢慢走遠，有的人還在追着他們，有的人站在原地向他們敬禮，有的人發現軍

隊走遠了也去做自己的事了。 

 

1A 毛嘉敏 

  金秋的陽光灑滿了莊嚴的天安門廣場。先進的軍事裝備及軍人整齊的步伐令我感到：祖國強

大了。 

  即使隔着屏幕，我仍能透過電視，感受到現場的盛況空前。攢動的人群中，豎起了許多面小

國旗，星星點點，就像跳動的音符，就像花的海洋，壯麗光彩。 

  這時，轟鳴的禮炮響徹廣場的天空——「砰！」。這鏗鏘有力的炮聲，如同萬馬奔騰，如同

江河流動。這與「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感覺相反，它震動着中華兒女的心，叫

人振奮，叫人自豪。 

  



1A 陳易俊 

  那一天的長跑賽事令我終身難忘，壯觀極了。「嗶」的一聲，各國的選手便風馳電掣地跑了

起來，大家都不相伯仲，不分上下。到了第二棒， 二號運動員將獵豹一樣跑起來。頓時，地面好

像刮起了一陣大風，像「打風」似的，整個人都涼快了起來。到了最後一棒時，我國四號選手的

步速快如車輛，整個場都迴盪着那位選手的腳步聲，猶如地震一樣，腳步聲音如鐘。當各位選手

到了終點時，整個場充滿着觀眾的歡呼聲，場面十分熱鬧、壯觀。 

 

1B 陳思桐 

  那天的煙花匯演十分壯觀，讓我畢生難忘。首先，絢麗多彩的煙花，從地面直衝天上，在夜

空形成一朵朵小花，綻放出七彩的美麗，讓人忘記了它在寂靜的夜空爆炸時，發出的巨大聲響。

接著是不同形狀的煙花，一張張可愛的笑臉，在天空展露出自己最迷人的微笑。不同的顏色交替

在一起，一個五顏六色的糖果就出現了。最後由一聲巨響作為開場，天地彷彿在那一刻都晃了一

下，一朵煙花佔據了天空，大得讓人目瞪口呆，紅藍交織下閃閃生輝，中間一個大大的「二零二

零」深刻人心，一剎那間，又消失不見，只剩那一條條殘留的煙花開始墜落，再慢慢消散。 

 

1B 林靖喬 

  國慶當天晚上的煙花匯演，真讓人歎為觀止。喜慶的音樂徐徐奏起，人群也開始變得加倍蜂

擁。煙火在對面岸的海平線處蓄勢待發，配合著音樂節奏射上半空，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兒一

樣，接二連三地綻放出七彩繽紛的圖案式樣。接著，來到音樂的高潮，更多的煙火連珠炮發地射

出，發出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更有小孩子被轟隆的巨響聲嚇哭。五光十色的煙花璀璨耀眼得使人

們快睜不開眼睛，猶如在天空中爆開的閃光彈一樣。最後，在音樂完結之際，所有的煙花同時百

花齊放，為精彩絕倫的煙火匯演畫上完美句號。 

 

1C 陳蓁妍 

  那次壯觀的跨年煙花匯演，仍在我腦海中有著清晰的記憶。 

  隨著人們的倒數與歡呼……先是連射，「嗖！嗖！嗖！」，漆黑之中出現好幾束光芒，墨黑

的天際經過洗禮後慢慢褪色，一朵一朵大金花璀璨奪目，在天空裏灑滿了閃亮的銀輝，龐大的人

群及歡呼卻不能媲美那響亮的嗖嗖聲，煙花所造成的震動令四周的氣氛更鼓動膨脹，撼動人心，

流光四溢的煙花亦令到維多利亞港的海面染成七彩，宛如一幅金燦燦的水彩畫。這一切的畫面大

家連眼都不眨，望著這輝煌的天空，甚是壯觀。 

  



1C 蕭凱童 

  新年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場精彩的煙花匯演。 

  吃完飯後，我們一家向公園走去。公園是欣賞煙花的最佳地點，所以導致人山人海。煙花匯

演開始了，一縷煙進入我的眼帘，升到空中綻開，它的花瓣是紫紅色的。「嘭」的一聲，五朵海

藍色的煙花由內而外地釋放，就像吃完飼料的魚兒一樣。我在網上看到一句話：「煙花時而像仙

女撒花，時而像火焰爭峰，時而像彩蝶飛舞，時而像含苞欲放。」大概就是形容現在的情景吧。 

  五顏六色的煙火成為夜空中閃亮的點綴。今晚，掛在夜空中的月亮伯伯不再孤獨。 

 

1C 楊昕霖 

  那一晚的星空，真是壯觀極了。一連串的煙花應聲而出，像活蹦亂跳的噴水池一樣，綻放出

五彩繽紛的光芒。接下來是巨炮快射，煙花直衝雲霄，洪亮的巨響，讓人們感到地面的震動，真

是震撼人心。然後是慢射，一朵朵花慢慢射上天空，人們都看得目不轉晴。不久，煙花已經進入

尾聲，十發齊放，照亮了整片星空，讓人們發出歡呼聲，真是精彩絕倫。 

 

 

1C 王天恆 

  那夜新年的煙花匯演，場面震撼極了。「轟」的一聲，一朵朵五光十色的大野花在天上盛

開，音樂隨即響起，接著，變化萬千的煙花隨著音樂在天空中綻放，一會兒變成金黃色的金元

寶，一會兒變成小財神，使平時光猛的高樓大廈也顯得格外暗淡。壓軸的煙花，發出幾聲巨響，

看到如此美麗的景色，人們也不禁發出「嘩」的一聲，場面十分震撼。 

 

1D 林芷珊 

  記得那場煙花匯演至今還歷歷在目！只見那幾束煙火劃破天際，一個勁兒地衝上雲霄。霎時

間瞬間萬變的煙花，在空中綻放出一朵朵艷麗的花兒，爭相綻放。千姿百態的煙花穿過無邊的黑

暗讓人看得眼花繚亂，驚動人心！五顏六色的煙花閃爍著種種光芒，夜空頓時成了光的海洋。突

然，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個金色火球在我眼前擴大，散開，巨大的煙花從地上，到半空，再

到空中綻放，濺起金色的大雨，流光溢彩，紛紛墜落，猶豫那多情的流星雨般淅瀝瀝瀝。那一剎

那，似乎觸手可及。接著迎面而來的星辰無數，再而消逝，為這次煙花匯演畫上完美句號。 

 

 
  



練習七：描寫一位老師，表達出喜愛之情。 

要求： 

「總分總」結構 

運用肖像、語言、行動描寫 

 

學生佳作： 

 

1C 陳蓁妍 

  在六年的小學生涯之中，每個人總會有最喜歡的老師，我亦不例外。崔老師宛如人生中的燈

光，引領我那成長的步伐。 

  仍記起於開學日，課室充斥着尷尬氣氛，但是崔老師那斯文又友善的招呼令到課室中的空氣

生機勃勃，洋溢着輕鬆氣氛，她對我們嚴厲，每年都總會用上一些時間來說我們的學業情況，我

總會認為她很囉嗦，直到有一次，崔老師說着就不知不覺地流下了淚，我知道其實她每一個「囉

嗦」的舉動，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我們在人生路上找到更好的方向，感謝她為我們做的一切！ 

 

1C 麥璟雯 

  我有一個非常喜歡的老師，就是我的小學班主任——陳老師。 

  她有着一個大大的眼睛，彷彿眼睛裏面有很多星星，也有一頭烏黑的長髮，臉上戴着圓圓的

眼鏡，看起來非常青春有活力。 

  雖然現在見不到她了，但是我還是忘不了她那個嚴厲中卻帶着着一絲溫柔的眼神，她上課非

常有趣，大家上她的課都非常開心。她常說：「學習時學習，遊戲時遊戲」，這句話由我們四年

級時說到現在，所以這句話對我也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次，我因為測驗考得不好，所以小息在座位哭了起來，她看到了立即過來安慰我，並且

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也是那一次之後，我對她好感增加了不少，雖然現在畢業了，但我可能永遠也忘不了這位恩

師。 

 

 

 

 

 



1C 譚煒柏 

  在我的小學六年裏，教過我的班主任一共有三位，其中的唐老師則是我最喜愛的老師。唐老

師一共當了我三年的班主任。在我們這一屆，估計跟了一個老師三年也沒幾人了吧。 

  一年級的時候，唐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兼中文老師，當時我中文成績比較好，考試得了滿

分，但是我把獎品弄丟了，老師又補了一個獎品給我，就這樣重複了四次老師都沒覺得我煩，而

是一直都在安慰我，可見唐老師對我們的耐心與同理心有多強。 

  在那之後，唐老師也一直在教低年級，據了解唐老師當老師那麼多年從未教過高年級。 

  但，四年後，命運令我們再次奇蹟般地重逢，我們成為了她首次教導的高年級。她的容貌即

使過了這麼多年，也沒有太大的改變，橢圓形的頭型、垂直又烏黑的頭髮、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

令人覺得她十分嚴肅的方眼鏡。 

  時間過得很快，由於疫情關係，六年級有一大半時間都是在網上上課的。還記得在小學上課

的最後一天，我們的畢業熊被依三角形擺放在鏡前，而刻有我名字的則擺放在最前，這應該不是

偶然吧。 

   總而言之，唐老師是我最喜愛、最敬佩的老師，雖然在這三年來我們基本一直在給她添麻

煩，但她也一直沒有追究往事，悉心教導我們。這或許就是我喜愛唐老師原因吧。 

 

1C 蕭凱童  

  她的種種行為都讓我感到很親切。 

  有一個比我年長的女孩——我們的地理老師。鍾老師戴着一副眼鏡，襯托着她淑女的氣質。

亮亮的眼睛彷彿可以裝下整個銀河。 

  「一心，你試答這條問題啊。」老師是個很溫柔的人，說話輕聲細語，我幾乎沒看見過老師

生氣，即使回答錯誤，老師也會保持溫柔的聲線，道：「不是喔，不要緊，再試下。」老師還會

引導正確思路給答錯的學生。遇到困難的學生，老師會平和地給學生講解。 

  老師教導學生的態度，我很喜愛！ 

 

1C 楊昕霖 

  陳老師就像我人生的指南針，她教會了我很多事情，讓我茁壯成長。 

  有一次，我忍不住惡魔的誘惑，犯錯了錯——抄答案，陳老師知道後，她沒有立即罵我，她

問我：「你為何要抄答案？」，我看到她凶惡的樣子，我感到十分害怕，所以我誠實回答說：

「因為我不會做。」之後，陳老師沒有罵我，她耐心地教導我，把我不懂的題目都教我一遍，並

和我說抄答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道理，希望我知錯能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