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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二 寫作能力

題1 「陳醫生是我的家庭醫生，他對病人盡心盡力，在一次和他相處的經歷中，更讓我體會到『鍥而不

捨，金石可鏤』的道理。」

根據以上一段描述，試記述陳醫生的言行，抒發你對他的感受。

評分參考

題解 

　　本題要求考生記述陳醫生的言行，以抒發對他的感情。考生可選取的範

圍甚廣，無論是陳醫生的外貌、衣着、生活習慣，或是診所內外的事情均可記

述，惟內容應以記述他的言行為主，並能讓考生體會「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

道理。

　　題目指陳醫生對病人盡心盡力，已點出陳醫生做事盡責，不輕言放棄，故

應通過具體事例，描寫陳醫生的言行如何彰顯「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道理。

　　「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出自《荀子 •勸學》，指即使堅硬如金屬、玉石，

只要努力不懈地用刀刻，也可以在其上雕出花飾，意思是只要持之以恆、不放

棄，就算再難的事情也可以做到。考生須說明如何從陳醫生身上體會這道理，

即從陳醫生的價值觀、處事方式、與病人相處的情況或救治理念等方面體會鍥

而不捨的精神。考生的立意是否深刻、對陳醫生的描寫是否傳神，端視乎考生

對這句名言的理解是否準確和深刻。

　　「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道理體現在陳醫生身上，可指其行醫時擁有仁德

之心，視病人如同自己，也可指其努力不懈的表現，只要所描寫的內容不違反

對名言的一般理解，即可接受，考生可各抒己見。

寫作要求

1 考生可以不同的敍事角度寫作。

2 取材與陳醫生的言行有關，而能：

（1） 體現陳醫生的為人；（立意）

（2） 令考生體會「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道理；（立意）

（3） 抒發考生對陳醫生的感受。（立意）

立意的高下取決於考生對「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理解是否深刻，所抒發

的情感是否感人。

3 文章通過敍事和描寫以抒情，取材須配合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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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要求

4 文體要求

本文以敍事、描寫及抒情為主，可夾雜議論，也可敍而不論，讓情思隱含

敍事之中；事件先後的鋪排和交代，情節的變化和發展須有條不紊，輕重

有致，詳略得宜；人物和環境描寫須細緻傳神，才能具體呈現情感和思想。

參考寫作大綱

部分 內容大意 作法提示

1 記述「我」小時候每逢生病，媽媽都會找陳醫

生給「我」看病。在「我」的印象中，陳醫生

的笑容非常親切，每次也是和藹可親地詢問

「我」的身體狀況，然後細心地給「我」解釋

每一種藥的用途，「我」十分喜歡他。

‧ 以倒敍法記述「我」認識陳醫生

的來由、自小對他的印象。

‧ 以肖像和語言描寫帶出陳醫生

給「我」的深刻印象。

2 記述「我」升上中學時參加了學校的足球隊，

常常弄傷，「我」照舊求助陳醫生，而即使多

年過去，陳醫生的診所還是不乏街坊支持，

候診的人總是坐滿一室。住在隔鄰的劉婆婆

更大讚陳醫生，說自己常常忘記覆診，陳醫

生總會親自打電話提醒她。

‧ 略寫「我」長大後，對陳醫生的

印象仍沒改變。

‧ 通過鄰居的反應，側面描寫陳

醫生的盡心盡力。

3 記述「我」在一次足球比賽中弄傷左腳膝蓋，

診斷結果說「我」的十字韌帶受傷，需要接受

重建手術，以及作長時間的復康運動，傷患

可能影響「我」日後踢足球。「我」大受打擊，

心想「我」的足球夢想就此破碎了。

‧ 這裏是過渡段，指出「我」經歷

重大的傷痛，跌入人生的低谷。

‧ 此段為下文陳醫生的鼓勵作鋪

墊，可略寫。

4 記述陳醫生得知後，願意陪伴「我」渡過這醫

治的過程。當「我」在做復康運動時多次想

放棄，陳醫生皆叫「我」堅持下去，並引述自

己就讀醫科的經歷，他多次因成績欠佳而想

放棄，但都迎難而上，最終成為醫生。聽到

陳醫生的經歷，「我」體會到「鍥而不捨，金

石可鏤」的道理。之後的每一次復康運動，

陳醫生都會傳來短信關心我的康復進度，令

「我」非常感動。

‧ 此段重點突出陳醫生的形象，

須詳寫。

‧ 運用語言描寫、行動描寫等刻

畫陳醫生鍥而不捨地鼓勵和支

持「我」。

‧ 以心理描寫帶出「我」深受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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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內容大意 作法提示

5 總結陳醫生的行事為人，表達「我」從他身上

體會到「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道理，並

下定決心以他為學習榜樣，努力不懈地追尋

「我」的夢想。

以抒情筆觸作結，闡述自己對「鍥

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體會。

題2  「一隻烏鴉看見一羣鴿子不愁吃喝，便塗白自己的羽毛，想混進鴿羣去分享牠們的食物。烏鴉不

說話時，鴿子還真以為牠是同類。可是，有一次，烏鴉稍不留神發出叫聲，鴿子辨認出牠的真實

身份，就把牠趕走。烏鴉只好回到自己的同類中，然而牠的顏色跟別的烏鴉不同，被視為異類，

於是也被趕走了。那隻烏鴉終於明白因貪心而使陰謀詭計，只會自食其果。」

這個故事的道理仍然貫穿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試就此寫一篇文章。

評分參考

題解 

　　本題要求考生就故事所述的道理或教訓，觸類旁通，以現實生活的例子說

明道理。故此，無論以哪類文體寫作，也須扣緊故事的道理或教訓。

　故事中，偽裝鴿子的烏鴉終究沒有好下場：牠因貪心想分享到鴿子的食

物，於是裝扮成鴿子的模樣混進鴿羣中，卻被鴿子發現而把牠趕走。牠想回到

同類那裏，但因外貌已改變而不被同類接納，又被趕走，結果這隻烏鴉哪裏都

不能去，甚麼也得不到。故此，考生所舉的例子或情境，必須跟「貪心」而導致

「自食其果」有關。

　　要避免上述的惡果出現，其關鍵在於「戒貪」，同時不要企圖用陰謀詭計來

達到個人目的。陰謀詭計並不一定指如故事中那隻烏鴉的偽裝手段，也可以是

言語上的欺騙，文章表達的重點在於通過陰謀詭計來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都會

被人識破，以致自食其果。至於具體的陰謀詭計是甚麼，考生須按所述的例子

和情境決定。

　　考生提出的現實生活例子或情境不限，只要能帶出待人處事不應抱持貪

念，也不要用陰謀詭計來達到個人目的即可，可以是個人與機構團體之間發生

的事情；可以是學校裏與同學之間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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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要求

1 考生可以不同的敍事角度寫作。

2 考生必須舉出：

（1） 生活例子或處境；（取材）

（2）  例子或處境須體現烏鴉故事的道理——因貪心而使陰謀詭計，只會自

食其果；（立意）

（3） 藉此表達個人的體會或感受。（立意）

立意的高下取決於考生對道理的理解是否深刻和所抒發的情感是否感人。

3 取材須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情境，才容易引發共鳴。

4 文體要求：

如選擇某類文體寫作，即按該文體的一般要求評閱。舉隅如下：

（1） 論說文

 立論須明確，言之有物；論證須合理，結論和論據須緊密關聯；說明

事例要具體，不宜浮泛；而論點和論據的安排須井然有序，綱目分

明；如能引用古今名言或事例闡述，則更具說服力。

 考生可從不同方面論說日常生活中那些因貪心而使陰謀詭計的人最終

都「沒有好下場」，如大廈維修工程招標期間，有委員一方面看似熱心

地幫助鄰居籌辦修葺工程，一方面與親友私相授受，結果被揭發而須

面臨法律制裁，論證因貪念而使詭計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2） 記敍文

 記敍文雖以敍事為主，也可以夾雜議論或抒情，也可敍而不論，讓情

思隱含敍事之中；事件先後的鋪排和交代，情節的變化和發展也須有

條不紊、輕重有致、詳略得宜；而角色、人物和環境的描寫也要細緻

和傳神，才能把情感和思想具體呈現。

 考生可以記敍個人的親身經歷，如我曾為了買心愛的玩具而施計偷哥

哥的零用錢，父母發現後不但把玩具轉贈他人，還扣減我一個月的零

用錢，這個經歷讓我明白到因貪心而使計獲取某些利益，到頭來只會

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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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寫作大綱（以論說文為例）

部分 內容大意 作法提示

1 開首概括說明故事表達的道理——只要「戒

貪」，就能避免自食其果，並說明自己對故事

的看法。

運用設問法，提問讀者貪心可引來

的後果，啟發讀者思考。

2 先論證人「生而有貪」，一旦任由貪念操控

自己，影響可由個人、家庭、學校擴大至社

會，後果非常嚴重。

然後列舉現實生活及社會時事的例子，如大

廈維修工程的貪污案，論證人們因貪心而使

詭計，最終沒有好下場，更要負上法律責

任，從而指出這個故事的道理仍常見於現實

生活中。

‧ 運用舉例論證的手法，論說任由

貪念控制自己的後果。

‧ 以歸納論證的手法，得出因貪心

而使詭計，最後只會自食其果的

結論。

3 接着論述正確的待人處事宗旨：以正當、合

法的途徑賺取個人的利益。

論證過程以假設烏鴉安分守己，滿足當下而

能安居樂業為推論基礎，繼而列舉現實生活

及社會時事的例子，與上文因貪心而使詭計

的人沒有好下場作強烈對比。

運用演繹及對比論證的手法，論說

正確的待人處事的宗旨，是獲得美

好成果的惟一途徑。

4 重申故事表達的道理與現代生活的關係，勸

戒以身犯險的讀者及時改過，鼓勵讀者建立

正面的待人接物態度。

‧ 重申立場。

‧ 引用古語，呼應題旨，呼籲讀者

謹記故事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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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3  有些商業機構在暑假期間會給中學生提供短期實習職位，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能力或體驗職場生

活，並為未來大學選科作好準備。假若有公司聘用了你，並給予三個星期的實習職位，你會如何

善用？試談談你的構思。

評分參考

題解 

　　本題的重點有二。第一，是說明如何通過實習機會，以了解自己的能力或

體驗生活。題目沒指明哪方面的能力，可以是學習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

力、執行能力等等，只要言之成理，考生可自由發揮。

　　第二，是構思如何為未來大學選科作好準備。怎樣準備和準備甚麼考生可

自由發揮，可以是個人素質的「準備」，如實習是處事態度的考驗、眼界的拓

展；可以是和日後選科有關的「準備」，如擬入讀工商管理系，可多留意公司的

管理方法和模式；也可以是心境方面的「準備」，如通過實習令自己明白社會競

爭激烈，故對未來大學選科不能掉以輕心，要認真考慮。考生可以明確指出三

星期的實習期如何為大學選科作好準備，也可以暗含於論述之中，只要實習機

會帶來的好處合乎情理即可。

　　至於實習期間的構思如何落實，客觀條件是否配合等問題，考生可以簡單

交代，也可以具體說明。本文的重點不在計劃的可行性，關鍵是該構思是否具

意義和價值，以及別出心裁，令人嚮往。

寫作要求

1 本文以說明為主，也可以夾雜敍事或描寫，考生須以第一身的角度來說明

或敍事。

2 考生必須提出：

（1） 一個構思，而有關構思應可於三星期內完成；（取材）

（2）  有關的構思可反映考生個人能力，或對職場生活的期望和體會；（立

意）

（3） 並可為未來的大學選科作好準備。（立意）

實習計劃可以自由構思，高下在於考生對個人能力、職場生活的思考和體

會是否深刻，以及想像力是否豐富。

3 至於敍事者的身份、背景、受聘的公司等資料並非必須說明。假若加入有

關資料有助說明計劃的價值和作用，可按需要交代。

4 文體要求：

看法和構思須明確，言之有物；說明須清晰，事例要具體，不宜浮泛；說

理須井然有序，綱目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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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寫作大綱

部分 內容大意 作法提示

1 交代「我」受聘於報館，將有三個星期的實習期，表

達自己一向對新聞工作感到好奇，對獲得實習機會

感興奮。

運用提筆點題的手法，先交代

背景，指出自己將在哪間公司

實習，表達自己十分期待。

2 說明實習工作是幫忙撰寫及修改新聞稿，間中或有

出外採訪的機會，表明自己想達成三項目標，包括

認識自己的優缺點、體驗職場生活，以及為未來大

學選科作好準備。

承接上文，概說工作性質，點

出自己擬實現的三項目標，引

入下文詳述構思。

3 闡述第一個目標：認識自己的優缺點。「我」在中學

多年來只專注學業，沒有深入發掘自己的長短處。

藉着實習的機會，「我」可以接觸不同的人，也可能

遇到無法預計的情況，這正正考驗我的處事與應變

能力，「我」相信實習後必定更了解自己的性格、喜

好、強弱等。

‧ 運用點列式，分段闡述三

項目標。

‧ 運用舉例、引用、對比等

說明方法輔助說明。

4 闡述第二個目標：體驗職場生活。過往職場生活在

「我」而言只能道聽塗說，對於實際狀況沒有清晰的

概念。這次實習機會讓「我」能知道報館的運作、採

訪的流程、報紙如何印製，以至新聞工作者所需的

素質等，這些都只有通過親身經歷與觀察才能了解。

5 闡述第三個目標：為未來大學選科作好準備。新聞學

科是「我」考慮的選項之一，但「我」卻對這學科的內

容幾乎一無所知，現時「我」可以嘗試不同崗位，以

及多請教業界的前輩，以分析自己是否適合修讀相關

學科。

6 總結全文，重申「我」的三項目標與相關構思，以及

構思的預期成效。

‧ 歸納重點，以有力的句子

肯定構思的成效。

‧ 呼應前文，表示會善用這

三個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