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1 標點運用………………………………………P.2 

2 錯別字…………………………………………P.4 

3 傳統美德………………………………………P.8 

4 名言警句………………………………………P.11 

5 達標寫作示例…………………………………P.13 

6  5** 寫作示例…………………………………P.14 

寫作卷温習筆記

1 | 啟思出版社 2 0 2 0



1 掌握標點的作用：

(1) 顯示停頓：句號、問號和歎號用以顯示句末的停頓；頓號、逗號、分號用以顯
示句內的停頓。

(2) 顯示結構：在單句中，頓號用以顯示詞語之間的並列關係；在複句中，分號用
以顯示分句之間的並列關係。

(3) 顯示語氣：句號表明句子的陳述語氣及平和的祈使語氣；問號表明句子的疑問
語氣、反問語氣和委婉的祈使語氣；歎號表明句子的感歎語氣，也表明強烈的
祈使語氣、反問語氣。

(4) 顯示性質和作用：引號、書名號和專名號等表明了語句的性質和作用，如引用
說話、提示人名、地名等。

2 誤用標點的情況：

(1) 句號

他們在那邊竊竊私語，好像在談論甚麼？
 •  
（。）【解說：改用句號。句子沒

有發問和要求回答的意圖，別因為見到「甚麼」、「怎麼」就加上問號。句末
要用句號。】
哪天有空，你來我家玩耍？

 •  
（。）【解說：改用句號。「哪」表示不確定的事

物，不是疑問代詞，句末要用句號。】
(2) 問號

對於小雯的提議，我們應該支持呢？
 •  
（，）還是反對呢？【解說：改用逗號。

選擇問句中的不同選項，只有聯合起來才能表達一個較完整的意思，故在
句末用問號，中間各項用逗號。】
咦，

•  
（？）怎麽爸爸十時還未回家？【解說：改用問號。「咦」、「啊」等單用

時，帶有疑問語氣，後面要用問號。】
(3) 歎號

真的很美味啊！
•  
（，）你做的蛋糕。

•  
（！）【解說：分別改用逗號和感歎號。

感歎句主謂倒裝，歎號放在句末。】
李太太的兒女個個名成利就，當中有醫生，有律師，而她卻靠着拾紙皮度
日。

•  
（！）【解說：改用歎號。表示強烈情感的陳述句句末用歎號。】

(4) 頓號

中國啊、
•  
（，）越南啊、

•  
（，）日本啊、

•  
（，）西班牙啊，總之是美味的菜

式，我都喜歡吃。【解說：改用逗號。並列詞語間有語氣助詞，如「啊」、
「啦」、「呀」等不用頓號，用逗號。】
他大概三、

•  
（✗）四十歲，身高約一點六米。【解說：刪去頓號。數詞只表示

概數，不加頓號。】

標點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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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逗號

酒店的宴會廳內有明星、
•  
（，）商人、

•  
（，）花藍、香檳、

•  
（，）閃亮的燈光，

場面非常熱鬧。【解說：改用逗號。並列成分不是同一層次，大的並列成分
用逗號，小的用頓號。】

(6) 分號

這裏沒有青葱的自然景觀；
•  
（，）這裏沒有便捷的交通設施；

•  
（，）這裏沒有

舒適的居住環境；
•  
（，）他卻以此為家。【解說：改用逗號。為要加強氣勢，

排比句一般用逗號分隔。】
(7) 冒號

今天媽媽宣佈：明天的晚餐有特別的安排：
•  
（，）由爸爸親自下廚！【解說：

改用逗號。一個句子中不能使用兩個冒號，故第二個冒號應改為逗號。】
美芬說：

•  
（，）她的行程改了，不再去法國。【解說：改用逗號。間接轉述

話語，改用逗號。】
(8) 引號

哥哥說：「俗語說：「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請你別把雜物亂扔

吧！」【解說：改用雙引號。引號內的引號要用雙引號。】
你沒聽過「志於道，據於德。

•  
（✗）」這道理嗎？【解說：刪去句號。引文不

獨立時，關引號前的標點可以刪去。問號、歎號除外。】
(9) 括號

孟子，名軻，鄒國（今山東鄒縣。
•  
（✗））人。」【解說：刪去句號。注釋句

內某些詞語，括號內可以用逗號、分號等句中點號，有需要時句末可加問
號、歎號。其他標點要刪去，如句號。】
美國游泳好手菲比斯，天生體格強健，但他每天都要練習八小時，持續了
五六年，才能在奧運場上大放異彩，所以世界上根本沒有甚麼所謂天才。

（即使有，也要經過刻苦的鍛煉才能有所成就（。））【解說：加上句號。注
釋整個句子，放在句末標點之後，括號內可以加任何標點。】

(10) 破折號

從來沒見過這麼宏偉的建築（
•
萬里長城）

•  
，（——），像一條翻山越嶺的巨

龍，見證着我國數千年悠久的歷史。【解說：改括號為破折號。「萬里長城」
是正文的一部分，不像括號內的文字只屬附帶說明，故「宏偉的建築」後要
加破折號，即「從來沒見過這麼宏偉的建築——萬里長城，像一條翻山越
嶺的巨龍，見證着我國數千年悠久的歷史。」】
天氣太炎熱了，我想喝杯冰涼的飲品——汽水、冰紅茶、啤酒，

•  
（——）

好好的消除暑氣。【解說：改逗號為破折號。表示文中的插說內容，可以在
插說前後加一個破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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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省略號

小玲上的興趣班有鋼琴、書法、籃球等……（。）【解說：改省略號為句
號。省略號不能與「等」同時使用，「等」後要用句號。】

(12) 間隔號

你有沒有讀過《孟子》
•  
（ •）《

•
公孫丑上》呢？【解說：《孟子》是書名，《公孫

丑上》是篇名，書名號合併，之間加間隔號，即《孟子 •公孫丑上》。】

錯別字 改正 意思 正寫

1 柱光 清晨初現的亮光 曙光

2 付責 擔起責任 負責

3 緊守 嚴肅持守 謹守

4 幟熱 很熱 熾熱

5 格守 恭敬謹慎地遵守 恪守

6 評擊 用言論或文字攻擊他人 抨擊

7 剛復 固執己見 剛愎

8 叱吒 發怒斥喝 叱咤

9 熟暗 知道得很詳細 熟諳

10 安祥 從容穩重 安詳

11 先軀 最早的領導者 先驅

12 幣病 事情上的缺點 弊病

13 報消 把用壞作廢的物件報告銷賬 報銷

14 頻臨 臨近 瀕臨

錯別字

15 斑爛 形容花紋鮮明，光彩奪目 斑斕

16 催毁 摧折毁壞 摧毁

17 參予 參加 參與

18 帳然 惆悵失意的樣子 悵然

19 支助 以財物幫助別人 資助

20 決擇 選擇 抉擇

21 和靄 温和的樣子 和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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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 改正 意思 正寫

22 急燥 焦急，缺乏耐性 急躁

23 接恰 與人商議事情 接洽

24 渡假 悠閑地過假期 度假

25 防礙 影響及損害 妨礙

26 沮擊 暗地裏突襲 狙擊

27 極至 最高的造詣 極致

28 嬌寵 寵愛 驕寵

29 精桿 精明勇猛 精悍

30 偶而 有時候 偶爾

31 攝服 因怯於威勢而屈服 懾服

32 寒喧 談及生活起居的應酬話 寒暄

33 技倆 欺騙人的手段 伎倆

34 擠身 登上 躋身

35 傢具 家居的器具 家具

36 斐聲 揚名 蜚聲

37 惴測 推測 揣測

38 針炙 一種中醫療法 針灸

39 自翊 自誇 自詡

40 坐陣 安坐而以德威服人 坐鎮

41 暄染 一種文藝創作的手法 渲染

42 脈膊 動脈的跳動 脈搏

43 浩翰 水盛大廣闊的樣子 浩瀚

44 氣慨 正直、豪邁的態度 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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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 改正 意思 正寫

45 零晨 從零時起到天亮前的一段時間 凌晨

46 萎糜 精神不振作 萎靡

47 慎密 周密 縝密

48 咀咒 用惡毒的話罵人，並祈求鬼神降禍 詛咒

49 震憾 心理受到很大的衝擊 震撼

50 演譯 一種純粹形式的推理方法 演繹

51 暇疵 玉上有小缺點 瑕疵

52 修茸 修理建築物 修葺

53 嘻笑 邊笑邊玩 嬉笑

54 鎖碎 零碎細小 瑣碎

55 原固 原因 緣故

56 蜂湧 像許多蜜蜂擁擠向前 蜂擁

57 貫輸 輸送思想 灌輸

58 渺視 輕視 藐視

59 熟識 清楚地知道 熟悉

60 膽色 有膽量和洞察力 膽識

61 內咎 內心感到慚愧 內疚

62 特式 事物所表現的獨有風格 特色

63 以茲 以作為 以資

64 糟塌 不珍惜 糟蹋

65 重覆 相同的事情再次出現 重複

66 精萃 精華 精粹

67 鬆馳 舒放，不緊張 鬆弛

68 婉惜 表示同情和可惜 惋惜

69 螢光 光線照射在某些物質時所發出的光 熒光

70 繁囂 嘈雜紛擾 煩囂

71 轉淚點 轉變的關鍵 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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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 改正 意思 正寫

72 收獲 成果 收穫

73 膺品 質量差的仿製工藝品 贋品

74 完滿 沒有缺欠 圓滿

75 粗曠 粗野豪放 粗獷

76 鍛鍊 刻苦地訓練自己，提升能力 鍛煉

77 通輯 指司法機關發出追捕逃犯的命令 通緝

78 眩耀 誇耀 炫耀

79 掘起 興起 崛起

80 不其然 意想不到 不期然

81 胖腳石 阻礙前進的人或事物 絆腳石

82 融匯貫通 融合各種知識，進而得到透徹的領會 融會貫通

83 鬼鬼崇崇 行事不光明正大 鬼鬼祟祟

84 珠光寶器 珍珠寶石發出耀眼光芒 珠光寶氣

85 怨天猶人 埋怨上天和怪責別人 怨天尤人

86 人煙綢密 人口很多很密集 人煙稠密

87 挺而走險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採取不正當的行為 鋌而走險

88 穿流不息 往返不斷 川流不息

89 無容置疑 不用懷疑 毋庸置疑

90 語重深長 關切真誠的言詞 語重心長

91 神智不清 精神不清醒 神志不清

92 從詳計議 暫時不決定，用多些時間再斟酌商討 從長計議

93 不知所縱 不知道結果和下落 不知所終

94 按步就班 依照程序及次序辦事 按部就班

95 以偏蓋全 片面地根據局部現象來推論整體，得出
錯誤的結論

以偏概全

96 中流抵柱 在羣體擔任中堅角色的人 中流砥柱

97 憤發圖強 努力工作以達到強盛 奮發圖強

98 責無旁貨 自己的責任不能推卸給別人 責無旁貸

99 正直不柯 公正剛直，不偏私 正直不阿

100 罪灰禍首 犯罪惹禍的元凶 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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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美德 名句及語譯

仁厚關愛

待人寬厚、有愛心，仁愛
有推己及人的意思，能設
身處地為別人着想。

剛、毅、木、訥，近仁。（《論語 • 子路》）（具 有 剛
強、堅毅、質樸、拙於言語的品格就接近仁德。）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 •公孫丑上》）（君子最高
的德行就是同人一道行善。）

孝敬父母

為人子女的要關心、供養
父母，順從他們的意思，
並顧及他們的感受，心中
常存敬意。

事父母，能竭其力。（《論語 •學而》）（事奉父母要竭盡
所能。）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禮記• 禮運》）
（老人得以安享晚年，壯年人得以各展所長，孩子得
以健康成長。）

尊師重道

對師長表示敬意與慰勞，
並且重視他們所傳授的學
問和道理。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荀子 •大略篇》）（國家將要興旺，必先重視師長和

所傳的道理。重視師長和所傳的道理，法制才能確
立。）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後漢書 •靈帝紀上》）（傳授學
問的師長容易遇到，有德行、重視身教的師長難
求。）

恭敬有禮

禮 是 社 會 公 認 的 行 為 規
範，包括國家的禮制和人
與人相處的禮儀。

發乎情，止乎禮義。（《詩經 •大序》）（男女之間的情
感，須受禮節的約束。）

不學禮，無以立。（《論語 •季氏》）（不學會禮節，不能
在社會和家庭立足。）

謙遜平和

不 自 誇 個 人 的 能 力 和 成
就，追求與人和睦相處，
把功勞讓給別人。

禮之用，和為貴。（《論語 •學而》）（按禮行事，應當以
和諧為本。）

滿招損，謙受益。（《尚書 •大禹謨》）（自滿會招致損
失，謙虛使人得益。）

傳統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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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美德 名句及語譯

知恩報恩

受到別人的恩惠，並設法報
恩。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
忘也。（《戰國策 •魏策四》）（別人對我有恩德，我不
可忘記；我對人有恩德，不可不忘記。）

嚴己寬人

對自己的要求嚴謹，對別人寬
懷大度。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 •衞靈公》）（君子
要求自己做好，小人要求別人做好。）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 •衞靈公》）（多責備自
己，少責備別人。）

刻苦勤奮

能吃苦，無論求學問或處事皆
勤奮用功。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韓愈《進學解》）
（學業精進是因為勤勉進取，學業荒廢是因為嬉戲怠
惰。）

人生在勤，不獲何索？（張衡《應閑》）（人生不努力勤
奮，那會有收穫？）

誠實守信　

以真誠對待別人，不說謊、不
作假；處理事情要守信用，答
應了別人的事一定要去做。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 •學而》）（與朋友交往
要有信用。）　

言必信，行必果。（《論語 •子路》）（說話一定要守信
用，做事一定要果敢。）

清正廉潔

做事公正，清廉不貪污。

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瘦人以肥己。（《明史 •

循吏傳》）（只有清廉的人能節約自己，愛護別人；貪
心的人必定剝削別人，厚待自己。）

威嚴不足以易其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戰國策 •

趙策二》）（在強權威迫下不足以改變其想法，在豐厚
的利益下不足以改變其心。）

見利思義

見到利益，仍以義理為先。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 •述而》）（以不
正當的手段獲取富貴，對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浮雲。）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語 •憲問》）（見到利益，
仍以義理為先；見到危難，仍勇於承擔。）

崇尚儉樸

追求簡約的生活，從中修養身
心，節制欲望，有助治家理
財，管理國家。

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 •里仁》）（因為節儉而犯
過失的很少。）

以儉立名，以侈自敗。（司馬光《訓儉示康》）（靠節儉
立身成名，奢侈則只會招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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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美德 名句及語譯

持守氣節

身處甚麼環境都能表現出剛毅
不屈的氣概。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北齊書 •元景安傳》）（寧
做被打碎的玉器，不做完整的瓦器。）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

滕文公下》）（金錢不能擾亂其心志，貧賤不能改變
其意志，強權不能使其屈服。）

10 | 啟思出版社 2 0 2 0



名言警句 意思

(1)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禮記 •中庸》）

無論做甚麼事，都事先有準備，就能得到成功，否
則就會失敗。

(2)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老子》第六十四章）

即使是千里的路程，都是由第一步開始，逐步進行
的。

(3)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論語 •述而》）

別人的行為必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指人要虛心向
人學習。

(4)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論
語 •子路》）

當自身端正，不用下命令，被管理的人也會跟着而
行；當自身不端正，縱然有命令和規條，被管理的
人也不會服從。

(5)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論語 •

雍也》）

懂得學習的人比不上喜愛學習的人；喜愛學習的人
比不上以此為樂的人。這裏強調學習興趣的重要。

(6)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
網。（《漢書 •董仲舒傳》）

站在水邊想得到魚，不如回去結網，比喻只有願望
而沒有措施，對事情毫無好處。

(7)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孟子 •公孫丑
下》）

氣候天象有利，不如地理環境優越；地理環境優
越，不如人們上下團結。

(8)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論語 •微子》）

過去的事不能挽回彌補，未來的事還趕得及修正，
所以要努力爭取。

(9)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孟子 •公孫丑下》）

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別人寬宏大量。

(10)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三國志 •蜀
書》）

不要認為壞事很小就去做，也不要認為好事很小就
不去做。

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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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警句 意思

(11)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
亡身。（歐陽修《伶官傳
序》）

憂慮勞苦才可以振興國家，貪享安逸必定禍害終
身。

(12) 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荀子 •勸學》）

駑馬雖慢，但努力不懈，走十天也可以到達目的
地。

(13) 道不同，不相為謀。（《論
語 •衞靈公》）

意見或志趣不同的人就無法共事。

(14)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
勇多困於所溺。（歐陽修
《伶官傳序》）

禍患常常是因為不注意小事造成的，而聰明能幹的
人會被自己所喜愛的東西所迷惑。

(15)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
難。（司 馬 光《訓 儉 示
康》）

活在縮衣節食的環境變成豐衣足食，輕而易舉；若
由豐衣足食變成縮衣節食，那就很困難。

(16)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論語 •子罕》）

到了嚴寒時節，才知松柏是最後落葉凋謝的，比
喻人要經過嚴峻的考驗，才能看出一個人的品質。

(17)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
者千慮，必有一得。（《史
記 •淮陰侯列傳》）

聰明人經過深思熟慮，也會有錯失；愚笨的人經過
深思熟慮，也會有收穫，比喻人和事沒有完美，總
有疏漏，各人也有可取之處。

(18)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陶潛《五柳先生
傳》）

不為貧賤感到憂傷，不為擁有榮華富貴而努力追
求。

(19)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 •盡心下》）

不能完全相信書中的內容，要配合個人的識見判
斷。

(20) 曲則全，枉則直。（《老
子》第二十二章）

能夠彎曲，就可以被保全，不易被折斷；能夠委曲
遷就，就可以得到伸展。這裏指人們應放遠目光，
正面地處理負面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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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標寫作示例

「那是一件不該發生的事情，相隔多年，至今我仍感懊悔不已。」根據以上描述，試以你
的經歷和體會，寫作一篇文章。（情境寫作題）

 因為一時貪玩而導致別人身體受到傷害，事隔多年，我依然
懊悔不已。❶

 記得中二那年，有一次我正在作文，我發現白色的紙碎在我
頭上飄下來，我抬頭一看，原來是家寶偷偷地把撕碎的草稿紙撒
在我的頭上。
 我立刻站了起來，拿起桌上的課本，擲向家寶還擊，可是課
本竟然落在俊立的頭上。這時我看見他的眼鏡飛向白板的方向，
而俊立 ❷的臉上正在流血，班內的同學都尖叫起來。
　　同學都走去看俊立，而我就呆呆的站着。不一會兒，一心班
長就和他離開教室往外走了。同學們圍過來，七嘴八舌地指責
我。我看着地上給我弄破的眼鏡，便把它拾起來。這時我望着家
寶，家寶望着我，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上課的鐘聲又響起了。班主任陳老師遲到了十分鐘，她站在
白板前，神情嚴肅。這時我鼓起勇氣，向她自首。而我也得到應
有的懲罰：一個月內由我獨自一人打掃教室、記缺點、待俊立回
來後要親自向他道歉……
　　當天晚上，我把俊立的眼鏡碎片和框架用膠袋包裹好，放
在一個紙盒內，並加上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俊立，真的對不
起！」的字句。我對自己說，待他回來後，我要親手交還給他。
想了又想，我覺得這還不夠，於是我從錢箱內取出五百元，一併
放在紙盒內。
　　到了第三天早上，臉上貼着砂布的俊立回來了。聽說因為這
次意外，他縫了十針。我一直伺候機會向他道歉，到了小息，我
走到俊立的座位。當我正想開口時，他忽然站起來，離開了教
室。
　　兩星期後，俊立除去了臉上的砂布，臉上的疤痕依然清晰可
見，大概有三厘米長。自那天起，我再沒有跟俊立說過一句話，
他也好像有意避開我。❸ ❹ ❺

　 「勤有功，戲無益」是我在這次事件中吸取的教訓。「知錯能
改」固然重要，但有時「知錯了」「改了」也不代表可以扭轉現實。
以俊立受傷的事件為例，他的臉容和我們之間的友誼就此破壞
了，改也改不掉。因此，我們行事為人，都應該時刻謹慎，否則
累己累人！❻

奪星攻略

❶ 開首方法：建議可
用製造懸念法。現
時的開門見山法較
平淡。

❷ 人物名稱：要選用
試卷提供的名字，
如「允行」。

❸ 記事手法：建議用
插 敍 法。 現 時 能
清楚交代事件的起
因，經過和結果，
但較平鋪直敍。

❹ 主題構思：建議加
點創意，想想主題

和題目「一件不該

發生的事情」有甚

麼內在的關聯。

❺ 描寫手法：建議加
入語言和場面描寫

手法，使人物面貌
更立體。

❻ 結構關係：建議可
加入首尾呼應的手

法，讓 前 後 以「勤
有 功，戲 無 益」作
為聯繫。現時的結
構尚算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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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寫作示例

 這家照相館是爸爸的心血，多年來他都不願意離開半步。難
得這次大伯父提議回鄉處理祖屋的事，順道旅遊一番，我們三兄
妹當然舉手贊成，而我為表支持，就請了兩星期假，幫爸爸打理
照相館。而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再遇見他……❶

　　守候了大半天，第一位顧客終於進來了。這個人逐漸走近，
有些面熟。他在櫃枱前停下來，低頭望着櫃枱上展示的照片。

　 「先生，想拍證件照片嗎？」我說，一面偷偷地端詳他的樣
貌，一面翻開腦海的記憶。

　　「對，特區護照，甚麼時候有？」他問道。

　 「星期五早上可以嗎？」我強忍着好奇心，這時我已留意到
他臉上淡淡的疤痕。噢，會不會是人有相似呢？❷ ❸

「可以。」從他的眼神，我知道他沒認出我，畢竟，我的身
形和面貌，跟中學時期實在有太大的分別。

　　於是我帶他到拍照的房間，準備為他拍照。我探頭望進鏡
頭，鏡頭內的他有點陌生，可是他臉上的疤痕依然隱約可見。

　　記得中二那年，有一次我正在埋頭苦幹地完成作文時，我
猛地發現「片片雪花」從天而降，我抬頭一看，原來是調皮的家
寶偷偷地把撕碎的草稿紙撒在我的頭上。❹

　　我立刻站了起來，情急之際，就拿起桌上的課本，向家寶擲
過去。我本來只想嚇唬他，怎料敏捷的家寶把身子一躲，課本就
不幸地落在正於窗邊温習的允行頭上。只聽到「啊」的一聲，我
看見一件物件飛到幾呎以外的白板下。我定睛一看，是一副斷開
了的眼鏡，我感到大事不妙。我再扭頭一看允行。天哪，允行的
臉上正在流血，班內的同學都在起鬨……❺

　　「向華，你死定了，你弄傷允行……」修端指着我說。

　　「快告訴老師吧，允行在流血啊！」一心緊張地說。

　　「我，這……」我一着急，居然想不出該說些甚麼。

　　允行捂着臉衝出了教室，一心班長緊隨着他。

 同學們圍過來，七嘴八舌地指責我。我愣愣地看着地上給我
弄至粉碎的眼鏡，再小心翼翼地拾起來。

「不……不……不……關我的事啊！我只是跟你玩玩紙雪
花而矣，不知道你的反應這麼大……」家寶期期艾艾地說着。❻

奪星攻略

❶ 開 首 方 法 —— 製

造懸念法：指「我」
代替爸爸暫時打理
照相館時，遇到一
個意想不到的人，
引起讀者的興趣。

❷ 構思新穎：想到以
照相館作為重逢的
地 點， 讓「我」再
看清楚自己曾做錯
的 事，想 抹 去「疤
痕」也不容易。「疤
痕」與「做 錯 的 事」
有內在聯繫，有雙
關的意味。

❸ 描寫傳神：運用心

理描寫，寫出內心
讀白。

❹ 記事傳神：運用插

敍，插入了中學時
代的片段，令文章
曲折有致。

❺ 主題突出：以「我」
中學時期因為一時
貪玩，導致同學的
臉上留下疤痕作主
題。

❻ 描寫傳神：運用語

言和行動描寫交代
事情的起因、經過
和 結 果， 情 節 緊
湊，人物的面貌更
突出。

14 | 啟思出版社 2 0 2 0



　　上課的鐘聲又響起了。班主任陳老師遲到了十分鐘，她站在
白板前，掃視了我們一遍，這時我鼓起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勇氣，
向她自首。伴隨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懲罰：一個月內由我獨自一
人打掃教室、記缺點、待允行回來後要親自向他道歉……

　　當天晚上，我把允行的眼鏡碎片和框架用膠袋包裹好，又從
錢箱內取出五百元，準備他回來時，要認真的向他道歉，賠償他
的損失。

　　到了第三天早上，允行臉上貼上砂布回來了。聽說因為這次
意外，他縫了十針。我一直伺候機會向他道歉，到了小息，我走
到他的座位前，便說：「這是你的眼鏡……我……」我的話還沒
說完，允行便回答說：「我有另一副眼鏡，舊的不要了……」隨
後他就離開了教室。我呆呆地站着，心裏着實難過。

　之後的三個月，我們要應付終期試、放暑假，調班……我
再沒有跟允行說過一句話。我雖感到萬分歉疚，但事情就這樣不
了了之。

「師傅……師傅，我這樣坐可以嗎？」我想得入神，竟然忘
記了自己的職責。

　　「啊，左邊的肩膀微微向上。」

　　照片拍完了，我請他留下姓名。

　　「我姓韋，電話 90000062。」果然是他！

　　整夜，我輾轉難眠。看着允行的照片，我很想用修圖技術幫
他退去疤痕，可是這是一張護照相片，我不能夠這樣做。或許到
了這一刻，我仍然妄想只要動動手指，就可以把我多年前莽撞的
行為輕輕抹去，不留痕迹。我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儘管科技發
達，允行因我而受傷的一段影像，早已深深攝進我們的腦海裏，
不容許任何改動。這段紀錄，傷害了允行的容貌，傷害了我們
的友誼，而罪魁禍首的我卻沒有深切反省，認真地跟他說聲對不
起。我，感到懊悔不已！這次我必定要把握機會，跟允行道歉。
❼

　　星期五早上，我默默地守候，等待允行的到來。門鈴響了，
走進來的是一個印尼女人，她放下手上的餸菜，從錢包裏取出一
張收據。啊，她是幫允行拿相片的！我一時沒反應過來，之後徐
徐地把照片遞給她，讓她離去……❽

❼ 結構嚴謹：開首、
結尾緊密聯繫，過
渡自然。

❽ 結尾方法：結尾運
用了猶有餘味法和

情節急轉法，「我」
決定向允行道歉，
可惜願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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