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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考生也聽過「作文高手」在作文卷失手的情況。其實「好文

章」與「在考試獲得好成績的好文章」可以是兩碼子事。畢竟考

評局有其評分規則，若然未能符合考評局的「評分標準」，作

文高手的好文章也與 5** 無緣。若想摘星，就要先來看看考評

局的評分側重點。

考評局的評分側重點：

 

根據考評局，寫作卷的評分準則如下（每年或有所調整）：

 表達 

內容  結構  

標點
字體  

內容佔四十分
 立意與取材）

表達佔三十分 
 詞句及修辭手法）

結構佔二十分 
 起承轉合）

標點字體佔十分 
 標點運用及字體筆劃）

錯別字佔三分 

作文高手為何會在卷二失手？ 試卷二寫作能力，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二十四，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鐘。

卷二主要考核考生構思、表達、創作等能力。

卷二越來越側重考生的論說技巧，即使是記敘和寓意文體，考

題都要求考生能對道理、觀點、見解有論說力，所以考生的論

說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

文憑試作文亦側重考生論說有關「中國文化概念、內涵」與「中

國傳統待人處世之道」的看法與感悟力，如 2020 年的第 1 及

第 3 題要論及「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及「送禮」的看法。另外，

2012 年的第 1 題、2013 年的第 1 題、2015 年第 3 題、2019 

年第 3 題，考生要先對題中提及的待人處世概念，論說出個人

的感悟（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獨學而無友，則

孤陋而寡聞」），才能把立意發揮得更為深遠。

建議考生可參考由賴慶雄編注的《作文論據大觀》哲理篇及

事例篇，並用一本筆記簿，抄下當中的好論據及好事例。到

時考試就可以適時引用，令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力及言之

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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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令立意高遠 ?

 

立意是一篇文章的靈魂，要提升立意，可參考以下建議：

考生文章要能顯示對中國文化內涵有所領會，以及對品德情意

有抒發的能力。考生文章若能文以載道、展現中國文化的底

蘊，並能傳達積極正面的思想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助提升立

意分數。

為了彰顯中國文化的精髓與智慧，以及待人處世的美德，考生

宜多援引古今例子作為論據。古代例子可反映考生對中國文化

的理解力，而當今例子則反映考生的觸覺及觀察力。能動之以

情、說之以理，把道理或中心思想演繹得寓意深遠，意味深長，

當然也能提升立意與整體的分數。

文章立意之高下，其中也建基於考生能否把「道理」論說得更

「宏觀」，例如能否把所論事物的影響力及意義，推而論之到不

同的範疇或層面，例如從個人延伸到家庭、學校、社會以至國

家的層面。

考生所述的個人體驗或道理能否反映人性與人心，能否貼近社

會，能否反映作者本人的待人處世之道？尤其能否啟發讀者對

道德、價值觀、待人處事之修養的反思與感悟 ?

 

既然文憑試重視考核學生對中國文化內涵、待人處世的論說力，

建議考生多讀中國儒家文化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與智慧，亦可多讀如魯迅及陶傑的雜文與議論文，除可提升考生

了解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民族性，亦可提升考生的論說力與批

判力。另外，學生亦可多看備受推薦的名家作品——如林語堂、

梁實秋、胡適及錢鍾書的作品，因為他們的作品內涵豐富， 散文

看似信手拈來，但把人情世態寫得充滿睿智，往往能以瀟灑跳脫

的筆調抒發各式人生態度，由何福仁著作的《議論文選讀》正收

集了這幾位作家的佳作及賞析。至於要提升論說文與議論文的

功力，當然要多看魯迅那些雄辯滔滔、視野宏觀的雜文。

 

如何寫大綱 ? 

 

有些考生平日寫作揮灑自如，加上為了爭分奪秒，他們乾脆連

寫大綱也省卻！不過，為了省時而不寫大綱往往導致在審題或

扣題上失誤連連。其實，要把一個大綱寫得好，就要訂立三方

面的梗概，包括 : 審題、立意、取材。

筆者從歐陽偉豪博士在《5** 作文審題、立意、取材》一書的建

議，用了 2012 年第 3 題：「有些國家的大學，容許學生完成中

學課程後，在入讀大學前，有一年休學年，學生可離開校園， 

利用這一年追求夢想或體驗生活，為大學生活作好準備。假若

大學已錄取了你，並給予一年休學年，你會如何善用？試談談

你的構思。」來示範如何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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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入大學前的休學年。

．到國內接觸不同風土人情與文化。
．學習以攝影捕捉當地人的生活面貌。
．到志願機構做山區老師。

我將在大學修讀新聞及傳播學系，
計劃在休學年到內地考察，以作準備。

審題

立意

取材

關鍵點一

追求夢想或體驗生活。

．我一向希望能像攝影記者一樣，用
鏡頭捕捉人們的真實面貌。

．雖然中國國力不斷壯大，但仍有很
多孩子接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我
相信教育能改變命運。

．我自小成長於小康，希望藉這年的
體驗、挑戰，突破自我。

在這一年內，我如何追求夢想，
以及用什麼心態去體驗怎樣的生活。

審題

立意

取材

關鍵點二

1. 審題：從題目中找出關鍵點。

2. 立意：以具體句子回應核心關鍵點。

3. 取材：構思段落的寫作內容。

為大學生活作好準備。

．希望在入學前，對觀察人事物培養一
份更敏銳的觸覺。

．傳播學系將來要實習，若之前當過義
工及在異地體驗過不同的文化，我的
眼界一定會更廣闊，行動力與實踐力
一定會更強，將來出來實習就有更敏
銳的觀察力。

以上的夢想與體驗，如何幫助自己將來
作為一個新聞及傳播系學生作好準備？

審題

立意

取材

關鍵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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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熊

在往來的黑衣人中，我木無表情地坐在家屬區，心中恍有一塊

小石子壓着思路，只感到一股漠然的鬱悶感。太婆睡在棺中， 

似是安詳，可我主觀地覺得她遺願未了，我又心虛地想像，她

在彌留前可會抱怨我 ?

從小我與太婆就像家中的一對活寶貝，她的街頭智慧與樂觀個

性，令小時候的我常愛在她家中流連。時間飛逝，她進了老人

院，我進了高中，探訪她的次數逐漸減少。在不久前，太婆因

病進了醫院，起初挺擔心她的病情，在祖母向我再三確認她情

況穩定後，我才放心去應付校內試，考試周結束後，我才抽出

了時間探望她。

太婆虛弱地躺在病床上，沒了當年的神采，她沒精打采地看着

我，氣喘吁吁地，可她仍用氣若遊絲的聲線跟我說：「吃櫃子

自此之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

CH1.1 裡的糖果吧！」九十有二的太婆在歲月無情的侵蝕下，老頑童

只剩下像扯線公仔的一副無力殘軀！我握着她的手，骨瘦如柴

的手，說不出什麼話來，她只說：「我很想像以前一樣，跟你

一起吃缽仔糕啊，我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

這句話一下子就挑撥起我心中的一根弦，我百感交集地說 ：「怎

麼會？你一定可以撐得過的！」太婆嘴角微微下垂，似是心事

重重，她顫抖的手像是要拿出口袋的一些東西，但她猶豫地縮

回去，示意我擁抱一下她，可是此時護士卻示意我探訪時間結

束，要迅速離開，我只好象徵式地示意給太婆一個隔空擁抱， 

就匆匆一別。

不久，我的生命又被各式的生活瑣事所佔據，其後北京交流團

的旅程把我對太婆的牽掛拋到九霄雲外，在機場裡我提早關了

手機，好讓自己專心地為旅程作最後準備，然而，我到了北京

後，才發現手機滿是一家人的來電，我逐一回電，他們又說

沒什麼事情，但每一把聲音都帶着什麼似的，似是有話說不

得……然而，旅程的興奮很快就被一份不祥的預感所蓋過。

回港後，父母才告訴我太婆已「得道仙遊」，我一開始時並不

相信，我心裡想，她一生一波三折，但每次她都撐過去了，她

又一向骨骼精奇，以前跟我玩起來簡直是個老頑童，連她自己

也有信心會活個長命百歲啊，怎麼不挺着 ? 起碼等我回來再一

起吃個缽仔糕才走嘛！那一次我探望她時還不是挺好嗎？

2017 年文憑試題目：試撰寫文章一篇，並以「自此之後，我終於解
開了心結。」為末句收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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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及特質

此文的題眼是「心結」，所以宜採用敘事兼抒情文體寫作。
 

如何緊扣此題？

．應以「自此」、「心結」、「終於」、「解開」為扣題重點。
．題目中寫明是「我」終於解開了心結，即解開心結的主人翁是

「我」， 所以考生不應該描寫「我」以外的人解開這個心結。
．務必要留意「終於」兩字，意味這個心結已糾結於心中一段

日子，所以，考生要花足夠的篇幅，去鋪陳心結如何在心
理上造成困擾與糾結。此文在描述心結如何影響心理上也要
加強。

．要注意不要到了文章三分之二才鋪陳出心結，若太遲才鋪陳
心結，就不夠篇幅去描述心結出現後的心理困擾，亦不夠篇
幅讓作者鋪陳自己經歷了什麼、有什麼想法，是什麼促使自
己去解心結。此文也有類似的情況。

．要交代心結怎樣形成，又因何事 / 何人 / 何種心態，促使自
己解開心結。心結形成後，該心理狀態如何對自己產生影
響？打開心結之後，有何領悟？

如何選材？

．在人與人相處以及生活中，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心結，心
結形成可以是一點一滴的，也可以因某段經歷 / 某件事 / 某
個人交織而成。

．考生可以回憶方式描寫某個心結的形成過程（例如自己小時
候常被嘲笑，致令自己很自卑、一直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甚

題
目
評
析

心裡怨太婆不等我回來就走了的不甘心退去後，我才接受太

婆已仙遊的事實，但接受不了的是，我忽略了太婆卑微的「遺

願」，那個想跟我一起吃缽仔糕的小小請求，想着想着，我心

中便開始糾結……

結合前因後果，首先，我在機場提早關機，忽略了家人想透過

視像通話讓太婆臨終前見我一面的請求，太婆連隔着手機屏幕

見我最後一面的機會也被我錯失了！再說，之前太婆提出想跟

我一起吃缽仔糕的卑微願望也被我忽視了……

在葬禮上，我不敢直視太婆。我窺見太婆手中似有物件，我俯

身向前望，只見一張相片般的紙卡。啊！我記起了，那不就是

我六歲時跟太婆吃缽仔糕時拍下的相片嗎？相片中還有太婆寫

的字跡：「雪熊，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沒有悲、哪

有歡 ? 沒有離、哪有合？你跟我一起吃缽仔糕的快樂，我永遠

都會放在心中的！不用掛着我了！」

反覆思量着太婆這句話，我的眼瞼已是濕潤的，那刻，我感到

太婆原諒了我，我感到太婆也一直活在我心中！自此之後，我

終於解開了心結。

（約 1200 字）

047敘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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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熊

誰人一生中未嘗試過培養好習慣？實情是，養成壞習慣總比養

成好習慣輕易多了，壞習慣有時甚至在我們毫不費勁、毫不在

意的情況下就形成了 ( 例如：丢三落四、遲到、拖延、找藉口、

說謊、說三道四、口不對心等等 ) 壞習慣一旦形成了，就如寄

生蟲般與我們共存。筆者還記得老媽子在我兒時總是苦口婆

心、邊哄邊罵要我培養一些生活和態度上的好習慣，也深深記

得老媽常因我習得一籮筐的壞習慣而氣得抓狂。

究竟，習慣的力量有多大？看看《習慣的力量》的作者查爾斯．杜

希格及心理學家怎樣說習慣？「我們每天的活動中，有四成是習慣，

而非主動作的決定。」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更是一語道破

習慣跟人生的關係：「我們的一生，不過是無數習慣的總和。」

很多人都明白行住坐臥都已有無數習慣養成於其中，但很少人

能意識到習慣跟心態與思想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作家查．艾

霍爾對習慣與人生的看法實在非常透徹：「有什麽樣的習慣，

有人說 : 成也習慣、敗也習慣，
試論習慣的力量

CH2.3 就有什麽樣的性格；有什麽樣的性格，就有什麽樣的命運。」

人說「成也習慣、敗也習慣」，實在也所言非虛。

想了解好習慣如何造就成功，我們可以去問問成績卓越的學生

在學習上有什麼習慣。我猜他們都離不開有備課的習慣、有抄

筆記或整理筆記的習慣、有看課外書的習慣、有按時間表溫習

的習慣、有專注的習慣。

至於想了解壞習慣如何為自己或為人添加麻煩，如何成為擋着

自己前路的絆腳石，那你可以想想家人或親人之間的磨擦或衝

突，有多少是因壞習慣而起？例如經常丟三落四、不守承諾、

說謊、無禮、雞蛋裡挑骨頭……試想想朋友之間的嫌隙，有多

少是由壞習慣而生的？例如經常不守時、不守信、找藉口、說

三道四、嫉妒、習慣斤斤計較……試想想人生中多少煩惱、追

悔、「撞板」、失敗，是由壞習慣而衍生的？例如經常只說不

做、找藉口、不負責任、拖延、粗心大意、半途而廢、習慣比

較、習慣諉過於人……

   

究竟，壞習慣的力量又有多大？ 

  

當別人告訴你：你懶惰成性、拖延成性、說是非成性、抱怨成

性、自大成性或吝嗇成性的時候，那就意味着你某些行為已積

習成性，這個時候，一股壞習慣的力量已在形成！你隨時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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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壞習慣而吃虧，亦隨時會被這壞習慣拖着你的後腿、令

你處處碰壁、令你原地踏步。壞習慣不但會變成你的絆腳石，

甚至會成為你性格的特質。事實上，習慣不單只涵蓋於生活

上，也涵蓋於我們的心態與思想上，其實所謂性格，不也是由

習慣一點一滴累積而成？而思想中的習慣或慣性的思維，對我

們的成敗亦有深遠的影響。

那個「巨象被一根幼繩栓着」的真實故事就正好反映了「思想習慣」

背後發揮的影響力。話説一隻小象在很小的時候就被一根繩子拴

着後腿，那時候由於牠仍是一隻小笨象，所以力氣不足以讓牠掙

脫繩子。當牠長大成一頭巨象之後，拴着牠後腿的，仍是一根幼

繩，但主人發現已有巨大力氣的大象，仍然無法鬆脫那一根幼繩。

動物學家解釋，此象已「太習慣」被栓着，再且牠根據「過往」

的經驗，心理上就以為自己無法脫離那根幼繩。被過往的經驗

制約着的大象，未能掙脫的，其實不是那條繩，而是牠自己給

自己的限制性信念。真的，一旦「限制性念頭」養成，人就容

易被這念頭或思維所束縛着，令人不敢突破，不敢嘗試。就像

那隻被「思想上的習慣」制約了的大象。

教育大師葉聖陶先生說過：「好習慣養成了，一輩子受用；壞

習慣養成了，一輩子都吃它的虧，想改也不容易。」故為何教

育學家主張：在孩子幼兒階段，培養好習慣比開發他們的智力

重要多了。

從生活習慣而言，筆者認為培養管理時間的習慣是成功人生的

關鍵。所謂管理時間，就是懂得在倉促的人生裡以緩急先後的

原則規劃人生，和善用零碎時間的大學問。懂得管理時間，就

是懂得管理人生。

從態度習慣而言，培養「微笑以對」的心態，是面對逆境時的

疫苗。微笑以對是一種去執、放下、釋懷的心態，有了這種心

態，人更能勇於接納和面對挫敗，亦更能從挫敗中汲取教訓。

從思維習慣而言，培養「正念」思維的習慣能令我們更能去除

雜念、活在當下，更包容不如意的人事物，以及找回內在平安。

若能從生活、心態和思維全方位培養良好的習慣，那就一定能

體現習慣的力量，好習慣也能成為我們人生一股動力和助力。

（約 1600 字）

優點︰內容豐富，對習慣的理解清晰，定義與例子皆
準確無誤。文章能兼論好習慣與壞習慣，並分析兩者
分別導向成功與失敗，結構完整。所用語例有效回應
題意，增強了說服力。不可或缺的，是同學能作出呼
籲，提醒我們，既然習慣有巨大的影響力，我們應從
態度與思維兩方面養成良好的習慣，這提升了立意，
令文章增加了層次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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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如風

古今中外無數教育學家都說習慣是成敗的關鍵，當中最讓我共

鳴的，是俄國教育學家烏申斯基的這段話：「良好的習慣乃是

人的資本，這個資本會不斷地增值，而人一生中就享受着它帶

來的利息，而壞習慣則是無法清償的債務，這債務還以不斷增

長的利息折磨人。」

  

「人生就是我們習慣的總和」實在也一語中的地說出了習慣在

我們一生中的份量與影響力。然而要真正透悟「成也習慣、敗

也習慣」一話的真義，筆者認為最直接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先

認真又誠實地去檢視自己的壞習慣，然後看看這些壞習慣如何阻

礙自己進步；其二是看看成功的名人有什麼好習慣。經過一番

檢視，習慣的力量就能不言而喻。

已年屆八十九歲的股神巴菲特，他的習慣是規定自己每天閱讀

五百頁文章。微軟的行政總裁蓋茨，每天以跑步一小時展開生

活的序幕，每天臨睡前又規定自己看有份量的教育性課程來增

長知識。英國維珍集團董事理查德．布蘭森，每天規定自己早

晨先享受運動，然後會按着當天的行程或行動清單行事。太空

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的行政總裁馬斯克，每天起碼會花一

至兩小時做運動。科學家富蘭克林，也有堅持每天早睡早起的

習慣。

筆者發覺這些名人的習慣都離不開以下幾個範疇：早晨起床、

恆常的運動、按清晰的行程表或任務清單行事、時間管理、恆

常的閱讀。而在眾多名人的習慣中，讓我最深刻的，是美國歷

史上第一位億萬富豪、油王洛克菲勒的習慣。當很多人都認定

洛克菲勒的成功，是基於他家族的某些特質時，他在自傳中開

宗明義就說：「我的成功並非由財富或才能積聚而成，而是由

各式各樣的習慣積聚而成。」

在洛克菲勒的習慣當中，筆者最拜服的，是他多年來堅持親筆

寫信給其子女的習慣，他往往能以智慧又親切的口吻，跟子女

分享讓人成功的習慣，其中以下的一段，就一語中的地指出習

慣的力量：「習慣能擺佈我們，左右成敗。壞習慣很容易養成，

但卻很難伺候。」在信中，洛克菲勒又跟兒子分享了導致人失

敗的其中一個壞習慣，實在也令人當頭棒喝：「藉口是製造失

敗的根源。一個人越是成功，越不會找藉口。百分之九十九的

失敗都是因為人們慣於找藉口。辯解也是製造失敗的根源，人

越成功越不辯解。」

有趣的是，他的名言「百分之九十九的失敗都是因為人們慣於

找藉口」，原來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家訓之一，由於洛克菲勒

在他的企業與家庭中都非常重視家訓與培養習慣，所以有研究

其企業管理之道的人，把他對子女培養習慣的心得寫成書。難

怪，洛克菲勒的習慣養成心得不但大量被應用於管理學上的培

訓，也被應用於親子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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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古代中國家庭都深明「習慣養成教育」的重要。可是現代

社會大多是雙職家庭，不少家庭的幼兒自小由外傭照顧，加上

孩子自小又要忙於學習各種才藝，什麼閱讀的習慣、自己東西

自己執拾的習慣、分擔做家務等等的「習慣養成教育」都要靠

邊站了。

其實壞習慣何止限於生活習慣，壞習慣也不知不覺地「寄居」

於我們的心態與思想上。在眾多類型的思想壞習慣當中，筆者

認為「限制性信念」所帶來的破壞性為最大。而這些信念之所

以被形容為「限制性」，原因是這些信念含有「自我限制甚至

是自我否定」的暗示，例如：「我不值得被愛」、「我不討人喜

歡」、「如果我成功就會被討厭」、「金錢是污穢的」、「我成績

不好，一定不能得到父母的重視」等等。各種的「限制性」信念

積習起來又會形成某種思想，繼而變成「思想上的習慣」，由

於是日積月累、無意識地積習起來，一旦形成了，就會落入我

們的潛意識之中，不知不覺地影響着我們的很多想法、行動、

自我形象及自我評價等等。

既然習慣的力量猶如滴水穿石的力量，從今天起，就讓好習慣在

生活、心態與思想上播下種子，然後好好地滋養它，讓好習慣在

生命中開花結果吧！因為不同的習慣造就出不同的人生啊！

（約 1500 字）

優點：內容豐富，分析全面。語例、名人事例，面面
俱到，從開段即能緊扣題目要求，讓「力量」的題幹更
清晰具體。作者兼論好習慣與壞習慣，對比鮮明，令
人印象深刻。作者所提出的「習慣養成教育」以及「限
制性信念」等探討，都具深度。最後作出呼籲，一氣
呵成。

備註：「限制性」信念影響巨大，如何可扭轉這局面，
可在文章末段略談應對之法，例如要相信自己可以慢
慢養成好習慣 / 改變壞習慣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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