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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2 寫作能力考核                                                                     

記敍抒情文幾乎是文憑試中於卷二必然出現的文體之一，主要考核考生於取材、敍事、抒情與文筆

四方面的能力水平。然而記敍抒情文普遍是考生的弱項，文句冗贅、詞不達義以及詳略失衡乃大部

分考生的通病，即使卷二乃「三選一」，可是卻不能確保其他文體的題目必定更易處理。因此「兩手

準備」是最佳的應對手段。構思記敍文時可按以下的步驟，則可更妥善鋪排文章。 

 

寫作卷評分主要分為四大範疇：「內容」（40 分）、「表達」（30 分）、「結構」（20 分）、「標點字體」

（10 分），另設「錯別字」（0 – 3 分）。而上品文章的描述如下： 

內容 表達 結構 

- 立意明確，見解獨到，感受

深刻。 

- 如能從文化思想或人生價值

等層面反思立意且深刻，可

評為上上品。 

- 論證嚴密、概念明確，例證

具體且恰當。（論說） 

- 若可從人生價值，哲理，文

化等層面思考且作深刻立

意，可評為上上品（論說） 

- 詞語運用精確，文句流暢而

簡潔。 

- 善用寫作手法與修辭技巧且

運用得宜，純熟而靈活。 

- 如能展現獨特風格則更佳。 

- 人物角色或環境描寫細膩入

微、具體呈現情感、思想。 

- 論說精僻獨到，不枝不蔓。

（論說） 

- 事件鋪排與情節變化發展有

條不紊、環環相扣、輕重有

致且詳略得宜。 

- 論證合理，論點與論據緊密

關聯。（論說） 

-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井然有

序，綱目分明。（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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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內容「取材」                                                                    

一般而言，考評局於設題上大多數會要求考生以「第一人稱」撰寫文章。絕大部分考生會以「學生

身份」為定位，然而考評局並未有對於考生於文章中的身份作出任何限制(題目特定要求除外)，因

此考生可以代入「特別身份」撰寫文章，不過難度亦會增加，因此同學們緊記量力而為。 

身分一：普通學生                                                                        

學生團體活動(籌辦/參與) 

類型  ☆☆☆                例子 ☆☆☆☆☆ 

一、運動比賽 單車、籃球、排球、 

跆拳道、劍擊、田徑…… 

 

二、義工活動 
賣旗籌款、探訪、義賣…… 

 

三、學會活動 歌唱比賽、辯論比賽、 

問答比賽、徵文比賽…… 

 

四、參觀活動 工廠、博物館、圖書館 

動植物公園…… 

 

五、聚會 秋季旅行、聖誕聯歡會、 

野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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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鋪墊示範 

一、團體活體 à 籌備過程出現____________ à 轉捩點 à 反思並重新_________ à 昇華 

二、活動進行中 à 發生___________________的情況 à 協作/獨自思索解決方法 à 昇華 

三、活動進行中 à 遇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à 最終失敗卻____________ à 昇華 

四、對活動有一套想法 à 一段插曲（________ / ________）à 反思______________ à 昇華 

大型活動（舉辦/參與） 

校內 校外 

1. 海外交流團 

2. 校慶 

3. 沙灘環保行 

4. 開放日 

5. 畢業禮 

6. 學生會選舉 

7. 陸運會 

8. 嘉年華 

9. 管弦樂團 

10. 聯校表演 

1. 饑饉三十 

2. 渣打馬拉松 

3. 毅行者 

4. 書展／動漫展 

5. 動物義工 

6. 聖誕報佳音 

7. 龍舟比賽 

8. 攝影比賽 

9. 歷奇訓練 

10. 城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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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作文情境 

 

特

別

情

境 

1. 迷路 

2. 堅持 v.s.讓出機會 

3. 讓座問題 

4. 漏帶東西／成員遲到 

5. 誤會同學 

6. 拾遺不報 

7. 選科掙扎 

8. 父母離異 

9. 親人離世 

    10. 告發 v.s.隱瞞 

 情境推薦 

 學校 家庭 社區 

 1. 殺校       4. 校規爭議 

2. 校舍重建   5. 校園欺凌 

3. 轉校       6. 插班生 

1. 父母嗜酒／賭 4. 舊區重建 

2. 新成員加入   5. 家庭離別 

3. 成員不和     6. 親人迷信 

1. 小店被逼遷 4. 街頭賣藝 

2. 社區爆發   5. 中港矛盾 

3. 老店承傳   6. 社區權益 

 文章選材注意事項 

 Ø 浮誇煽情如親人死亡、重傷  

Ø 雖以家庭、學校為寫作背景較易抒發情感，可是以社區事件作為背景更可滲入時事元

素，更利於立意反思的深度 

Ø 事件背景、發展、心路歷程之轉變過程、結果以及昇華必須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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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二：普通學生 + 特別職務                                                             

 

 

 

 

 

 

學校 

職務 職責 矛盾衝突 

1. 關注組組長／

成員 

於某項議題中爭取校內師生的支持 學生期望 VS 師長期望 

組織能力 VS 組織目標 

2. 校隊隊長 帶領隊員出賽 個人期望 VS 成員能力 

3. 活動工作人員 於活動中提供協助，確保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 

職責要求 VS 友情 

職責要求 VS 個人錯誤 

職責要求 VS 個人能力 

4. 聖約翰救傷隊 於大型場合隨時候命，協助急救工作 職責要求 VS 個人能力 

個人期望 VS 實際結果 

5. 學生會主席／

幹事 

擔任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為

同學謀求福利，以及於校政上代表同

學發表意見 

學生期望 VS 師長期望 

個人利益 VS 群體利益 

個人期望 VS 個人能力 

社區 1. 義工 協助策劃、推廣和推行各項義務工作 義務工作 VS 學業 

個人期望 VS 受眾反應 

2. 企業實習生 兼職，於企業或機構工作，以熟習相

關業務之特點 

個人失誤 VS 上司反應 

個人期望 VS 企業實況 

個人期望 VS 個人能力 

3. 運動員 參與專業訓練代表香港出賽 夢想 VS 學業／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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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期望 VS 個人能力 

 4. 補習導師 兼職工作，為中小學生提供功課輔導 金錢 VS 學業 

個人期望 VS 學生反應 

學生期望 VS 個人能力 

5. 學生組織成員 針對特定社會議題，表達訴求，爭取

市民支持 

公務 VS 學業 

個人期望 VS 長輩期望 

組織理念 VS 他人立場／反應 

身份三：代入特別身分                                                                    

範疇 類別及例子 矛盾衝突 

 1. 家中長輩 

（例：父母、祖父母……） 

子女價值觀 VS 「我」的價值觀 

對子女實現承諾 VS 食言 

家校 2. 學校職員 

（例：老師、校長、社工……） 

學生價值觀 VS 「我」的價值觀 

向學生低頭認錯 VS 捍衛權威 

學生甲的需要 VS 學生乙的需要 

 3. 作家 

（例：作家、填詞人……） 

 

夢想 VS 現實 

（資源分配、生計、天份才能） 

 

藝術 4. 音樂家 「我」的期望VS 家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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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表

演 

（例：作曲家、演奏家……）  

「我」的期望VS 市場需求 

 5. 藝人（例：歌手、演員……）  

傳媒 6. 新聞工作（例：時事記者、編輯……） 社會公義 VS 個人利益 

「我」的期望VS 家人的期望 

「我」的期望VS 公司的期望 

商業 7. 小職員（例：酒店、銀行、零售店……） 個人想法 VS 上司命令 

客人／大眾利益 VS 公司利益 

「我」的期望VS 客人的期望 

 

公職

人員 

8. 執法人員 

（例：控煙辦、食環署職員、申訴專員……） 

法律 VS 人情 

「我」的執法 VS 公眾輿論 

 9. 醫護人員（例：醫生、護士、救護員……） 個人利益 VS 病人生命 

醫護專業決定 VS 傳媒或大眾的批評 

與動

物相

關 

10. 老闆／職員／負責人 

（例：寵物店、愛護動物協會、獸醫診

所……） 

對動物的愛 VS 動物主人的忽視 

保留動物性命 VS 人道毁滅 

運動

員 

11. 運動員 

（例：泳將、田徑選手、足球員……） 

付出 VS 收成 

夢想 VS 現實 

自身的熱誠 VS 冷漠態度／支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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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內容「構想思維衝突」 

人並不會無緣無故自行反思或思考人生哲理，而是於某件事上產生矛盾方會引動思維。考生可從矛

盾中帶出自身的最終看法並藉此立意昇華。以下是常見的矛盾點： 

一、個人願景 VS 現實限制 

個人願景 現實限制 

ü 任何個人願望 

例： 

² 爭取某個機會 

² 勝出某個比賽 

² 創業 

² 推翻某條校規 

û 個人或社會兩方面 

個人方面： 

² 能力 

² 財力 

² 時間 

社會方面： 

² 社會發展趨勢 

² 政府或大眾支援 

² 社會既定價值觀 

情節發展：  

Ø 起：清晰交代個人願景以及有何現實限制 

Ø 承：如何解決限制，實現願景的過程 

Ø 轉：最終成敗？（文章高潮） 

Ø 合：抒發體會及情感（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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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願景 VS 個人責任 

1. 自身的身份角色？ 

2. 「我」這個角色有何責任或本分？ 

3. 「我」的願望？ 

4. 「我」的願望與責任如何構成矛盾？ 

例： 

Ø 「我」是班長 à 調查失竊案 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Ø 「我」是海關 à 值班時接到醫院通知母親入院 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節發展 

l 起：交代自身身分與責任以及記述事件開端 

l 承：記述事件經過，交代個人願望，點出矛盾所在 

l 轉：你的選擇？（實現願望／履行責任） 

l 合：抒發體會及情感（昇華） 

 

 

 

 

 

 

 



  朗林中文 – 一天免費課程 

 10 

三、個人見解 VS 他人見解 

1. 誰與你相矛盾的觀點與看法？ 

2. 主題是甚麼？為何會討論這話題？ 

3. 「我」的見解？ 

4. 他人的見解？ 

例： 

u 為節省協會開支，會長決定把年紀老邁的貓狗人道毁滅；我反對，認為只要開源就可以了。 

u 「我」升讀大學希望選讀藝術學院，家人卻想我修讀商科。 

情節發展 

l 起：交代身分，記述事件開端 

l 承：點出議題，交代個人見解與他人見解。 

l 轉：你的選擇？（堅持己見／認同他人？） à 平衡兩者？ 

l 合：抒發體會及情感（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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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內容「情感表現」 

考生於抒情上的表現往往強差人意，平鋪直敘而流於直白。然而現實生活中人的思想感情並不會如

此直率而坦露。因此抒發情感時考生需思考每一個表情、行為與情感的關係。 

示例一： 

情景：宣佈奪冠的一刻 

場景：社際音樂劇獲獎 

 

普遍反應 思考方向 寫作示例 

高興 

 

狂喜 

 

喜極而泣 

1. 付出與收成 

2. 過程與結果 

當司儀宣佈我們得獎時，不論是社監、台前幕後的同學以及台

下的社員均十分高興。過去長達兩個月的排練與綵排當中大家

所揮灑的汗水、付出的時間，當中的點滴與辛酸一一閃現於腦

海中。我不敢斷言這是我們最佳的表現，可是我卻肯定我們盡

力了。想到這我不禁喜極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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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情景：即將與摯友分別 

場景：得知摯友移民的消息 

 

普遍反應 思考方向 寫作示例 

傷心難受 

悲傷 

失落 

1. 回憶片段 

2. 相處時光 

一心別過頭，不敢直視我的目光，低聲說：「對不起。」他不由自

主地捏著手說：「移民這件事實在是難以啟齒我記得每一個跟你的

約定：一起畢業、於畢業旅行周遊列國、升讀同一所大學⋯⋯但兩

星期後我便要移民到英國了……」只見一心的嘴巴開開合合，我卻

聽不到任何聲音，彷彿世界都靜止了。然而我腦海中卻浮現出這十

年來與他相處的點點滴滴，那嬉鬧聲、哭泣聲、歡笑聲就如樂曲終

章般在我心頭響起。忽爾一下突如其來的擁抱卻把我拉回現實，我

方察覺自己早已淚流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