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永明教授陳永明教授陳永明教授陳永明教授



這齣電影很沉悶、但是很好看。

這齣電影很沉悶、很好看。

班上來了一位男同學，高大英俊可是勤力聰明。

班上來了一位男同學，高大英俊而且勤力聰明。





1.1.1.1. 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

2a. 2a. 2a. 2a. 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

2b. 2b. 2b. 2b. 這次考試僅僅及格這次考試僅僅及格這次考試僅僅及格這次考試僅僅及格

3.    3.    3.    3.    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

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

AAAA .... 除非除非除非除非
B.B.B.B. 只要只要只要只要
C.C.C.C.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甲甲甲甲. 才才才才
乙乙乙乙. 也也也也
丙丙丙丙. 便便便便



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

例一例一例一例一：：：：

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

除非除非除非除非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

才才才才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



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

例二例二例二例二：：：：

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

只要只要只要只要這次考試這次考試這次考試這次考試僅僅及格僅僅及格僅僅及格僅僅及格，，，，

便便便便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



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如何選擇連詞？？？？

例三例三例三例三：：：：

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根據他本學年過去幾次考試的成績，，，，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這次考試在八十五分以上，，，，

便便便便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可以拿到成績優異獎。。。。



合宜的序列合宜的序列合宜的序列合宜的序列：：：：

如敘述或推理序列合宜如敘述或推理序列合宜如敘述或推理序列合宜如敘述或推理序列合宜，，，，文章清楚明白文章清楚明白文章清楚明白文章清楚明白。。。。



1.1.1.1. 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給媽媽罵給媽媽罵給媽媽罵給媽媽罵了了了了一頓一頓一頓一頓。。。。

2.2.2.2. 只有我們只有我們只有我們只有我們、、、、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

3.3.3.3. 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

4.4.4.4. 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

5.5.5.5. 姑姐住新界村屋姑姐住新界村屋姑姐住新界村屋姑姐住新界村屋，，，，交通不便交通不便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單位很小單位很小單位很小單位很小。。。。

6.6.6.6. 我們住在我們住在我們住在我們住在北角北角北角北角，，，，屋子比較大屋子比較大屋子比較大屋子比較大，，，，而且與祖而且與祖而且與祖而且與祖母母母母同住同住同住同住。。。。

7.7.7.7. 不留在家招呼親友不留在家招呼親友不留在家招呼親友不留在家招呼親友，，，，媽媽又說沒有禮貌媽媽又說沒有禮貌媽媽又說沒有禮貌媽媽又說沒有禮貌。。。。

8.8.8.8. 我哪裡有時間溫習我哪裡有時間溫習我哪裡有時間溫習我哪裡有時間溫習？？？？



3.3.3.3. 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星期日是祖母的九十大壽。。。。
2.2.2.2. 只有我們只有我們只有我們只有我們、、、、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祖母和姑姐住在香港。。。。

5.5.5.5. 姑姐住新界村屋姑姐住新界村屋姑姐住新界村屋姑姐住新界村屋，，，，交通不便交通不便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單位很小單位很小單位很小單位很小。。。。
6.6.6.6. 我們住在我們住在我們住在我們住在北角北角北角北角，，，，屋子比較大屋子比較大屋子比較大屋子比較大，，，，而且與祖而且與祖而且與祖而且與祖母母母母同住同住同住同住。。。。
4.4.4.4. 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海外十多位親戚從遠地回港賀壽，，，，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親戚都以我家為聚集點。。。。

1.1.1.1. 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我星期一的英文測驗不及格，，，，給媽媽罵給媽媽罵給媽媽罵給媽媽罵了了了了一頓一頓一頓一頓。。。。

7.7.7.7. 不留在家招呼親友不留在家招呼親友不留在家招呼親友不留在家招呼親友，，，，媽媽又說沒有禮貌媽媽又說沒有禮貌媽媽又說沒有禮貌媽媽又說沒有禮貌。。。。
8.8.8.8. 我哪裡有時間溫習我哪裡有時間溫習我哪裡有時間溫習我哪裡有時間溫習？？？？



A.A.A.A. 他的後院有兩棵他的後院有兩棵他的後院有兩棵他的後院有兩棵桃桃桃桃樹樹樹樹，，，，四五個石油氣瓶四五個石油氣瓶四五個石油氣瓶四五個石油氣瓶，，，，兩兩兩兩

叢牡丹叢牡丹叢牡丹叢牡丹，，，，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三兩張摺椅三兩張摺椅三兩張摺椅三兩張摺椅，，，，

幾株玫瑰幾株玫瑰幾株玫瑰幾株玫瑰，，，，一個燒烤爐一個燒烤爐一個燒烤爐一個燒烤爐，，，，一棵楓樹一棵楓樹一棵楓樹一棵楓樹。。。。

B.B.B.B. 他的後院有三棵樹他的後院有三棵樹他的後院有三棵樹他的後院有三棵樹，，，，兩棵桃樹在一旁兩棵桃樹在一旁兩棵桃樹在一旁兩棵桃樹在一旁，，，，中中中中

間是一棵楓樹間是一棵楓樹間是一棵楓樹間是一棵楓樹，，，，另一邊是兩叢牡丹另一邊是兩叢牡丹另一邊是兩叢牡丹另一邊是兩叢牡丹、、、、幾株幾株幾株幾株

玫瑰玫瑰玫瑰玫瑰，，，，楓樹下放了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楓樹下放了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楓樹下放了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楓樹下放了一張野餐用的木桌子，，，，

幾把摺椅幾把摺椅幾把摺椅幾把摺椅，，，，桌子旁不遠是一個燒烤爐桌子旁不遠是一個燒烤爐桌子旁不遠是一個燒烤爐桌子旁不遠是一個燒烤爐，，，，四四四四

五個石油氣瓶放在院子後邊的角落五個石油氣瓶放在院子後邊的角落五個石油氣瓶放在院子後邊的角落五個石油氣瓶放在院子後邊的角落。。。。



(1(1(1(1))))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

(2) (2) (2) (2) 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

(3) (3) (3) (3) 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

(4) (4) (4) (4) 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

(5) (5) (5) (5) 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

(6) (6) (6) (6) 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

(7) (7) (7) (7) 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

(8) (8) (8) (8) 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

(9) (9) (9) (9) 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



嘮嘮叨叨嘮嘮叨叨嘮嘮叨叨嘮嘮叨叨

零亂無章零亂無章零亂無章零亂無章

沒有組織沒有組織沒有組織沒有組織
說理的次序混亂說理的次序混亂說理的次序混亂說理的次序混亂



(1(1(1(1))))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

(2) (2) (2) (2) 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

(3) (3) (3) (3) 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

(4) (4) (4) (4) 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

(5) (5) (5) (5) 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

(6)(6)(6)(6) 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

(7) (7) (7) (7) 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減少。。。。

(8) (8) (8) (8) 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

(9) (9) (9) (9) 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



例子一例子一例子一例子一：：：：

(1) (1) (1) (1)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

((((4) 4) 4) 4) 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

((((5) 5) 5) 5) 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

((((3) 3) 3) 3) 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

((((7) 7) 7) 7) 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排出的廢氣也排出的廢氣也排出的廢氣也排出的廢氣也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2) (2) (2) (2) 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

((((8) 8) 8) 8) 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

(9) (9) (9) (9) 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

(6)(6)(6)(6) 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



重新組織重新組織重新組織重新組織，，，，加上適當的連詞加上適當的連詞加上適當的連詞加上適當的連詞……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1)(1)(1)(1)

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 (4(4(4(4))))

而而而而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5)5)5)5)

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3(3(3(3))))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排出的廢氣排出的廢氣排出的廢氣排出的廢氣也也也也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7(7(7(7))))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2)(2)(2)(2)

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8(8(8(8))))

假若假若假若假若，，，，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9)(9)(9)(9)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6)(6)(6)(6)



例子二例子二例子二例子二：：：：

(4) (4) (4) (4) 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
(5) (5) (5) (5) 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

(3) (3) (3) (3) 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

(7) (7) (7) (7) 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排出的排出的排出的排出的

廢氣也減少廢氣也減少廢氣也減少廢氣也減少。。。。

(8) (8) (8) (8) 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

(2) (2) (2) (2) 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
(9) (9) (9) (9) 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
(1) (1) (1) (1)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

(6)(6)(6)(6) 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



重新組織重新組織重新組織重新組織，，，，加上適當的連詞加上適當的連詞加上適當的連詞加上適當的連詞……………………

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空氣污染影響市民健康。。。。
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車輛排出的廢氣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

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香港路面車輛很多。。。。
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人多坐地鐵，，，，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路面車輛自然減少，，，，排出的廢排出的廢排出的廢排出的廢
氣也減少氣也減少氣也減少氣也減少。。。。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不少人坐不起地鐵。。。。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香港地鐵票價很高。。。。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地鐵票價降低，，，，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坐地鐵的人便會增加了。。。。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政府應想辦法降低地鐵票價。。。。







A.三十五歲主婦三十五歲主婦三十五歲主婦三十五歲主婦，，，，家中無車家中無車家中無車家中無車，，，，不懂駕駛不懂駕駛不懂駕駛不懂駕駛，，，，事事事事發時正在瀏覽發時正在瀏覽發時正在瀏覽發時正在瀏覽櫥窗櫥窗櫥窗櫥窗。。。。
離事發地點約四十公尺離事發地點約四十公尺離事發地點約四十公尺離事發地點約四十公尺（（（（認為紅車錯認為紅車錯認為紅車錯認為紅車錯））））。。。。

B. 四十歲主婦四十歲主婦四十歲主婦四十歲主婦，，，，有駕駛執照十年有駕駛執照十年有駕駛執照十年有駕駛執照十年，，，，事發時在街角與兒子事發時在街角與兒子事發時在街角與兒子事發時在街角與兒子C等候交等候交等候交等候交

通燈過馬路通燈過馬路通燈過馬路通燈過馬路（（（（認為認為認為認為黃黃黃黃車錯車錯車錯車錯））））。。。。

C. B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九歲九歲九歲九歲，，，，事發前發母親事發前發母親事發前發母親事發前發母親B脾氣脾氣脾氣脾氣，，，，因為因為因為因為B不讓他吃雪糕不讓他吃雪糕不讓他吃雪糕不讓他吃雪糕

（（（（他認為母親錯他認為母親錯他認為母親錯他認為母親錯，，，，紅車應負意外責任紅車應負意外責任紅車應負意外責任紅車應負意外責任。）。）。）。）

D. 休班警員休班警員休班警員休班警員，，，，事發前正等候交通燈過馬路事發前正等候交通燈過馬路事發前正等候交通燈過馬路事發前正等候交通燈過馬路。（。（。（。（認為認為認為認為黃黃黃黃車錯車錯車錯車錯））））

E. 男司機有二十五年駕車經驗男司機有二十五年駕車經驗男司機有二十五年駕車經驗男司機有二十五年駕車經驗，，，，事發時離十字路口約三十公尺事發時離十字路口約三十公尺事發時離十字路口約三十公尺事發時離十字路口約三十公尺。。。。

（（（（認為認為認為認為黃黃黃黃車錯車錯車錯車錯））））



ＦＦＦＦ. 黃黃黃黃車司機車司機車司機車司機，，，，２２２２２２２２歲歲歲歲，，，，四年駕車經驗四年駕車經驗四年駕車經驗四年駕車經驗。。。。他認他認他認他認
為為為為紅紅紅紅車錯車錯車錯車錯。。。。

ＧＧＧＧ. 紅紅紅紅車司機車司機車司機車司機，，，，４２４２４２４２歲歲歲歲，，，，十年駕駛經驗十年駕駛經驗十年駕駛經驗十年駕駛經驗。。。。她她她她認認認認
為為為為黃黃黃黃車錯車錯車錯車錯。。。。

七位證人七位證人七位證人七位證人，，，，除除除除ＢＢＢＢ和和和和ＣＣＣＣ 有母子關係外有母子關係外有母子關係外有母子關係外，，，，彼此各彼此各彼此各彼此各
不相識不相識不相識不相識。。。。



1.結論是否被多數人接受結論是否被多數人接受結論是否被多數人接受結論是否被多數人接受。。。。真相固然不是由多數決定的真相固然不是由多數決定的真相固然不是由多數決定的真相固然不是由多數決定的，，，，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在其他因素都在其他因素都在其他因素都在其他因素都
是均等的情形下是均等的情形下是均等的情形下是均等的情形下，，，，多數人接納的意見應較被重視多數人接納的意見應較被重視多數人接納的意見應較被重視多數人接納的意見應較被重視。。。。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
亮亮亮亮，，，，就是這個道理了就是這個道理了就是這個道理了就是這個道理了。。。。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有些人故意附和少數有些人故意附和少數有些人故意附和少數有些人故意附和少數，，，，表示不是人云亦云表示不是人云亦云表示不是人云亦云表示不是人云亦云。。。。除除除除
非有很好的理由非有很好的理由非有很好的理由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是不合理的否則是不合理的否則是不合理的否則是不合理的。。。。除了多數以外除了多數以外除了多數以外除了多數以外，，，，傳統的看法傳統的看法傳統的看法傳統的看法，，，，如果其他如果其他如果其他如果其他
因素都是均等的話因素都是均等的話因素都是均等的話因素都是均等的話，，，，也是應該佔較大也是應該佔較大也是應該佔較大也是應該佔較大的比重的比重的比重的比重。。。。因為傳統起碼經過時間的考驗因為傳統起碼經過時間的考驗因為傳統起碼經過時間的考驗因為傳統起碼經過時間的考驗。。。。
今日的時尚是好新鶩異今日的時尚是好新鶩異今日的時尚是好新鶩異今日的時尚是好新鶩異，，，，傳統往往反而成了負面的因素傳統往往反而成了負面的因素傳統往往反而成了負面的因素傳統往往反而成了負面的因素，，，，那是畸形的那是畸形的那是畸形的那是畸形的。。。。

2.理據和在考慮中的問題的距離理據和在考慮中的問題的距離理據和在考慮中的問題的距離理據和在考慮中的問題的距離。「。「。「。「距離距離距離距離」」」」在這裡有三方面的意義在這裡有三方面的意義在這裡有三方面的意義在這裡有三方面的意義：：：：

ＡＡＡＡ時間上的距離時間上的距離時間上的距離時間上的距離。。。。和在考慮中的問題在時間上最接近的意見最值得重視和在考慮中的問題在時間上最接近的意見最值得重視和在考慮中的問題在時間上最接近的意見最值得重視和在考慮中的問題在時間上最接近的意見最值得重視。。。。時時時時
間往往沖淡了記憶間往往沖淡了記憶間往往沖淡了記憶間往往沖淡了記憶，，，，甚至歪曲了印象甚至歪曲了印象甚至歪曲了印象甚至歪曲了印象，，，，所以時距愈短所以時距愈短所以時距愈短所以時距愈短，，，，對事情的看法也應對事情的看法也應對事情的看法也應對事情的看法也應
該較為準確該較為準確該較為準確該較為準確。。。。

ＢＢＢＢ空間上的距離空間上的距離空間上的距離空間上的距離。。。。和在考慮中的事情在空間上的距離也是一個因素和在考慮中的事情在空間上的距離也是一個因素和在考慮中的事情在空間上的距離也是一個因素和在考慮中的事情在空間上的距離也是一個因素。。。。近距離的近距離的近距離的近距離的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往往比遠距離清楚往往比遠距離清楚往往比遠距離清楚往往比遠距離清楚。。。。

ＣＣＣＣ關懷上的距離關懷上的距離關懷上的距離關懷上的距離。。。。對事情愈留心對事情愈留心對事情愈留心對事情愈留心，，，，了解愈透徹了解愈透徹了解愈透徹了解愈透徹，，，，所給的意見也應該愈有價值所給的意見也應該愈有價值所給的意見也應該愈有價值所給的意見也應該愈有價值。。。。
如果對事情只是一知半解如果對事情只是一知半解如果對事情只是一知半解如果對事情只是一知半解，，，，亳不上心亳不上心亳不上心亳不上心。。。。雖然也許會有神來之筆雖然也許會有神來之筆雖然也許會有神來之筆雖然也許會有神來之筆。。。。但神來之筆但神來之筆但神來之筆但神來之筆
來之不易來之不易來之不易來之不易，，，，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

3.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遇到疾病上的疑難遇到疾病上的疑難遇到疾病上的疑難遇到疾病上的疑難，，，，我們問醫生的意見我們問醫生的意見我們問醫生的意見我們問醫生的意見；；；；要投資要投資要投資要投資，，，，我們找投資顧我們找投資顧我們找投資顧我們找投資顧問問問問。。。。
有專業訓練的人的意見有專業訓練的人的意見有專業訓練的人的意見有專業訓練的人的意見，，，，比行外人的更值得尊重比行外人的更值得尊重比行外人的更值得尊重比行外人的更值得尊重。。。。



兩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小強和小明到郊外玩耍兩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小強和小明到郊外玩耍兩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小強和小明到郊外玩耍兩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小強和小明到郊外玩耍。。。。他們追追逐逐弄得渾身大汗他們追追逐逐弄得渾身大汗他們追追逐逐弄得渾身大汗他們追追逐逐弄得渾身大汗，，，，加加加加上上上上
不時在地上滾來滾去不時在地上滾來滾去不時在地上滾來滾去不時在地上滾來滾去，，，，衣服滿是污泥衣服滿是污泥衣服滿是污泥衣服滿是污泥，，，，非常骯髒非常骯髒非常骯髒非常骯髒。。。。在一個荒山頂上在一個荒山頂上在一個荒山頂上在一個荒山頂上，，，，小強失足摔小強失足摔小強失足摔小強失足摔
了一交了一交了一交了一交，，，，踫傷了頭部踫傷了頭部踫傷了頭部踫傷了頭部，，，，血流如注血流如注血流如注血流如注，，，，又又又又扭壞扭壞扭壞扭壞了足了足了足了足踝踝踝踝，，，，舉步維艱舉步維艱舉步維艱舉步維艱。。。。小明四顧小明四顧小明四顧小明四顧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荒荒荒荒
山一山一山一山一邊邊邊邊的山的山的山的山腳腳腳腳，，，，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幢幢幢幢，，，，只只只只此此此此一一一一幢幢幢幢，，，，村屋村屋村屋村屋，，，，再再再再看不到其他的看不到其他的看不到其他的看不到其他的房屋房屋房屋房屋了了了了。。。。從從從從山頂下去山頂下去山頂下去山頂下去
大大大大概概概概要十要十要十要十二二二二三三三三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另另另另一一一一邊邊邊邊山山山山腳腳腳腳，，，，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條條條條人行人行人行人行路路路路，，，，沿路向左走沿路向左走沿路向左走沿路向左走，，，，大大大大概概概概十十十十八九分鐘八九分鐘八九分鐘八九分鐘
有一所有一所有一所有一所診診診診所所所所；；；；相反方相反方相反方相反方向向向向，，，，往往往往右走右走右走右走，，，，約二約二約二約二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有一所有一所有一所有一所警署警署警署警署。。。。小明小明小明小明現現現現在面在面在面在面臨臨臨臨
幾幾幾幾個個個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1.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替替替替小強小強小強小強裹紮裹紮裹紮裹紮傷傷傷傷口止口止口止口止血血血血？？？？他他他他手邊沒手邊沒手邊沒手邊沒有可有可有可有可供包紮供包紮供包紮供包紮的的的的物料物料物料物料，，，，除了身上髒透了除了身上髒透了除了身上髒透了除了身上髒透了，，，，
滿是汗滿是汗滿是汗滿是汗水水水水和和和和著著著著污泥的衣服污泥的衣服污泥的衣服污泥的衣服，，，，十十十十分分分分不不不不潔潔潔潔。。。。用用用用來來來來包裹包裹包裹包裹傷傷傷傷口口口口，，，，很很很很容容容容易易易易導導導導至至至至感染感染感染感染，，，，甚甚甚甚或或或或
惹惹惹惹上上上上破破破破傷傷傷傷風風風風，，，，十十十十分危險分危險分危險分危險。。。。然而然而然而然而，，，，不不不不替替替替小強小強小強小強裹紮裹紮裹紮裹紮，，，，又流血不又流血不又流血不又流血不止止止止，，，，可可可可能引能引能引能引至至至至休克休克休克休克，，，，
嚴嚴嚴嚴重起來重起來重起來重起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致命致命致命致命。。。。

2.到到到到哪哪哪哪裡求裡求裡求裡求救救救救？？？？
A)村屋村屋村屋村屋最近最近最近最近，，，，但要是但要是但要是但要是村屋沒村屋沒村屋沒村屋沒有人有人有人有人，，，，便要便要便要便要翻翻翻翻過山過山過山過山坡坡坡坡的的的的另另另另一一一一邊邊邊邊才可以找到才可以找到才可以找到才可以找到援手援手援手援手。。。。
B)診診診診所比所比所比所比警署警署警署警署近近近近，，，，而而而而且且且且有醫生有醫生有醫生有醫生。。。。但但但但診診診診所可所可所可所可能缺乏出能缺乏出能缺乏出能缺乏出外外外外救援救援救援救援傷病的經驗和傷病的經驗和傷病的經驗和傷病的經驗和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C)警署警署警署警署最遠最遠最遠最遠，，，，可是對可是對可是對可是對救助戶救助戶救助戶救助戶外傷病經驗最多外傷病經驗最多外傷病經驗最多外傷病經驗最多，，，，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最好最好最好最好。。。。

� 小明應該小明應該小明應該小明應該怎樣怎樣怎樣怎樣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1.哪個決定會帶來較大的好處哪個決定會帶來較大的好處哪個決定會帶來較大的好處哪個決定會帶來較大的好處，，，，如果所有結果如果所有結果如果所有結果如果所有結果都都都都

不能算是好的不能算是好的不能算是好的不能算是好的，，，，哪個決定會帶來最小的傷害哪個決定會帶來最小的傷害哪個決定會帶來最小的傷害哪個決定會帶來最小的傷害。。。。

2.結果的確定性結果的確定性結果的確定性結果的確定性。。。。一個只有一個只有一個只有一個只有20%可能的理想結可能的理想結可能的理想結可能的理想結果果果果，，，，

往往不如一個必然達得到往往不如一個必然達得到往往不如一個必然達得到往往不如一個必然達得到，，，，雖然不盡如理想的雖然不盡如理想的雖然不盡如理想的雖然不盡如理想的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3.結果出現的快與慢結果出現的快與慢結果出現的快與慢結果出現的快與慢。。。。有些結果即時可見有些結果即時可見有些結果即時可見有些結果即時可見，，，，有些有些有些有些

卻需等待一段長時間卻需等待一段長時間卻需等待一段長時間卻需等待一段長時間。。。。好的結果好的結果好的結果好的結果，，，，愈早出現愈愈早出現愈愈早出現愈愈早出現愈

好好好好，，，，壞的結果壞的結果壞的結果壞的結果，，，，如果不能避免如果不能避免如果不能避免如果不能避免，，，，卻是愈遲愈妙卻是愈遲愈妙卻是愈遲愈妙卻是愈遲愈妙。。。。

4.究竟要解決的問題關鍵處是甚麼究竟要解決的問題關鍵處是甚麼究竟要解決的問題關鍵處是甚麼究竟要解決的問題關鍵處是甚麼？？？？有時表面要解決的有時表面要解決的有時表面要解決的有時表面要解決的

問題是甲問題是甲問題是甲問題是甲，，，，然而深究之下乙更是重要然而深究之下乙更是重要然而深究之下乙更是重要然而深究之下乙更是重要。（。（。（。（就如上例就如上例就如上例就如上例，，，，

看似是醫療問題看似是醫療問題看似是醫療問題看似是醫療問題，，，，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先決的是救援問題先決的是救援問題先決的是救援問題先決的是救援問題。）。）。）。）



創意思維



不同外形設計的電話

電話一 電話二

電話三 電話四



燕子冬天的時候為甚麼飛向南方燕子冬天的時候為甚麼飛向南方燕子冬天的時候為甚麼飛向南方燕子冬天的時候為甚麼飛向南方？？？？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用腳走太慢用腳走太慢用腳走太慢用腳走太慢了了了了。。。。



陳先生一家為甚麼每年清明都坐飛機回上海陳先生一家為甚麼每年清明都坐飛機回上海陳先生一家為甚麼每年清明都坐飛機回上海陳先生一家為甚麼每年清明都坐飛機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