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A 郭嘉然 《守信的奇奇》    

    今天，小熊奇奇的朋友倫倫拜託他把水果送給他的朋友

小猴子明明。 

    出發前，奇奇把水果一個個放進塑料袋裏。奇奇問︰「倫

倫，小猴子明明的家在哪裏？」「他的家在森林裏，一間寫

着『猴家』的屋子。」倫倫説。 

    出發時，奇奇看見大象叔叔，他便拜託大象叔叔協助他

拿重重的水果。但是，大象叔叔身體太笨重，走不進細小的

森林裏。所以，他走到森林前，就把水果交給奇奇。森林裏

滿地小石子，因此奇奇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突然，奇奇被小

石子絆倒了，腳受傷了。那時，他看見明明的家就在眼前。

奇奇立即拿起樹枝當作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到明明的家，把

水果交給明明。 

    最後，奇奇辛苦地回到倫倫的家。倫倫看見奇奇的腳受

傷了，立即拿藥箱為奇奇處理傷口，他在奇奇的腳上貼上膠

布，説︰「奇奇，辛苦你了。」「不辛苦。」奇奇説。 

    這個寓言故事教導我們︰我們説話要算數，要信守承

諾，對自己所説的話負責。如果不遵守承諾，不但會失去朋

友，而且會失去別人對你的信任。 



3A 鍾嘉怡 《守信的奇奇》    

    有一天，在一座山上的一所房子裏小熊奇奇和小兔比比

正在談天。比比説︰「我明天要去表演跳舞。你能幫我做好

表演用的五件衣服嗎？」奇奇説︰「好！」 

    接着，奇奇一邊想怎麼做那五件衣服，一邊走回家。奇

奇靈機一動，想到森林衣布店買布做衣服。奇奇飛快地跑去

森林，途中，因為跑得太快，沒有看路，結果不知去了什麼

地方。這時，奇奇想不幫比比了，可是他想了想，又對自己

説︰「我不可以不幫比比，因為我答應了她。」在池塘裏的

小青蛙芬芬聽見奇奇自言自語，便説︰「你要去買布，對嗎？

我帶你去吧！」奇奇説︰「好啊！」買了布後，奇奇跟芬芬

説了「謝謝」後，便回家做衣服了。 

    五點，奇奇開始做衣服了。做了四個小時後，他完成了

四件衣服。當他在做最後一件衣服時，奇奇的手指流血了，

原來他不小心被第四件衣服弄傷了指頭。可是，他還是堅持

完成了第五件衣服。第二天，他把做好的五件衣服送給比

比。後來，這件事傳了出去，大家都説奇奇是個守信用的人。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要做個守信用的小朋友，這樣別人才

會和你交朋友。相反，如果你不守信用，別人就不會相信你，

也不會和你交朋友。 



3B 林子琦 《守信的奇奇》    

    有一天，老師下課時叫奇奇和他的組員在下星期一前做

好中文壁報板的設計圖。奇奇那一組的同學一聽，就匆忙地

叫奇奇做。 

    小休時，奇奇聽見組員們叫牠做中文壁報板設計，就留

在教室做設計圖。奇奇一邊想着怎麼設計，一邊專心地把想

法畫出來。 

    到了要交中文壁報板設計圖的那一天，組員們想奇奇平

時那麼守信，一定會辦到的！可是，過了半小時後，牠們還

看不到奇奇的蹤影。牠們等了很久，太陽已經下山了，大家

都開始抱怨奇奇為什麼還沒到。 

    突然，牠們看到痛得差不多暈過去的奇奇一步一步地走

到牠們的身邊。牠們看到了這情景，便説︰「難道你剛剛嘔

吐了嗎？」奇奇露出愁眉苦臉的樣子，説︰「你們説對了，

因為我很餓，所以就找東西吃，可是，我沒看清楚，原來那

些餅乾已經過期了。我吃了，所以就嘔吐了。但我之前答應

過你們完成設計圖，所以我就趕快回來了。」牠們都説︰「對

不起！其實我們不應該把所有工作全交給你做，我們不如一

起把剩下的部分做完吧！」 

    這件事教訓我們，説話要算數，要信守承諾，對自己所

説的話負責，不可以推卸責任。 



3B 陳樂希 《守信的奇奇》    

    有一天，老虎叔叔叫鱷魚叔叔把木頭運到他家，但是鱷

魚叔叔生病了，於是他叫小熊奇奇幫他把木頭運到老虎家，

還千叮萬囑奇奇不可以弄濕木頭。 

    接着，小熊奇奇用力地推着木頭，一步一步地往上行。

他終於走到了平路，但是前面有一條又闊，水流又急的河流

擋住了去路。 

    然後，奇奇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很久，終於想出

了一個好主意︰他拿了兩根又長又粗的木頭，放在河面上，

然後背着木頭又緩慢又小心地過河。過了河後，他一不小心

就摔倒了，木頭全掉在地上，滾來滾去。幸好，熱心助人的

小松鼠伸出援手，把木頭擋住了，奇奇立刻説「謝謝」，然

後撿起木頭就走了。 

    他一拐一拐地走，終於到了老虎家。老虎見到小熊奇奇

一拐一拐地走，馬上拿起急救箱，飛快地跑過去，幫他包紮

傷口。小熊奇奇説︰「謝謝您幫我包紮。」奇奇把木頭交給

老虎叔叔後，便慢慢地走回家去。 

    這個故事教懂我説話要算數，要信守承諾，對自己所説

的話必須負責。 



3B 關詠彤 《守信的奇奇》    

    今天，小熊奇奇在森林裏散步。他遇見猴子伯伯，猴子

伯伯説︰「奇奇，我生病了，你可不可以為我到『神山』採

摘稀有的『神花』啊？」奇奇點點頭答應了。 

    然後，奇奇就踏上找「神花」的旅程。旅程中，他遇到

一隻像黑夜般黑的小鳥。小鳥説︰「小熊，你要不要這些七

彩繽紛的蘑菇啊？很好吃的。」奇奇回答︰「謝謝你的蘑菇，

但是我不要啊！」之後，奇奇就繼續他的旅程。 

    日落時，奇奇終於走到山頂了，他還採摘了「神花」。

之後，他看見了像圖畫一樣美的風景。他一邊拿着「神花」，

一邊欣賞美景。 

    黑夜來了，奇奇下山去了。但是，在下山的途中，奇奇

一不小心跌倒了，他的腳不可以動了。他一手拿着木棍，一

拐一拐地走。最後，他終於到了猴子伯伯的家了。猴子伯伯

接過「神花」，説︰「奇奇，謝謝你啊！」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説話要算數，要信守承諾，對自己

所説的話負責。 



4A 王誦禧      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今天，我的游泳導師稱讚我是一個有誠信的孩子，令我感到十分

高興。 

   在三月的某一天，游泳訓練結束時，我答應了我的游泳導師在五

月的「元朗校際游泳比賽」中，拿到五十米自由泳和背泳的首三名。

終於，我兌現承諾了！ 

   在比賽前的每一天，我都會花兩至三小時訓練，即使遇到了困難，

我也咬着牙關堅持下去。在每天回家的路程中，我都會拖着疲累的身

體。期間，我犧牲了不少精神和時間，我放棄了自己每天可以玩手機

的時間；看電視節目的時間；和朋友玩耍的時間……有些朋友知道

後，有的說︰「不是吧？我寧可留在家裏，也不會去游泳！」有的說︰

「加油！我相信你可以成功的！」有的說︰「你這樣太傻了吧！放棄

了自己每天留在家裏的時間。」我的媽媽也問過我︰「為什麼每天都

要去訓練？」我只會回答︰「因為我喜歡游泳，我願意付出時間！」 

   到了比賽的第一天，我在五十米自由泳和背泳兩個項目中都成功

入選了第二天的決賽。到了第二天決賽，五十米自由泳召集時，我十

分緊張地走去召集處。比賽一開始，我立刻跳入水裏，開始游自由泳。

雖然一開始我落後了，但我在比賽後段反敗為勝，獲得冠軍！在五十

米背泳中，我也取得了第二名呢！比賽結束後，我開心地拿着兩面獎

牌去找我的導師。他一看見，立刻豎起大拇指說︰「你真棒！你是一

個有誠信的人！」 

   這次經歷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做每一件事，只要努力去做，一

定會獲得好成績！ 



4A 馬天歌            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今天，我被媽媽稱讚是一個有誠信的孩子，令我感到十分高興！ 

   有一次，我的考試成績很差，我想︰這次肯定要被媽媽「大罵一

頓」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媽媽竟然沒有對我大吼大叫，反而溫柔

地對我說︰「你看，你這次的考試成績這麼差，一定是因為你沒有好

好溫習吧！」說完，我的臉立刻紅了起來。「從今往後，我會好好溫

習的！」我堅定地對自己說。 

   從此，我便努力地兌現承諾。考試前兩個星期，我時刻不停地溫

習。我花了兩個星期溫習，而且犧牲了所有玩耍的時間。為了這次的

承諾，也為了不讓媽媽失望，我拼了！ 

   最初，一位懶散又沒有上進心的同學對我說︰「還有那麼多時間，

你何必浪費時間努力溫習呢？跟我們一起玩耍去，放鬆一下吧！」一

開始，我想︰對！還有這麼多時間，去玩一下也沒關係啦！正當我要

去和他們一起玩耍時，我又想︰不行，不能不守諾言！我想來想去，

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溫習。 

   考試終於結束了。經過努力，我的成績突飛猛進。回到家後，媽

媽允許我去玩了，而且她還對我說︰「你真是一個堅守承諾的人，繼

續努力！」我頓時高興得快要飛上天了。我下次一定要像媽媽說的一

樣，繼續努力！ 

   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做人一定要有上進心，才能獲得成功，加油！ 



4B 蔡健朗             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今天，我被爸媽稱讚是一個有誠信的孩子，令我感到非常開心。 

   之前，我答應了爸爸和媽媽會在第三次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於是，

我開始溫習，為兩個月後的考試做好準備。 

   每天放學後，我都會先做完所有的功課。之後，我就會做媽媽買

給我的練習，並複習之前老師教我們的知識，希望可以在考試中取得

優越的成績，不會讓媽媽失望。 

   除此之外，我還會在周末預習課文和閱讀教我們寫作的書籍，希

望在寫作中有進步。我還會大聲朗讀課文裏的生字，有不懂唸的字就

請教爸爸，務求提高說話的分數。 

   考試前的星期四，我的同學問我︰「喂！小志，周末要來我家打

遊戲機嗎？我們玩你最喜歡的賽車遊……」他還沒說完，我已經搖着

頭說︰「快要考試了，我要溫習，不能跟你玩遊戲了。」於是，我在

周末，犧牲了玩遊戲的時間，在家裏盡最大的努力溫習英文和常識。 

   終於考最後一個科目――常識了。但我忘記了「神經線」的「神」

字怎樣寫，我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一樣，不知所措。幸好我在考試的

最後一分鐘記得了「神」應該怎樣寫，我頓時開心得想叫出來。 

   到了今天下午，老師終於派發我期待已久的成績表。我看過我的

成績表後，眉開眼笑。我在中文科裏得到了驚人的九十三分，而數學

科也大有進步。 

   今天晚上，爸媽稱讚我是一個乖孩子。爸爸在自己的櫃子裏拿出

了我一直想得到的遊戲機，令我不禁大叫起來︰「謝謝爸爸！」而媽

媽還說她會帶我和爸爸去吃冰淇淋，令我興奮得睡不了覺。 

   我現在知道了一個道理︰只要兌現承諾，一定會被人稱讚。 



4C 呂雲鵬           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今天，我被媽媽稱讚是一個有誠信的孩子，令到感到很自豪。 

   一天，媽媽替我報名參加一個數學比賽，她要求我必須拿到獎。

我自信十足地回答︰「媽媽，我答應您，我不僅能拿到獎，還要拿到

一等獎！」 

   為了準備這個比賽，我幾乎每天都溫習數學公式和計算方法等。

有一天，我甚至發憤忘食地溫習。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溫習，都是為

了兌現我對媽媽的承諾和拿到佳績。曾經有一刻，我覺得很辛苦，很

想放棄，跟我的好朋友們一起玩耍，但我跟自己說︰「我一定要堅持

下去！」 

   到了比賽當天，直到比賽開始，我無時無刻都拿着一份練習。比

賽的時候，看到題目時，我的大腦像一台計算機似的，已經為我計算

好答案，我再一步一步地填寫答案。然而，我遇到了一題不會算的題

目。那時，我看了又看評分準則，原來那道題會影響我能否拿到一等

獎，我就不停地回想我做過的題目。經過我不停地回想，終於做好考

卷了。 

   到公佈成績的那天，我和媽媽急忙地上網檢查我的成績，結果我

拿到了一等獎。媽媽對我說︰「因為你的努力，才可以得到這樣的成

績，證明你是一個有誠信的孩子！」到現在，我心裏頭還甜絲絲的呢！ 



4D 黎諾妍             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今天，我被媽媽稱讚是一個有誠信的孩子，令我感到開心得快要

飛上天了。 

   三個星期前，學校派發了英文測驗卷，我這次的成績很差，心情

很低落。回到家裏，媽媽接過試卷，不但沒有生氣，還安慰我，說︰

「盡力就好，希望你考試有進步！」為了不辜負媽媽對我的期望，我

向媽媽許下承諾︰要努力讀書，考取好成績。 

   首先，我設計了一個「溫習大計」，還把平時休息的時間改動了一

下。 

   然後，我就開始溫習，每天複習課文，努力做練習。幾天後，我

的學習表現還是原地踏步。突然，一個有着水汪汪的眼睛，身穿紅色

外套的小男孩出現在我面前，他就是我的弟弟。他問我︰「姐姐，你

可以陪我玩嗎？」我本想答應他，但我想起媽媽的話，便對弟弟說︰

「對不起！我要溫習，不能陪你玩。」弟弟點點頭，跟我說了聲「加

油」便走了。我聽到他的話，便更加努力地溫習。 

   就這樣，我每天努力地溫習，我的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的成

績進步了不少，我充滿自信地等待考試的到來。 

   考試的第一天，外面正下着大雨，但也無法澆滅我的鬥志，我帶

着那團「火」上學去。 

   過了幾天，改好的考試卷發到我手上。我看到自己的成績，高興

得等不及交給媽媽。回到家裏，媽媽接過考試卷，摸了摸我的頭，說︰

「你進步了不少，真是個有誠信的孩子，值得稱讚。我被媽媽稱讚後，

不禁露出一副得意的樣子。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到守承諾的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會得到別

人的稱讚和信任。以後，我不會信口開河，要說到做到。 

   今天，我真的開心得飛上天了。 



5B 林顯深    

 

老師，我做到了！ 

 

  「老師，我做到了！」我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學業優等獎」，

而且我履行了承諾，學業上進步了很多，所以老師和父母都很高興。 

 

  二年級的時候，我的成績很普通，往往只考十名外，所以我就很

想達到理想的成績。於是，我向班主任李老師請教，希望自己的成績

會有進步。 

 

  就在這時，我向她承諾：我的成績會進步。她這樣回答：「要成

績好，就要付出，而且要不斷地持續一段很長時間。」我領悟了她的

話，便每天溫習課本內容。 

 

  一天一天過去，我不斷吸收知識，不斷溫習課文，不斷請教老

師……就這樣，考試的日子越來越接近，我牢牢記着老師的話，作好

考試準備。然後，我繼續當「書蟲」。終於，我累倒了，原來勤奮的

「書蟲」，每天可說是廢寢忘食；現在變成一隻無力的幼蟲，我無力

地看着天花板，終於可以放鬆一下了。而我睡着的時候，感覺身體已

經很累了。 

 

  考試當天，我輕鬆地完成試卷，之前的努力成為了我的動力，我

很有把握地完成這次考試。原來考試只是在於試前的準備。 

 

  在頒獎台上，我達成了自己和老師的承諾，我竟然獲得全級十名

內，我高興得把這件事情告訴老師和父母。老師看到我的進步，暗暗

地微笑着。 

 

  經過這件事，我領悟到「誠信」的重要，而且我深深體會到老師

對學生的愛和無私的付出。我一定會繼續努力，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報

答老師。 



5B 張名鈞    

 

老師，我做到了！  

 

  老師，我做到了！我沒有令你失望了，我終於懂得如何信守承諾

了！我一定會更努力的！ 

 

  星期一，我又看到了那個像雞蛋一樣圓的零了，我不自覺地說：

「唉！這次考試又拿五十分了。不知不覺間，我又拿到這年的第三個

五十分了。回家後，一定完蛋了。」突然，老師站在我面前說：「你

不是說這次考試會合格嗎？」「老師，雖然我說過這次會合格，不過，

我也沒說過一定合格的。」我笑着說。「好吧！我不再理你，但，如

果下次又不合格的話，我就會當你違反承諾，我就會好好地教訓你。」

我一答應，就十分後悔了…… 

 

  到了晚上，我的房間變成了圖書館，書多得能堆成一個書城堡

了。雖然下星期才考試，但我為了信守承諾，我努力地從晚上七點至

晚上十一點不分晝夜地溫習。媽媽看見我在溫習，也着我先休息一

下。這一個月，我不分晝夜地地溫習，為考試作好準備，就像一隻小

蜜蜂一樣努力地工作。 

 

  一個月後，這天終於到了，我坐在椅子上，心裏不停地想着：我

一家要拿高分，一定合格……很快，考卷派到我的手上，有些題目很

簡單，有些題目十分難。在五十九分後，我完成了考卷，但我的心裏

還是想一定要合格。 

 

  幾天後，老師發考卷了，但我還是看到了零，不過，這是九十分

裏的零！我百感交集。手握考卷那刻，我才明白信守承諾的重要。 

 

  我沒讓老師失望，我也知道信守承諾的重要，也感受到信守承諾

的開心和滿足感，我以後也一定會信守承諾。 



5C 張卓楹    

 

老師，我做到了！  

 

  「老師，我做到了！」我的腦海中不斷地重複這句話。 

 

  看着手上的成績表，我的心怦怦地跳着，而且回想起一件事。 

 

  以前，我在上課時不停地聊天，所以成績每況愈下。有一天，班

主任陳老師對我說：「卓楹，你過來一下。」我的心怦怦地跳，心想：

唉！一定是被老師罵了！怎料，陳老師和顏悅色地對我作了一個當頭

棒喝的警告，我越聽越慌，他最後說：「你希望成績可在十名之內，

但你卻在上課時大聲談話，這不是事與願違嗎？我希望你要繼續努力

爭取好成績。」我點了點頭作回應便回自己的座位去了。 

 

  從那天起，我努力改過自新，希望改頭換面。我努力溫習，專心

上課。終於，在第二次考試中，我兌現了承諾。在眾目睽睽下，陳老

師向全班同學稱讚我，我的臉像一顆車厘子，紅透了。我向老師承諾：

我會繼續努力，爭取好成績。 

 

  我想向老師說：「老師，我做到了！我會對您知恩圖報的，再次

謝謝您―陳老師。」 



5C陳美言    

 

老師，我做到了！  

 

  「老師，我做到了！」。現在我看着我的學生，不禁想起這句話。

以前，我是一個十分頑皮的學生，考試對我來說，彷彿是一把刀，架

在我的脖子邊那麼驚險。同學上課讀書時，我便埋頭睡覺；同學晚上

睡覺時，我卻在玩遊戲機。總之，大部分老師都已放棄了我。 

 

  那年早晨，課室的氣氛安靜得連眨眼的聲音也能聽到―李老師在

派發試卷。隨着老師讀的名字，有的人在哀求上天給他好成績，有的

人在感歎自己沒有努力讀書，有的人在心滿意足地看着自己的考

卷……我則滿不在乎地玩弄文具。當李老師讀到最後一個名字：「雪

安，三十三分。」話剛落，李老師又道：「雪安，放學來教員室見我。」 

 

  「叮噹！叮噹！」放學後，我成了一枝箭，衝到了教員室。到了

那裏，我走到李老師旁邊，她目無表情地道：「我跟你做個交易吧！

只要你下次測驗考獲六十分或以上，我就不告訴你父母你的成績。」

「成交。」我爽快地答應了，但我卻沒有想過要遵守承諾。 

 

  第二天下午，李老師竟塞了一大堆語文練習給我，不可理喻地要

我五天完成它。然後，我又被她上課開名責罵，更被罰站，真羞恥！

一天復一天，我的成績漸入佳境。 

 

  有一天，李老師請了兩個星期的病假。我心想：很快便中文考試，

怎麼辦呢？所以，我便自修，每天在圖書館溫習中文書，書溫得眼花

了也繼續溫。考完試後，我天天都提心吊膽的。終於在某天，我得知

我考獲九十六分，我張大了眼睛激動得尖叫。下課後，我激動得跑到

李老師的家，發現她已站在門口前等着我。蒼白的臉上，掛着兩串水

晶般的眼淚。這時，我大叫：「老師！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經過這次經歷，我體會那不屈不撓的精神是非常重要，我更要信

守承諾，力爭向上，努力學習。 



5D黃楚爾    

 

老師，我做到了！  

 

  「老師，我做到了！」。我拿着我第三次考試卷，不其然想起今

天在課室裏對着老師說的那句話，也慢慢想起前幾天一件令我刻骨銘

心的事情…… 

 

  星期二，老師叫我到教員室跟她談一談。當時，我呆若木雞，臉

跟嘴巴都變蒼白了。當我到達老師的座位後，我滿頭大汗，汗像瀑布

一樣不停地流下來。老師突然臉色一沉，然後認真地跟我說：「近年，

你的成績不斷下降。今次考試，你的平均分只有九十二分，可是下次

考試就是呈分試了，我真的很擔心你下次考試的成績。」由於我很害

怕，而且不知道怎樣回應，只好用沉默來回應老師。老師突然跟我說：

「要不這樣，你答應我，要好好溫習，拿到好成績。」我立刻答應老

師的要求拿到好成績。 

 

  在考試前幾日，我發憤忘食，不斷溫習，每天都禁止自己看電視

節目和玩遊戲機。每天回家後，我便立即溫習。在考試那日，當我打

開考試卷前，我已緊張得滿頭大汗，心跳得很快。我吞了一口口水，

打開了考試卷。當我仔細看題目時，眼前彷彿呈現出所有的答案，我

一拿起筆便立刻寫下答案。 

 

  幾日後，老師跟我們說要發考試卷，我六神無主，一時趴在桌上，

一時在課室裏走來走去，一時跟自己說：「死定了，死定了！」我走

到老師旁邊接過試卷後，我抬起頭來，我看見老師對着我溫柔地微

笑。當我看見我的分數後，我的眼淚開始在眼眶裏打轉，然後，眼淚

便立刻像瀑布般湧出來，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哭，但我心裏帶了

一種欣慰的感覺。然後，我對着老師說：「老……老師，我……我……

我終於做到了！」老師回應說：「做得好！」 

 

  我對着老師說：「謝謝您！您就像我的光明燭、我的指南針、我

的帶路者……」老師拍一拍我的肩膀說：「這次做得很好，下次一定

要再接再厲！」我流着眼淚說：「是的！」 



6A 黃子晴 《談談誠信的重要性》 

 

    怎樣才算是有品德呢？相信大家都會認同「有誠信」就是其中一

個重要條件。其實，中國人從古至今都認為誠實是一種美德。究竟誠

信有多重要呢？ 

 

    首先，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別人對他的印象便會變差，繼而影

響到人際關係。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試想想，當你

想跟其他人交朋友時，別人一旦知道你是一個沒誠信的人，就不會再

想跟你發展友誼了。相反，如果人們知道你是個誠實的人，便會樂意

與你建立友誼，並坦承相對，你會因此而結交許多朋友。由此可見，

只要有誠信，就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其次，人如果有誠信，別人也會很樂意去幫助你。不過，當沒信

用的人求助時，他可慘了。以《狼來了》故事中的牧羊人為例，他首

兩次求救都得到村民的幫助。直到第三次，牧羊人真的需要救援時，

卻沒有人上山幫助他，結果落得悲慘的下場。正是因為他小小的玩

笑，令村民不再信任這不誠實的傢伙。難道你想在最沮喪、最需要人

們雪中送炭的時候，因為沒誠信而得不到救援嗎？ 

 

    最後，有誠信也是一個成功的秘訣。又有一個故事，有一個男孩

小時候砍了爸爸最喜愛的櫻桃樹。他不但沒有逃避責任，還向爸爸誠

實地認錯。這個人就是美國著名和成功的總統――華盛頓。正因為他

有誠信，美國的市民才那麼支持他。所以，誠信亦是助你步向成功的

鑰匙。 

 

    總括而言，無論你是誰，都應該做一個誠實的人。這樣，你就會

成為一個受別人愛戴的人，在困難時能得到他人的援助，逐步步向成

功！ 



6D 譚兆衡 《談談誠信的重要性》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可見誠實，守信用的重要性。

然而，在現實生活的城市人，很多都做不到。究竟誠信有多重要呢？ 

 

    首先，誠信可以助你得到別人的信任。如果一個有誠信的人跟你

説了一番話，你會樂於相信；相反，如果同一番話出自一個滿口謊言

的人，你可能會半信半疑，更加可能會完全不相信。因此，誠信可以

增加別人對你的信任。 

 

    其次，誠信可以令你與身邊的朋友相處得更融洽。誠信是指對朋

友坦白，不要向朋友説謊或欺騙他們。只要你對朋友有誠信，你的朋

友自然也會坦誠相對，那你們的相處就會變得更融洽了。所以，誠信

可以令你與身邊的朋友相處得更融洽。 

 

    再説，誠信可以有助解決不同的誤會或紛爭。如果你是一個有誠

信的人，縱使你做錯了事，別人也會原諒你；相反，如果你明明沒有

做錯，卻又不開心見誠地跟別人坦白，就會產生很多誤會或各種紛

爭。由此可見，誠信可以令杜絕誤會或紛爭。 

 

    總括而言，誠信能增加別人對你的信任，能令你與身邊的朋友相

處得更融洽，又能杜絕不同的誤會和紛爭。因此，誠信對於現今的城

市人來説是非常重要的。 



6E 李珮霖 《談談誠信的重要性》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如果一個人沒有信

用，也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了。可見誠實、守信用是很重要

的。到底誠信有多重要呢？ 

  

  首先，誠信可以助你與朋友相處得更融洽。如果一個人沒有誠

信，他的朋友就會因為他沒有守信用而認為他是個信口開河的人，對

他的印象大打折扣；相反，如果一個人守信用、不説謊，他就會與朋

友相處得自然和融洽。誠信就像一條連接你與朋友的線，拉近了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可見誠信可以幫助人們與朋友相處得更融洽。 

   

其次，誠信可以令你更有自信。我曾經因為對同學和老師守信用

而得到他們的讚賞，增強了我的自信心。從此，每當我做事的時候，

都會因記起他們的讚賞而推動我做得更好；相反，如果你沒有誠信，

別人便不會在你做事的時候支持你、鼓勵你，你便會感到無助。俗語

有云︰「有自信心是成功的第一秘訣」，而誠信正可助你增強自信，

邁向成功。 

 

    最後，誠信可以令你更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如果你是一個有誠

信的人，別人便會願意信任你。即使你偶然犯錯，別人也會原諒你；

相反，如果你沒誠信，你會給別人不誠實的印象，進而得不到他人的

信任。難然你想因沒有誠信而得不到別人的信任嗎？ 

 

    由此可見，誠信不但可以令你與朋友相處得更融洽，還可以令你

有自信，更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因此，大家一定要成為一個誠實、

守信用的人啊！ 



6E 陳祖慧 《談談誠信的重要性》 

   在這個科技發達時代，人們將「守信用」、「誠信」，這兩個字忘記

了。究竟「誠信」有多重要呢？ 

 

   首先，誠信能使別人對自己增加好感。好感是指好的印象。我曾

經試過約朋友出來吃飯，但我卻忘記了，我的朋友不但和我絕交，還

和其他人說我不定信用。由此可見，不守誠信不單令我們的名聲受

損，還會令別人對我們的好感減少。根據美國的《誠信報》顯示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都認為誠信、守信用會增加好感。因此，誠信不僅能讓

我們結交到新的朋友，還可以令別人對自己增加好感。 

 

   其次，誠信能使我們増加機會。機會是指擔任重要的職責。例如︰

我們在平時的日常生活裏守信用，那麼老師和同學就會信任你，會有

更多的人推薦你做重要的職位。相反，如果你不守信用，那麼別人就

會不信任你，而你就會處處都被人質疑你的每一步。所以，誠信也能

使我們增加更多的機會，做事順利。 

 

   再說，誠信增加別人的援助。援助是指幫助。例如︰如果你是一

個守誠信的人，而你卻在事情上有困難，需要別人的幫助，那麼就會

有很多朋友出手相助，因為他們欣賞你的守信用，所以你在有困難的

時候，他們會幫助。相反，如果你不守信用，那麼你在有困難的時候，

不會有人幫助你，因為他們不信任你，只會視而不見。可見，誠信能

使我們渡過難關。 

 

   總括而言，誠信有多不勝數的好處，例如︰誠信能使別人對自己

增加好感；能使我們增加機會；增加別人的援助等等。誠信的好處不

勝枚舉，而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一個人沒有信用，就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你還不趕快做一

個守信用的人。 



6E 黎梓昇 《談談誠信的重要性》 

    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人們已經漸漸忘記了「誠信」的重要性

了。究竟誠信對我們有多重要呢？ 

  

    首先，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無論他的才華和才志有多高，也得

不到別人的認可。古語有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指

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就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了。相反，一

個人如果有誠信，既使他才疏學淺，也會有人願意與他結為朋友。由

此可見，誠信是多麼重要啊！ 

 

   其次，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他的朋友也會漸漸疏遠他、捨棄他。 

因為一個人沒有了誠信，當朋友告訴他一些秘密或心事時，他可能會

向其他人透露。相反，有誠信的人只會守口如瓶，怎樣也不會説出朋

友向他透露的秘密或心事。漸漸地，他的朋友就會有增無減、越來越

多。難道你想因不守信用而損失珍貴的友誼嗎？ 

 

    再説，一個人如果沒有了誠信，便會得不到人們的信任。一個人

誠信高，他會更容易得到他人的稱讚和信任，生活會過得更幸福、美

好。相反，不守信用的人則不被信任，更會招來惡果。《蘋果動新聞》

曾經指出︰有一位學生在「中文」考試中，全部科目都取得優異的成

績，但他的誠信卻十分差。他上大學後，不僅未能結交朋友，更不到

一個月便因考試作弊而被踢出校。這不就是不守信用而自招惡果的例

子嗎？  

 

    總結而言，其實我們只要有誠信，既使成績不太理想，朋友亦能

唾手可得，也會得到他人的認可和信任，可見誠信的重要性。難道我

們還不要成為一個有誠信的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