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文樂兒   班別：3B                                  

《我學會了尊重》  

    當我看見測驗卷時，那件事就像電影般播放在我的眼前。如今，我仍難以忘

懷。 

    那天，老師説要派發測驗卷。同學們有的興奮得大叫起來，有的輕輕微笑，

有的害怕得不住顫抖。 

    當我接過測驗卷後，我無意中發現琳兒的測驗成績不及格，我嚇得目瞪口呆，

頓時大叫起來，説：「琳兒你的成績真差啊！」同學們聽到後，也和我一起取笑她。

琳兒的臉蛋立刻紅得像個紅蘋果一樣，還嗚嗚大哭起來。這時，頑皮的我還説她

是個「愛哭鬼」！ 

    這時，老師看見了，説：「你們不要取笑別人！如果別人取笑你，你也會覺得

很難受吧？你們快快跟琳兒道歉！」我因此感到十分內疚。於是，我便去跟琳兒

道歉。 

    幸好，最後我們能和好如初。我感到既開心又慚愧。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會了要尊重別人，不要取笑別人，因為取笑別人是沒有

禮貌的行為。這件事令我非常難忘呢！ 

  



姓名：區苡澄   班別：3B                                  

《我學會了尊重》  

    每當我看見測驗卷時，腦海裏便浮現了一件令我十分內疚的事。 

    在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太陽公公正在微笑地向同學們招手，午膳後的小朋

友都懶洋洋地趴在桌子上。老師突然説：「今天發測驗卷。」同學們立刻精神一振，

大家既期待又緊張。 

    發卷後，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討論成績。這時，坐在我旁邊的妮妮卻嚎啕大哭。

我好奇地看一看她的卷子，發現她得到不合格的成績。於是，我嘲笑她道：「嘻嘻！

你不及格！」同學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得意極了。 

     最後，老師一本正經地説：「同學們，你們應該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

上嗎？」聽了老師的話，我連聲説：「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應該嘲笑你，請你原

諒我吧！」妮妮點了點頭，老師説：「嗯！上課吧！」 

    經過這件難忘的事後，我學會要尊重別人，再也不會自私地把自己的快樂建

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姓名：鄧敏晴   班別：3B                                   

《我學會了尊重》 

    當我看見那份測驗卷時，便不禁回想起那天上了寶貴的一課，至今仍令我念

念不忘。 

    當天，老師説：「今天要派發測驗卷。」聽到這句話後，我害怕得像熱鍋上的

螞蟻。因為升上三年級後，我的成績一直都不理想。所以我一聽到老師的話，就

害怕得全身發抖。 

    當我接過老師給我的測驗卷時，我看見我的分數竟然剛好合格，我高興得跳

了起來。這時，我看見一位同學在哭泣，我看了一下她測驗卷上的分數，發現她

的成績不合格，便走過去跟她説：「你不是一向都考第一嗎？你竟然也會取得不合

格的分數！哈！哈！哈！連我的分數都比你高呀！」其他同學聽了我的話後，也

哈哈大笑起來。 

    接着，老師像一頭凶巴巴的獅子般走了過來，説：「剛才的事我已經看見了，

就算別人成績退步了，你們也不應取笑她！你們要學會尊重別人！有取笑過她的

同學，全部過來跟她道歉！」我走過去，結結巴巴地跟她説：「對……不起！我不

應該取笑你的，你可不可以原諒我？」她説：「當然可以！」 

    最後，我和那位同學做了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從那以後，我們遇到類似

的事情，也會為別人主持公道。因為我們希望其他同學也學會尊重別人。我們更

被同學稱為「尊重大使」呢！ 

  



姓名：鄭沛鏸   班別：3B                                  

《我學會了尊重》  

    當我看見測驗卷時，不禁回想起今天所發生的事，它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令我難以忘懷。 

    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因為老師將在上課時派發試卷。我緊張得心都快

要跳出來了。我還想：陳小美同學一定考得很差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小美取得不及格的成績，她滿臉通紅，還哇哇地大哭起來，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同學們有的取笑她，有的上前安慰她，有的責怪她沒有好好

溫習……我心中暗喜，然後説：「誰取得不及格的分數呢？哈哈哈！我取得九十分，

還得到老師的獎勵呢！」我自大地説。同學們在交頭接耳地討論着，然後他們説：

「像你成績這麼差的人，根本沒有資格留在這裏！」「對呀！對呀！」其他人也附

和着。 

    突然，陳老師生氣得像獅子般地走了過來，氣沖沖地説：「我聽到你們説的話

了，你們不可以小看小美同學，她每天都用心地溫習，以後她肯定會取得更好的

成績！你們不要再取笑她了！趕快向小美道歉！」 

    最後，我低下頭，對小美説：「對不起！我……我不應該取笑你，請你原諒我

吧！」其他同學也説：「對不起！」老師説：「嗯！你們真乖，陳小美同學，你接

受他們的道歉？」「我接受！」小美大方地説。 

    經過這件難忘的事情，我明白到要尊重別人。我也明白到不要取笑別人，更

不要小看別人。 



姓名：曾朗翹   班別：3C                                   

《我學會了尊重》 

    昨天，我學會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尊重別人。 

    在老師派發試卷之前，我非常緊張。收到卷子之後，我感到很開心，因為我

取得滿分。這時，我看見小美嗚嗚大哭，才發現她的測驗卷上面寫着「五十九分」。 

    接着，我一邊大聲取笑她，一邊自滿地説：「你是不是沒有努力溫習？這麼簡

單的題目也做錯!」她聽見後，感到更加難過。 

    然後，她把整件事情告訴老師。接着，老師責罵我：「你不可以取笑別人，要

尊重別人。如果你的成績不理想，你也不會想被別人取笑吧？你應該跟他説：『下

次要更努力溫習！』」然後，我立刻向小美道歉。 

    放學前，我跟她説：「我每天替你補習，好嗎？」她回答：「好啊！」從此，

每天放學後，我便向她解說她尚未掌握的內容。 

    經過這件事後，我學會了要尊重別人，不可以取笑別人。 

  



姓名：丘愛霖   班別：4B   學號：30 

 五月八日 

 

《我學會了尊重別人》 

 

  今天，我在車廂裏遇上了一件事，讓我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即使是有病的

人，我們也要尊重。 

 

  下午，當我打算回家時，看見有很多人在車站等候港鐵，我便立即走過去上

車。突然，我看見一個長相奇特，坐着輪椅的一個人，看來她有唐氏綜合症。剛

好，我的視線放在一個年輕俊俏而高大，身穿港鐵人員制服的男人，我便肯定地

想：這位叔叔一定會幫助有唐氏綜合症的病人吧！結果，我猜想錯了。 

 

  那位人員大庭廣眾而不屑地盯了一下病人，在車廂裏的人都看到他的舉動，

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反應。我的心中有一團火，好像一個計時炸彈，我卻沒有勇氣

舉報他。 

 

  他這樣我也算了，但他竟然一次又一次地欺負那位病人：他大搖大擺地經過

她，又輕輕地撞了她一下，一句對不起也沒有説，只是雙眼盯着她。他的眼神好

像在説：「你這麼醜，又坐輪椅，真讓人討厭！」 

 

  我心裏的計時炸彈爆了，氣得我頭髮也飛起來了，我怒氣沖沖地投訴那位人

員。最後，他受到老闆的訓話。 

 

  今天，我終於知道了，以貌取人和不尊重任何人的後果，最重要的是─我學

會了尊重。 

  



4B朱雅賢(9)  

我學會了尊重別人 

今天，我在車廂裏遇上了一件事，讓我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要尊重任何人。 

    早上，我跟媽媽乘坐西鐵到屯門探望病重的奶奶。途中，我看見了一個拾荒

者，他有一個瓜子臉，一對小小的眼睛，一個大大的鼻子和又大又红的嘴巴。他

的衣服上有一個大大的洞，他還背了一個烏溜溜的垃圾袋。他的身體散發着一陣

陣的垃圾味道，令其他乘客都蓋着自己的鼻子和嘴巴，我也不自覺地蓋着自己的

鼻子和嘴巴。 

    我想：這個拾荒者這麼臭，一定不是什麼好人 。接着，我用歧視的眼神看着

他。他看見了，便傷心地低下頭來。媽媽也看到了，她就語重心長地對我説:「這

個拾每天都辛苦地工作，他很勤奮。你看，那個拾荒著背上的垃圾袋就是他辛苦

的證明。」 

我聽明白了，我立即跑到拾荒者的跟前，不好意思地説:「今天，辛苦您了！」

他立即展出了跟花朵一樣美麗的笑容，説:「謝謝你，小姑娘。」 

今天，拾荒者的笑容令我心裏有了一絲絲的暖意，還讓我學會了尊重，學會

了不要以貌取人。 

  



姓名：林洛瑤   班別：4C   學號：13 

 五月十日 

 

《我學會了尊重別人》 

 

  今天，我在車廂裏遇上了一件特別的事，讓我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真是上

了寶貴的一課。 

 

  今天，我和媽媽乘坐港鐵上學去。突然，我看見一個「怪人」。 

 

  當時，他就坐在我旁邊。這個「怪人」的皮膚凹凸不平，外型醜陋，簡直可

以用「醜八怪」來形容。我害怕得瑟縮一角，深怕他會碰到我。我心想：這個人

這麼醜，肯定不是一個好人！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快要跳出來了。 

 

  於是，我便把身體傾向媽媽的那一邊，跟媽媽説：「媽媽，我們可以換個位子

嗎？因為我不想跟醜陋的人坐在一起！」那個叔叔聽到我説他的壞話，便感到十

分傷心，他淚水汪汪，眼淚停留在眼眶裏。媽媽看到了，連忙跟叔叔説：「不好意

思！我的孩子還小，不懂事，請你見諒！」説完，媽媽又跟我説：「其實他原本不

是這樣，是有苦衷的。」「苦衷？真的嗎？」我一臉疑惑地問。媽媽再跟我説：「其

實他是嚴重燒傷康復者。他雖經歷了一場烈火熊熊的大火災，但以堅毅不屈的意

志克服傷痛。他身上的傷疤是浴火重生的美麗印記，所以你不能這樣批評人家。」

我聽了媽媽的話，便醒悟了。 

 

  最後，我便鼓起勇氣，走到他的面前誠懇地説：「叔叔，對不起！因為我一時

的衝動，而説了一些不應該説的話，令你傷心至極！請你原諒我！」説完，我便

低下頭羞紅了臉，我的臉紅得像一個紅蘋果。我還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對我的行

為感到慚愧。叔叔見到我如此誠懇，便原諒了我。   

 

今天，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我不但學會了要尊重別人，還學會了不要以貌取

人，這樣才是一位懂得尊重他人的好孩子！ 



4C梁家宜(15) 

我學會了尊重別人 

今天，我在車廂裏遇上了一件事，讓我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 

今天放學後，我跟我的朋友踏進車廂裏，準備回家。車門關上後，我打算拿

起書本時，我發現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叔叔的臉上曬得很黑，手掌有一些泥土，衣

服也破破爛爛的，活像一位乞丐。我心想:這是什麼人啊? 都不洗澡。 

看完，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小聖説:「你快看看那個人！他會不會是一位乞丐

呢 ?」小聖看了看，説:「應該不是吧……」 

突然，有一位阿姨走了過來，語重心長地説 :「這位小朋友，他不是一位乞

丐，他是一位地盤工人。他没有不洗澡，他身上沾有污泥是有原因的，因為他為

了幫你們建造一個舒服的世界，辛苦得回家休息的時間都没有呢!所以你不應取笑

他的。快去跟叔叔道歉吧！」聽完，我後悔極了。我回頭跟叔叔説:「對不起，是

我誤會了你，請您原諒我吧！而且，謝謝您的辛勞，讓我們生活在舒服的世界裏。」

那個叔叔聽到了，笑了一笑，説:「沒關係，你們開心，我就快樂了。」小聖就對

我説:「看來你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呢!」 

對，今天我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而要尊重別人，因為我們不會知道每個人

背後的苦衷。這個道理，我已經學會了，你呢? 

  



4D 林睿兒 

我學會了尊重別人 

今天，我在車廂裏遇上了一件事， 讓我學會了不要以貌取人。 

今天放學後，我跟我的好朋友小櫻一起坐巴士回家。當我們坐在車廂時，我

發現了我們的前面有一個衣服殘舊、樣子很兇的叔叔。我就跟小櫻説:「你看，那

位叔叔兇巴巴的，肯定不是好人。」可是，小櫻並沒有理會我。 

過了一會兒，車廂進來了一個年紀很大而且行動不便的老婆婆。可是，這個

老婆婆沒有位子坐，所以只能站在一旁。然後，車廂裏突然一陣搖晃，老婆婆摔

了一腳。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那位叔叔站起來雙手扶起老婆婆。因為他，

老婆婆才沒有摔倒。 

在這個時候，這位老婆婆連忙跟叔叔道謝，其他人也稱讚這位叔叔做得很好。

可是，我卻不自覺地漲紅了臉，尷尬得默不作聲。接着，我戰戰兢兢地走到叔叔

面前説:「叔叔，剛剛我在你背後説你是個壞人。對不起，你能原諒我嗎?」叔叔

一邊面帶笑容，一邊説:「可以，可是日後對人要禮貌點。」我點點頭後就下車了。 

最後 ，我在家裏反思了一下。這件事告訴我們不能以貌取人，應該要尊重

別人。 

  



姓名：陳樂也   班別：5A   學號：5 

第五次（寫作比賽） 五月六日 

 

《尊重為我們服務的人》 

 

  在我們身邊不乏一些為我們服務的人，他們每天辛勤地工作，不辭勞苦地為

市民服務，十分值得我們尊重。當中，我最尊重的人是誰呢？她就是我們屋苑裏

的清潔工——李阿姨。 

 

  李阿姨有一把烏黑的卷髮，臉上有一雙散發着仁慈的眼睛，一個扁扁的鼻子

和一個小小的嘴巴。她的身材中等，有健康的膚色。她給人一種慈祥的感覺，所

以人人都願意接近她。 

 

  有一次，天空下起傾盆大雨，我在家裏向窗外探頭張望，想看看外面的情况。

此時，我不但看見雨水如瀑布般傾瀉而下，還看見李阿姨一如既往地收拾路上的

垃圾。當時的她只是穿著一件薄薄的雨衣，任憑風吹雨打，堅守着自己的職責，

無怨無悔地為人們清潔街道。在此可見，李阿姨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人啊！ 

 

  李阿姨也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有一次，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看見一個老

婆婆拿着大包小包的東西，在路上步履維艱地走回家。正當我想上前幫助老婆婆，

剛下班的李阿姨已搶先一步，先幫老婆婆拿東西，再問：「老婆婆，您住在哪裏？

我幫您把東西拿回家吧！」聽後，我心想：李阿姨看上去已經很累了，但還願意

幫助老婆婆，真是一個很樂於助人的人啊！ 

 

  雖然清潔工是社會上不被看重的工作，但李阿姨仍盡忠職守，每天風雨無阻

地辛勤工作，不辭勞苦地為市民服務，十分盡責；她還在人們有需要時伸出援手，

有着樂於助人的精神。正因如此，李阿姨成為了我最尊重的人。 



姓名：蔡健朗   班別：5B   學號：11 

 

第五次（寫作比賽） 五月九日 

 

《尊重為我們服務的人》 

 

  在我們身邊有不少一些為我們服務的人，他們每天辛勤地工作，不辭勞苦地

為市民服務。而我最尊重的人就是老師。 

 

  為甚麼我最尊重老師呢？因為他們每天都辛勤地教導他們的學生，認真地批

改堆積如山的家課，關切地安慰受情緒困擾的同學……縱使他們的工作如此辛勞，

糾總是無怨無悔。 

 

  以我所屬的班別為例。上課時，班上的同學非常頑皮，他們有的跟鄰座談天，

有的在發呆，有的跟老師頂嘴，讓老師既生氣，又無奈。可是，老師抱持着「誨

人不倦」的精神，仍看重我們，努力不懈地為學生傳授知識，灌輸正確的觀念。

在老師的春風化雨下，我們的成績取得進步，品行也得以改進。老師如此用心教

導學生，難道我們不應尊重他們嗎？ 

 

  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每天都要做許多功課，有時候還要寫作，令我們煩惱

不已。但我們有否想過，當學生完成一份功課，老師卻要批改三十多份功課？他

們每天改着能放滿半個運動場的功課和默書，卻不曾抱怨，值得我們尊重和敬佩。 

 

  我們正值小學的時期，遇到不懂得應對的事情時，可能會覺得傷心惆悵，心

靈受到創傷。此時，即使老師忙得不可開交，他們也會放下手上的工作，安慰我

們。老師的關愛好比醫生的藥物，把我們受傷的心靈治好。有一次，我在考試裏

失手，為不理想的成績感到傷心和挫敗。這時，有一位老師前來安慰我，她説：「『失

敗乃成功之母』，失敗了就努力站起來吧！」這句話讓我重拾信心，破涕為笑，並

決定努力學習。最後，我在下一次的考試裏取得優良的成績。 

 

  老師經常用心地教導我們，温柔地安慰我們，並默默地付出，是我們的小學

生涯裏不可缺小的人，十分值得我們尊重。希望我長大後也能成為一位老師，為

學生無私地付出。 

  



姓名：何心凌   班別：5C 

第五次（寫作比賽） 五月三日 

 

《尊重為我們服務的人》 

 

  我們身邊有不少為我們服務的人，他們每天辛勤地工作，不辭勞苦地為市民

服務。當中，我最尊重的是清潔工人。為什麼呢？ 

 

  清潔工人每天都穿著藍色的工作服，身披不透氣的反光衣，頭戴一頂草帽，

手持清潔的用具。無論嚴寒酷暑、颳風下雨，他們都一如既往地清掃街道，從不

會有怨言。 

 

  儘管清潔工人每天受盡路人歧視的眼光，但他們也沒有理會，盡守本分，努

力地把地掃地一塵不染，只為了人們營造美好的生活環境，可見他們盡忠職守。 

 

  清潔工的薪水不高，工作還很辛苦。儘管如此，清潔工仍堅持在烈日和暴風

雨下默默無聞地清潔街道，毫無半點怨言。他們忍受風吹日曬，只是為了為大眾

市民服務，令香港更美麗。這種不辭勞苦的精神感動了我。 

 

 

  雖然清潔工人受盡別人歧視的眼光，卻仍然安守本分，辛勤地工作，令我們

的生活環境乾淨整潔。難道我們不應該多尊重清潔工人嗎？ 

 

    謝謝你們─辛苦的清潔工人。 

  



姓名：吳冰堯   班別：5D   學號：32 

 

《尊重為我們服務的人》 

 

  在我們身邊有一些為我們服務的人，他們每天辛勤地工作，不辭勞苦地為市

民服務。而我最尊重的服務人士就是我們學校的校工叔叔和姨姨。 

 

  記得在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上課，我很想上洗手間，可是卻因為害怕被老

師責罵而不敢開口問老師。最後，我因為太急而尿褲子。當時，校工阿姨不但溫

柔地安撫驚慌失措的我，還幫我把褲換掉的。校工阿姨和叔叔就這樣不怕髒，不

怕累地幫一班又班的一年級同學換褲子，無怨無悔地為學生服務。 

 

  還有一次，我因為忍受不了夏天的高溫，因中暑而暈倒了。校工叔叔看見後，

連忙不辭勞苦地把我背去醫療室，還細心地照顧我。我真的十分感謝他救了我一

命啊！ 

 

  又有一次，我在小休時不小心割破了手指，血像瀑布般從手指中流出來。這

一幕剛好被校工姨姨看見了，她連忙替我處理傷口，還為我貼上創可貼。事後，

我向校工阿姨說謝謝。校工阿姨笑了笑說：「不用謝！『助人為快樂之本』。」 

 

  校工阿姨和叔叔不辭勞苦地為學生服務，熱心地幫助我們，我真的十分感謝

他們啊！正因如此，他們就成為了我最尊重的人。 

  



姓名：吳冰堯   班別：5D   學號：32 

 

《尊重為我們服務的人》 

 

  在我們身邊有一些為我們服務的人，他們每天辛勤地工作，不辭勞苦地為市

民服務。而我最尊重的服務人士就是我們學校的校工叔叔和姨姨。 

 

  記得在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上課，我很想上洗手間，可是卻因為害怕被老

師責罵而不敢開口問老師。最後，我因為太急而尿褲子。當時，校工阿姨不但溫

柔地安撫驚慌失措的我，還幫我把褲換掉的。校工阿姨和叔叔就這樣不怕髒，不

怕累地幫一班又班的一年級同學換褲子，無怨無悔地為學生服務。 

 

  還有一次，我因為忍受不了夏天的高溫，因中暑而暈倒了。校工叔叔看見後，

連忙不辭勞苦地把我背去醫療室，還細心地照顧我。我真的十分感謝他救了我一

命啊！ 

 

  又有一次，我在小休時不小心割破了手指，血像瀑布般從手指中流出來。這

一幕剛好被校工姨姨看見了，她連忙替我處理傷口，還為我貼上創可貼。事後，

我向校工阿姨說謝謝。校工阿姨笑了笑說：「不用謝！『助人為快樂之本』。」 

 

  校工阿姨和叔叔不辭勞苦地為學生服務，熱心地幫助我們，我真的十分感謝

他們啊！正因如此，他們就成為了我最尊重的人。 

  



6A 殷文韜《談談尊重的重要性》 

   尊重是指接受每個人都是完整而且獨立的個體，沒有尊卑之分。大部分人都聽

過「尊重」這個詞語，但卻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尊重別人。那麼，我們要怎麼樣

才能做到尊重別人呢？ 

   首先，要做到尊重，我們不能取笑別人的缺點，要欣賞別人的優點。莎士比亞

曾說過︰「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擁有各自的優點和缺

點。「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這句話也正好說明品德高尚的人只會欣賞別

人，不會刻意提及或取笑別人的缺點。所以，難道能做到不取笑別人，只欣賞別

人的人，不就是能「尊重」別人的人嗎？ 

   其次，要做到尊重，我們不能歧視或貶低他人，不管人家的身份、背景或家庭

狀況是怎樣。每個人都不一樣，而他的身份也是獨特的。你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身

份卑微而刻意貶低別人，取笑別人。「尊重」就像一座回音谷，你尊重別人，別人

也會尊重你；相反，你歧視別人，別人也會鄙視你。所以，只要我們能夠不歧視

別人的身份或背景，能接納和包容別人的家庭、身份、背景等，就是「尊重」別

人的方法。 

   最後，要做到尊重，我們必須要遵守不同場合的秩序。例如︰在圖書館裏，要

保持安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不在車廂內飲食；在上課時，要專心聆聽老師

的說話。這些簡單的舉動，就能令其他人感受到被尊重。所以，「尊重」別人的方

法在日常生活中輕而易舉，遵守秩序和規矩等，不就是好方法嗎？ 

   總括而言，以「尊重」待人其實不困難，在生活中多注意一些生活細節，就能

做到。那麼，大家還不趕快實踐以上各種方法做到「尊重」吧！ 

  



6B 張名鈞《談談尊重的重要性》 

   尊重就是接受每個人都完整而且獨立的個體，沒有任何尊卑之分。從而見得尊

重在人們待處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又有多少尊重別人的方法呢？ 

   首先，要尊重別人要從專心聆聽別人說話開始。如果你不專心聆聽別人說話，

不時東張西望的話，說話的人便會認為你不尊重他，不把他放在眼內而跟你鬧翻。

相反，如果你專心地聆聽，別人會認為你是一個好好的聆聽者，從而建立良好的

關係。另外，在一些場合，例如︰會議上、婚禮上、法庭上，你也應該專心聆聽

正在說話的人的話，這樣才能顯示你是一個會尊重別人的人。所以，專心聆聽別

人說話是尊重別人的好方法。 

   其次，尊重別人，要對人有禮貌。早上，你對鄰居說「早上好」，已經是尊重

別人。尊重別人十分簡便，也有很多方法，例如︰跟家人打招呼，跟同學打招呼，

跟老師打招呼，打招呼已經是尊重別人的方法。還有，當別人幫忙你，你應該有

禮貌地跟他說「謝謝你」，自己主動回應「不客氣」。所以，能「以禮相待」就是

一種尊重他人的方法。 

   最後，尊重別人的意見也是尊重別人的方法。進行小組討論和會議時，別人家

發表意見，你就不應一下子否定他的意見，這樣只會讓他認為你是在針對他。如

果你覺得他的意見有問題，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但不應該直接否定他，這是

不尊重他人的行為。所以，尊重別人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總括而言，尊重別人是很重要的，尊重別人也很簡單，方法也有很多呢！ 

  



6B 張涵《談談尊重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值得我們尊重。尊重就是接受每個人都是完整而且獨

立的個體，沒有尊卑之分。可見尊重在我們待人處事方面十分重要的。那麼，我

們該如何對別人表達出我們的尊重呢？ 

   首先，我們可以仔細聆聽他人的感受及想法。如果你仔細聆聽他人的想法、感

受，便能讓對方感覺自己受到重視，往後的相處也就愉快多了；相反，要是凡事

只顧自己，不顧他人，便是不尊重他人的舉動了。因此，聆聽別人的想法，顧及

他人感受是一種不錯的尊重別人的方法。 

   其次，待人有禮貌也是尊重的表現。如果你跟人講話時猶如山間的猛獸一樣大

聲呼喊、咆哮，就不是尊重別人的表現了，也會同樣地得不到別人的尊重。畢竟

沒有人會喜歡失禮的人。名人但尼遜說過︰「越偉大的人，越有禮貌。」所以，

禮貌待人是可以體現出你對別人的尊重。 

   再說，平等地對待所有人亦是尊重的象徵。沙士比亞曾說︰「每個人都是獨一

無二的。」社會上人人的身份不同，有老師，有清潔工人，有學生……但是不管

是哪種職業或身份，我們都應平等相待、獲得同等的尊重。有資料顯示，來港工

作的外國人中，有六成都曾遇過各種不平等的對待。因此，平等地對待每個人是

最好的尊重他人方法了。 

   總括而言，尊重是非常重要的，透過上述的方法可以表達我們是懂得尊重別人

的人了。用到以上的方法也可以讓身邊的人感受到你的尊重。希望大家都可以好

好尊重他人。 

  



6C 陳美言《談談尊重的重要性》 

   尊重是什麼？尊重就是接受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包容和接納別人缺點，

沒有尊卑之分。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尊重別人的呢？ 

   首先，你必須待人有禮。正所謂︰「禮貌如隔着面紗親吻」(出自莎士比亞)和

人相處以禮相待是很重要的，因為對人處事就像山谷一般，你向山谷大叫，山谷

便會以相同聲線回音。你每天主動向朋友打招呼，朋友便覺得被尊重，也會用相

同的語氣回應你。因此，以禮待人是尊重別人的其中一種方法。 

   其次，你需要聆聽別人意見。無論是小組討論或會議，我們都應該留心聆聽別

人的話語，不能「自我中心」，要多聆聽和採納別人的建議，別人才感覺到被你尊

重；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的態度，就是不懂尊重，最後，只會換來不歡而散的結

果。所以，你應該洗耳恭聽，認真尊重別人的意見，做個懂得尊重別人的人。 

   再說，你應該遵守場所規則。有時候尊重的對象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物件；

有時候，規矩代表着人的聲譽，能尊重規矩，就能尊重人；有時候，對方十分重

視規矩，你尊重他所重視的規則，便是對他最基本的尊重。理工大學曾採訪一千

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贊同遵守規則的重要和好處。由此可見，尊重和遵守

規則是多麼重要的。 

   總括而言，日常生活中，尊重別人的方法不勝枚舉，只要你願意踏出一小步，

便能成就與人和諧相處的一大步。 

  



6E 莊家晉《談談尊重的重要性》 

   尊重，是每個人待人處世最基本的禮儀。它能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順利與人

溝通，它甚至是國家元首級人員處理外交事務的利器。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

懂尊重他人，就難以與人和諧共處，如果國家元首不尊重外國，導致嚴重後果產

生，引發戰爭。由此可見，尊重是無比重要的。那麼，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尊重

他人呢？ 

   首先，我們要對任何人都要保持一視同仁的心態。沙士比亞曾說︰「每個人都

是獨一無二。」每個人的樣貌和身體也不一樣，如果我們因為一些外表上的差異

而拒絕或冷落那些樣貌古怪或身體有缺陷的人，你便會遭到他們和憐憫這些人的

有心人討厭和冷落，最終身敗名裂，連你以前被你冷落的人也無法超越。三國時

代的孫權，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遇到了龐統，他胸中所學，可以和諸葛亮平起

平坐。但孫權一見他樣貌古怪，便不肯重用他，結果不但被劉備有機會任用龐統，

最後他更被晉國百萬大軍消滅，自食其果。由此可見，我們對他人必定要一視同

仁。 

   其次，我們不可以在他人發言期間打斷別人的說話。不管對方的說話內容是否

沉悶或了無新意，你也不可以打斷他，而爭先發言。這樣只會令雙方的和諧關係

破裂，往後更要花費時間去和解。相反，雖然對方說的話你未必認同，但他有發

言權，應該耐心地等別人說完，自己才發言，這樣就不會令兩方都傷了和氣。所

以，打斷別人的發言就是不懂尊重別人的行為。 

   最後，我們要以和善的語氣與別人溝通。A國家和 B國家本來是友好國，但 A

國元首在一次訪問中語氣差了，結果兩國關係缺裂。在日常生活中，雙方因為語

氣差劣而導致互相指罵真是屢見不鮮。只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說話，便不

會產生誤會了。所以，我們要以較和善、友好的語氣與別人溝通，彼此尊重。 

   總括而言，尊重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待人處事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不尊重他人，

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因此，我們一定要尊重他人，才會有快樂的人際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