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嘴八舌】
「據說他很有
正義感，最愛多管
閒事。」
「你說什麼
呀，這應該叫做抱打不平。」
「那麼，由他來主持公道就最好了。」
坊眾

的討論。

（《大偵探福爾摩斯⑯ 奪命的結晶》p.37）

形容很多人你一句我一句的爭着說話。
以下四個都是「七～八～」的成語，請從「上/落︑老/十︑

七/八︑手/腳」中選出正確的答案填到空格上吧。
① 新來的菲傭的手腳很快，不消半句鐘已把家務做得

② 快要派成績表了，他的心情

③ 老師一聲令下，全班同學

④ 那個老人家雖然已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七

八

。

，害怕自己考得不好。

地在班房中打掃起來。

，但走起路來仍健步如飛。

節錄自《 大偵探福爾摩斯四字成語101》、《 大偵探福爾摩斯常識大百科》、
《 大偵探福爾摩斯寫作教室》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子虛烏有】
「這個先按下不表，
最重要是證明吸血殭屍僅
三畫

是

的傳說。」

福爾摩斯制止華生的發問，「我證實了看法
後，接着要做的，就是要找出刺傷女嬰
的工具是什麼。不過來到這裏後，
我發現答案已寫在牆上。」
《大偵探福爾摩斯⑬ 吸血鬼之謎》p.107）

虛構、不真實的事情。

這裏有五個與「虛」有關的成語，但全部被分成兩組並調亂了位

做賊•

虛有•

•委蛇

•其表

•虛傳

•心虛

徒有•

•虛名

虛與•

名不•

置，請畫上線把它們連接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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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瞪口呆】
華生在旁看着兩個樂極忘形
地擁在一起的大男人，不禁流
下了一滴冷汗。半晌，福爾摩
斯和羅斯上校終於察覺到
華生那

的樣子，才尷尬

地笑了笑互相推開對方。
（《大偵探福爾摩斯⑤ 銀星神駒失蹤案》p.104）

五畫

睜大眼發呆，多用於形容
吃驚或愕然的樣子。

以下五個成語都有一個「口」字，但全部被分成兩組並調亂了位

守口•

張口•

•腹劍

•如瓶

•懸河

•傷人

出口•

•結舌

27

口若•

口蜜•

置，請畫上線把它們連接起來吧。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自吹自擂】
李大猩聽完，低頭沉思片刻，
然後一本正經地盯着福爾摩斯
說：「你的分析正好印證了我的
懷疑。」三人聞言一怔，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因為他們都知道，李大猩一向死要面子
又愛邀功，叫人難以斷定他是
，還是真的掌握了什麼線索。
（《大偵探福爾摩斯⑮ 近視眼殺人兇手》p.51）

自我吹噓，通常有誇大和不老實的意味。
以下四個都是「自～自～」的成語，請從「作/受、私/利、

① 他退休後，與太太

自 自

② 野生動物在大自然中

③ 他是個

地環遊世界去了。

自 自

自 自

六畫

由/在、生/滅」中選出正確的答案填到空格上吧。

，生命力也特別頑強。

的傢伙，只顧自己不顧別人。

④ 他在虐待流浪貓時被抓傷了眼睛，簡直就是

37

自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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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璧歸趙】
李大猩拍馬屁似的向女伯
爵說：「那個霍納是積犯，我
馬上就去逮捕他，在我的嚴刑
逼供之下，他一定會供出藍寶石的下
落，到時就能

了。」

（《大偵探福爾摩斯③ 肥鵝與藍寶石》p.14）

物歸原主，把物主原來擁有的東
西，完好無缺地歸還。
「完璧歸趙」的「歸」字常見於不同的四字成語，大家懂得這
些嗎？（請填上空格）

歸

結
歸

（歸結到根本上）

好

（重新和好）

七畫

完璧歸趙
歸

反
賓

（回歸原來的本
質）

歸

44

（客人仿如回到家
中般）

大偵探福爾摩斯 常識大百摩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異曲同工】
「『淘汰賽』？又不是打
足球比賽，與這個騙案有什麼
關係？」小兔子問。
「當然有關係，其實，
十一畫

足球比賽的賽制與這宗騙案有 異曲同工 之妙
啊……」接着，華生道出福爾摩斯在病榻
上拆解騙局的經過。
（《大偵探福爾摩斯⑭ 縱火犯與女巫》p.105）

做法或說法不同，起着的效果卻同樣地好。

以下句子中的成語都與「異」有關，請用「突起、同聲、思遷、

黨同、求同」來把句子完成吧。（請填上空格）
① 她認識了新男友後

② 執政黨在國會中

見異
伐異
存異
異軍
異口

，拋棄了舊男友。

，令在野黨有機可乘奪取了主導權。

③ 解決種族衝突的最佳辦法是

，互相學習對方的文化。

④ 那支名不經傳的亞洲球隊

，打敗了歐洲很多勁旅。

⑤ 他們在會議中雖然爭執不斷，卻

66

贊成休會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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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
華生不禁吃了一驚，心想：「福爾摩斯怎知
道我從阿富汗回來的？」並看了斯丹一眼。
「我可沒說你剛從阿富汗回來啊。」斯丹連
忙澄清，並指着福爾摩斯

地說，「不

過這傢伙就有這種本事，能夠未卜先
十三畫

知。」（《大偵探福爾摩斯① 追兇 20 年》p.13）
活像真有其事似的。此外，也解作
大模大樣，好像了不起似的。

以下的四字成語被拆成一塊塊碎片，意思是事少人多，
有些人沒事做，大家能把它重新組合嗎？

我的答案：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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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耳欲聾】
「砰！」地響起了一下

的槍聲，

華生大驚，他定睛一看，卻見到一枝手槍在地
上滾了兩滾，而開槍的匪徒則用左手按着右手
呼呼叫痛。福爾摩斯手握華生的手杖，已
躍到那匪徒
的身邊。
（《大偵探福爾摩斯⑧ 驚天大劫案》p.102）

很大聲，大得耳朵也彷彿要聾了。

與「耳」有關的成語還有很多，你懂得以下幾個嗎？（請填上空格）
① 柯南．道爾這名字對偵探迷來說簡直
爾摩斯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② 大臣們雖然苦苦相勸，但皇帝卻

貫耳

，因為福

逆耳

，並不理會。

掩耳

無異。

耳濡
充耳

④ 她出身音樂世家，

⑤ 班長對同學們的意見

87

之下，她亦成為了鋼琴家。
，結果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十五畫

③ 他以為戴了假髮去打劫就沒有人認得他，卻不知道這與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躡手躡腳】
腦袋閉塞的時候，最好就是喝一杯
冷開水。冷水沿着食道流到胃裏時，腦
袋也會受到刺激打顫，說不定可
以一舉衝破那個「卡點」。福爾摩斯想
着，看了一看仍在熟睡中的華生，於是
地走出睡房，向樓下的廚房
走去。（《大偵探福爾摩斯⑥ 乞丐與紳士》p.91）
生怕人聽到似的輕手輕腳地走，也可
用來形容鬼鬼祟祟的走路姿態。
像「躡手躡腳」一樣，以下成語的第一和第三個字都是重複用字，大家知
道是什麼字嗎？（請填上空格）
① 他做事

板

二十五畫

② 他以為自己的計劃
③ 占美和查理是一對
④ 建造這條橋時真是
⑤ 她雖然是個寡婦，但

眼
全 美
兄 弟
災 難
勞 怨

的，很有條理。
，可惜實行時錯漏百出。
，在困境中常互相扶持。
，竟遇上了三次強烈地震。

106

地把五個孩子哺養成人。

幸災樂禍

熱淚盈眶
熱淚盈眶
是什麼意思？

幸災樂禍
是什麼意思？

意思
很簡單。

這個嘛
……

想試
嗎？

那就是
幸災樂禍
了。

很想
試啊！

不明白
啊。

切完這袋
東西你就
明白了。

嘻嘻，
明白了
吧。

哈哈哈！
現在明白了
吧。

洋蔥

幸災樂禍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成語索引
一畫

一畫至五畫

人命關天…………12

大驚小怪…………64

心照不宣…………22

人面獸心…… 20,54

子虛烏有…………16

心猿意馬…………75

一刀兩斷………… 9

人浮於事…… 11,74

寸步難行……… 101

心懷鬼胎…………22

一五一十………… 9

人情世故…………52

小心謹慎…………20

心驚膽戰………… 105

一心一德…………68

人跡罕至…………11

小恩小惠……… 102

手無寸鐵…………23

一毛不拔…………26

入不敷出…………86

山珍海味…………17

手舞足蹈…………23

一板一眼……… 106

刀山火海…………17

山盟海誓…………17

文質彬彬…………13

一目十行………… 9

十全十美……… 106

一見如故……… 9,52

十室九空…………78

一命嗚呼………… 7

十惡不赦…………36

不三不四…………10

日月如梭…………25

一念之差………… 9

十萬火急…………91

不平則鳴…………92

日理萬機…………79

不可勝數…………21

日新月異…………59

一絲不掛…………31

三畫

四畫

斤斤計較…………93
日日夜夜…………89

不見經傳…………80

日積月累…………25

一網打盡………… 6

三心二意…………20

不言而喻…………76

月黑風高…………25

一模一樣………… 8

三心兩意…………20

不屈不撓…………21

毛骨悚然…………26

一窮二白…………10

三頭六臂…………97

不相上下…………21

水到渠成…………95

一窺全豹…………10

上下其手…………29

不約而同…………21

火中取栗…………84

一頭霧水………… 6

千千萬萬…………70

不苟言笑…………21

一舉一動………… 6

千里之行，

不計其數…………21

一錘定音………… 6

始於足下…………69

不倫不類……… 102

以防萬一…………32

一擲千金………… 6

千載難逢……… 101

不勞而獲…………86

以毒攻毒…………32

一籌莫展…………67

口口聲聲…………70

不學無術…………63

以訛傳訛…………32

口是心非…………20

不擇手段…………23

以逸待勞…………32

一塵不染………… 6

二畫

五畫

口若懸河…………27

井井有條…………93

以暴易暴…………32

七七八八…… 15,70

口蜜腹劍…………27

五顏六色…… 10,78

付之一炬…………56

七上八落…… 10,15

大吉大利…………19

仁心仁術……… 102

仗義執言…………63

七孔生煙…………14

大名鼎鼎…………13

反唇相譏…………24

出口傷人…………27

七手八腳…………15

大吹大擂…………19

反璞歸真…………44

出其不意…… 31,75

七老八十…………15

大是大非……… 102

天網恢恢…………13

出奇制勝…………31

七嘴八舌…………15

大紅大紫…………19

心心相印…………93

加油加醋…………68

人人自危…………93

大風大浪…………19

心平氣和…………65

半吞半吐…………30

人山人海…… 11,17

大海撈針…………17

心灰意冷…………20

半信半疑…………30

人才濟濟…………13

大起大落…………68

心和氣平…………22

半真半假…………30

人心惶惶…………13

大發雷霆…………18

心服口服…………22

半推半就…………30

人仰馬翻…………12

大腹便便…………85

心急如焚…………22

半新半舊…………30

人地生疏…………40

大模大樣……… 8,19

心狠手辣…………48

古往今來…………64

人多勢眾…………11

大顯身手…………23

心亂如麻…………22

四面楚歌…………54

大偵探福爾摩斯 四字成語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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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畫至八畫
沁人心脾…………45

巧言令色…………46

多如牛毛…………26

左鄰右舍…………64

多此一舉…………39

平步青雲……… 104

多災多難………… 106

兵荒馬亂…………76

沒世難忘…………57

打家劫舍…………33

多事之秋…………39

冷若冰霜…………84

沒齒不忘…………57

打草驚蛇…………33

多愁善感…………39

冷眼旁觀…………84

沒齒難忘…………57

正中下懷…………29

多難興邦…………39

別具匠心…………80

肝膽相照…………45

民不聊生…………80

如日中天…………29

判若兩人…………11

見異思遷…………66

民膏民脂…………68

如虎添翼…………35

判若雲泥………… 104

言不由衷…………41

玉石俱焚…………88

如意算盤……31,34,75

吞吞吐吐…………89

言之鑿鑿…………41

甘之如飴…………48

如雷貫耳……… 34,87

含辛茹苦…………48

言過其實……… 41,82

生生不息…………93

如夢初醒…………34

坐井觀天…………12

言歸於好……… 41,44

生離死別…………64

如影隨形…………34

坐以待斃…………43

言簡意賅…………41

白手成家…………62

如數家珍……… 34,62

坐失良機…………43

言聽計從…………41

白手起家…………62

如臂使指…………90

坐立不安…………43

赤手空拳…………97

白手興家…………62

如釋重負……… 34,35

坐言起行…………43

白髮蒼蒼…………13

守口如瓶…………27

坐享其成……… 31,43

目不忍睹…………28

充耳不聞…………87

妙手回春…………23

來日方長…………77

目不暇給…………28

安居樂業…………47

完璧歸趙…………44

侃侃而談…………51

目不轉睛…………28

成也蕭何，

弄虛作假…………81

刻骨銘心…………26

目不識丁…………28

敗也蕭何…………69

形形色色…………46

卑躬屈膝…………55

目中無人…… 11,40

成竹在胸…………95

形跡可疑…………46

呼之欲出…………56

目瞪口呆…………27

有口皆碑…………63

忘年之交…………57

呼風喚雨…………58

石破天驚……… 105

有名無實…………82

忘恩背義…………77

孤苦伶仃…………48

六畫

死不暝目……… 38,40

忘恩負義……… 35,77

孤掌難鳴………… 101

死於非命………7,38

忍氣吞聲…………65

幸災樂禍…………47

交頭接耳…………57

百尺竿頭，

扶搖直上…………72

忠言逆耳…………87

任勞任怨……… 106

更進一步…………69

投桃報李…………53

怵目驚心………… 105

兇神惡煞…………36

百戰百勝…………68

投機取巧…………92

怪模怪樣………… 8

先公後私…………73

老生常談…………51

改天換地…………42

招兵買馬…………81

先斬後奏…………64

耳目一新…………59

改邪歸正…………29

披星戴月…………25

同心同德…………68

耳濡目染…………87

改惡從善…………73

披荊斬棘…………81

名不副實…………82

自生自滅…………37

改朝換代…………42

拔刀相助…………72

名不虛傳…………16

自由自在…………37

改過自新…………42

拋磚引玉…………73

名存實亡…………82

自作自受…………37

改頭換面…………42

易如反掌…………97

在劫難逃…………76

自吹自擂…………37

步人後塵…………95

明目張膽…………45

在所不惜…………40

自私自利…………37

求之不得…………56

東征西討…………50

求同存異…………66

東拼西湊…………50

多才多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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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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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世不忘…………57

八畫

八畫至十三畫
東歪西倒…………50

春風化雨…………58

記憶猶新…………59

麻雀雖小，

東張西望…………50

神出鬼沒…………57

逃之夭夭…………56

五臟俱全…………69

東躲西藏…………50

洗心革面…………54

馬不停蹄…………61

林林總總…………70

洋洋得意…………85

馬失前蹄…………61

十二畫

炙手可熱…………88

相依為命………… 7

馬仰人翻…………61

喜形於色…………46

爭先恐後…………73

眉飛色舞…………46

馬到功成…………61

喋喋不休…………85

物以類聚…………57

看風使舵…………58

馬首是瞻…………61

單刀直入…………72

知易行難…………73

紅杏出牆…………53

空口無憑…………49

胡作非為…………38

空中樓閣…………49

面目全非…………54

假戲真做…………64

惡有惡報………… 102

空穴來風…………49

面面相覷…………54

做賊心虛…………16

悶悶不樂…………47

空空如也…………49

風度翩翩…………85

啞口無言…………63

揚眉吐氣…………65

空前絕後…………49

風起雲湧…………18

啞言失笑…………63

散兵游勇…………77

肺腑之言…………45

風馳電掣…………18

張口結舌…………27

期期艾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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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偵探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系列已出版了30集，當中有十多集都在案
情中涉及科學或數學，叫讀者在看故事之餘，還能學習有趣的知識。
例如在第16集《奪命的結晶》中，因為福
爾摩斯知道某種植物的種子傳播方法，才成功
找出真兇。
第18集《逃獄大追捕》的逃犯則因為熟知
水和冰的特性，才能越過圍牆逃獄。
在第20集《西部大決鬥》中，福爾摩斯全
靠破解涉及圓周率的暗語（密碼），終於化險
為夷。
在第21集《蜜蜂謀殺案》中，一個養蜂場
的蜜蜂全部突然死去，原來是冰和鹽作怪。而
更巧妙的是，花粉的授精方法竟成為破案的
重要線索。
在第23集《幽靈的哭泣》中，光與顏色的
科學原理，是整個案件的重心。
第24集《女明星謀殺案》中的兇手，原來
是利用視覺上的錯覺佈局犯案。
第27集《空中的悲劇》的害人手法來自鐘
擺理論中的擺的法則。
第30集《無聲的呼喚》中的案情除了與計
算乘數的方法有關外，也與特務望遠鏡和近視
眼鏡密不可分，看完整個故事，讀者必會對凹
透鏡和凸透鏡的光學原理有更深的了解。
就是這樣，《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有點像一套常識科的課外讀本。
為了讓小朋友們學到更多更有趣的「常識」，這本「常識大百料」就應運
而生了。我們相信，只要大家輕輕鬆鬆地讀一遍，必會掌握不少知識，甚至可
增強在「常識科」上的學習能力呢！
此外，本書收錄的「常識」連成年人也可能只是一知半解。所以，本書也
適合親子閱讀。大人細路一起長知識，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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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創作故事時，不宜一開始就直接在原稿紙上動筆。
落筆前必考慮各種事情，而首要的就是想想自己要寫個甚
麼樣的故事。

故事是敘述人物經歷連串事件或行動的敘事形式，而那
些事件或行動之間具有關連性。例如：

行動

行動

偷蘋果

逃走後
躲起來吃

看到有蟲

受驚
吐出果肉

帶出教訓

5

創作細節篇

行動

這算是個簡單
故事，但未夠
吸引。

場景應用篇

行動

人物應用篇

行動

人物分析篇

水果店的門口有一箱大蘋果，小兔子看到後
不禁口水大流。他早已想吃這種蘋果好久了。
看看四周沒有人後，小兔子抓起一個就逃。
跑呀！跑呀！當他跑到街角躲起來後，馬上
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可是當他快要吃完時，卻看到
蘋果芯中有一條蟲鑽了出來。「哇呀！」大叫一聲，
他被嚇得把嘴裏的果肉全吐了出來。嘿，活該，偷東西就要
受到這種懲罰啊。

故事架構篇

甚麼是故事？

故事意念篇

想寫甚麼故事？

大偵探福爾摩斯 寫作教室

故事意念篇

吸引讀者的元素
在不同類型的小說中，既有共同的吸引之處，也有各自
的特點。例如偵探故事，通常就要有以下的元素。

故事架構篇

一個又一個的謎團

人物分析篇
人物應用篇

在故事內佈下謎團，能吸引讀者想知當中真相。另外，
謎團該一個又一個地出現，可令讀者不斷追看，欲罷不
能。
《逃獄大追捕》
馬奇再過1年
就出獄了，為 的 謎 團 主 要 有 兩
動機
部 分， 一 是 馬 奇
何仍要逃獄？
逃 獄 的 動 機， 另
一是他逃獄的方
他如何離開
法。
單身牢房？

1

2

場景應用篇

監獄的圍
牆下為何
有6團布
碎？

3

創作細節篇

4
5

由此可見，謎
團一個接一個，
令讀者想追看下
去。另外，福爾
摩斯會如何破解
方法 謎 團 ， 亦 成 為 追
看的誘因。

圍牆外又為何有塊爛
布和一塊薄餅？
離開監獄後，他去了
哪裏？
8

大偵探福爾摩斯 寫作教室

故事意念篇

要有正確的價值觀

故事架構篇

縱使小說的題材包羅萬有，但當中所寫的幾乎都關於
人，如人生於世的意義、怎樣待人處事等。所以，在創作
時應考慮能否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大偵探福爾摩斯》也不例外，當中所傳達的道德觀念
列舉數個如下：

鋤強扶弱

人物分析篇
人物應用篇

正如p.12所說，在偵探小說裏，偵
探要與罪犯周旋到底，最終將其繩
之以法，以伸張正義。福爾摩斯在
故事中也常常對付狡猾的兇徒，
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場景應用篇
創作細節篇

在《逃獄大追捕
II》內，刀疤熊在監
獄恃勢凌人，又不顧
同伴的生死去逃獄，
最後更擄人勒索。
福爾摩斯等人聯手對
付，拯救了馬奇和凱
蒂兩父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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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意念篇

故事的時間：敘事方法

故事架構篇

正如p.5所說，故事是由一連串有關連的事件組成。事
件發生時間雖有先後之分，但我們不一定依序寫出來。靈
活選用各種敘事方法，就能令故事更生動吸引，在此介紹
4種常用的吧！

順 敘 法

人物分析篇

這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按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
來敘述成故事。如第32集《逃獄大追捕II》就是使用順敘
法，下面是其流程圖。

人物應用篇

1

刀疤熊被馬奇
打傷，馬奇越
獄。

場景應用篇

2

一年後，監獄
發生爆炸，刀
疤熊失蹤。

創作細節篇

3
4

福爾摩斯受邀調查
事件。
眾人調查案發現場，
福爾摩斯推理出刀疤
熊的越獄方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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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意念篇

構思故事人物
人物猶如故事的血肉，不論哪種故事，都要依靠人物的
言行去帶動劇情。那麼，這些人物又從何而來？

故事架構篇

人物構思範本
構思人物，不管是憑空想像，還是以真實人物為藍本，
都與作者的生活體驗和對故事人物的理解有關，所以不會
是百分之百無中生有或百分之百真實的。

人物分析篇

不妨多留意身邊
的人物，或許他
會成為你創作人
物的材料啊。

人物應用篇
場景應用篇

↑據說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其
原型來自作者在醫院實習時的一位導師
約瑟．貝爾（Joseph Bell）。

設定要多少才足夠？

創作細節篇

聽說落筆前要
詳細設定人物
背景，如他的
外表、喜好、
家庭、種族、
世界觀…

要這麼
多嗎？

這不一定
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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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意念篇

人物的「演出」

故事架構篇

在構思故事和人物時作了各種設定，但如何在故事中有
效表達這些資訊呢？最好就是讓人物以自己的行為和說話
「演」出來，因為角色的言行既可反映其性格特徵，亦能
推動劇情。

人物分析篇

小兔子是個活潑
調 皮 的 小 孩， 最 愛
搗 蛋， 就 算 被 抓 住
也不肯乖乖認錯。

如果這樣
描述小兔
子——

這樣的確可清楚知
道他的性格特徵，
但很無趣呢。

看看小說中小兔子初登場
時被福爾摩斯抓住又放走
後，怎樣描述他的反應。

人物應用篇

「哎呀！」小扒手大聲呼痛，但馬上一個翻身就跳起
來，並伸出舌頭扮着鬼臉邊走邊叫：「好小子！壞我好事，
本少爺會記住你的。」
節錄自第1集《追兇20年》

場景應用篇
創作細節篇

通過小兔子的言行，其頑皮搗蛋的性格便表露無遺，比
直接敘述更吸引。
大偵探福爾摩斯 常識大百科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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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意念篇

第一人稱視點

故事架構篇

第一人稱即是「我」。所以，小說中的第一人稱視點，
就是小說中的「我」的視點。讀者是通過「我」的眼睛和
「我」的敘述去看故事的發展。由於「我」是故事中的角
色，「我」只能敘述自己的所見所想（包括猜想），卻無
法知曉其他人物的內心世界，只能靠「我」來描述他們的
行為和說話，間接地把他們的內心世界呈現。

人物分析篇

我們試以p.76-77的例文，把華生寫成「我」，
以第一人稱視點來改寫，看看會變成怎樣。

人物應用篇
場景應用篇
創作細節篇

李大猩兩眼圓瞪，興奮地叫道：「我們馬上回倫敦！」
當我回過神來，只見他已衝出派出所，奔往火車站去。狐
格森見狀，也趕忙追去。
可是，福爾摩斯卻不慌不忙地向警員握手道謝，然後才
施施然地離開派出所，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
我斜眼看了看福爾摩斯，懷疑地問：「不用追趕他們
嗎？」
「追來幹甚麼？反正那兩個活寶貝會等我們的。」福爾
摩斯狡黠地笑道。
「會嗎？看李大猩那副急性子，他可能已衝上火車了。」
「你沒看那時刻表嗎？下一班開往倫敦的火車還有 30
分鐘才開車，他們衝上火車也得等呀。」福爾摩斯悠然地
吐了一口煙。
「啊！」我這時才知道，福爾摩斯在看時
刻表時，連下一班的火車時間也看在眼裏
了。此刻我想起他常掛在嘴邊的名句：「人
們只是在看，我是在觀察。」
刪去了華生「不禁啞然」的反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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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意念篇

小說家訓練
要寫出好的小說，除了適當運用之前
講解的技巧外，也要努力練習啊。

故事架構篇

練習甚麼啊？
首先，寫作前要多觀察、多讀和多寫。

人物分析篇

多觀察

人物應用篇

p.71提及我們可從日常生活為對白
汲取靈感，而p.92也說過落筆前要做
資料搜集。其實，我們在平時已可下
功夫，細心觀察四周事物，從中獲得
各種參考素材，那就能使筆下故事更
具體和富真實感。

場景應用篇

多讀、多寫

創作細節篇

另外，我們要閱讀各種書籍，增進知
識，看到一些佳句好詞，不妨抄下作為
參考。同時，大家可運用那些詞句去造
句或改寫，以掌握其用法，這樣到正式
寫作時就能更得心應手。
寫了小說也未算完成的，之
後還有改寫的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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