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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體 格 式 及 範 文

Writing formats and  
sample essays



文體介紹
書信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私人信件，結構如下：

1  書信

稱謂語

要頂格寫，後面跟冒號“：”

親愛的爸爸：

尊敬的校長：

開首語

要空兩格寫

你好！好久不見了！你過得好嗎？

你好 ／你們好！好久不見了！我非常想念你，最近一切都好嗎？

正文 要空兩格開始寫

結束語

要空兩格開始寫

好了，不多說了，我要做功課去了！期待你的回信。

希望我的意見對你有用，等着 ／期待你的回信。

祝福語
要空格寫

祝你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早日康復 ／工作順利！

署名和日期

在右下角寫

正式信件需寫全名，非正式信件不冠上姓。

日期應為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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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ation 

Sta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ne

 Dear Dad,

Honorable headmaster,

Opening

Indent two spaces

 Hello! Long time no see! How’s life going?

 Hello! Long time no see! I miss you very much. How has everything been recently?

Body Indent two spaces for each new paragraph

Ending 

Indent two spaces 

 I still have so much to say, but I have to do my homework now!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I hope my advice is helpful to you.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Blessing

Indent two spaces

Wish you a cheerful life! / Wish you good health! / Wish you progress in your study! 

/ Get well soon! / Wish everything goes well at work!

Signature  

and date 

Bottom right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Write your name in full if it is a formal letter and only your first name if it is an informal 

letter.

Date: Year / month / date

Text type introduction

A general letter is also called a personal letter. It has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1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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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校長 ／老師：

親愛的爸爸 ／老師 ／表姐 ／小明：

兒子 ／朋友 ／學生

名字

X年X月X日

1、您好 ／你好 ／你們好！好久不見了！我非常想念你，最近一切都好嗎？

2、您好 ／你好 ／你們好！很久沒有收到你的來信了，很是掛念。

3、您好 ／你好 ／你們好！你的信我上個星期就收到了，但是我最近很忙，到現在才

有空回信，真對不起！你在信中提到……

4、你好 ／你們好！很高興收到你的信。你在信中提到……

1、好了，不多說了，我要寫作業了！期待你的回信。

2、希望我的意見對你有用，等着 ／期待你的回信。

3、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呢？我很希望聽聽你的意見。

4、祝你們能夠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祝

生活愉快，學業進步！ ／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

早日康復！

正文

格式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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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小美剛剛失戀了，請寫一封信安慰她，並鼓勵她好好生活。（SL）

親愛的小美：

    你好！你的來信我上個星期已經收到了，可是我最近

很忙，一直沒時間回信。真對不起！聽說你剛剛失戀，感

到很難過，我很擔心你。

    失戀真的會使人很不開心，但是，我們應勇敢地面

對，這樣才不會讓身邊的人擔心。你現在只是離開了一個

不再愛你的人，但你還有爸爸媽媽、老師和很多朋友。他

們都很愛你，所以，你擁有的愛比你失去的多。此外，愛

情只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愛情，我們還有親情、友

情、健康，也有學業和愛好。你是一個好女孩，你將來一

定會找到一個更合適你的人。還有，你現在還是學生，很

快就要考大學了，應該努力讀書，這樣才可以實現你當醫

生的夢想。

    如果你想開心一點，可以多跟父母和朋友談談。他們

會跟你分享他們的經驗和看法，這樣你會感覺好一點。你

也可以多參加課外活動或去當義工，認識更多不同的人，

你會發現生活是美好的。

    希望我的建議可以幫到你吧！期待你的回信！

    祝

生活愉快！

朋友

小明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

(348 words)

"Dear Xiaomei (小美),"

Greet the letter 
recipient and 
state the purpose 
of the letter.

Give suggestions 
and advice to 
Xiaomei (小美).

Conclude by 
saying that you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Xiaomei's (小美) 
reply.

Signature and 
date

Offer words of 
consolation to 
Xiaomei (小美).

範文 Sample essay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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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介紹

電子郵件指使用者之間通過互聯網發出或收到的信件。

電子郵件必須標明以下幾個方面： 

• 寄件人電郵

• 收件人電郵

• 主題

• 日期（年、月、日 ／星期 ／具體時間）

• 祝詞

• 署名

電子郵件的正文和一般的書信格式一樣。

Text type introduction

An e-mail is a letter exchanged between users via the Internet.

In writing an e-mail,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 Sender’s e-mail address

• Recipient’s e-mail address

• Subject

• Date (Year - month - date / day / time)

• Blessing

• Signature

The format of an e-mail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 letter.

2 E-mail

2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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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校長 ／老師：

親愛的爸爸 ／老師 ／表姐 ／小明：

寄件人：xxx@email.com

收件人：yyy@email.com

主題：XXXXXXXX

日期：X年X月X日 星期X 上午 X：X

兒子 ／朋友 ／學生

名字

1、您好 ／你好 ／你們好！好久不見了！我非常想念你，最近一切都好嗎？

2、您好 ／你好 ／你們好！很久沒有收到你的郵件了，很是掛念。

3、您好 ／你好 ／你們好！你的郵件我上個星期就收到了，但是我最近很忙，到現在

才有空回郵件，真對不起！你在郵件提到……

4、你好 ／你們好！很高興收到你的郵件。你在郵件中提到……

1、好了，不多說了，我要寫作業了！期待你的回復。

2、希望我的意見對你有用，等着 ／期待你的回復。

3、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呢？我很希望聽聽你的意見。

4、祝你們能夠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祝

生活愉快，學業進步！ ／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

早日康復！

正文

格式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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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個關心環保的人。最近，你想買一輛車。寫一封電子郵件跟你的網友討論自己開車的好處及

壞處。（SL）

寄件人：Mary_mary@email.com

收件人：David_david@email.com

主題：開車的問題

日期：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下午 12:20 
 

大衛：

    好久不見了，你好嗎？我最近想買一輛新車，可是我

很擔心會對環境不好，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覺得有自己的車比較方便。因為，上學不用花時間

等車，這樣我每天可以多睡半個小時。放假的時候，我喜

歡去海灘玩。如果沒有自己的車，我就要先乘地鐵，再搭

公共汽車才能到海灘，非常不方便。而且，從我家到海灘

的車很少，人又多，我常常要等很久才可以上車。如果我

自己開車，就可以很快到不同的地方去玩。

    但是，自己開車也有壞處。首先，自己開車會破壞環

境。因為汽車會排出廢氣，這些廢氣會提高地球的溫度。

現在我們的地球已經有全球暖化的問題，我不想讓這個問

題變得更嚴重。而且，汽車排出的廢氣會造成空氣污染。

另外，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車，那麼上班和上學的時

候，路上的車多了，就會很容易堵車。

    我很想要一輛自己的車，但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責任保

護環境。你覺得我應該買車嗎？我很需要你的意見，期待

你的回復。

    祝好！

朋友

瑪麗

(357 words)

Indentation is not 
needed.

Greet the receiver 
and express your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Use conjunctions 
such as “首先”, 
 “而且” and 
 “另外”to discuss 
the drawbacks of 
having your own 
car.

Reiterate your 
concern and ask 
for suggestions.

List the benefits 
of having your 
own car.

範文 Sample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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