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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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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形式 

 佔全科總分18%，考試時間約1小時30分鐘。 

 分甲、乙兩部分： 

 甲部佔全卷20%，乙部佔全卷80%。 

 甲部錄音資料的內容是甲部考題的作答依據；
乙部錄音資料的內容是乙部寫作任務的依據。 

 甲部錄音資料約為10分鐘，考生有4分鐘整
理甲部答案；乙部錄音資料時間約6分鐘，
考生有1小時15分鐘回答乙部試題以及整理
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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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設題理念 

 考核考生理解及綜合能力為主，再輔以考核考
生歸納、判斷等的能力。 

 只設一段錄音： 

 背景： 

• 錄音對話環繞度暑假的方式和態度，也涉及中國
文化的張弛之道、均平觀念和審美旨趣。 

 內容： 

• 由劉老師、寧樂行、常靜宜討論暑假活動開始，
三人繼而討論放假宗旨及時間分配問題，並延伸
至古代哲人對平衡生活、「不患寡而患不均」等
多角度的分析，當中可見三人對善用時間的理解
有別；最後各人釐清「平均」與「平衡」內涵之
別，並以分配時間不可走向極端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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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考生表現 

 整體表現甚佳： 

考生在簡單推論、綜合內容、概括重點、辨識
立場等能力，均表現不俗。 

 

 表現較弱題目： 

第2(i)題、第5(ii)題及第11(iii)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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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題： 

選擇題——歸納重點，分析判斷 

判斷以下陳述(正確/錯誤/無從判斷) 

 

(i)常靜宜喜歡研究植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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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靜宜：「我打算深入研究一個動物學的問題，就是
人類是否能夠在夏天，都進入半冬眠的狀態……」 

 

表現評述：常靜宜只戲言暑假打算深入研究動
物學問題，未曾說明她是否喜歡植物學──常
靜宜是否喜歡植物學在前文後理並未交代，應
屬無從判斷。部分考生未能分辨常靜宜說研究
動物學只是戲言，又錯誤推論喜歡動物學則不
喜歡植物學，以致判斷錯誤，錯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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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題： 

選擇題——綜合內容，概括歸納 

根據有關時間分配的討論，指出以下各人對於
「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中「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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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配 各安其分 安心生活 

(i) 劉老師    

(ii) 寧樂行    

(iii) 常靜宜    



劉老師：「……這個『均』字，也有古人演繹為『各安其
分』……」 

 

常靜宜：「人人各安其分，自然就安心生活，不是更好
嗎？」 

 

常靜宜：「……說到如何分配時間，我也主張要各安其
份……」 

 

劉老師：「一般解釋這句話中的『均』字，多數取『平均』
的意思；不過，談到生活平衡，我今次就傾向支持靜宜的
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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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述：常靜宜已明言主張各安其分，劉老師
復說支持常靜宜的看法——綜觀前言後語，實有
足夠材料辨識劉老師和常靜宜就時間分配而言都
主張「各安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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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設題理念 

 考核考生聆聽、閱讀與寫作的能力。 

 背景： 

 香城中學即將舉行「走出教室學習日」，學生會
「學習日工作小組」主席寧樂行致函全體同學。 

 要求： 

 試卷要求考生先聆聽一段約六分鐘的資料，再閱
讀五份材料，然後撰寫文章一篇，字數不得少於
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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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香城中學「走出教室學習日」即將舉行，請以
學生會「學習日工作小組」主席寧樂行的身分，
撰寫公開信一封，向全體同學介紹走出教室應
有的兩種學習態度，並指出與該態度相呼應的
活動，然後說明該態度對於走出教室學習的重
要性；再選擇其中一種認識香城漁村文化的活
動形式，舉出選擇的兩個原因，加以論證。
（全文不得少於500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並須用書面語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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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語境意識 

 整合拓展 

 見解論證 

 表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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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意識 

 書信格式 

 呼應活動 

 行文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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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格式 

 
 大多數考生能於首行頂格稱呼受文者「各位同學」，
下款寫明「學習日工作小組主席」寧樂行，並列寫
正確日期。 

 部分考卷未盡妥善處包括：上款非頂格／添加
「致」、「給」／非冒號或錯用其他標點；下款只
有姓名，欠職銜／只有職銜，欠姓名／職銜不準確
／先姓名，後身分／添加「覆」；日期不準確／不
依年月次序。 

 少數考生未曾交代／錯寫受文者，屬較大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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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格式 

 
乙部錄音 

劉老師：「……我們不如討論一下樂行將會在學
生報上發表的公開信吧。」 

 

 極少數考生以演講辭方式撰文，除欠上、下款及日
期外，內容亦包括「今天我很榮幸為大家演講」、
「謝謝各位今天撥冗出席，細心聆聽」等等，屬嚴
重失誤。 

16 



呼應活動 

乙部錄音 

劉老師：「……簡單告訴全體同學，『走出教室學習
日』是一個怎麼樣的活動，它的目標是什麼……」 

劉老師：「……呼籲同學無論參加哪一項活動，都要
投入。」 

常靜宜：「……劉老師一直為活動提供意見，在信中
也應該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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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活動 

 考生介紹背景時，可扼要擷取資料二內容。如下
卷： 

 

 「本人是學生會『學習日工作小組』主席寧樂行，本
校將於本年度三月十二日舉辦『走出教室學習日』，
全體同學將於當天參與不同的活動，體驗另類學習體
驗，且活動均多姿多彩，有動有靜，相信同學定能從
中得益。此活動的目標為使同學認識世界，開拓新親
野並模擬實況，深化價值觀以及在動靜結合，使同學
可以全面探索，再者另類學習，定能啟發新思維，望
同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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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活動 

 大多數考生配合錄音提示，能於文末道謝，但能
據此首尾呼應，表達期許盼願者則較少。表現理
想者如下卷： 

 

 「……衷心祝願學習日能順利舉行，而同學們也能樂
於其中，開拓新視野、深化價值觀及啟發新思維，讓
大家共同得益！此外，本人亦希望同學無論參與哪項
活動也可以踴躍於其中。最後，本人亦藉此機會向劉
老師表達最深厚的感謝，讓活動能成功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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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活動欠妥考卷舉隅 

 「大家好！我是學生會『學習日工作小組』主
席寧樂行，就學校即將舉行的『走出教室學習
日』向大家介紹活動應有的兩種學習態度和其
活動的資料。」 

 

 「現在請同學踴躍參與，詳細的資料及報名方
式，請瀏覽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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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語氣 

 絕大多數考生能用第一人稱角度書寫；措辭切
合常靜宜身為學生會「學習日工作小組」主席
身分，親切誠懇、不亢不卑者，為數頗多。 

 表現優異者，常能洋溢能與受文者分享活動意
義和樂趣之喜悅，文章主體語調則平穩務實，
結尾呼籲流露熱忱，致謝見出虛心學習之態度
及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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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語氣 

 本文屬平行書信，撰文者與受文者互為平輩，
間有考生自貶太過，過猶不及。如云「各位同
學尊鑒」、「鈞安」；請同學「斧正」、「不
吝賜正」，實嫌過分謙卑，與主席應具之風範
不符。反之，少數考生以訓示口吻要求同學
「覺今是昨非」，同樣有失不亢不卑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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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拓展 

 大部分考生準確整合兩種走出教室應有的學習
態度，並配上與該態度相呼應的活動。 

 聆聽資料及資料三、資料四清楚表示，寧樂行
決定只引用最受同學歡迎的一項校內及一項校
外活動為例，重點說明「熱心發問」和「投入
參與」兩種學習態度，不就「積極正面」展開
討論。絕大多數考生能準確運用聆聽資料及資
料三、資料四，整合恰當，並能以「生命之旅：
自我突破向前走」和「知錯能改：釋囚人士樂
分享」作為拓展兩項良好態度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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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示例（熱心發問） 

 

「……在活動（『知錯能改：釋囚人士樂分享』）
中，同學被給予機會和釋囚交流。作為日常為着
學業勞碌奔波的中學生，能接觸和自己背景不同
的人士，機會實屬難得。因此，在活動中，同學
宜保持好奇心，多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發問……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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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示例（熱心發問） 

（續上頁）例如：釋囚當初會誤入歧途的原因，
他們面對社會大眾歧視時面對的方法等，好讓自
己對分享人士的經歷有更深了解，從而開拓同學
對社會不同人士的困難的了解，久而久之，在日
後面對不同的社會議題，如釋囚人權討論都能有
更廣的視野和切入點……此外，針對交流時的態
度，同學也應保持友善親切的語氣。例如，在詢
問釋囚人士誤入歧途的原因時，應盡量避免以尖
銳的態度詢問他們不願談及的問題如家庭狀況和
感情狀況等，而詢問期間亦不應抱有有色眼鏡和
歧視的目光看待訪問對象。（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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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示例（熱心發問） 

（續上頁）由此，同學和釋囚的討論氛圍才可變
得融洽，使對方樂於回應，而同學在過程才可詢
問更多有興趣的事物和訓練與人相處的溝通技巧。
同時，在促進交流方面，同學亦可在活動前搜集
資料，探討現時釋囚人士面對就業和人際方面的
困難，好讓兩者的交流過程同學可延伸討論的層
次和範疇，從他們在身份中了解不同的社會問題，
喚起同學關心社會弱勢的心，互相交流處理該問
題的意見，加強互動性，使討論成果更為深刻，
開拓新思維，提升日後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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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示例（投入參與） 

「……以最受同學歡迎的校外活動——『生命之旅：自
我突破向前走』為例，同學能參與繩網競賽、竹筏製作、
野外定向等高難度活動，發揮潛能，攜手合作，爭取佳
績。活動後亦有反思，總結得失。可見，投入參與的學
習態度可令同學懂得團隊合作取得最後成果。進行團體
活動，難以避免會有需要同學互相配合、互相合作的過
程，而亦只有積極投入參與，與組員互相配合，才能一
起嘗到最後的成果。若只呆呆站在一旁，看着其他組員
完成難關，得到的學習成果終不會是自己的，亦沒有深
刻的爭取過程。惟有與組員並肩作戰，大家都積極投入
到活動，朝唯一的目標進發，同心協力，才能成功。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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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示例（投入參與） 

（續上頁）投入參與不但能令同學懂得與人合作，
贏得人際關係，更能嘗到爭取努力的過程，明白成
果的得來不易。再者，投入參與可令同學有自我挑
戰的機會。在進行活動中，難免會有自己不相信甚
至害怕的項目。若同學不持有投入參與的態度，而
是選擇逃避，則不能超越自己的極限，發揮你的小
宇宙，是不會有突破，亦不會有收穫。若你能投入
參與，積極挑戰自我，完成每一項挑戰，才能在活
動過後的反思活動上體驗到自己的成功與勇敢，亦
反思自己過去的逃避的不對，令同學不論在學習，
在自我上亦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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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不足 

 少數考生拓展「知錯能改：釋囚人士樂分享」
只聚焦如何緩解釋囚心結，卻通篇未曾涉及
同學自己的學習所得；或拓展「生命之旅：
自我突破向前走」，只泛論團體合作的重要
性而不提個人突破，則屬扣題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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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整體表現 

 要求考生「選擇其中一種認識香城漁村文化的活
動形式，舉出選擇的兩個原因，加以論證」。聆
聽資料中劉老師認為：「漁民生活我體驗」和
「漁業世界此中尋」兩種活動形式，各有好處，
並請工作小組同學決定，「哪一種形式，就探究
漁村文化來說，令同學更加得益」。考生以寧樂
行名義撰文，應針對「探究漁村文化」的學習形
式立論，不宜武斷認為就一切學習領域而言，親
身體驗活動必然優於／遜於博物館考察，或全然
否定未選活動形式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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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整體表現 

 聆聽資料中，劉老師說「論證兩個原因時，可
以從增進知識和引發興趣這兩個角度入手，當
然也可以用其他角度，例如從形式的廣度或深
度入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可。」 

 大部分考生按劉老師所述，以方案如何「增進知
識」和「引發興趣」，或論證其「廣度」及「深
度」作為選擇原因，這自然正確；其餘原因諸如
「新鮮經驗」及「切身感受」、「群體經驗」及
「個人經驗」等，只要言之成理，均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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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整體表現 

 篇幅有長短之異，論證有精粗之別，理據有強
弱之分。但總的來說，表現差異甚大，論據充
分、論證嚴謹者仍較少。。 

 在兩個活動形式中，選擇「漁民生活我體驗」
者稍多，選擇「漁業世界此中尋」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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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示例（漁民生活我體驗） 

 「在增進知識方面，同學於兩日一夜的行程定有

足夠時間仔細探究漁民生活。透過親身體驗水上

人家的家居設備、捕魚方法，如他們在什麼時候

出海，如何自己結網等，皆可一手一腳體驗，一

一領會，從而獲得深刻知識。相信同學對愛海村

已有一定認識，當中的海味、漁村風景名聞遐邇，

在旅遊網站上大家定能略知一二。但在漁村居住

實在是難得一遇的機會，上面文字的知識必定不

及真實的體會得多，所謂『聞名不如其人』，漁

村也是……（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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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示例（漁民生活我體驗） 

 （續上頁）同學可於旅程中訪問漁民，了解他

們生計之艱難，如面對颱風或潮退時如何維生，

從他們口中了解他們不為人知的苦況，一改人

們過往視其為旅遊天堂的固有印象，能全面地

了解當地地貌、風土人情等，鞏固已有知識之

餘也除去謬誤，在體驗當中獲得深刻的見解，

有助同學們在人文科學上有更多認知，拓闊視

野，可見體驗漁村更能讓同學有更具體知識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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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示例（漁業世界此中尋） 

 「在增進知識方面，博物館研習能讓同學對於漁業

知識有更深入的認識。透過『漁業世界此中尋』這

項以博物館研習形式進行的活動，同學可參觀香城

漁業博物館，認識到香城漁業的歷史、習俗、漁民

生活等。透過親眼看見一些漁業的工具，例如漁網、

魚竿等，同學可對當時漁業的操作有深入的認識，

且在博物館中，每一項展品都附有資料簡介，介紹

這些工具如何操作，讓同學彷彿能窺探到數十年前，

香城的漁業發展是何蓬勃，以及漁民捕魚的程序，

能在資料上有更多的知識……（下頁續） 

35 



見解論證示例（漁業世界此中尋） 

 （續上頁）透過多媒體活動，例如有關漁業發展、

文化的小遊戲，同學能寓學習於娛樂，例如在平

板電腦中回答一些漁業有關的問題，讓同學可對

香城漁業有更全面的認識，如漁民會在晚上一起

分享漁獲的習俗，讓同學對漁業文化有深刻和廣

泛的認識。透過一些相關的小電影，更能一睹當

時人們在出海捕魚前的一些準備工夫，和捕魚的

過程，可釐清一些同學以前對漁業的誤解，能了

解到漁業真正的操作方式，對增長知識方面有很

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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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不足 

 少數考生錯把漁民生活描繪為「不食人間煙
火的世外桃園」，常識不足，不利通過堅實
論據支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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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全文之組織可建構為： 
  
①稱呼受文者； 

②自我介紹； 

③簡述學習日目標（含呼應背景）； 

④舉「知錯能改：釋囚人士樂分享」為例對應
「熱心發問」，舉「生命之旅：自我突破向前
走」為例對應「投入參與」，分別說明這兩種
走出教室學習的良好態度；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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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續上頁） 

 

 全文之組織可建構為： 
  

⑤設過渡段以承上啟下； 

⑥論證所選探究漁村文化活動形式的兩個原因； 

⑦收結（含呼應背景）； 

⑧職銜、署名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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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考生一般均按以上框架作答，寫成段落分明、結構合理
的文章。考生多能以一段闡述一個重點。「整合拓展」
部分，則分別以兩段寫出兩項態度及相應活動，隨後設
過渡段，最後另開新段（一般亦分兩段）提出「兩個原
因」。兹舉過渡段一例如下： 

 

「以上乃『走出教室學習日』的良好態度及活動，希望同學
在當天能本着以上態度，享受活動帶來的益處，有所成長。
至於有關探究漁村文化的活動形式，本人認為『漁民生活我
體驗』乃不二之選，以下將一一闡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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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大多數考生善用「標示語」，使文章結構井然，
例如第一、第二；首先、其次、接着、再者、至
於；從某某角度來看……從另一角度來看……；
總括而言……等。 

 稍差者雖則依次序整合拓展，論證所選方案的兩
個原因，惟敍述時互有相混，未能以一段一點之
原則鋪陳各要點，偶覺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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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就整體組織而言，除上款、下款及日期外，一般
考生將全文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
表現理想者，先作自我介紹、次扼要指出學習日
目標再連繫背景，導入公開信內容。第二部分
「整合拓展」則分兩段，每段講述一個重點。第
三部分「見解論證」亦分兩段，依次「選擇其中
一個探究漁村文化的形式，論證選擇原因。」第
四部分收結呼籲同學積極參加學習日活動，向劉
老師致謝，並表達對同學在學習日學有所得的盼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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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表現較理想的考生，遣詞準確，用字靈活，文辭
偶有修飾，而句子亦通順曉暢，偶有試卷恰當運
用對偶、排比、設問等修辭手法，自然秀出同儕。
一般試卷多屬詞句平實之作，尚能達意。至於詞
句不通致難以理解者，僅屬少數。若干考生雖援
引古今名言或成語諺語，卻未能配合前文後理，
失於生搬硬套，亦屬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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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組織 

 考生錯別字情況與去年相若，以下為部分例子（括
號內為正確寫法）： 

• 爭（增）進、全程（情）投入、艘（舢）板、 

• 故（顧）名思義、禆（裨）益、類形（型）、 

• 勇（踴）躍、擴寛（寬）、重蹈覆徹（轍）等等。 

 普遍考卷筆畫尚算清晰，但潦草者亦不少，極少數
考卷個別字詞幾無法辨認，考生宜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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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分析 

示例一 

 
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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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聆聽閱讀應同樣兼顧 

 用字遣詞要切合場景 

 用心辨析可抓緊主線 

 積學儲寶冀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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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聆聽閱讀應同樣兼顧 

 本卷提供之聆聽資料與閱讀材料，或互為表裏，
或一方獨有。考生必須善於運用兩者，才不致忽
略答案的要點。 

 部分考生析論所選認識香城漁村文化活動形式時，
以相當篇幅批評未選的活動形式如何不可取，忽
略了聆聽資料的提示，即劉老師認為：「兩種活
動形式，各有好處」，導致浪費筆墨否定未選方
案，偏離論述焦點。 

47 



建議：用字遣詞要切合場景 

 文中之稱謂固要恰如其分，行文用語亦要切合
場景，方為合度。就考卷所見，大多能扣住主
題，語氣平實，尚稱人意，惟情意稍欠。 

 少數考卷所言或自視過高，儼然以師長輩自居，
或過分謙卑，甚或以上行書信腔調撰作，均非
所宜。 

 考生應以題目所設定的語境用字遣詞，同時了
解客套語及提稱語之意義、用法、適用對象等，
以免失禮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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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用心辨析可抓緊主線 

 本年考生整合資料表現略優於去年，惟仍有若
干考卷作答時對焦欠準，以致徒費筆墨。 

 聆聽資料中，劉老師及寧樂行均同意「選擇其
中兩個活動來說明就夠了」、「以參加人數較
多的一項校外活動和一項校內活動，來配合說
明兩種應有的態度。」考生自可從速切入題旨，
不必花大篇幅說明公開信排除兩項未選活動的
因由，否則容易偏離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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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用心辨析可抓緊主線 

 資料四已介紹「熱心發問」這一學習態度的內
涵是尋求真相、友善親切、互動交流，「投入
參與」這一學習態度的內涵是樂於嘗試、團結
合作、反思總結──多數考生均能按此發揮，
充實拓展內容；然而少數考生的拓展仍嫌未能
聚焦資料三、四的具體內容或活動作說明，致
使拓展無根，故不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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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用心辨析可抓緊主線 

 見解論證方面，有些考生雖已提出論點，惟解
述粗疏，如此二例：「從增進知識角度看，其
實可以讓年輕的一代了解自己祖先的一些有意
義的文化，從中可能有所得着，更學會了更多
的知識和技巧」、「多媒體資訊，一直以來二
十餘年，也深受學生的歡迎和擁戴。通過這些
互動的遊戲和精彩的影片，同學有着更有效的
理解，更深刻的感受。」前者對「文化」、
「知識」、「技巧」的闡釋未見深入；後者未
能論證多媒體方式何以能讓同學感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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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積學儲寶冀融會貫通 

 日常生活中，可學可思之事物俯拾即是，考生
平日宜抱持「默而識之」的心態，鞏固語文及
知識基礎。 

 多留意時事新聞，多分析社會議題，多思考文
化現象，由表及裏，觸類旁通，以此鍛鍊慎思
明辨的功夫，應考時自可收融會貫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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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積學儲寶冀融會貫通 

 今年考題，以走出教室學習、認識漁村文化為
題，當中提倡學習須熱心投入、認識本土漁業
文化，自然殆無爭議；至於如何理解實踐，則
各言其志，各申其理。 

 是次考卷，旨在讓考生就特定處境提供的資料，
先引例說明走出教室學習的兩項良好態度，予
以拓展，再選擇其中一個認識香城漁村文化的
活動形式，舉述兩個原因，發揮空間足夠；考
生如何拓展恰如其分，論述言之成理，方為學
問，方顯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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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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