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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一  文學創作 



試卷一 文學創作(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三十四) 

• 書店風景      (選題率：29%) 

• 近在咫尺的陌生(選題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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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核重點 
 評價考卷高下，在於： 

 文章是否切中題旨 

 立意是否深刻 

 抒發的感情是否深刻具感染力 

 發表的議論是否明晰具說服力 

 遣詞用字是否準確 

 表達手法是否圓熟 

 處理情景是否恰到好處 

 其餘與「文學創作」無關的因素，均不作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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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題及寫作要求 
 
 
題一  「書店風景」 

 

題二  「近在咫尺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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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解題 
 「書店」是指買賣或出租書籍的地方，可以是集團經營的大型書店，

也可以是小規模的書店，甚至是利用互聯網作買賣的網上書店。 

 「書店」的名字可因應經營者的喜好而定，例如：書肆、書舖、書屋、

書坊、書局等。 

 現代有些書店不單買賣書籍，也會銷售報紙雜誌、文具、音樂光盤、

藝術精品、生活用品，甚至內有咖啡店或茶店經營；部分書店更是舉

行文藝活動，如：書展、作家講座、讀書會的場所。 

 本文對「書店」的定義，應從廣義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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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解題 

 「風景」本意是指某地域內由山水、花草樹木、建築物或自然

現象等形成，可供人觀賞的景象。 

 這裏的「風景」是指書店的景貌，例如：店內外的陳設、店員

或顧客的活動、書店的環境氣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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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取材立意 

 取材須與「書店」有關，透過敍事者的觀察、感受、體驗，呈

現敍事者眼中的書店面貌、情味、氣氛，以及其所思所想。 

 立意須與「書店」相關，內容必須圍繞「書店」所見所想，只

要能呈現「書店」特有的景貌，虛實均可。 

 如別出心裁寫由書店外望的風景，只要所寫風景與書店有所關

連對照，也可接受。 

 若文中只以書店作為背景或事情發生的場地，而對「書店」獨

有的景觀、特點、氣氛等未有觸及，則有扣題不佳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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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不同方向 
 「書店」的類型、業務多樣，故本題取材亦多元。 

 本文須具體呈現與「書店」相關的個人體會，因景生情、因事說

理均可： 

 描寫：描寫書店的陳設、氣氛，呈現書店獨有的文化氛圍。 

 敍事抒情：構想各種與書店有關的情境，呈現在書店發生的人

情風貌。 

 說明議論：更可談古論今，發表議論，對書店獨有的見聞提出

個人的看法。 

 只要能緊扣題旨，圍繞「書店」而引發主題，言之有物，則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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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寫作要求  

 本題主要呈現「書店」的景貌以及引起的聯想或體會。考

生的立意和取材雖無規限，但必須與「書店」有關。 

 本題寫法不拘，敍事、描寫、抒情、說理均適宜。敍事角

度亦不限，考生採全知或限制觀點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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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寫作要求  

判斷文章高下，可考慮以下幾點： 

(1) 內容取材是否獨特，立意是否深刻： 

下品：若作品只涉及事實層面，欠缺與「書店」的「風景」

相關的思考、感受、議論或聯想，內容則屬單薄。 

中品：如僅能扣連「書店」環境或相關的人物活動來寫，描

寫粗略，抒情浮淺，議論欠詳，表現則屬平庸。 

上品：若能呈現作者的情與理，透過入微的觀察、細緻的描

寫、深刻的抒情、獨到的議論，緊扣「書店」風景而呈現層

次豐富的意義，則為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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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書店風景」：寫作要求  

(2) 所抒發的感情是否具感染力／所發表的議論是否合乎情

理，具說服力。 

(3) 若考生別具創意，能有意識地運用恰當的文學手法，則

顯示有較高的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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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近在咫尺的陌生」：解題 

 「咫尺」是量度單位，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近在咫尺」強

調兩者距離很接近，關係很密切。 

 「陌生」的意思是生疏、不熟悉。對人、物或事「陌生」： 

或源於以前沒見過、不認識；  

或即使曾見過，但因着環境、個人等因素而忽略了； 

即使沒有忽略，卻因着個人的性情、價值觀，外在的天時地

利不配合，以致彼此不熟悉。 

 「近在咫尺的陌生」是指彼此雖然距離很近，如在自己身邊的

人、物和事，卻是自己不認識或不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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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近在咫尺的陌生」：取材立意 

 文章構思方向在於呈現這種關係和感覺：彼此雖然距離很近，
卻是自己不認識或不熟悉的。 

可以是對方一直在身邊，卻不感到熟悉； 

又或兩者一直關係密切，但因一些事情而起了變化，產生不
熟悉的感覺。 

 題目的焦點雖然在於「陌生」的感覺，但必須表現彼此有「近
在咫尺」的關係，即相近而不熟悉的感受。 

 本題取材多元，虛實皆可。 

 文章重點在於呈現「陌生」的關係、原因和狀況，從而帶來思

考和體會。只要緊扣「接近」和「陌生」的關係，言之成理，

能發揮情志，則符合題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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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近在咫尺的陌生」：不同方向 
 考生可以敍事、抒情或議論： 

敍事抒情╱說理：考生可寫因對身邊人的一些舉措，有所感

有所思，然後了解到人性的弱點，發現自己原來從不了解這

個人。 

寫人：描寫兩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卻同床異夢，彼此並不了

解。 

寫地：描寫自己雖然在社區居住多年，衣食住行均在區內，

卻對區內的人和事感到疏離，從而反思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議論：議論世上各種近距離的關係卻又陌生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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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近在咫尺的陌生」：寫作要求  

 本題有兩個部分考生須敍述或描寫清楚： 

一是「近在咫尺」，考生要呈現兩者「近在咫尺」的關係； 

二是描寫「陌生」的感覺。 

 考生的立意和取材並無規限，但必須扣連以上兩項，並以「陌

生」為焦點。 

 本題寫法不拘，敍事、描寫、抒情、說理均適宜。敍事角度亦

不限，考生採全知或限制觀點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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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近在咫尺的陌生」：寫作要求  

判斷文章高下，可考慮以下幾點： 

(1) 內容取材是否獨特，立意是否深刻。 

 下品：若作品只涉及事實層面，浮泛交代「陌生」的人或事，

而未能描述和刻畫當中「近在咫尺」而又「陌生」的關係，則

內容屬單薄。 

 中品：若文章能夠呈現「陌生」的感覺，卻未能把似近還遠的

微妙關係生動地表達出來，則表現平庸。 

 上品：若作品能深刻地描述「陌生」的感受，能把「近在咫尺」

而又「陌生」的微妙關係生動地表達出來，刻畫入微，敍述多

層次，立體地呈現相近而陌生的感受，則為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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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近在咫尺的陌生」：寫作要求  

(2)「近在咫尺」與「陌生」的關係是否緊扣，兩者的關聯是

否合情合理。 

(3) 所抒發的感情是否具感染力／所發表的議論是否合乎情

理，具說服力。 

(4) 若考生別具創意，能有意識地運用恰當的文學手法，則

顯示有較高的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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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分方法 
 
 本卷旨在測驗考生之構思與寫作能力，評分時分別就內容

與技巧兩方面考慮（各佔50%）。 

 各品級之分數換算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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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級之分數換算 
品第 內容 (１０分) 技巧 (１０分) 

上上 １０ １０ 

上中 ９ ９ 

上下 ８ ８ 

中上 ７ ７ 

中中上 ６ ６ 

中中下 ５ ５ 

中下 ４ ４ 

下上 ３ ３ 

下中 ２ ２ 

下下 １ １ 

不入品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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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倘文章內容嚴重偏離題旨，內容分不能高於下上（即3分）；

技巧方面則視乎情況而定，可酌量扣分。 

 「內容」及「技巧」分數差距，不多於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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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生表現 

• 「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 「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 考生整體表現 

22 



「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 本題題目由兩個元素組成：「書店」、「風景」。 

• 大部分考生都能掌握題目基本要求，描寫書店的不同景

貌，包括書店內外的陳設、店員或顧客的活動、書店的

環境氣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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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本題的要求有二： 

• 一是以「書店」為題，「書店」的定義可從廣義，但考生

取材須與「書店」有關。 

• 二是「風景」，考生須透過敍事者的觀察、感受、體驗，

具體呈現敍事者眼中的書店面貌、情味、氣氛，以及其所

思所想，從而考核考生能否寫出「書店」特有的景貌。 

• 極少數只以書店作為背景或事情發生的場地，或只表達對

書店中某本書的感受看法，而對「書店」獨有的景觀、特

點、氣氛等未有觸及，則有扣題不佳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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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本題上品文章： 

• 立意能緊扣「書店」風景而呈現出豐富的層次。例如有

考生藉敍述「我」在書店看書的經歷，描寫了幾道書店

風景：書店內的風景、書店外的風景、書中的風景、書

店內「人」的風景，處處緊扣題旨。 

• 透過描寫天花板、舊風扇、書櫃中泛黃的紙張淡淡的書

香、店主在陽光下曬書的情景，具體呈現舊書店特有的

「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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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本題中品文章： 

• 本題的中品文章取材大致扣題，能夠扣連「書店」環境或相關

的人物活動。 

• 與上品相比，顯得較為概念化，不少考生均取材於舊書店，再

與新式書店對比，從而惋惜舊書店的式微。 

• 也有不少考生主要描寫看書顧客的不同表現，較少描寫店內其

他景物。 

• 中品文章的內容雖切題，惟描寫的方向較為狹窄，且思想感情

未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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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本題下品文章： 

• 下品文章內容淺薄，既沒有表現出與書店相關的思考

感受，也未能展現出相關的風景，只以書店作為背景，

如以書店為背景敍寫愛情故事，但感情發展與書店並

無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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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本題上品文章： 

• 上品文章結構巧妙，層次轉折自然，收結能呼應及包攬全

文。 

• 描寫方面尤其細緻具體，例如有考生描寫天花板落下白色

的粉末；坐在凳子上凳腳搖晃的聲音，具體表現書店的殘

舊，或善用各種感官描寫，具體呈現書店的人和物的風貌，

娓娓道出當中景物和人事的變化，頗見情味，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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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本題中品文章： 

• 中品文章結構尚見條理，分段清楚，偶見修辭手法的運

用，但對於書店風景的刻畫流於浮淺，書店中人物的形

象不夠鮮明。 

本題下品文章： 

• 下品文章，或結構鬆散，或詞不達意，對書店風景的描

寫非常浮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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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 本題題目由兩個元素組成：「近在咫尺」、「陌生」。 

• 大部分考生都能掌握題目基本要求，即呈現兩者「近在咫

尺」的關係，並以描寫「陌生」的感覺為焦點。 

• 題目的焦點雖然在於「陌生」的感覺，但必須表現彼此有

「近在咫尺」的關係，即相近而不熟悉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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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本題的要求有二： 

• 一是「近在咫尺」，考生要呈現兩者「近在咫尺」的關係。 

• 二是描寫「陌生」的感覺，考生必須扣連以上兩項，並以

「陌生」為焦點。 

• 大多考生能夠緊扣「接近」和「陌生」的關係，呈現「陌

生」的關係、原因和狀況，從而帶來的思考和體會。 

• 極少數考生只集中寫「陌生」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關

係，倘有此失誤，則屬偏離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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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上品文章，既能深刻地描述「陌生」的感受，又能把

「近在咫尺」而又「陌生」的微妙關係生動地表達出來。 

• 例如有考生敍寫「我」在過往的中學選科，到現在的大學選

科，都因考慮前途而放棄了「音樂」—— 這個「熟悉的陌生

人。」文章描述「我」獨自坐在鋼琴前，面對近在咫尺看似

熟悉卻又陌生的琴鍵與樂譜，多番嘗試彈奏卻未能成章，因

而墮入深層的沉思與回憶中。文章取材構思獨特新穎，把

「近在咫尺」而又「陌生」的心理活動與心情起伏，生動而

多層次地刻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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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中品文章，基本按題旨寫作，取材構思有扣連「近在咫尺」

與「陌生」兩者的關係，但意念普通。 

• 如敍寫「我」與朋友青梅竹馬，感情要好，後來朋友移居海外，

聚會時「我」感悟到不同的成長經歷，以及時間的流逝，使過

往近在咫尺的朋友，現已成陌生人。 

• 不少考生寫親情，起初父母忙於工作，兒女欲親近而不得，待

兒女漸長，隔閡已成，兩代人雖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卻互不理

解，近在咫尺，卻非常陌生。 

• 內容雖切題，能夠呈現「陌生」的感覺，卻未能把似近還遠的

微妙關係生動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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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少數下品文章未能按題旨寫作。 

• 有考生寫「我」回鄉發覺故鄉已發展成為城巿，一切都不

復存在，全文集中寫對故鄉的陌生感，完全忽略了「近在

咫尺」，實屬審題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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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 上品文章能因應主題選材，有意識地運用多樣而合適的寫作

手法，修辭手法妥貼自然，文詞句式靈活多變，具個人風格，

尤其對人物心理活動描寫細緻。 

• 如考生描寫想像貝多芬彈琴的心情：「我閉上眼睛，努力想

像他失去聽力以後，看着無聲的琴鍵，是如何複雜的心情。

那真是無聲的無奈。眼前的琴譜忽然靜默了，近在咫尺，卻

無言以對。或許，正是這可怕的陌生，逼使他寫下一個個如

雷轟的和弦……又或者，正是這可怕的陌生，逼使他創出不

和弦……」，能夠緊扣題旨，生動地表現出近在咫尺卻非常

陌生的矛盾複雜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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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 中品文章結構大致完整，文句基本通順，有基本敍述及描

寫能力，但是對人物的心理活動刻畫不夠深刻，未能把似

近還遠的微妙關係生動地表達出來。 

• 下品文章則只涉及事實層面，浮泛交代「陌生」的人或事，

結構鬆散，情節矛盾，文字粗疏，沒有意識運用文學創作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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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整體表現 

• 考生大多能審慎釋題，立意取材能夠配合題目要求，嚴重

離題的考卷極少。 

• 文章大多結構完整，文筆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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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整體表現 

• 上品文章取材構思獨特新穎，層次豐富，結構巧妙，描寫

細緻具體，有意識地運用多樣而合適的文學創作手法。 

• 中品文章大多能夠切合題旨，結構完整，文筆大致流暢，

偶然運用修辭手法，可見大部分考生具備基本敍述及描寫

能力。 

• 下品文章，除了因為嚴重離題，也由於意念主題不清，取

材蕪雜，內容淺薄，結構鬆散，情節矛盾，文字粗疏，欠

缺文學創作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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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樣卷示例分析 

• 「書店風景」中品／上品樣卷示例 

• 「近在咫尺的陌生」中品 ／上品樣卷示例 

 

39 



「書店風景」中品樣卷示例 

總評 

• 文章基本扣題，內容符合題目要求，文句基本通順達意，但

有沙石，表現中規中矩。 

• 敍述有容向「我」推介一間「黃金屋」，也就是一間書店。

最初「我」幻想這是一間有海景，可以一邊看書一邊喝咖啡

的新書店。當他到達時才發現原來是一間外表殘破不堪的舊

書店，好不失望。可是，當他進入書店後，卻發現另一番充

滿「人情味」和「喜悅」的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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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對新書店的期待 
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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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扣題:風景 

比喻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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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文對比: 
想像與現實 

嘗試扣題: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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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描寫舊書店外在的殘破: 
招牌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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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描寫:
從實到虛 

人物描寫:
語言/外貌 

對比:以書店外在的殘舊與店內美好的人文風景 

考生有基本描寫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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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生硬 

比喻生硬 

人物形象不夠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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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前文 

嘗試扣題:風景 
較着意描寫書店外圍殘破的景象， 
店內的環境與人文風貌欠深刻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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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結構上的呼應 開首: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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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風景」上品樣卷示例 

總評 

• 文章緊扣題旨，主題明晰，結構嚴謹，描寫細膩，文筆流麗自

然，有意識運用不同的文學創作技巧，善用不同的感官描寫，

從不同角度具體呈現「我」眼中的書店面貌、情味、氣氛，以

及其所思所感。 

• 城市人生活忙碌，作者鼓勵大家如果厭倦了手機，不妨走進城

市那不起眼的舊書店，感受那「動人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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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筆流麗 

點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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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意象，先後兩次以「默
劇」比喻書店的不同風貌，

構思獨特 

感官描寫:
味道 

感官描寫:
聲音 

描寫
細緻
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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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寫:舊書店內的人文風景 

扣題:人文風景 

從書店外在環境到人物，描寫生動傳神， 
人物的神態動作與店內氛圍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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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舊書店內買賣的風景 

心理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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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比喻 

感官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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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比喻 

善用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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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舊書店的人情味:
意象新穎完整 

扣題: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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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舊書店是成長路上的風景 

對比:名牌商
店的商業化
與舊書店的
人情味， 
突出主題 

扣題: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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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呼應 

緊扣「書店」風景而呈現層次豐富的意義 

首段 

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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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中品樣卷示例 

總評 

• 文章中規中矩，基本按題旨寫作，取材構思有扣連「近在咫尺」

與「陌生」兩者的關係，但意念普通，內容平鋪直敍，人物形

象扁平，感情欠深刻。 

• 文章敍寫「我」在咖啡廳中巧遇大學時期最要好的朋友英秀，

後來因為工作關係很少聯絡，以前近在咫尺的好友，已成陌生

人，二人相遇時也沒有相認。 

• 文章沒有清晰交代二人由「近在咫尺」到彼此「陌生」的原因

及經過，構思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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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意象：黑咖啡和糖/風鈴 
有基本敍述及描寫能力，文句通順達意，但文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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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有意識運用文學手法，描寫不夠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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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運用繩結作喻，象徵兩人友情的變化 
沒有交代兩人由「近在咫尺」到彼此「陌生」的原因及經過

， 情節轉折過於突然，構思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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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呼應：黑咖啡和糖/風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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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陌生」上品樣卷示例 
總評 

• 能緊扣題旨發揮，取材構思獨特新穎，把「近在咫尺」而又「陌生」

的心情起伏，生動而多層次地呈現出來。 

• 文章意念豐富，所抒發的感情自然合理，並具感染力，屬上乘之作。 

• 「我」獨自坐在鋼琴前，面對近在咫尺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琴鍵與樂

譜，嘗試彈奏卻未能成章，因而墮入深層的沉思與回憶中。文章敍寫

「我」在過往的中學選科，到後來的大學選科，都因考慮前途而放棄

了「音樂」：這個「熟悉的陌生人」。 

• 文章具個人風格，文詞句式靈活多變，能因應選材及主題有意識地運

用不同的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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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首點題 

以音樂旋律描寫心理感受，細膩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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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題 點題 

點題 

心理描寫：想像貝多芬的「近在
咫尺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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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貝多芬到自我的 
「近在咫尺的陌生」 

點題： 
「近在咫尺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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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自己選科 
取材普遍，卻能寫出新意 

我與音樂 
「近在咫尺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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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文首 

收結點題而有餘韻，能深刻地描述「陌生」的感受，把「近在
咫尺」而又「陌生」的微妙關係生動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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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 針對本年考生表現，從「說什麼」和「怎樣說」兩方面提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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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說什麼」： 

• 文學創作宜有個人感受和見解，不宜人云亦云。 

• 如寫書店風景，不少考生均取材於舊書店，再與新式書店對

比，從而慨嘆舊書店的式微，着重突出人情味，反而忽略了

呈現「書店」特有的「風景」。 

• 不少考生看到「陌生」就聯想到生病失憶等情節，過於概念

化，未見個人真情實感，難以打動人心。 

• 文學創作貴乎以誠動人，考生宜真切抒發個人所思所感，不

必追求生離死別的俗套情節，也不用生硬地「昇華」主題，

反而更容易產生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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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怎樣說」： 

• 在寫作技巧方面，考生可因應主題，有意識地運用多樣而合適

的文學創作手法。 

• 第一題描寫書店風景，考生可以多運用感官描寫，具體細膩地

描寫書店獨有的文化氛圍，讓讀者如臨其境。 

• 第二題寫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考生宜把握這種矛盾又微妙的感

受，多運用心理描寫手法，讓讀者能夠代入角色，感同身受。 

• 至於修辭手法的運用，不在於多少，而在於合適與否，與內容

是否配合。遣詞用字方面，不在於是否引經據典，詞藻華麗，

同樣在於與是否能夠配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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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 其實「說什麼」和「怎樣說」，兩者是需要互相配合的； 

• 這正是文章能否臻至上品的關鍵，值得考生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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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二  文學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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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目標 

1. 文學作品的感悟、理解和鑑賞能力； 

2. 創作不同類型文學作品的能力； 

3. 對中國文學的認識； 

4. 學習興趣、態度和習慣； 

5. 審美情趣和品德情意； 

6. 對家庭、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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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卷精神 與 答題要求 

1. 佔全科總分66%，考試時間為兩小時。 

2. 試題結合本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所列舉之指定作品與

課外作品設問。 

3. 共設四題，各題分額相同，考生選答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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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考核重點 

1. 理解作品  

2. 分析內容、作法  

3. 對作品有所體會  

4. 評論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手法 

5. 文學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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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篇章 

題號 課內篇章 課外篇章 

1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 

《晏子春秋‧雜篇》第九 

韋應物《送楊氏女》 

2 
曹操《短歌行》 

蘇軾《前赤壁賦》 

《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 

蘇軾《觀潮》 

3 張岱《西湖七月半》 李流芳《遊虎丘小記》 

4 魯迅《藥》 浩泉《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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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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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問題重點 分額 考核重點 

1 
（a） 

孟子認為齊宣王「足以王矣」及晏子認為景公具「聖王

之道」的事件、晏子如何從事件中得此結論 
4、3 理解及分析內容 

（b） 

(i) 《送楊氏女》中，作者對女兒的囑咐、韋應物對女兒 

出嫁及余光中想像女兒結婚所流露的複雜心情 
3、8 理解及分析內容 

(ii) 舉例說明孟子善用比喻說理及余光中借「假想敵」為

喻以抒情的效果 
3、3 分析寫作手法 

（c） 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 6 綜合比較及評論 

2 

（a） 

(i)  文賦在形式方面的兩個特點、《前赤壁賦》借客人抒

感所揭示的現實人生矛盾 
3、4 

文學常識、理解
及分析內容 

(ii) 思婦「愁」和「懼」的原因、曹操的「憂思」 4、3 理解及分析內容 

（b） 說明句子中景物與情理的關係 9 分析寫作手法 

（c） 
《前赤壁賦》篇末藉「清風」和「明月」所闡發的逍遙

自適的人生態度、談談你對《觀潮》的體會 
3、4 

分析主題、抒述
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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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問題重點 分額 考核重點 

3 
（a） 

《西湖七月半》中，杭人在七月半因「好名」而遊湖的熱

鬧情況、《遊虎丘小記》中，蘇州人中秋夜遊虎丘的盛況 
4、2 理解內容 

（b） 

(i)  兩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之不同、作者同樣以「看之」

作結的用意 
6、3 

分析內容及作
法 

(ii) 「遊人尚稀」及「山空人靜」之時，作者所見所聞的

不同、說明層遞手法及效果 
4、5 

理解內容及分
析寫作作法 

（c） 
《遊虎丘小記》作者所追求的境界與《西湖七月半》作者

所追求的是否相同 
6 

綜合比較及評
論 

4 

（a） 

(i)  夏瑜在牢獄和刑場、木棉「從囹圄跨上刑台」的遭遇 3、2 理解內容 

(ii) 寫華老栓前往刑場途中遇到許多古怪的人所營造的氣

氛、木棉身處的環境 
3、4 分析內容 

（b） 

(i) 說明《藥》運用明暗雙線發展的結構來說故事及其效果 4、3 分析作法 

(ii) 先用「你」後用「它」的作用、「默默地」和「悄悄

地」的用意 
3、2 

分析內容及作
法 

（c） 
《藥》墳頂上「一圈紅白的花」與《樹的死亡》荒漠上的

「一滴碧綠」，你認為哪一個意象較佳 
6 

綜合比較及評
論 

考核重點 



評分準則 

評分時，須考慮答案是否切合提問之要求，亦須考慮以下各

項： 

1.立論是否明晰； 

2.論證是否穩妥； 

3.析述是否完足； 

4.行文是否條暢。 

如考生答案內容充實、論點完足，當屬上品。如考生答案能

提出切當而獨到之觀點，縱使篇幅不多，倘發揮深入，言之

成理，亦無損其位列上品之機會。於質量互補之原則下，此

類答案亦可評予高分。 

81 



評分準則 

上品： 4分 兩項俱備，析述詳審。 

中品： 2-3分 兩項俱備，析述簡略。【或】僅列一項，析述詳審。 

下品： 1分 僅列一項，析述不足。 

1. 評分準則舉隅： 
 

 

 

 

 

 

 

 

 

 

 

 

2. 如考生別有體會，言之成理，閲卷員亦可給分。  

 

 

上品： 4分 論點精確，析述詳審。 

中品： 2-3分 論點清楚，析述簡略。 

下品： 1分 有論點，析述不足。 

上品： 5-6分 具比較意識，論點精確，析述詳審。 

中品： 3-4分 具比較意識，論點恰當，析述簡略。 

下品： 1-2分 比較意識薄弱，有論點，析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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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選題率 

題號 選題百分率 

1 66 

2 36 

3 50 

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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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 
84 

(a) 在《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認為齊宣王「足以王矣」；在《晏

子春秋 ‧雜篇》中，晏子認為景公具「聖王之道」。二人因何事有此看

法？試分別簡述事件。(2分、2分) 又晏子如何從事件中得此結論？試加

析述。(3分) 

(b) (i) 細閱以下《我的四個假想敵》一節引文及韋應物《送楊氏女》一

詩，然後回答問題：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慢一點出現吧。 

《送楊氏女》中，作者對女兒有什麼囑咐？(3分) 又韋應物對女兒

出嫁，余光中想像女兒結婚，二者均流露了複雜的心情，試分述

之。(4分、4分) 

(ii) 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善用比喻說理，余光中亦借「假想

敵」為喻以抒情。試各舉一例，分別說明運用比喻在兩文中的效

果。(3分、3分) 

(c) 愛女深切，古今無異。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二文中，

可見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試就二篇

抒發己見。(6分) 



 

 

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考生表現中上。 

․多能能略述有關事件。 

․較少言及「無罪卻要去受死」，亦

未掌握「探」為摸取或拿起之意。 

․未清楚說明「反之」乃關顧弱小的

表現。 

․間有考生徒舉原文，不予析述。 

（b） ․多能掌握文意。 

․能點出韋應物不捨、擔憂；余

光中不捨、懊悔。 

․多照錄原文而未以自己文字概括、

歸納余光中的心情。 

․未就比喻的例子清楚闡釋達到的效

果及如何能達到這些效果。 

（c） 

 

․具比較意識。 

․上佳者能比較韋、余二人的形

象，如傳統與開明、嚴肅與幽

默等，並引例以證。 

․下品者多歪曲文意者，或推斷過甚

，或以塑造人物手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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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示例一 
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善用比喻說理，余光中亦借「假想敵」為喻以

抒情。試各舉一例，分別說明運用比喻在兩文中的效果。(3分、3分) 

孟子透過舉出「挾泰山以超北海」，比喻不可能辦到的事；以及「為長者折

枝」比喻人可以輕易完成的事，來說明「功不至於百姓者」的原因是屬於

「為長者折枝」之類的事，而非「挾泰山以超北海」。因此，說明了「不

能」與「不為」的分別，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正是「不為」的行為，令

「不能」與「不為」的道理變得簡單易明，亦透過比喻的方式增加說服力，

加深讀者的印象。 

余光中亦借「假想敵」為喻以抒情。他幻想「假想敵」正偷偷而來，接近女

兒，又「躡手躡足」，「目光灼灼，心存不軌」，等時機一到，便站到亮

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作者為岳父。作者想像「假想敵」接近女兒，表

現出作者的擔驚受怕，害怕女兒被「假想敵」帶走，流露出不捨之情。余光

中運用比喻使文章幽默有趣，作者寓莊於諧，令文筆有輕鬆的語調，間接表

達對女兒的不捨，令全文活潑有趣之餘，又讓人感到作者的無可奈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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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舉例恰當，能準確說明比喻的效果，析述詳審。 



1（b）（ii）示例二 
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善用比喻說理，余光中亦借「假想敵」為喻以

抒情。試各舉一例，分別說明運用比喻在兩文中的效果。(3分、3分) 

孟子以「挾泰山以超北海」比喻「不能也」，「為長者折枝」比喻「不為

也」。孟子借此比喻是為了令齊宣王明白何為「不能」，何為「不為」，亦

借此告知齊宣王的推恩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點明推不推恩在於齊宣王

願不願意，同時亦可將複雜的道理簡單化，讀者更易理解，加深對文章的印

象。 

余光中亦借「假想敵」為喻以抒情，他以戰爭為文章基調，以「假想敵」形

容未來女婿，或女兒的男友。這種比喻令讀者可以更感受到余光中對搶走他

女兒的男子有多厭惡，甚至視他們為敵人，誓要將他們擊退，這活靈活現地

表示出余光中的內心世界及其內心真正之感，讀者和作者之間的距離拉近，

表達出的心情亦表露無遺。這種比喻亦令文章變得風趣幽默，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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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齊桓晉文之事章》一篇舉例恰當，惟有關「假想

敵」的例子則較粗略；能說明比喻的效果，析述簡略。 



1（b）（ii）示例三 
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善用比喻說理，余光中亦借「假想敵」為喻以

抒情。試各舉一例，分別說明運用比喻在兩文中的效果。(3分、3分) 

孟子運用比喻讓道理更淺白易懂和突出。孟子在文中以「吾力足以舉百鈞，

而不足以舉一羽」來說明不能和不為。此例子為不為而非不能也。能讓讀者

更容易明白當中的道理和令道理更突出。 

余光中亦借「假想敵」為喻以抒情，文中整篇以戰爭為意象，將女兒的男朋

友喻為「敵人」，又因還未出現，所以稱為「假想敵」，如作者將約會的照

片說成是「機密文件」，整篇文章以「敵方」與「我方」的戰鬥為結構，寫

出自己如何提防「假想敵」，「假想敵」如何攻佔「余宅」。以「假想敵」

為喻，抒發了作者對於女兒的愛護之情，不希望女兒被「假想敵」搶走，希

望女兒能留在自己身邊，將父親對女兒的愛盡顯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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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舉例恰當，惟析述不足或有偏差；尚能說明比喻的

效果，析述不足。 



1 （c）示例一 
愛女深切，古今無異。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二文中，可見

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試就二篇抒發己

見。(6分) 

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中，兩位作者皆分別刻劃了父親的慈

父形象。我較欣賞余光中的慈父形象。 

首先，《送楊氏女》中集中說明了父親對女兒出嫁的不捨，並透過他對女兒

的叮囑「孝恭遵婦道」及寄望夫家對女兒的體恤「自小缺內訓，事姑貽我

憂」，可見他對女兒的疼愛和擔憂。但詩中只着墨於出嫁時對女兒的不捨之

情，甚少談及從女兒成長經歷可見的疼愛、照顧及憐惜。 

相反，在比較之下，《我的四個假想敵》不但有設想女兒結婚後的寂寞生

活，因而想念女兒陪在身邊的日子而希望「假想敵」不要那麼快便出現，突

出父親對女兒的愛之餘，文中更記述女兒小時候的往事，童年時期的趣事，

從中可見父親對女兒從小至大的愛護和疼惜。因此在長大之後把女兒的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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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示例一（續） 
愛女深切，古今無異。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二文中，可見

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試就二篇抒發己

見。(6分) 

友都視為「假想敵」，不願讓不好的男生傷害自己的女兒，因而產生敵意及

讓他們「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的想法。可見，這文章更能從日常

生活及一些瑣事，如女兒結交朋友中顯露出父親對女兒的疼愛，並非如另一

篇只局限於女兒出嫁時描寫的不捨之情。可見余光中的感情比韋應物的更細

緻及真切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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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立場明確，能兼及兩位父親的行為和心意論述，並輔以具體例子

說明，指出余光中所流露的感情更細緻及真切動人。論點恰當清晰，析

述詳審。 



1（c）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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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女深切，古今無異。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二文中，可

見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試就二篇抒發

己見。(6分) 

我較喜歡《送楊氏女》的慈父形象。  

首先，韋應物句句就女兒情景去叮囑，勾人心弦。父親明白女兒的感受，處

處關心女兒，得知女兒自幼無母親相伴，沒有她的訓誨，感受不到母愛，即使

被兄長或父親照顧和關心，也不及母親來得溫柔體貼。因此父親才叮囑女兒

為人妻子和媳婦應有的言行和態度，例如：「貧儉誠所尚」、「孝恭遵婦

道」、「容止順其猷」等，教她要遷就丈夫及其家人，事事節儉，孝順恭

敬，遵守婦道。 

其次，韋應物表達對女兒的依依不捨，從文末「別離在今晨，見爾當何

秋」、「居閒始自遣，臨感忽難收」等字句，可見得出他對女兒的不捨。

雖然知道女兒不可終身陪伴自己，終究要出嫁，但又害怕失去女兒，變得甚少 



1（c）示例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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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女深切，古今無異。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二文中，可

見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試就二篇抒發

己見。(6分) 

相見。這種矛盾心態，更顯慈父形象。 

最後，《我的四個假想敵》中的父親過於側重於對假想敵的介懷和不滿，而

未見對其女兒的呵護。韋應物處處談及女兒，為女兒着想，非常貼心。但余

光中則談及假想敵的入侵，以前自己和妻子的合作等等的題外話，未深化他

的慈父形象。 

中品：立場明確，能就韋應物的行為和心意論述，對余光中的析述則較

簡略。論點清楚，惟析述有所側重，欠全面。 



1（c）示例三 
愛女深切，古今無異。在《送楊氏女》和《我的四個假想敵》二文中，可見

韋應物及余光中的慈父形象，你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試就二篇抒發己

見。(6分) 

我較欣賞韋應物的慈父形象。 

韋應物面對女兒出嫁的別離場面，較能正面面對，如他為女兒出嫁後的婚姻

生活作出叮囑，「孝恭遵婦道」，又為別離而流淚，韋應物的多番叮囑呈現

出感情真實的慈父形象。 

相反，余光中視女兒的男朋友為「假想敵」，未能正面看待女兒出嫁，而敵

我分明亦未能反映父親的祝福。 

93 

下品：大致就較欣賞哪一個慈父形象立論，能就韋應物的行為和心意略

加說明，對余光中的析述則見粗疏。 



第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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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試以《前赤壁賦》為例，略述文賦在形式方面的兩個特點。(3分) 

《前赤壁賦》借客人抒感，揭示現實人生種種矛盾，試舉出其二，

並加說明。(4分) 

(ii) 《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述思婦「愁多知夜長」、「懼君不識察」，

她因何「愁」和「懼」？試分述之。(2分、2分) 又《短歌行》言「慨當

以慷，憂思難忘」，曹操有何「憂思」？試加析述。(3分) 

(b) 

 

(ii) 文學作品中的景、物、情、理常會相生互發，或因物寄情，或融

情於景，或借景說理。試說明以下句子中景物與情理的關係：(9

分) 

①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②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③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

消長也。  

(c) 

 

《前赤壁賦》篇末藉「清風」、「明月」闡發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其說為

何？(3分) 又《觀潮》藉言「未到」與「到得」帶出人生體會，試談談你對此

詩的體會。(4分)  



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能指出文賦特點並引例說明。 

․能就人生苦短、求才若渴及功

業未成說明「憂思」。 

․僅複述文意，未言及現實人生之矛

盾。 

․未能就詩意作答「愁」的原因。 

（b） ․能描述月圓月缺這景物，亦能

點出相關或相近的情感。 

․能言及曹操未得賢士的苦惱。 

․能就「水」與「月」的特性說

明「變」與「不變」之理。 

․未能點出「愁」乃因丈夫終未回來

而起。 

․未點出曹操對賢士流離失所的同情

。 

․較少言及物我無盡之理。 

（c） 

 

․上者能掌握「廬山煙雨浙江潮

」指人間難得一見的美景，如

世間美好事物或人生理想，闡

發體會。 

․只引錄原文而鮮有就風月解說。 

․多未得詩意，只按「未到」及「到

得」的表面意思，或從感受，或從

「到得」的結果析述。 

95 



2 （c）示例一 
《觀潮》藉言「未到」與「到得」帶出人生體會，試談談你對此詩的體會。(4

分)  

《觀潮》藉言「未到」與「到得」帶出人生體會，我認為此詩講述了作者

在聞得「廬山煙雨浙江潮」的宏偉壯觀的美景便很想到那裏觀看一番，故

「未到千般恨未消」，即未到過這美景心中不斷想着這美景所在，輾轉地

不能消除心中對美景的追求，但當作者到後，遊覽過後，便說這「廬山煙

雨浙江潮」是「到得還來無別事」，即表達了作者認為到達後，飽覽這宏

偉景觀後，覺得不外如是。 

而我認為這種體會是有着好奇心不斷想追求，因此渴望得到，但得到以

後，原來擁有的熱情便會消失，故此對事物的感情亦變得普通，不再特

別，這樣「新鮮感」會常令我們貪新忘舊，我亦理解作者想表達的人生體

會，為他這等的感情，理應更看重眼前的事物，「珍惜」如今得到的，活

在當下感受一些寂寂無名的大自然，或更能對人生有所裨益，明白每樣東

西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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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能準確理解由「未到」到「到得」的變化，就詩

意立論，立場明確，論點清晰，析述詳審。 



2 （c）示例二 
《觀潮》藉言「未到」與「到得」帶出人生體會，試談談你對此詩的體會。(4

分)  

《觀潮》中「未到千般恨未消」，作者十分記掛着廬山煙雨，想到錢塘江

潮汐宏偉的景觀，卻因苦無機會而鬱於心中，難以消除對錢塘江潮汐的牽

掛，故千般恨未消。後作者「到得還來無別事」，指出作者在觀賞過浙江

潮的景色後，卻不以為然，又感歎原來浙江潮的景象並非自己心中般特別。  

依我所見，作者難解的恨並非對「浙江潮」景色的嚮往，而是他心中對未

能一睹的遺憾，當愁思的時間越長，作者對江景的宏偉程度隨之膨脹，心

中為江景描繪一幅美麗的景象，但當他親身到時，卻發現江景平平無奇，

只因他已彌補了心中對未能看江景的缺失，又因其心中期望之大，故認為

江景特別，亦帶出人生在世，執着未必是好事，反而增加心中的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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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能理解由「未到」到「到得」的變化，就詩意立論，立場明

確，論點清晰，惟就「執着」一說析述較為簡略，未算完備。 



2 （c）示例三 
《觀潮》藉言「未到」與「到得」帶出人生體會，試談談你對此詩的體會。(4

分)  

《觀潮》對「未到」、「到得」有體會，「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

未消」指廬山的細煙微雨及錢塘江非常宏偉，未曾經到訪只聽聞，就非常

想探訪美景，思想一直未打消念頭，但當到達後，卻發現沒有什麼驚訝及

訝喜之事，「到得還來無別事」，蘇軾以此說明人永遠只談聞事件，只會

把事情誇大，真身到訪，卻發現只是虛名，說明人不要輕信別人的言談，

要多加探索，免到時「空歡喜」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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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能理解由「未到」到「到得」的變化，惟看法有所偏頗，當中

又未能深入討論對人生的體會，故析述不足。 



第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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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西湖七月半》中，作者總寫杭人在七月半因「好名」而遊湖，試說明其

熱鬧情況。(4分) 又《遊虎丘小記》中，作者寫蘇州人中秋夜遊虎丘的盛

況，試加析述。(2分) 

(b) (i) 在《西湖七月半》中，作者寫第四、五類遊人時，分別以下列句子作
結： 
① 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 
② 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試說明這兩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有何不同。(6分) 又作者同樣以

「看之」作結，用意何在？試加析述。(3分) 

(ii) 在《遊虎丘小記》第二段中，「遊人尚稀」及「山空人靜」之時，作

者的所見所聞有何不同？試析述之。(4分) 由第一段「穢雜可恨」到

第二段「亦復不惡」，及至「然終不若」，作者運用了層遞手法，試

加說明。(3分) 又這種手法有何效果？試加析述。(2分) 

(c) 在《遊虎丘小記》中，作者欣賞「清景」，你認為作者在當中所追求的境界

與《西湖七月半》中作者所追求的是否相同？試抒己見。(6分) 



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能引用文本析述熱鬧情況。 ․只略言遊人眾多，四處嘈雜及地方擠

擁，論點未全。 

․對遊虎丘盛況的說明只及一端。 

（b） ․能點出兩類遊人遊湖目的和

情態。 

․能引文本析述，言「看之」

乃冷眼旁觀，或言具諷刺之

意。 

․能羅列兩種情況的所見所聞。 

․只略引文本，對兩類遊人遊湖目的和

情態析述簡略。 

․未從「看之」體會作者有寄寓情感之

意。 

․層遞的運用及效果一問，或論點用詞

未準，或引例析述簡略，流於空泛。 

（c） 

 

․論點清晰，析述尚見恰當。 ․多未能從不同角度論述。 

․間有選取材料有誤，引用五類看月者

為例，與「清景」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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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i）示例一 

試說明這兩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有何不同。(6分) 

第四類人是「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

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這類人是市井之徒，作者形容

他們看月的情態是沒有船，亦不坐在車上，衣衫不整，常喝醉，在人群中

是非常粗魯，且非常嘈吵，他們佯裝飲醉及唱着不成腔調的曲子。可見他

們看月的情態是些市井之徒在假裝有雅致，其實是庸俗的。 

「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說出這些市井之

徒看着月亮，看那些看月的人，亦看那些不看月的人，其實是並沒有看到

任何東西的。因此他們的目的便是想假裝風雅，和一同來湊熱鬧的。 

第五類人是「小船輕幌，淨几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

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作者提到第五類是文人雅士，會坐在輕紗罩

着的小舟中，洗淨茶几，煮茶，與好友佳人一起同坐賞月，或藏身樹下和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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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示例一（續） 
試說明這兩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有何不同。(6分) 

遠離煩囂，可見第五類人的看月情態是不想湊熱鬧，比較嚮往寧靜清幽的環境

下賞月，不被人打擾的。 

「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文人雅士在賞月時，別人

不會見到他們賞月的情態，他們也不會特意扮作賞月。由此可見他們遊湖

的目的是觀賞皎潔的月色，不與別人一起湊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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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能就情態和遊湖目的兩方面，分別說明兩類人的不同之處，尚具

比較意識，析述詳審。 



3（b）（i）示例二 
試說明這兩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有何不同。(6分) 

第四類人與第五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十分不同。第四類人遊湖的目的只為

玩樂，毫無目的地外出。「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

入人叢，昭慶斷橋，嘄呼嘈雜，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

無一看者。」他們沒有乘馬車或船隻，沒有穿衣，飯後酒後，接好友一同躋

入人群裏，一大班人在叫嘄，十分嘈吵。他們什麼也看，月也看，別人賞月

也看，不賞月只為玩樂的人也看，但卻沒有用心地仔細地看。他們只是一班

市井之徒，普通人，沒有目的地出外賞月遊湖，只是喧嘩嘈雜。  

相反，第五類人遊湖的目的是真心賞月，欣賞月亮於七月半時所盛放的現象。

他們「小船輕幌，淨几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

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他們

乘着小船於湖邊，任由船隻於湖面上飄流，他們享受着茶，聽着由竹所製的

樂器所發出的聲音，匿在樹下，遠離嘈雜的湖。他們只是靜靜地坐在樹下，

欣賞着月亮的美態，沒有裝作的成份，一切出自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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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能略就遊湖目的及情態兩方面，分別說明兩類人

的不同之處，尚具比較意識，析述簡略。 



3（b）（i）示例三 
試說明這兩類人遊湖的目的和情態有何不同。(6分) 

「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是說市井流氓，沒

所事事，跟着熱鬧一起趕入西湖，大聲喧嘩，沒有目的，只為引人注目，四

處張看，看人看月，但其實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看。 

「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是在說隱士高人，不是為了

爭名而趕入西湖，並不引人注目，隱在大樹下，小舟上等的地方安靜地賞月，

並不想周圍嘈雜，閒雜人等走後，依然靜靜地賞月而沒有趕着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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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僅略點遊湖目的及情態說明兩類人的不同之處，略具比較意識，

析述不足。 



3（c）示例一 

在《遊虎丘小記》中，作者欣賞「清景」，你認為作者在當中所追求的境

界與《西湖七月半》中作者所追求的是否相同？試抒己見。(6分) 

我認為作者追求的境界與《西湖七月半》中作者所追求的相同，他們都追

求欣賞美景時要寧靜，不可有其他人打擾。 

《遊虎丘小記》中，作者認為自己「才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即是「山空

人靜」以及「月出無人」那次。兩次欣賞中，作者因為沒有其他遊人製造

的「笙歌」，脫離俗世喧鬧，感受極靜之時，山林的靜謐空靈。這顯示他

追求的是寧靜，與山間景物融為一體，「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之境界。

相反，遊人的嘈雜則被視為「穢雜」，可見他對喧鬧遊人的憎惡。 

《西湖七月半》中，作者也有相同的追求。作者描寫杭人「好名」，擠擁

吵鬧的遊湖之態來寄托譏諷及不屑，認為他們的心態是為湊熱鬧，而非真

正懂得賞月之人，十分庸俗可笑，可見不忿之情。然而，遊人「頃刻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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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示例一（續） 
在《遊虎丘小記》中，作者欣賞「清景」，你認為作者在當中所追求的境

界與《西湖七月半》中作者所追求的是否相同？試抒己見。(6分) 

之後，作者和其他文人雅士終可品味西湖真正的清麗景色。沒有杭人的嘈

雜，「山復整妝，湖復頮面」，山水變得寧靜可愛，與李流芳因「月出無

人」而可感受寧靜景色的情況相似。「月如鏡新磨」，月亮像鏡子一樣明

亮，對比之前「一無可看」，便知作者暗示美景需要相應的雅士來欣賞才

有價值，可見他認為寧靜才能盡情發揮景物之美，嘈吵的杭人只是「一無

可看」。最後他「酣睡於十里荷花之間，香氣拍人，清夢甚愜」，更是表

達出人景合一之舒暢，亦與李流芳「與清景俱往」的境界相似。 

兩人皆討厭其他遊人的喧鬧，並追求在寧靜環境中怡然自得，安靜欣賞美

景，不受世俗侵擾，以及與景物融為一體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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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能引文例準確分析兩篇作者所追求的境界，並從正

反兩面論述，具比較意識，論點精確，析述詳審。 



3（c）示例二 
在《遊虎丘小記》中，作者欣賞「清景」，你認為作者在當中所追求的境界

與《西湖七月半》中作者所追求的是否相同？試抒己見。(6分) 

我認為兩人所追求的相同。 

兩人皆追求逍遙自在的境界。《遊》中，作者厭惡盛大熱鬧的賞月場面，說

出「穢雜可恨」。他在「夜半月出無人」時，「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

復談」，在月下悠然享受美景，以「靜意對之」，終「覺悠然欲與清景俱

往」 ，感覺自己飄飄然，與寧靜美景相融合，與大自然一體，逍遙自在。 

而《西》中，作者待杭人散去才「吾輩艤舟近岸，斷橋石凳始涼」，他拉友

人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享受酒肉盡興之餘，又感

「山復整妝，湖復頮面」，其實是因人群散去感自在才覺風景之美。他們此

時已逍遙自適，「酣睡於十里荷花之間，香氣拍人，清夢甚愜」，享受美景

悠然在月下賞月。與《遊》的作者一樣喜歡在靜時才賞月，享受安寧閒適之

感，成為大自然的一體，放下執着，達至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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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能引文例分析兩篇作者所追求的境界，並從心境和情

態兩面論述，具比較意識，論點大致恰當，析述一般。 



3（c）示例三 
在《遊虎丘小記》中，作者欣賞「清景」，你認為作者在當中所追求的境界

與《西湖七月半》中作者所追求的是否相同？試抒己見。(6分) 

我認為《遊虎丘小記》中作者欣賞「清景」當中所追求的境界與《西湖七月

半》中作者所追求的是相同的。兩位作者所追求的都並非市井之徒的「好名」

而是不與世俗同類清高、高雅的境界。儘管一人飲酒，一人不飲。但「酣睡

於十里荷花之間」和「相與趺坐石臺」都反映出兩人高尚的品德情操。而他

們兩人都是享受自然之美。一人賞月看山，看湖，一人感受夜裏的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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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能略引文例分析兩篇作者所追求的境界，惟僅就情態分析，具比

較意識，論點恰當，析述不足。 



第4題 
109 

(a) (i) 《藥》中的夏瑜在牢獄和刑場有什麼遭遇？又《樹的死亡》中木棉

「從囹圄跨上刑台」，它先後有什麼遭遇？試分別加以說明。(3分、

2分) 

(ii) 《藥》第一節寫華老栓前往刑場途中遇到許多古怪的人，有的「眼裏

閃出一種攫取的光」，有的「鬼似的在那裏徘徊」，作者描寫這些人，

營造了怎樣的氣氛？試略加析述。(3分) 《樹的死亡》中提到木棉在

「殭屍群裏」，可見它身處怎樣的環境？試加說明。(4分) 

(b) (i) 《藥》怎樣運用明暗雙線發展的結構來說故事？有什麼效果？試分述

之。(4分、3分) 

(ii) 《樹的死亡》中的敍述先用「你」，後用「它」，這種人稱的轉換，

有什麼作用？試加說明。(3分) 又詩末強調樹的死是「默默地」、

「悄悄地」，作者有何用意？試加析述。(2分) 

(c) 

 

《藥》第四節提到墳頂上「一圈紅白的花」，《樹的死亡》中提到荒漠上

的「一滴碧綠」，你認為哪一個意象較佳？試加以比較說明。(6分) 



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引恰當例子說明夏瑜遭遇。 

․能體會木棉「從囹圄跨上刑台

」之意。 

․能指出木棉身處高樓大廈的環

境中，所餘的木棉不多。 

․只就題目徵引文句，未有引用文本

其他情節補充以析述所營造的氣氛

。 

․未能析述被「殭屍」重重包圍之意

。 

（b） ․能清楚析述華老栓一家為明線

，夏瑜則為暗線，表現中上。 

․多能析述木棉樹的死亡不足以

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未能從內容或情節安排或主題角度

分析，論點不詳，析述簡略。 

․只着重舉例，未能點出人稱轉換的

作用，析述簡略。 

（c） 

 

․佳者論點精確，能從不同角度

申述比較兩個意象，引例恰當

，闡述詳贍。 

․下者則觀點偏差，三言兩語，析述

未當，引例未見準確；或未引文本

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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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ii）示例一 
《樹的死亡》中的敍述先用「你」，後用「它」，這種人稱的轉換，有什麼作

用？試加說明。(3分) 

能表達作者由不同角度抒發的情感。作者先用「你」寫出與木棉看似對話中的

感受，帶出對木棉將被殺害死去的可憐和悲憤，以「你」為角度帶出作者對木

棉的種種感情，更為真切自然。 

而寫「它」把敍事角度變得客觀，講及作者對現代社會中樹木愈來愈少，人會

集體屠殺原始森林，連荒漠上的一滴碧綠也不放過，把故事帶入除了木棉自己

的層次，講及社會中人砍伐樹林以發展的更深層次，抒發對人過分砍伐樹木的

悲憤慨嘆，情感更富層次感，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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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準確理解文意，能就「你」到「它」這人稱轉換，從不同敍

事角度的特點，分析其抒情效果，析述詳審。 



4（b） （ii）示例二 
《樹的死亡》中的敍述先用「你」，後用「它」，這種人稱的轉換，有什麼作用？

試加說明。(3分) 

《樹的死亡》中敍述先用「你」後用「它」，這人稱的轉換，是有由親至疏

的作用，暗示樹已死了。 

作者先是以「你」作人稱，「你將被殺害」「你遂被謀殺」，這兒以「你」

作人稱，有種作者與樹對話之感，而且更顯親切，更感親近。因為猶如二人

面對面在對話。而且亦是作者對樹說的話。而後來用「它」是因為樹也死

了，作者不能再與它對話，不再親近，所以以「它」作人稱。由此可以感覺

到由親近到疏遠的變化，亦暗示樹已被砍伐，樹也死了。而以「它」作人

稱，更有如作者在與大眾讀者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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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準確理解文意，能就「你」到「它」這人稱轉換，分析抒情對象

的改變，析述簡略。 



4（b） （ii）示例三 
《樹的死亡》中的敍述先用「你」，後用「它」，這種人稱的轉換，有什麼作

用？試加說明。(3分) 

《樹的死亡》中的敍述先用「你」後用「它」這種人稱的轉換有帶出樹木死

亡的作用。「你」這人稱大多是形容人的或其他有生命的生命。反之「它」

這人稱是用來形容死物。因此由「你」轉成「它」的人稱象徵樹木死亡的用

意。而且用「你」的人稱感覺上比較親近，用「它」的人稱則比較疏遠，而

且比較不在意。因此人稱的轉換也有樹木被遺忘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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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大致理解文意，能就「你」到「它」這人稱轉換指出樹木已死，

析述薄弱。 



整體表現 

1. 熟習課文，對於問及內容的題目應付自如。 

2. 答題意識不俗，能就文本析述，亦具比較意識。 

3. 分析說明、賞析評鑑，仍待改善： 

• 審題不周，方向錯誤 

• 理解表面，忽略細節 

• 引錄原文，欠缺分析 

• 論述片面，分析籠統 

• 推論過當，理據牽強 

• 立論不當，論點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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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平日學習： 

• 豐富學養 

• 裝備應試 

 

作答鑑賞題： 

• 分析題旨 

• 慎選論點 

• 恰當引例 

• 公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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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