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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一  文學創作 
 
 



試卷一 文學創作(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 「值得付出的代價」(選題率：46%) 

• 「再次嘗到的滋味」(選題率：54%) 

3 



• 一．評核重點 

• 二．解題及寫作要求 

• 三．評分方法 

• 四．考生表現 

• 五．樣卷示例分析 

• 六．建議 

• 七．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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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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付出的代價」 

 

題二 「再次嘗到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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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解題 

 本題有三個元素，「值得」、「付出」和「代價」。 

 「值得」是指有價值、有意義，以及付出後得到的收穫

或回報。 

 「付出」可解作支出、交出、支付和花費之意。 

 「代價」可以是指某些東西、物品或勞力的價值，這些

價值除了是可量化的金錢外，也可以是難以量化的精神、

時間、體力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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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 ：取材立意 

• 本題取材多元，寫法不拘。 

• 考生的立意和取材並無規限，但必須扣連「值得」、
「付出」和「代價」三個關鍵詞。 

• 考生需敍寫或描述清楚「代價」的內容，「值得」的
原因，以及「付出」的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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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 ：不同方向 
• 考生可以敍事、描寫、抒情、議論。 

• 考生可以實踐理想為題材，多年來勤奮不懈，「付出」了玩樂
和休息的時間，最終入讀了心儀已久的學系。 

• 又如毅然拋開了安穩的工作和生活，遠赴第三世界國家當義
工，實踐扶助弱勢社群的理想。 

• 取材可涉及不同的人際關係，如主人公選擇陪伴年邁體弱的父
母，放棄了移民海外的機會。 

• 「值得付出」的原因也可以是追求一段美好的姻緣，或希望與
朋友冰釋前嫌。 

• 借歷史或時事發表議論：孫中山推動辛亥革命的過程，飽經挫
折，雖然許多人為此犧牲了性命，但是大義當前，付出沉重的
代價，也是值得的，以闡明賢者甘願「付出」生命，踐行仁德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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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 ：寫作要求  

• 本題的焦點在於「值得」這元素，考生可運用不同的方法
呈現「值得」的原因。 

• 行文應說明「代價」的內容或意義，若文中完全沒有觸及
「值得」的原因，則有扣題不穩之嫌。 

• 寫作方向可以是敍寫「付出」的經過，描畫其中的情景或
人物心理變化，並抒發所思所感。 

• 「值得」的原因與「代價」的內容應有合理的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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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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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扣連題目關鍵詞，沒有涉及「值得」的原因，

「代價」的內容或意義貧乏，「付出」的經過敍寫不清，

未能帶出相關的思考、感受、議論或聯想，內容則屬單薄，

表現欠佳。 

中品：能夠呈現「值得」的原因，「代價」的內容或意義

合理，有敍寫「付出」的經過，尚能扣連關鍵詞，敍事平

鋪直敍，描寫粗略，抒情浮泛，議論欠詳，表現則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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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 ：寫作要求  

 上品：能夠緊扣題目三個關鍵詞，「值得」的原因具體
對應「代價」的內容和意義，仔細描畫「付出」的經過，
行文意念豐富，細緻呈現人物的情感變化，論說有力，
情感真摯，主題深刻，則為上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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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值得付出的代價」 ：寫作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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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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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解題 

 本題有三個元素：「再次」、「嘗到」和「滋味」。 

 「再次」可理解為第二次、又一次、兩次或表示動作

重複的意思。 

 「嘗」可通「嚐」，用口辨別滋味，又可解作試探、

試驗、嘗試，也有「經歷」的意思。 

 「滋味」可以實指食物甜酸苦辣等味道，也可比喻為

感受或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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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再次嘗到的滋味」：取材立意 

• 立意和取材並無規限，但必須扣連「再次」、「嘗到」
及「滋味」三項。 

• 一是「再次」嘗到的原因； 

• 二是「滋味」的具體內容； 

• 三是「嘗到」後的所思所感。 

• 以「滋味」為文章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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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再次嘗到的滋味」：取材立意 
• 本題取材多元，虛實皆可。 

• 文章寫法不拘，可以敍事、抒情或說理。 

• 「滋味」可以是食物的味道，例如：考生可寫人物離鄉
工作多年，節慶回家，再次品嚐母親的廚藝，以及一家
團圓的滋味；又或寫人物重回母校，與舊同學在飯堂用
膳，繼而回味校園生活點滴。 

• 「滋味」也可以是與人相處的經歷和感受，例如：再次
體會到戀愛的甜蜜；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 考生也可以人生際遇為題材，例如敍寫在工作上重獲成
功感，或重燃起對某種嗜好的熱誠，以此論說處事為人
應該持之以恆，不可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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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再次嘗到的滋味」：寫作要求  

• 「再次嘗到的滋味」是指又一次品嚐某種味道或經驗某
種感覺，題目的焦點在於「滋味」的內容和意義。 

• 「滋味」在文章中必須與「再次嘗到」這關鍵詞有緊密
扣連，由於題目要求是「再次」，所以這種「滋味」不
應該是第一次品嚐或經歷。 

• 文章構思方向可以是敍寫其中的過程和原因；又或與之
前的經歷和感受作對比，以呈現「再次」嘗到這滋味的
所思所感。如學生對題目關鍵詞有錯誤理解，通篇將
「再次」理解為第一次，則有扣題不穩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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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再次嘗到的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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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沒有扣連題目關鍵詞，「滋味」的內容極為浮淺，

只敍寫「再次嘗到」的經過，沒有帶出相關的思考、感受、

議論或聯想，內容單薄，表現則屬欠佳 

中品：作品有描畫或敍寫「滋味」的內容和意義，但僅能扣

連「再次嘗到」與「滋味」的關係，能對應之前「嘗到」的

經歷或感受，平鋪直敍，描寫粗略，抒情浮泛，議論欠詳，

表現則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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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再次嘗到的滋味」：寫作要求  

 上品： 「滋味」的內容和意義構思精到，又能緊扣
「再次嘗到」與「滋味」的關係，對「之前嘗到」
與「再次嘗到」的所思所感有深刻描寫，情感真摯，
論說有力，則屬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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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再次嘗到的滋味」：取材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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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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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別就

內容與技巧兩方面考慮（各佔50%） 

 請就答卷在內容與技巧兩方面之表現分別評定其應屬之品

第： 

首先考慮其表現應為上品、中品抑或下品， 

然後再考慮其在該品第應為上級、中級抑或下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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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 「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  考生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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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 本題要求考生扣連「值得」、「付出」和「代價」三個
關鍵詞，需敍寫或描述清楚：  

• 「值得」的原因； 

• 「代價」的內容； 

• 「付出」的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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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 大部分考生都能掌握題目基本要求，能夠呈現「值
得」的原因，敍寫「付出」的經過，「代價」的內
容或意義合理。 

• 極少數完全沒有觸及「值得」的原因，或「代價」
的內容模糊，則有扣題不穩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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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上品文章： 

能夠緊扣題目三個關鍵詞，「值得」的原因具體對應「代
價」的內容和意義，仔細描畫「付出」的經過。 

例如有考生敍述演員為追求一瞬間的璀璨光彩而付出精神
健康的代價。文章首先以「我」的第一人稱敍述角度，刻
畫演員的內心掙扎，不斷在面對傷害壓力時說服自己一切
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後段敍述「我」精神崩潰後，作
者轉變為第三人稱敍述角度，敍述演員精神失常後住到精
神病院，透過其他人物的說話及收結表達作者並不認同
「我」的選擇。文中對於是否「值得」有所反思，細緻呈
現人物的情感變化，主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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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中品文章： 

取材大致扣題，能夠呈現「值得」的原因，「代價」的
內容或意義合理，有敍寫「付出」的經過。 

與上品相比，顯得較為概念化，不少考生以實踐理想為
題材，多年來勤奮不懈，「付出」了玩樂和休息的時間，
最終入讀心儀已久的學系。 

中品文章能呼應題目，但是對於「代價」的描寫往往點
到即止，對於為何「值得」也着墨不多，思想感情未見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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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下品文章： 

下品文章內容淺薄，沒有涉及「值得」的原因，「代價」
的內容或意義貧乏，「付出」的經過敍寫不清，沒有扣連
題目關鍵詞。 

如文章只記敍「付出」的過程，對於「值得」的原因及
「代價」的內容卻語焉不詳 

又如有文章以論說為主，以消防員、軍人及母親說明三種
人均認同為他人而付出犧牲是值得的，但是文中欠缺論證
過程，完全沒有論證為何「值得」，或者什麼「代價」是
「值得」的，內容空洞，表現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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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 本題上品文章： 

文章結構巧妙，善用意象。 

例如有考生以煙火象徵只有一瞬間的璀璨光彩，對比
鎂光燈下的完美面具與內心的脆弱，凸顯出外在形象
與內心感受的強烈反差，從而突出人物的內心掙扎，
加強人物的心理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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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 本題中品文章： 

結構有條理，分段清楚，偶見修辭手法的運用，但對於
是否「值得」沒有深刻反思，「付出」的過程往往平鋪
直敍。  

• 本題下品文章： 

對「代價」的描寫非常浮淺，「付出」的經過往往敍寫
不清，也未能帶出相關的思考、感受、議論或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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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 本題要求考生扣連「再次」 、「嘗到」和「滋味」

三項。 

• 一是「再次」嘗到的原因 

• 二是「滋味」的具體內容 

• 三是「嘗到」後的所思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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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 大部分考生都能掌握題目基本要求，能扣連「再次嘗

到」與「滋味」的關係，能對應之前「嘗到」的經歷
或感受，也有描畫或敍寫「滋味」的內容和意義。 

• 極少數考生沒有描寫「滋味」的內容，內容貧乏；或
將「再次」理解為第一次，則屬扣題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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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上品文章： 

 對「滋味」的內容和意義構思精到，又能緊扣「再次嘗到」與
「滋味」的關係，對「之前嘗到」與「再次嘗到」的所思所感
有深刻描寫。 

 例如有考生敍寫在異鄉再次嘗到龍眼的滋味，插敍童年回憶中
故鄉親情帶着龍眼的清甜，長大離開故鄉後再次嘗到龍眼的滋
味，卻是帶着思鄉淚水的鹹味。文章以龍眼的「滋味」為敍述
重點，對比以前和現在的不同滋味，帶出懷鄉之情，情感真摯
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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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本題中品文章： 

 能夠按題旨寫作，取材構思能扣連「再次嘗到」與「滋味」
的關係，作品有描畫或敍寫「滋味」的內容和意義，但取材
較陳套，抒情也較為概念化。 

 不少考生敍述童年時喜歡吃某種食物，成長後再次嘗到發覺
滋味不同，從而表達親情或懷舊的主題，內容雖切題，也能
扣連「再次嘗到」與「滋味」的關係，但是對於「滋味」的
內容刻畫較為單薄，層次不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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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立意取材 

• 少數下品文章： 

 對「滋味」內容的描寫極為浮淺，只敍寫「再次嘗
到」的經過，沒有帶出相關的思考、感受、議論或聯
想，內容單薄，表現則屬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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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 本題上品文章： 

 能因應主題選材，有意識地運用多樣而合適的寫作手法。 

 如考生以「鳥」為視角寫飛翔的滋味，頗見創意。此外，對於
「滋味」的內容描寫豐富細緻。 

 如考生以牛肉湯河的「滋味」為敍述重點，以再次嘗到叔叔所
做的牛肉湯河味道不辣，對比叔叔年輕時所做的辣牛肉湯河，
以食物的「辣」表達年輕時喜歡追求人生的刺激，到年紀漸長
自然回歸平淡，故牛肉湯河也沒有了以前的「辣」味。文中描
寫牛肉湯河的「滋味」相當細緻，除了牛肉湯河的不同滋味，
也對比叔叔與自己，年輕時與年紀漸長不同的人生追求，使
「滋味」的層次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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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一般表現 
 寫作技巧 

• 本題中品文章： 

 有基本敍述及描寫能力，結構大致完整，文句基本通順，
但是對「滋味」的內容刻畫不夠深刻。 

 

• 本題下品文章： 

 浮泛交代「滋味」的內容，結構鬆散，文字粗疏，沒有意
識運用文學創作手法。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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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得付出的代價」中品/上品樣卷示例 

• 「再次嘗到的滋味」中品/上品樣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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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中品樣卷示例 

總評： 

• 文章取材恰當，能夠扣連關鍵詞，有呈現「值得」的原
因和「代價」的內容，有敍寫「付出」的經過，創作意
念尚完整、清晰。 

• 文章寫敍事者在前往見工的過程中見到一位年老人家跌
倒，如果他選擇幫忙，工作面試便會告吹。主角內心掙
扎了一會，決定留下照顧傷者，直到救護員到來。其後，
他為此失去了工作面試的機會。不過，他沒有感到失落，
反而因為能夠幫助他人，認為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 通篇文句通順，表達能力尚可，但平鋪直敍，抒情欠深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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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首點題： 
點出是否值得付出代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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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比喻和心理獨白手法， 
運用得比較簡單 
表達效果一般 

轉折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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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結： 
透過對話點題，較為概念化 
對於為何「值得」着墨不多 

思想感情未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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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代價」上品樣卷示例 

總評：  

• 創作意念豐富完整，文章緊扣題旨，主題明確，結構嚴謹，首尾呼
應。 

• 敍事者是一位剛懷孕的少婦，由於患了貧血，而且身體虛弱，所以
在懷孕的過程中承受身體上的痛楚，以及沉重的心理壓力。期間，
醫生和丈夫都擔心她的健康狀況，曾暗示她可以終止懷孕，但主人
公幾經掙扎，為了孕育腹中生命，願意付出一切的代價。 

• 文章立意和取材緊扣「值得」、「付出」和「代價」三個關鍵詞。
「代價」的內容是母親的健康和生活上的限制，「值得」的原因就
是對孩子的愛和責任。作者亦有仔細描畫「付出」的經過，雖然敍
寫母親懷孕的過程和特徵稍與現實不符，但瑕不掩瑜。 

• 文章敍事條理分明，描寫具體生動，比喻妥貼，文筆具個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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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首點題：具體描寫身體的痛苦 
對應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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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動作及語言描寫人物，生動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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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運用
心理獨白
細緻描畫
人物內心
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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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比喻
象徵等文
學創作手

法 
具優異的
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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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前文 
描寫內心掙扎 

文章的轉折： 
胎動令我願意付出代價 
運用意象表達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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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結點題，呼應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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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中品樣卷示例 

總評： 
• 作者能扣題寫作，文章有寫及「滋味」的內容和意義，尚

能扣連「再次嘗到」與「滋味」的關係，意念尚完整、清
晰。 

• 敍事者在晚飯中嘗到一種美味的醬料，味道非常熟悉，但
又忘卻了之前是在那裏嘗過。後來得媽媽提醒，他才記起
原來這是姨婆為他親手醃製的醬料，主角從而記起年幼時
姨婆是多麼疼愛自己。主角因為「再次嘗到這滋味」，體
會到人容易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變得善忘，不懂珍惜，「所
以要好好珍惜身邊眼前的所有人，留下更多甜的味道，快
樂的回憶。」 

• 文句整體通順達意，對素材觀察準確，但描寫略見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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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首點題：描寫醬料的味道 
對於「滋味」的內容刻畫較為單薄，層次

不夠豐富 
其後花了不少篇幅描寫為何不記得味道，

反而忽略了「滋味」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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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結點題，結構完整 
考生難忘的〈第九味〉 

立意表達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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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嘗到的滋味」上品樣卷示例 
總評： 

• 文章取材恰當，內容生活化，創作意念豐富完整。考生
能夠緊扣「再次嘗到」與「滋味」的關係，現實與回憶
雙線結構，互相呼應，情感自然真摯。 

• 文章寫主角升上高中後，忙於應付學業，漸漸對母親的
關懷變得冷淡。偶爾翻看與母親的合照，驀然回想過往
與母親一同晚膳，親切交流的情景。後來主角因溫習過
勞而睡着，從夢中醒來，現實中再次嘗到媽媽湯水的滋
味，重新體會到母親的愛從未隨時間而消失。 

• 文章的描寫細緻具體，觀察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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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首點題：點出是失而復得的滋味 
文首描寫鑰匙和大門鐵鎖的碰撞聲 

善於刻畫生活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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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描寫細緻 

人物神態
描寫細緻 

夢與現實交錯
描寫內心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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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題目： 
表面是湯 

呼應題目： 
實際是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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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文首描寫
鑰匙和大門鐵
鎖的碰撞聲 
巧用意象 

呼應題目： 
表面是湯 

呼應題目： 
實際是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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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 針對本年考生表現，從立意取材和寫作技巧兩
方面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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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 立意取材： 

• 文學創作可多發揮想像力，如寫值得付出的代價，不少
考生均取材於為追求夢想而付出代價，對於是否值得則
反思不多。 

第一題有考生以為了家庭而放棄追求夢想為主題，又或敍
述演員為追求一瞬間的璀璨光彩而付上精神健康的代價，
仔細刻畫人物的內心掙扎，對於是否「值得」有所反思，
細緻呈現人物的情感變化，主題更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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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有不少考生看到「滋味」就聯想到食物，看到
「再次嘗到」就想到童年與現在的對比，想到以親情
為主題，構思雖切題但有時流於概念化，個人的真情
實感未見突出。考生可嘗試在取材上多加新意，加強
文章的感染力，例如有考生以「鳥」為視角寫飛翔的
滋味，寫來具體生動而富趣味，更見其立意取材上的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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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寫作技巧： 

• 在寫作技巧方面，考生可嘗試不同結構方式，多運用
文學創作手法。 

第一題寫值得付出的代價，考生可以因應「值得」的原
因，多運用心理描寫手法，具體細膩地描寫人物對於是
否「值得」的內心掙扎，呈現對於是否「值得」的反思。 

第二題寫再次嘗到的滋味，考生可以運用多種修辭方法
描寫「滋味」的內容，如以不同感官描寫食物的色、香、
味，發揮對食物的多方聯想，使「滋味」的內容和意義
具體細緻，層次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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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 考生在立意取材及寫作技巧方面都有所進步，相信
是任課老師平日的教導與鼓勵所起的積極作用。 

• 期待在教學和考評的配合、老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
下，來年有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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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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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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涉江》 

聞一多《死水》 

劉楨《贈從弟》（其三） 

王維《青溪》 

2 
李白《將進酒》 

歐陽修《醉翁亭記》 

《孟子．梁惠王上》第二章 

秋瑾《對酒．不惜千金買寶刀》 

3 關漢卿《法場》 蒲松齡《聊齋志異．冤獄》 

4 西西《碗》 
關漢卿《四塊玉．閑適四首》選二 

吳晟《出遊不該有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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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選題率 

題號 選題百分率 

1 66 

2 34 

3 40 

4 6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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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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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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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考生別有體會，言之成理，閱卷員亦可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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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1 考核重點  
題號 問題重點 分額 考核重點 

（a） 創作年代、作品體制、遣詞用字。 4 文學常識 

（b） 屈原所好的「奇服」；聞一多描述的「死水」特點。 3、3 
理解及 

分析內容 

（c） 

(i) 《贈從弟》（其三）中的「鳳皇」特性。 4 
理解及 

分析內容 

(ii)《涉江》「亂曰」提及「鸞鳥鳳皇」和「燕雀烏

鵲」的寄意；《贈從弟》（其三）中也用了「鳳

皇」、「黃雀」，其中的寄意與《涉江》「亂曰」

的不同。 

2、3 
比較及 

分析內容 

（d） 

(i)《青溪》中詩人傍溪而行，沿路的景物特點。 3 
理解及 

分析內容 

(ii) 聞一多以「絕望」形容死水的原因；王維以「澹」

形容青溪的原因。 
2、2 

分析寫作手

法 

（e） 
《死水》和《青溪》均具繪畫之美，你更欣賞哪一篇

？就此比較說明。 
4 

綜合比較及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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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年代、楚語兩問，表現不俗。 ․體制一問，考生多答五言律詩。 

（b） 

 

․屈原所好奇服一問，表現理

想。 

․佳者引詩例析述死水特點。 

․死水特點一問，下者或分析寫作

手法，或言本詩富象徵意義，未

回應問題。 

（c） 

 

․問鳳皇特性、「鸞鳥鳳皇」

及「燕雀烏鵲」寄意，上品

者引例恰當，析述完備。 

․多誤解《贈從弟》詩意。 

․問《贈從弟》「鳳皇」「黃雀」

寄意，下品者居多。 

（b） ․《死水》一問，考生能略言

死水象徵其時社會黑暗糜爛，

無可救藥。 

․較少考生能全面地寫出《青溪》

景物特點。 

․不少考生錯解「聲喧亂石中」。 

․《死水》一問，多未及詩人憤懣

及期盼否極泰來之意。 

（c） 

 

․立論明確，論述尚見條理。 ․引例偏側，詳此略彼，析述未見

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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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劉楨《贈從弟》（其三） 

 

  《贈從弟》（其三）中的「鳳皇」有什麼特性？試析述之。(4分) 

 

• 孤高不群╱高風亮節：徘徊於孤竹之間，不與黃雀為伍。 

• 立志遠大╱勤奮自勵：奮力展翅，於天空飛翔，不辭勞

苦，努力向上。 

• + 析述 



1（c）（i）示例一 

《贈從弟》中的鳳皇與其他鳥不同，「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

根。」一句中可見鳳皇聚集在南嶽山上，不是梧桐不棲息，不是竹

實不吃。行為要求比一般雀鳥高。「羞與黃雀群」鳳皇羞恥可與黃

雀，即平凡的鳥在一起。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一句中，鳳皇在南嶽不滿足，可見奮

力飛上天空，不辭勞苦，努力向上。可見鳳皇要求高，立志遠大，

會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且與平凡鳥兒並存會感到羞恥，孤高不與世

同。 

77 

上品：重點恰當，析述詳審。 



1（c）（i）示例二 

《贈從弟》中的鳳皇的特性是獨來獨往，不與其他雀鳥為類。「徘

徊孤竹根」中的「孤」字可見其孤獨、獨來獨往，而且指出鳯凰非

梧桐不棲息，非竹實不吃，可見其不與其他雀鳥相同，及顯出其高

潔品格。「羞與黃雀群」這句也帶出鳳皇對於與黃雀為群而感到羞

恥，可見其不與其他雀鳥為類的特點及其孤高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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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重點恰當，惟未言及鳳皇立志遠大，析述欠全面。  



1（c）（i）示例三 

《贈從弟》中「鳳皇」的特點由「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可

見，鳳凰是聚集在南嶽的，牠們非梧桐不棲息，非竹實不吃；同時

由「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可見鳳凰是不滿足的，會展翅飛

翔，飛上九霄青天。由此可見，鳳皇的特點是只在梧桐內棲息，只

吃竹實，而且有顆不滿足的心，常奮力飛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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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重點欠全面，指鳳皇「有顆不滿足的心」，重點及析述均有

偏差。 



1（e）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

色靜深松裏。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

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王維《青溪》 

《死水》和《青溪》均具繪畫之美，你更欣賞哪一篇？試就此比較

說明。(4分) 

 

考生可就兩篇的用字、着色、構圖等描繪手法所產生的效果

作比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閱卷員即可給分。 



1（e）入品原則 
品第 描述 

上品 

（4分） 

就較欣賞哪一篇的

繪畫美立論，立場

明確。 

能從用字、構圖等手法所

產生的效果╱對主題的呈

現論述，例子具體準確。 

論點清晰，

析述詳審。 

中品 

（2-3分） 

就較欣賞哪一篇的

繪畫美立論，立場

明確。 

能從用字、構圖等手法所

產生的效果╱對主題的呈

現論述，例子恰當。 

論點清楚，

析述簡略。 

下品 

（1分） 

大致就較欣賞哪一

篇的繪畫美立論，

立場欠清晰。 

能從用字、構圖等手法所

產生的效果╱對主題的呈

現論述，欠缺例子╱例子

有誤。 

有論點，析

述不足。 



1（e）示例一 
我較欣賞《死水》，《死水》極能體現繪畫美。作者以美寫醜，寫死水上飄

滿的垃圾，如爛鐵比喻為翡翠；將鐵罐上的鏽比喻為「桃花」；將油膩比喻

為「羅綺」，即華美的衣服布料；又將「黴菌」比喻為「雲霞」。以各種美

麗的事物比喻垃圾，詞藻華麗，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可見《死水》含繪畫

美。再者《死水》亦會活用詞性，例如：「綠成翡翠」的「綠」字由形容詞

用作動詞，又例如「鐵罐上繡出幾瓣桃花」的「繡」字，令人聯想到絲繡的

繡，呈現繪畫美。 

相比之下，《青溪》所寫的景物如「亂石」、「深松」等相對欠缺鮮艷的色

彩，簡樸。而且《死水》中描繪的華麗畫面是為了以美寫醜，與髒的死水成

強烈對比，造成令人嘔心的反效果，隱含對中國社會被美麗外表包裹的腐敗

的諷刺。而青溪只是純粹描繪山中景色，欠缺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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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立場明確，能從用詞、着色等方面比較兩篇，並輔以具體例子說

明，論述雖有所側重，但恰當清晰，析述詳審。 



1（e）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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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和《青溪》均具繪畫美，我較欣賞《死水》。 

繪畫美指的是用字的絢麗、色彩的豐富，雖然兩篇用字也絢麗，但在

色彩方面，我認為《死水》更為出眾。《死水》中作者說「也許銅的

要綠成翡翠」的綠和翡翠，「鐵罐上繡出幾瓣桃花」桃花的粉色，

「白沫」的白色，這些不同的顏色增加了死水的繪畫美，而且，作者

亦運用了「翡翠」、「桃花」、「羅綺」、「雲霞」這些美麗的字

眼。 

相比下《青溪》只是用了很少著色詞，如「言入黃花川」，較死水遜

色，而其他形容景物的字也比死水平淡，如：「聲喧亂石中」，雖用

字簡潔，用呈現畫面感，也較死水遜色。 

中品：立場明確，能從用詞、着色方面比較兩篇，並輔以例子說明，

論述清楚，惟就《青溪》的解說太粗略，析述簡略。 



1（e）示例三 

我較欣賞《死水》。因為文中除了用「羅綺」、「珍珠」、「雲

霞」、「桃花」等形容，也用了不同顏色，例如「青綠色」等，而

《青溪》雖然有物件和色彩，但《死水》更多變化，因而我更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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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論點不清，僅略就兩篇的色彩是否多變說明，析述未回應「繪畫

美」。 



題2 考核重點  
題號 問題重點 分額 考核重點 

（a） 

(i) 《將進酒》及《醉翁亭記》記述飲宴情況。 4 理解內容 

(ii)《將進酒》及《對酒》均提及「換酒」，這反映的人

生態度。 
4 

理解及 

分析內容 

（b） 

(i) 《醉翁亭記》言及人「不知太守之樂其樂」，「太守

之樂」所指；太守有這種樂的原因。 
1、3 

理解及 

分析內容 

(ii) 在《梁惠王上》一篇中，梁惠王所言的「樂」與孟子

所言的「樂」之不同。 
4 

比較及 

分析內容 

（c） 

(i)  說明《對酒》引用典故抒懷。 2 
理解及 

分析內容 

(ii)《將進酒》引用典故寄情，《梁惠王上》引用典故說

理，試就此各舉一例說明。 
6 

分析寫作

手法 

（e） 
有說《對酒》一詩風格豪邁剛健、《醉翁亭記》一文風

格含蓄舒徐，你較欣賞哪一篇的風格？試抒己見。 
6 

綜合比較

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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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問飲宴情況，考生表現不俗。 

․問人生態度，考生表現中上。 

․謂李白和秋瑾懷才不遇，鬱悶

難抒，遂豪飲以及時行樂，析

述謬誤。 

（b） ․問「太守之樂」，考生表現

理想。佳者能徵引文例，具

體呈現與民同樂之意。 

․析述滁人之樂與太守之樂簡略。 

․問梁惠王與孟子所言的不同，

多能清楚指出梁惠王之樂，孟

子之樂則論點未算精準。 

（c） 

 

․問引用典故寄情說理及其好

處，普遍表現中上。 

․指秋瑾藉此抒發自己忠君愛國

之心，或謂用典可藉此說服梁

惠王施行仁政，理解有誤。 

（d） 

 

․表現尚可。佳者能從用字、

表達手法、作者的情感等方

面分析。 

․下者論點不清，舉例單薄，析

述不足；或以分析兩篇寫作手

法孰優作為立論之本，未回應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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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i）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

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

及汝偕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梁惠王上》第二章 

在《梁惠王上》一篇中，梁惠王所言的「樂」與孟子所言的「樂」有

何不同？試比較說明。(4分) 

 
 



2 （b）（ii） 

• 梁惠王所言的「樂」是「獨樂」，指的是着重個人的快

樂╱是物質方面的樂╱是遊觀之樂。 

• 孟子所言的「樂」是「與民偕樂」，是能與民為樂╱是

精神方面的樂。 

• + 析述 

 



2 （b）（ii）示例一 

《梁惠王上》中梁惠王所言的「樂」是獨樂的，孟子所言的「樂」

是眾樂。 

梁惠王因觀賞鴻雁麋鹿而快樂，因此問孟子賢者是否也會因此而快

樂。孟子舉出周文王夏桀作例，說明「民欲與之皆忙，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乎哉」，可見梁惠王能於沼上因顧鴻雁麋鹿而快是獨

樂，從自身出發。而孟子所言的「樂」是眾樂，以周文王行仁政得

民心，修建靈台，在靈沼遊觀而歡樂，是因其得心。孟子認為「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說明賢者會因仁心、民

心、百姓樂於服役勞動後得快樂，而不賢者即是可以看鴻雁麋鹿也

不會快樂，因此孟子所言的樂是眾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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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具比較意識，能準確指出不同之處，並引相關文例說明，析述

詳審。 



2 （b）（ii）示例二 

此篇中，梁惠王所言的「樂」，是指觀賞沼旁飛雁、麋鹿等自然景

色的快樂，亦即是只有梁惠王一人感受到的快樂。而孟子所言的

「樂」，是指古時君主因得百姓愛戴，能夠在百姓樂意自發服役勞

動建成的靈台上遊觀時，經常想起百姓的快樂，因而與他們同樂的

快樂。 

二者中，梁惠王的快樂是出自自身滿足的快樂，後者則是因百姓滿

足快樂，而自己亦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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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具比較意識，能準確指出不同之處，並略加說明，析述簡略。 



2 （b）（ii）示例三 
《梁惠王》中，梁惠王所言的「樂」和孟子的「樂」的不同在前者是獨

自快樂，勞役百姓為己提供快樂，但後者是與民同樂，與百姓建設以供

大家喜樂。 

梁惠王所言的「樂」是獨自快樂。如文中提及的「顧鴻雁麋鹿」，梁惠

王遊獵尋歡，打獵得獵物供自己快樂，但卻使百姓不能「樂其有麋鹿魚

鼈」，使百姓日常產物減少，雖使梁惠王得到快樂，但這快樂不屬於百

姓，不能與民同樂，只是獨自的快樂，層次較低。 

但是孟子所言的「樂」是與民同樂，層次較高。孟子這種樂是賢者有

的，即是像昔日文王以民建臺，以供百姓眾人「有麋鹿魚鼈」，並不是

君上打獵與民爭利後，自己獨樂，而使百姓悶悶不樂，卻是建設臺沼，

使百姓快樂。故「古之人與民偕樂」，才是真正的快樂，亦是孟子所言

的與民同樂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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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具比較意識，能指出不同之處，惟誤解文意，解說

有偏差，故析述不足。 



2 （d）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秋瑾《對酒‧不惜千金買寶刀》 

有說《對酒》一詩風格豪邁剛健、《醉翁亭記》一文風格含蓄舒徐，

你較欣賞哪一篇的風格？試抒己見。(6分) 

 

考生可從作品的用詞、句式、布局、格調、語氣、節奏、表

達手法，以及作者的情感、行為等方面，就兩篇的風格抒述

己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閱卷員即可給分。 



2（d）入品原則 

品第 描述 

上品 

（5-6分） 

就較欣賞哪一篇的

風格立論，立場明

確。 

從內容或手法方面論

述，例子具體準確。 

論點清晰，

析述詳審。 

中品 

（3-4分） 

就較欣賞哪一篇的

風格立論，立場明

確。 

從內容或手法方面論

述，例子恰當。 

論點清楚，

析述簡略。 

下品 

（1-2分） 

大致就較欣賞哪一

篇的風格立論，立

場欠清晰。 

從內容或手法方面論

述，欠缺例子╱例子有

誤。 

有論點，析

述不足。 



2 （d）示例一 

我較欣賞《對酒》。 

《對酒》的風格豪邁，讓讀者能夠感受到更強烈的情感抒發，得以

投入其中。「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寫出作者不惜

花大量金錢買刀和酒，這豪擲千金的豪情壯語，令詩歌有豪邁的風

格，能傾瀉澎湃的感情，讓讀者能夠感受到作者心中的情感的豐

富，更能投入其中。而且「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寫

出作者犧牲的碧血能化碧濤，可見作者的這份豪情壯語，讀者感受

深刻，甘願犧牲的豪情、偉大、豪邁，更能讓這種強烈的情感抒發

得淋漓盡至，更感動人心，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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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示例一（續） 

反之《醉翁亭記》的風格含蓄，令讀者未能隨作者的情感得到很大的

投入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寫出作者醉倒在其

中，這「醉」一指太守與民同樂而飲酒醉倒而快樂，二指無人理解作

者的情操的鬱結難抒。而《醉》的風格含蓄，讀者難以從中感受到強

烈的情感的傾瀉，故未能理解作者為民而樂之情和無人理解之悲，故

未能完全投入作品中，感作者之所感，亦未能透徹地理解到作者所抒

發之情，對讀者而言較不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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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立場明確，能從語氣、表達手法，以及作者的情感、行為等方面

比較兩篇，並輔以具體例子說明，論述雖稍有側重，但恰當清晰，析述

詳審。 



2 （d）示例二 
我較欣賞《對酒》的風格。 

首先，《對酒》風格豪邁，語言亦較直白，讓讀者容易理解。感情

亦較為奔放直接，有助讀者理解作者思想，繼而產生共鳴。例如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可清晰看到秋瑾遠大、堅

定的志向，他熱衷革命，希望推翻無能的統治者，亦便死也不怕，

令讀者對他的感情思想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相反《醉翁亭記》感情表達委婉含蓄，雖有婉約美以及更多想像空

間，但卻令讀者難以準確理解作者思想，難以引起共鳴。因此我較

欣賞《對酒》豪邁剛健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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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立場明確，能從用語、表達手法，以及作者的情感等方面比較

兩篇，論述清楚，惟就《醉翁亭記》的解說太粗略，析述簡略。 



2 （d）示例三 
我較欣賞《醉翁亭記》的風格。 

《醉翁亭記》的風格含蓄舒徐，運用了較多修辭手法，如層遞等，

同時以直接和間接描寫醉翁亭的景色和滁人的快樂，可見風格含蓄

舒徐的有更多修辭手法，意境較為優美。而《對酒》風格豪邁剛

健，直言自己的情感，意境不如《醉翁亭記》優美。 

另外，《醉翁亭記》中可見其含蓄舒徐，因此表達較為婉轉，如使

用層遞而描述「太守之樂」，情感較含蓄，但豪邁剛健的風格使情

感表達較直接，未能在含蓄的情感表達中令讀者自己品味和體會當

中情感，較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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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有論點，惟僅就兩篇的修辭手法及作者的情感略作說明，欠缺

具體例子，析述不足。 



題3 考核重點  
題號 問題重點 分額 考核重點 

（a） 試解釋兩個戲曲術語：「正宮」及「卜兒」。 2 文學常識 

（b） 

《法場》中，竇娥指出「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

難言」，她有這個控訴的原因；《冤獄》中，邑令認定

朱生是殺鄰人兇手的憑據。 

3、3 
理解及 

分析內容 

（c） 

(i) 《法場》中，竇娥為蔡婆婆頂罪，《冤獄》中的朱生

也為鄰婦頂罪，可見二人性格的共通之處。 
4 

比較及 

分析內容 

(ii)《冤獄》中朱生之母假造血衣的方法；她這樣做的原

因。 
1、2 

理解及 

分析內容 

（d） 
簡述《法場》與《冤獄》均藉靈異情節帶出高潮；兩篇

的高潮均訴諸靈異，所產生的效果。 
6、3 

分析寫作

手法 

（e） 

一心：大團圓結局太千篇一律了，而且也脫離現實。 

允行：善人終有福報，正氣得以伸張，這正是大眾所樂

見的。 

你較贊成哪一位的看法？舉平日所習小說或戲曲為例，

抒發己見。 

6 
綜合比較

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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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答對戲曲術語者寥寥無幾。 

（b） ․問竇娥控訴的原因，

考生表現不俗。。 

․言及朱生「自己招供」者較少，多表

達含混，混淆媒媪與鄰人之妻。 

（c） 

 

․多能點出二人「善良」

，舉例說明充分完足。 

․能指出朱母怎樣假造

血衣，表現不俗。 

․未能從「朱母」角度說明她假造血衣

的原因。 

․有以為朱母想成全兒子為鄰婦頂罪之

願，錯解文意。 

（d） 

 

․能從竇娥的三個誓願

出發，說明靈異情節

帶出高潮，表現頗佳。 

․《冤獄》一篇，考生或語焉不詳，或

理解有誤。 

․問及效果，多為泛泛之論，推論粗疏。 

（e） 

 

․表現一般。 ․以《日出》為戲曲、《鴻門會》及《

我的四個假想敵》為小說，文類不當。 

․抱「非黑即白」的看法立論，或偏側

一面，或單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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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細閱以下的對話： 

 

一心：又是一個大團圓結局！儘管主人公受盡痛苦磨難，最後總會沉
冤得雪，太千篇一律了，而且也脫離現實。  

允行：善人終有福報，正氣得以伸張，這正是大眾所樂見的，大團圓
有什麼不好？難道你喜歡悲劇收場嗎？ 

 

你較贊成哪一位的看法？試舉平日所習小說或戲曲為例，抒發己見。
(6分) 

 

考生須對「大團圓結局」表達明確立場，並引平日所習的小說或

戲曲為例，從作品的社會意義、藝術價值等角度分析，言之成

理，持之有故，閱卷員即可給分。 



3（e）入品原則 
品第 描述 

上品 

（5-6分） 

就贊成一心還是允

行的看法立論，立

場明確。 

從社會作用或藝術價值

方面論述，例子具體準

確。 

論點精確，

析述詳審。 

中品 

（3-4分） 

就贊成一心還是允

行的看法立論，立

場明確。 

從社會作用或藝術價值

方面論述，例子恰當。 

論點恰當，

析述簡略。 

下品 

（1-2分） 

大致就贊成一心還

是 允 行 的 看 法 立

論，立場欠清晰。 

從社會作用或藝術價值

方面論述，欠缺例子╱

例子有誤。 

有論點，析

述不足。 



3（e）示例一 
我較贊成一心的說法。 

悲劇收場的故事及戲劇更能突出，更符合現實，並更能帶出諷刺主

題，讓觀眾或讀者思考。以《法場》為例，《法場》藉竇娥的故事

諷刺當時官員無心正法，與惡霸勾結，令百姓民不聊生，而到了故

事結局，竇娥的死影響了當地人的生活，亦勾起觀眾及讀者去思考

背後的諷刺。同時，大部分的故事，以大團圓結局則無法讓人思考

背後的諷刺意義，只當是一個純粹的故事閱讀。另外，很多戲劇及

小說以大團圓結局收結，以悲劇為結局更為特別，更突出，亦更吸

引觀眾。現實中亦非全為大團圓結局，更多時候是悲劇收場，故

此，以悲劇收場的故事更符合現實，並更能讓讀者思考背後的諷刺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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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立場明確，能從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分析，

並輔以具體例子說明，論述恰當清晰，析述詳審。 



3（e）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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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加贊同一心的看法。大團圓結局也許會更受人喜愛，但在政治司法都

比較落後的古代，特別是庸君當權的時候，就更為腐敗了。官吏認錢不認

人，就如《竇娥冤》一樣，其中的官吏也是受了賄賂才將竇娥問斬。 

如果是放在當今社會，我會認為嚴正的司法判決是公平的。但如果古代我

便不敢苟同了。同樣的，以文學作品而言，《冤獄》是最後沉冤得雪，大

團圓結局，但卻很快會被人遺忘，因為劇情實在過於千篇一律了。 

而《竇娥冤》沒有大團圓結局，是以悲劇收場，更加能令讀者留下深刻印

象，為竇娥蒙受的不白之冤而忿忿不平。這就是為什麼《竇娥冤》能至今

都被人熟知，甚至婦孺皆知。而其他的同類作品卻鮮有人聞。 

中品：立場明確，能從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分析，並輔以例子

說明，惟論點尚算恰當，且析述簡略。 



3（e）示例三 

我贊成一心的看法。 

首先，非大團圓結局更合理，如小說《日出》，便是如此。文中雖然黃

省三是正義的一方，同時也被剝削，但是最後在其求情下，也依然被趕

走。雖然「非大團圓結局」，但是卻合情合理，因為文中的潘月亭的公

司正面對危機，因此若不裁員，而若是單純因黃省三是「正」便憐憫

他，銀行增加負擔是不合情理的事。 

同時，非大團圓結局也更能有助抒發文章的主題。如《日出》中便是要

說明貧富不均，有善者沒好報等社會現實，而若是李石清努力工作便能

加薪，便能生活無憂，便和社會面貌不吻合，同時，若黃省三最後也能

安然留下工作，生活幸福，便更不能體現社會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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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論點不清，例子有誤，析述不足。 



題4 考核重點  
題號 問題重點 分額 考核重點 

（a） 

(i) 在《碗》中，葉蓁蓁嚮往的生活；在《四塊玉‧閑適》

中，關漢卿嚮往的生活。 
4、2 理解內容 

(ii)《四塊玉‧閑適》其三言及「利名場」所指；余美麗

是否身處「利名場」當中。 
2、2 

理解及 

分析內容 

（b） 
《碗》中，余美麗希望女兒學芭蕾舞和彈琴；《出遊不該

有感嘆》中，父親假日帶兒子出遊。他們對兒女的期望。 
2、4 

理解及 

分析內容 

（c） 

分述《碗》運用了今昔的對比，帶出余美麗的轉變，《出

遊不該有感嘆》述及景物時，也運用今昔的對比；以其中

一篇為例，簡略說明運用對比在表達主題方面的好處。 

4、2 
分析寫作

手法 

（d） 

(i) 《四塊玉‧閑適》最後寫到「閑快活」，《碗》最後

寫到「我仰望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

飛翔的雲層」，二者的作用。 

4 
分析寫作

手法 

(ii) 文學作品的表達手法有顯露的、有隱晦的，你較喜歡

哪一種，試就平日所習篇章，抒發己見。。 
4 

綜合比較

及評論 

105 



 

 

 

考生表現 

佳處 不足之處 

（a） ․問嚮往怎樣的生活，考

生表現頗佳。 

․「利名場」一問，只言「官場」，

未點「爭奪」或「追求」之意。 

․未能從文中篩選及整合相關例子說

明余美麗是否身處「利名場」。 

（b） ․問二人對兒女的期望，

表現尚佳。 

․未能兼及期望兒子從勞動中取得生

活所需一項。 

（c） 
 

․問兩篇的對比手法，表

現不俗。 

․未能扣緊「表達主題」說明對比的

作用。 

（d） 
 

․上品者能從抒情、說理

等效果分析，舉例恰當，

如以《進學解》為「隱

晦」之作，以《將進酒》

為「顯露」之作。 

․以回應或重申主題作答，少能提及

結句在強調總結或引發聯想的作用。 

․引例偏側，詳此略彼，或單邊論述。 

․例子有商榷之處，如《戰城南》、

《碗》為「隱晦」，《前赤壁賦》、

《死水》是「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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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ii） 

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飢時餐醉時歌，睏來時就向莎茵臥。日月

長，天地闊，閑快活！ 
 

意馬收，心猿鎖，跳出紅塵惡風波，槐陰午夢誰驚破？離了利名

場，鑽入安樂窩，閑快活！ 

關漢卿《四塊玉‧閑適四首》選二 

 《四塊玉 ‧閑適》二首最後均寫到「閑快活」，《碗》最後寫到

「我仰望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

二者有何作用？試分別析述。(4分) 



4（d）（ii） 

《四塊玉‧閑適》 

• 有強調總結作用：表達直接，深化主題，凸顯作者所嚮

往的適意的、悠閑的生活。 

《碗》 

• 留有餘韻：具象徵的意義，能使讀者產生聯想的空間，

深化葉蓁蓁對生活的看法。 

• + 析述 

 



4（d）（ii）示例一 

《四塊玉》中「閑快活」有強調作者對曠達自適、遠離官場而欣喜

的心情的作用，總結了前文所言的隨心所欲，遠離紅塵官場的紛擾

生活。這收結有助突出作者因跳出紅塵，離了名利而安心生活的寫

意。 

《碗》中結尾的一句具留有餘韻的作用，象徵了葉蓁蓁心靈自由，

強化她追求精神富足、自由的形象，表達她自適、不受束縛的生活

態度。葉蓁蓁的內心如雲般嚮往自由、自適，雖沒有飛升的翅膀，

即沒有令人欣賞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但會「飛」，可見能擺脫

世俗社會利害計較，追求身心自由，與自然萬物靈犀相通，可見葉

蓁蓁隨性適意的個人形象及思想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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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重點恰當，析述詳審。 



4（d）（ii）示例二 

總結全文推向高潮，呼應主題。 

《碗》中結尾用詩意化的語句，表達葉蓁蓁的生活態度，「我仰望

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代表她對自

然、自由、無拘無束的嚮往，將全文推向高潮，呼應主題適性自然

的生活。 

《四塊玉》中「閑快活」是作者追求嚮往的生活態度，作者不願在

「紅塵」和「利名場」中被束縛，喜歡自由的生活，可以做到隨心

所欲，「閑快活」總結作者對生活的態度是悠閑、快活又自在，重

申和強調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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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重點大致恰當，析述亦欠全面。  



4（d）（ii）示例三 

《四塊玉》最後寫到「閑快活」，作用是突出主題，這樣能更突出

作者渴望休閑生活的心情，與主題呼應。 

《碗》最後寫到「我仰望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

翔的雲層」，作用是強調葉蓁蓁想在空中「飛翔」，過着無拘無

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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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重點欠全面，析述粗略。 



整體表現 

1. 熟悉課文，作答有理有據。 

2. 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3. 有一定的遷移能力。 

4. 常見毛病： 

• 文學常識不足 

• 答題有欠全面 

• 分析或欠深入 

• 論點籠統，舉例失當 

• 鑑賞能力，仍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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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平日學習： 

• 掌握基礎文學常識。 

• 誦習指定篇章時，兼顧主題與細節。 
 

作答比較題： 

• 小心審題 

• 論點明確 

• 舉例恰當 

• 篇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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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彬《納米樓》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

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
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extension-activities/literature/awards-competition/2019Poetry_ResultLeaflet.pdf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