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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卷理念

• 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閱讀能力，包括理解、分析、感

受、鑑賞、運用不同策略等能力。

• 重視思維和分析能力。

• 考核對中國文化、文學的認知和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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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主旨和立意是什麼？

• 文章用什麼來凸顯主旨和立意？

• 文章各部分的要旨是什麼？ －－內容

• 文章可分成哪幾個部分？

• 各部分之間有什麼關聯？ －－結構

• 作者用了什麼手法和技巧？

這些手法和技巧有何作用？

• 行文和用字有何特色？ －－手法

• 所說的是否合理？

• 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否弦外之音？

• 與其他篇章作比較有何異同或優劣？

• 所說的道理是否可從生活體現？ －－比較、評價、應用

閱讀能力考核重點



考核篇章

甲部：主要考核了指定文言篇章中的四篇作品：

• 《論仁、論孝、論君子》

• 《登樓》

• 《六國論》

• 《岳陽樓記》

乙部：考核了兩篇課外篇章：

• 白話文：《夢中的父親》

• 文言文：《試筆說》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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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考核重點

甲部

第1題：掌握常見文言字詞。

第2題：綜合文意，理解常見文言句式。

第3題：理解詩歌內容特點，摘記詩句。

第4題：理解詩歌內容，說明典故；分析作者所抒發的情懷。

第5題：辨識文章說理手法；分析比喻說明的道理。

第6題：辨識內容重點。

第7題：理解主旨；分析、應用、闡述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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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考核重點

乙部

第8題：分析文章結構；扼要概括段旨。

第9題：辨識人物描寫手法及形象。

第10題：推敲文意；分析、說明等能力。

第11題：理解內容重點；比較、歸納等能力。

第12題：理解內容重點；分析作者感受。

第13題：理解內容重點。

第14題：根據文意，分析取材目的。

第15題：辨識文章寫作手法。

第16題：理解主旨；分析、評鑑、闡述等能力。

第17題：辨識內容重點、主題；綜合、比較、闡述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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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考核重點

乙部

第18題：掌握常見文言字詞。

第19題：理解內容重點。

第20題：辨識內容重點。

第21題：理解文章重點。

第22題：理解主旨；分析、闡述等能力。

第23題：辨識文章說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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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6分)

(i)  屬予作文以記之。《岳陽樓記》

(ii)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出
師表》

(iii)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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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考生表現

(i) 屬：囑咐 57%

(ii) 悉：全部 66%

(iii) 庸：何必 40.4%

 嘗試根據句意推敲。

 錯別字多，如：「咐」寫成「付」╱「附」旁加「口」；

 對詞義的掌握不太精準，如：「吩咐」與「叮嚀」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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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考生表現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語體文。(3分)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廉頗藺相如列傳》 32.6%

臣確實害怕被大王欺騙而辜負趙國。

 未能掌握「秦欺趙」這關鍵概念；

 錯譯「見欺於王」；

 漏譯「誠」與「負」；

 出現語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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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示例

示例一 (3分)

我真是恐怕受秦王你的欺騙而對不起趙國。

示例二 (2分)

臣真的害怕被秦王欺負而辜負了趙王。

錯譯「見欺於王」-1分

示例三 (1分)

臣害怕看見王上被欺騙而有負趙國。

漏譯「誠」 -1分，錯譯「見欺於王」 -1分

示例四 (0分)

臣那敢欺騙皇上也不會辜負趙國。

未能掌握「秦欺趙」這關鍵概念，全題不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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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題：考生表現

杜甫《登樓》寫登樓所見景物，氣象恢宏。試摘錄有關詩

句。 (2分) 54.1%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不少考生能準確摘錄有關詩句。

 錯別字多：如「壘」寫成「疊」、「錦」作「綿」、
「江」作「光」，亦有考生的簡體字「变」寫錯筆劃；

 誤引《登樓》中另外數聯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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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示例二 (1分)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疊浮雲變古今。

錯字「疊」-1分

示例三 (0分)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錯引首聯

示例四 (0分)

玉壘浮雲變古今，萬方多難此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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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

杜甫《登樓》一詩借用典故以抒懷。試以自己的文句完
成下表。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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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主劉禪無能亡國，

卻仍有祠廟供奉他。

33.7%

以諸葛亮自況，抒發懷

才不遇的感歎。53.5%



第4題：考生表現

(i)

 只簡單寫出典故大意；

 忽略典故的關鍵詞「祠廟」；

 內容錯漏多。

(ii) 

 只陳述作者的處境，而非作者的情懷；

 未理解《梁甫吟》的作用；

 混雜不準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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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蜀後主劉禪亡國，仍有祠廟供奉。

示例二 (1分)

後主也有祠堂讓人供拜。／昏庸的後主有人供奉。

欠與後主／祠廟的相關內容，以引發作者的慨歎

示例三 (0分)

後主寵信小人，令國家亡國。

未指出關鍵詞「祠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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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i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抒發對諸葛亮的仰慕之情，願意效法他，為國效力。

示例二 (1分)

自傷已垂慕（暮）之年，雖懷濟世之心卻無路，不為世所用。

未指出提及諸葛亮的作用

示例三 (0分)

向當時君主吟誦《梁甫吟》，希望可勸諫君主起用人才。

錯誤理解《梁甫吟》在典故中的作用，混雜不準確的表述，亦無說
明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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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題

試根據以下《六國論》引文，回答所附問題。

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
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
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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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i)題：考生表現

(i) 引文運用了什麼說理手法？(2分)

(1)夾敍夾議

(2)先破後立 未理解引文只說明了賂秦之弊

(3)比喻說理 「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

(4)引用說明 古人云

A. (1)、(2)              0.5%

* B. (3)、(4)              70.2%

C. (1)、(2)、(4)      7.4%

D. (2)、(3)、(4)      21.7% 19



第5 (ii)題：考生表現

作者以「抱薪救火」說明什麼道理？試以自己的文句說
明。(3分) 44.8%

作者以「抱薪救火」比喻「以地事秦」自招滅亡的不智(1分)。

抱着柴薪救火，柴薪尚未燒盡，火也不會熄滅；比喻六國以

地事秦，只會助長秦國的野心(1分)，未把所有的土地割讓，

秦國的野心也不會消減(1分) 。

 表現理想的考生能清晰指出道理並加說明。

 側重比喻內容，未詳述道理；

 未掌握「助燃」和「不休止」兩個重點；

 混雜其他賂秦帶來的惡果；

 表述含混。 20



第5(ii)題：示例一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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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1分

1分



第5(ii)題：示例二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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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引文範圍

未掌握「不休止」這重點

1分

1分



第5(ii)題：示例三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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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掌握「不休止」和「不智」這兩個重點

1分



第5(ii)題：示例四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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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含混



第6 (i)題：考生表現

試根據《論仁、論孝、論君子》中「論君子」的章節及
《岳陽樓記》回答所附問題。

「居廟堂之高(進)，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退)，則憂其君。」

(i) 《岳陽樓記》中，范仲淹認為古仁人「進亦憂，退亦憂」。
「憂」的對象是：(2分)

*A.「進」則憂人民，「退」則憂君主。 67.1%

B.「進」則憂君主，「退」則憂人民。 27.8%

C.「進」則憂人民，「退」則憂自己。 3.2%

D.「進」則憂自己，「退」則憂人民。 1.8%

混淆了不同處境而誤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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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ii)題：考生表現

(ii) 在「論君子」的章節中，孔子認為君子「不憂不懼」。

「不憂」的對象是： (2分) 58.6%

 添加蛇足，說明錯漏頗多，例如：補上「小人」、「自
己犯的錯」、「別人的批評」等；

 概念不清；

 混淆了《論語》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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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i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自己，君子做到內省不疚，無愧於心，不會憂愁恐懼。

示例二 (1分)

自己的際遇。

「際遇」指外在環境-1分

示例三 (0分)

自己的行為和帶來的利益。

自己的行為，正確；帶來的利益，錯誤。包含錯誤答案，不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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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題

承上題，君子的「不憂」與古仁人的「憂」對象各有不

同，試任擇其一，說明對你的啟發。 (3分) 19%

入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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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題：考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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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題：考生表現

 表現理想的考生能針對「對象」準確解說，啟發合理，
並舉生活例子，闡述清晰。

 審題不周：僅解釋君子「不憂」的原因或古仁人「憂」
的表現／只提出一些相關討論；

 闡述粗疏：僅以「值得尊敬」、「現在很難找到」為啟
發，籠統地言及「關心他人」或「先人後己」等；

 意念不清：利用篇章其他內容說明個人啟發，惟未能妥
為梳理／未針對準確對象。

30



第7題：上品示例

• 能針對「對象」準確解說：為社會大眾着想；

• 啟發合理：作為未來社會棟樑，在學有所成後，要服務社會；

• 舉例恰當：參選議員；

• 闡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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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題：中品示例

32

• 能針對「對象」準確解說：個人內省；

• 啟發合理：約束個人言行，反省而不感內疚，便是君子，是社會
需具備的重要特質；

• 舉例恰當：想想自己是否盡力學習、盡孝；

• 就文本略加補充，闡述一般。



第7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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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針對「對象」解說：「大局觀」未針對人民及君主；

• 尚見個人啟發：先人後己，做到「己所不容，勿施於人」；

• 闡述粗疏。



第7題：不入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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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解釋君子「不憂」的原因和表現，未見個人啟發。



《夢中的父親》

• 以親情為主題，旁及遊子的故鄉情。

• 以離世父親最近常常入夢作引子，描寫父親沉默抽菸
的身影，憶述與父親相處的片段，慚愧自己當年未能
理解父親有家歸不得的傷痛。

• 最後醒覺自己忽略了年邁的母親，感悟要把握當下，
顧念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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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點

• 以「香菸」為線索，把父親的形象、與父親相處的往
事，以及父親不能歸葬的遺憾串連，文意逐步推展；

• 父親的描寫相當立體，形象鮮明；

• 取材平實，充分呈現父女間的隔閡卻又無法彌補的遺
憾；

• 父親的遭遇，是「那些和父親一樣的遊子」的寫照，
典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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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題：考生表現

第一篇共有13個段落，如按內容大意可分成四個部分。
試指出各部分由哪些段落組成 (3分)，然後概述第一及
第四部分的內容大意，並把答案填寫在下表內。(6分)

(i)  第1至2段 64.2%

(ii) 第3至7╱8段 49.1%

(iii)第8╱9至12段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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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考生能正確指出各部分組成的段落。



第8題：考生表現

(iv) 40%

記述最近經常夢見已過世的父親(1)，表達未知父親因何入

夢(1)而生的疑惑(1)。

(v) 39%

藉寫父親記掛妻子(1)，作者才察覺自己忽略母親年事已高

(1)，抒發對母親的愧疚(1) ／ 醒悟要多關心母親，珍惜眼

前人(1)。

 多能準確概括內容。

 未準確指出所表達的感情或主題；

 表現稍遜的考生則以抄錄原文作答。 38



第8(iv)題：示例

示例一 (3分)

記述父親在作者和妹妹的夢境出現(1)，抒發出作者對父親的思念，
及對父親所想表達(1)的疑惑(1)，並開啟下文。

示例二 (2分)

記述作者近來常常在夢中看到父親，帶出父親離世已久，現在可能
有事交代。

未說明作者感到疑惑

示例三 (1分)

記述作者和她的妹妹被父親造訪夢境，即使父親已經離世多年，但
她倆仍無法釋懷，並刻畫了對父親的印象。

未說明作者因不知道父親為何入夢而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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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v)題：示例

示例一 (3分)

記述作者打電話給母親，說明自己了解父親的牽掛(1)，並且在母親
喪（衰）老時關懷她(1)，不再造成與父親一樣的遺憾(1)。

示例二 (2分)

記述作者在父親的提示下，才醒悟現在他最應該做的是關心自己的
母親。

未說明作者意識到要珍惜眼前人

示例三 (1分)

記述作者想起年邁的母親也和當初的父親一般，身體欠佳，掛念在
世的家人。

僅交代了自己掛念母親，未概括內容，主題亦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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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題

以下是作者對父親的描述，試根據引文回答問題。

甲夢裏的他，還是一如十數年前他離世的樣貌，巍峨的白
髮，水腫的身軀，和一臉嚴肅的表情，十足是個讓人會
害怕的長者之貌。(第1段)

乙父親是個寡言的人，從小，只要見着他點起一根長壽，
接下來便可以看到父親陷入沉思的表情，那表情常常以
一種令人敬畏的方式呈現……(第3段)

丙……在煙霧瀰漫中，似乎可以遇見父親出現在縹緲裏，
什麼也不說的只是望着我，一如他在世的時候，一如他
離世的時候；或許，這就是父親存在的一種姿態。(第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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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 (i)題：考生表現

(i) 引文甲運用了什麼描寫手法？(2分)

A. 語言描寫 0.2%

B. 行動描寫 0.5%

*C. 外貌描寫 98.8%

D. 心理描寫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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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 (ii)題：考生表現

(ii) 在第7段，作者說：「這就是父親存在的一種姿態。」
綜合引文，試指出以下哪一項最能描述這種「姿態」
？ (2分)

A. 如真似幻 23.7%

B. 臃腫蒼老 0.9%

C. 嚴厲可怕 1.8%

*D. 沉默寡言 73.6%

第1段和第8段皆有「如真似幻」一詞，故考生誤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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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考生表現

在第6段，作者強調自己感到「遺憾」。承第9.(ii) 題，
試說明父親的「姿態」跟作者感到遺憾的關係。 (4分)

28.3%

 審題粗疏：只着眼於「遺憾」二字，指出作者有什麼
遺憾或遺憾的原因；

 理解表面：能找到答題相關內容，但僅抄錄原文，而
未能進一步推敲；

 說明未周：只言父親在世時的「姿態」如何造成遺憾
，卻未能說明父親離世時或夢中的「姿態」所造成的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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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推敲文意

• 第3段「從小，只要見着他點起一根長壽，接下來便可以看到父親
陷入沉思的表情，那表情常常以一種令人敬畏的方式呈現，即便
是再得寵的長女如我，也不敢輕易地在此時前去打擾他……逐漸
長大，這才慢慢地自他的口中得知……那種思念像極了戰爭時受
傷的傷口」----在世時，父親沉默寡言，父女間形成隔閡，作者無
法理解他的想法。

• 第6段「父親……走得極快……快得連隻字片語都沒留下；這種遺
憾，在往後幾年不斷地折磨着我，此刻才終於理解父親有家歸不
得的疼，因為，無論我回家幾次，都再也看不到父親沉默的身影
了。」----去世時，父親沒留下片言隻語，作者再無法理解父親。

• 第7段「在煙霧瀰漫中……什麼也不說的只是望着我，一如他在世
的時候，一如他離世的時候」----死後在作者夢中和回憶中，也不
發一言，作者再無法理解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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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段「這種遺憾，在往後幾年不斷地
折磨着我，此刻才終於理解父親有家歸
不得的疼」----不理解父親

第9.(ii) 題，父親的
「姿態」----沉默寡
言



第10題：4分示例

• 在世時，父親沉默寡言，父女甚少聊天，作者沒有理解父親的想
法。

• 去世時，父親沒留下一句話，作者後悔當初沒有多了解父親對家
鄉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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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1分

1分

1分



第10題：3分示例

• 在世時，父親沉默寡言，作者不敢打擾他，以致彼此少聊天而無
法理解父親的想法。

• 去世後，作者永遠失去跟父親對話的機會。

未交代父親去世時／在夢中也不發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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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1分

1分



第10題：2分示例

• 在世時，對父親理解不深。

• 去世時，父親並未留下說話。

錯誤理解父親的姿態，僅能指出部分相關重點，未清晰交代姿態與
遺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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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1分



第10題：1分示例

• 去世時，父親什麼也沒說。

僅能列出姿態及相關事件，未能推敲姿態與遺憾的關係

49

1分



第11(i)題：考生表現

在第4段和第6段，作者都提到「疼」。試就父親和作者
的經歷，回答問題。

(i) 在第6段，作者由理解父親的「疼」寫到自己的「疼」
。作者「疼」是因為她：(2分)

A. 忘記父親過世近廿年。 0.2%

B. 無法回到遠離的老家。 8.5%

C. 從沒記掛父親的說話。 8.8%

*D. 思念已然過世的父親。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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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ii)題：考生表現

(ii) 父親和作者的「疼」雖有不同原因，但卻有相同感

覺，試略加說明。(4分)

① 原因不同 52%

父親是生離之痛，女兒是死別之痛。

父親因戰火與母親分離，終生無法相見/思念故鄉卻終生

未能還鄉；女兒因父親猝逝而無法再見父親。

 能分述兩人「疼」的原因。

 內容欠完備；

 未能掌握比較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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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ii)題：考生表現

②感覺相同 14.1%  歷久仍在極度難受

 只流於複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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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女兒

那種思念像極了戰爭時受傷的傷

口，總在不經意間就襲上胸口，

足以讓他久久無法喘氣。(第3段)

那麼父親呢？尚未解嚴的時代，

他要如何處理椎心刺骨的思鄉

感？因為有家歸不得啊！(第4段)

了解父親口中所敍述的那種疼痛感，

而無法喘氣竟直逼窒息的程度。原

來，思念是一種這麼折磨人的感覺。

(第4段)

這種遺憾，在往後幾年不斷地折磨着

我，此刻才終於理解父親有家歸不得

的疼，因為，無論我回家幾次，都再

也看不到父親沉默的身影了。(第6

段)



第11(ii)①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父親「疼」是因為自己離開大陸老家多年，思念卻無法回去。作者
「疼」是因為自己在父親有生之年不理解父親的鄉愁，感到遺憾又
無法補救。

在分述原因時能指出不同點：父親是生離；作者是死別

示例二 (1分)

父親「疼」是思念老家卻不能回去，作者「疼」是有一種遺憾，是
因為父親的離開而感到「疼」。

「父親的離開」流於含糊，未強調作者的遺憾無法補救

示例三 (0分)

父親「疼」源於對遙遠的家鄉、親人的思念，而作者則是因現在才
明白當年父親因何「疼」，從而感到遺憾。

父親「疼」的原因欠完整，未交代「不能回去」。作者的原因有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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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ii)②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兩者的「疼」都源於思念和遺憾，這種「疼」會在不經意時襲上心
頭，縈繞很長時間，使人有喘不過氣的感受。

示例二 (1分)

作者和父親一樣，都要承受終身見不到自己親人的疼。

僅交代「疼」的時間很長，欠「折磨人」之意

示例三 (0分)

他們同樣都是因為思念卻又不能排解而感到痛。

只交代了「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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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題：考生表現

作者記述與父親相關的事件，流露了自己的感受。試根
據有關內容完成下表。(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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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親最終未能歸葬
故鄉而感無奈。53.8%

為漸漸淡忘父親而感
自責。15.8%



第12題：考生表現

(i)

 只重複文本「與父親相關的紀念日只剩下二個」；

 僅套用示例中的感受，未能就上文下理推敲作者的情
感。

(ii)

 能指出因無法完成父親歸葬的遺願而自責或感遺憾。

 部分能力稍遜的考生作答時表述不清，或誤以為作者
的感受指向對家鄉的親戚。

56



第12 (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為自己舊時遺忘與父親相關的日子而感愧疚。

示例二 (1分)

感慨現在只有兩個日子紀念父親。

感受不準確

示例三 (0分)

為夢中出現父親卻想不出父親出現的原因而感迷惘。

誤解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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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 (i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為父親死後依然有家歸不得而感內疚。

示例二 (1分)

為父親無法回大陸老家而傷心。

感受不準確

示例三 (0分)

為不知該把父親的骨灰罈放在哪裏而感到徬徨。

誤解文意

示例四 (0分)

為故鄉親人怕麻煩而感到疑惑。

誤答對故鄉親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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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考生表現

第11段寫到「活着回不去，死了沒人要啊！」這是「那
些和父親一樣的遊子」的一生寫照。試就父親的遭遇，
完成下表。(答案不得多於20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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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鄉親友反對而未能歸葬家鄉。
46.4%



第13題：考生表現

 多能參考「活着回不去」中父親的遭遇，指出「因
……，無法……」。

 審題不清：抄錄父親朋友的表現作答；

 表述不清：「親人反對致父親不能回家╱不能達成遺
願」；

 誤解文意：指子女隨意把父親的骨灰放在靈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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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因老家的親戚嫌麻煩，骨灰沒有送回故鄉。

示例二 (1分)

死後遭人嫌棄，無法把骨灰送回老家安葬。

未具體說明「人」指老家親戚

示例三 (0分)

既然人都走了，就別這麼麻煩吧！

未交代未能歸葬，亦未指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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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考生表現

就父親同鄉在文中的作用，判斷以下陳述。 (4分)

(i) 通過同鄉的骨灰寄放廟宇一事，突出「那些和父親
一樣的遊子」的共同悲劇。

*正確 74.7% 錯誤 16.5%           無從判斷 8.3%

(ii)記述父親對同鄉託孤寡的戲言，強調父親重視鄉里
間的情誼。

正確 39.2%           *錯誤 33% 無從判斷 27%

目的在凸顯父親記掛母親，擔心她無人照顧；亦為下
文作鋪墊，解開父親為何入夢之疑問，並深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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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題：考生表現

文中反復提到作者抽菸的情景，以下哪一項不是其作用？
(2分) 

A. 借抽菸與父親連繫，寄託思念父親的深情。 4.7%

*B. 藉煙霧瀰漫的景象，塑造如真似幻的父親。 46.3%

C. 以菸的點起和熄滅，配合作者思緒的變化。 22.3%

D. 在結構上貫串全文，達到前後呼應的效果。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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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題：寫作手法
第2段 卻忍不住點起了菸放上案頭，心底默默地問着：「爸，您

有什麼話要說嗎？」(C、D)

第3段 （父親）那些年來點着菸的沉默時光裏，是離家多年的父
親憶起遠離許久的大陸老家，那種思念……(A)

第5段 我為父親點了一根菸，那大概是我少數對於父親還有的生
活印象之一……(A)

第7段 每當思及父親時，我也總愛點起一根菸，陷入當年與父親
相處的點滴時光中，甚至開始慢慢地也抽起菸來，在煙霧
瀰漫中，...似乎可以遇見父親出現在縹緲裏……(A、C)

第8段 第一根菸就快燒完了，父親如真似幻的身影依然沒出現
……(A、C)

第11段 我燃起了第二根菸，試圖透過雲煙裊裊和父親溝通……想
不起來的焦慮，讓我忍不住也點了根菸自己抽着，就在第
一口焦油侵入肺腔的時候，猛然憶起了一句話……(A、C)

第13段 第二根菸突然熄了，無風、無故，熄了！還剩好大一截，
就在我思及母親的時候。(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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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

本篇題為「夢中的父親」，卻在最後一段寫到母親種種
，這是否偏離主題？試說明你的看法。(4分)  32.2%

對主題的理解：

• 準確理解：對父親／父母親的遺憾與愧疚之情；對父
母愛需及時／需及時彌補／珍惜免遺憾

• 主題浮泛／模糊：對父親／父母親／親人的愛或思念
或珍惜家人

• 錯誤理解本篇主題：

 落葉歸根／溝通是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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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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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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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品原則：



第16題：考生表現

 審題未周：

 未理解題目要求，只着力闡述主題；

 只概括文章內容，未處理母親與主題的關係。

 理解表面，闡述粗疏：

 能理解「驚覺母親年老」是作者對母親感到愧疚的
原因，但未深入理解「驚覺」代表作者忽略母親；

 指出提及母親乃因父親思念母親，未能進一步深入
分析母親與文章主題的關係；

 錯誤理解文意，以為寫母親的作用在襯托父親／母
親也要回鄉歸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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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上品示例

69

• 主題準確：表達沒有珍惜親人在世時光，不解至親之悲；

• 關係明確合理：呼應前文，深化要把握光陰，珍視親人的主題；

• 闡述完備：追憶沒有在父親在生時與他好好傾談，現在母親也如
父親般老去和沉默，故把握光陰打電話給母親，深化主題。



第16題：中上品示例

• 主題準確：抒發自己不曾關心理解父親的想法的後悔和遺憾；

• 關係明確合理：彌補未理解父親的遺憾；

• 闡述一般：父親在夢中出現令作者反思自己未了解父親，後來想
到父親入夢是為了提醒作者照料母親，免重蹈覆轍。未具體說明
對父親的遺憾。

70



第16題：中下品示例

• 主題準確：珍惜眼前人；

• 關係明確合理：扣緊父親的囑託，帶出主題；

• 闡述簡略：父親入夢可能有事要交代，最後明白父親放不下母親
。未見有關內容與「珍惜眼前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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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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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浮泛：父親對母親的不捨；

• 關係模糊：父親的緣故；

• 闡述簡略：父親的戲言見他對母親的情深和不捨，提及母親是
因為父親的緣故。



第17(i)題：考生表現

(i) 《夢中的父親》中「那些和父親一樣的遊子」與王
鼎鈞都是身在異鄉。試分別指出他們認為故鄉是什
麼。(2分)

①那些和父親一樣的遊子 ②王鼎鈞

落葉歸根處 *45.3% 24.4%

成家立室處 4.4%                                  5.3%

心之所安處 33.1%                              *25%

流浪起點處 17.1%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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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i)題：分析

《夢中的父親》

我隨着父親的蒼老逐漸長大，這才慢慢地自他的口中得知，那些
年來點着菸的沉默時光裏，是離家多年的父親憶起遠離許久的大
陸老家，那種思念像極了戰爭時受傷的傷口，總在不經意間就襲
上胸口，足以讓他久久無法喘氣。（第3段）

尚未解嚴的時代，他要如何處理椎心刺骨的思鄉感？因為有家歸
不得啊！（第4段）

就在父親離世前幾周，他拉着我的手說著：「ㄚ頭，我就快要可
以見到你的姥姥了，我真想她啊！」（第5段）

父親的骨灰放在靈骨塔裏，為的是終有一天要將他送回朝思暮想
的大陸老家，我想，這應是父親最後沒來得及說出口的遺願吧！
（第9、11、12段）

在世時思念，希望死後能歸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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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i)題：主題

王鼎鈞

「還鄉」對我能有什麼意義呢？……對我來說，那還不是由這一
個異鄉到另一個異鄉？還不是由一個業已被人接受的異鄉到一個
不熟悉不適應的異鄉？（第1段）

想那山勢無情，流水無主，推着擠着踐踏着急忙行去，那進了河
流的，就是河水了，那進了湖泊的，就是湖水了，那進了大江的
，就是江水了，那蒸發成汽的，就是雨水露水了。我只是天地間
的一瓢水！（第2段）

我是異鄉養大的孤兒，我懷念故鄉，但是感激我居住過的每一個
地方。啊，故鄉，故鄉是什麼，所有的故鄉都從異鄉演變而來，
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第3段）

人生飄泊無定，飄泊中能安頓下來的異鄉，可視作故鄉；離開太
久、不熟悉不適應的故鄉，也可成為異鄉，關鍵只在能否安身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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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ii)題

(ii) 《夢中的父親》中「那些和父親一樣的遊子」與王

鼎鈞對故鄉的看法有沒有矛盾？試分析說明。(4分)

23.6%

比較方向：

• 什麼是故鄉：

 《夢中的父親》：故鄉有特定指涉之處，特指祖先
╱自己出生居住的地方。

 《水心》：故鄉沒有特定指涉。故鄉由異鄉演變而
來，可以是任何安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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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ii)題

比較方向：

• 是否要還鄉：

 《夢中的父親》：一生期盼回鄉侍母，希望死後歸葬
故土。

 《水心》：人生的飄泊無定，還鄉只是由一個業已熟
悉的異鄉到另一個不熟悉不適應的異鄉。

• 對故鄉的感情：

 《夢中的父親》：父親對故鄉的感情深厚，因思念老
家卻不得歸去而終生抱憾，希望死後能夠歸葬故土。

 《水心》：作者對故鄉也有深厚感情，也懷念故鄉，
他希望自己身處異鄉創造的價值，也能惠及故鄉，與
故鄉共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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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ii)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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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品原則：



第17 (ii)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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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ii)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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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ii)題：上品示例

81

• 論點明確合理：就是否必須還鄉的看法有矛盾；

• 理解準確，闡述完備：說明《夢》的遊子認為故鄉才是落葉歸根
處，否則沒有歸依；《水》的王鼎鈞認為故鄉與自己的緊密關係
終會在歲月中沖洗無存，故不必執着於「還鄉」。



第17 (ii)題：中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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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點合理：就何處是故鄉的看法有矛盾；

• 理解準確，闡述清晰：說明《夢》的遊子認為故鄉是落葉歸根的
地方，應要回故鄉；《水》的王鼎鈞認為只要人們落業生根，每
一處都能成為故鄉。



第17 (ii)題：中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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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點大致準確：就故鄉的重要性，看法有矛盾；

• 理解大致準確，闡述一般：說明《水》的王鼎鈞認為只要停留過
但離開過的地方也稱為故鄉；《夢》的遊子認為故鄉是心中的根
，是內心渴望回到的地方。



第17 (ii)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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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點大致準確：就是否還鄉的看法有矛盾；

• 理解模糊，闡述粗疏：說明《夢》的遊子在死前也沒法放下回到
老家的想法；《水》的王鼎鈞認為老鄉人們已經忘記了你，回去
不切實際。



《試筆說》

• 藉寫兩枝善筆的不同遭遇，帶出「賢士君子」不為世
所用而遭拋棄的不幸，說明當世君主不懂用人。

• 作者感歎自己卻無力改變，深感慚愧。

文章特點：

• 以用筆引申當世用人道，由物及理，由理而抒懷，言
簡意明。

• 善用對比襯托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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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題：考生表現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4

分)

(i) 客遺善筆二。

(ii) 書畢，滌而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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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題：考生表現

(i) 遺：送給 34.2%

(ii) 之：它，指筆 75.3%

 多數理解「之」為代詞，以「它」或「筆」作答。

 《廉頗藺相如列傳》中有「使人遺趙王書」一句，考生
應熟悉「遺」的意思，但仍有不少考生解作「遺留」、
「遺下」；

 小部分考生表述不清，如以「客人送的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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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題

文中提及兩枝筆，二者的遭遇和結果各有不同。試據文
意以自己的文句完成下表。(4分)

88

雖久猶新70.5%

友人不珍惜，用以
記錄日常小事。
61.8%



第19 題：考生表現

(i)

 大部分能指出作者的筆「歷久猶新」。

 有部分考生的理解稍有偏差，把「甚久」理解為「擺
放了很久」、「得到很久」；

 部分考生未交代「歷時甚久」。

(ii)

 能提及友人用筆的態度和具體表現。

 部分錯誤理解「視之與里巷所為偏欹軟惡者」；

 有考生只迻錄篇章語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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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 (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雖然過了很久，但其筆還像新的一樣。

示例二 (1分)

用了很久，仍然很新穎。

用詞不當

示例三 (0分)

因珍惜而好好保管及珍藏。

交代了筆的遭遇而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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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 (ii)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友人不珍惜，常用其筆記錢、糧食的數量等小事。

示例二 (1分)

隨意使用。

未說明不珍惜的具體表現

示例三 (0分)

經常使用。

用詞不當，亦未說明不珍惜的具體表現

91



第20題：考生表現

友人提到的「賢士君子」有什麼遭遇？(2分) 

(1) 未被委以重任 「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
治海內」

(2) 君主隨意棄用 「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

(3) 受到讒言誣陷 以常理推斷

(4) 較一般人短命 錯誤理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

*A. (1)、(2)           58%

B. (3)、(4)           2.8%

C. (1)、(2)、(3)   27.9% 

D. (1)、(3)、(4)   11.2% 92



第21題：考生表現

承上題，就「賢士君子」的遭遇，作者提出什麼建議？試

以自己的文句略加說明。(2分) 9.5%

「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己。」

你姑且努力做好自己能勝任的工作，等待別人任用自己。

 亦未理解文意：答統治者該如何珍惜運用人才╱作者沒
有任人的權力，故不敢評論；

 即使知道「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己」為作者的
建議，卻錯誤理解為賢士君子應「待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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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示例

示例一 (2分)

作者提出不被重任的「賢士君子」可盡力做好自己，讓在上位者或
可任命「賢士君子」看見，等候他們委以重任。

示例二 (1分)

君主任用什麼人在什麼地方都不是我們能控制，「賢士君子」只需
做好當下職位的工作便可。

未說明待他人任用，意思欠完整

示例三 (0分)

當今任人者，以對待自己的方法對待可任者，亦即是建議任人者應
知人善任，正如別人委任自己一樣。

理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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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

作者聽到友人的話後「愧乎其言」。你認為作者「愧」
的原因何在？試抒己見。(4分) 5.4%

作者「愧」的原因：

• 表面的原因：作者只見筆的不幸，卻未有留意賢士君子同樣被君
主糟蹋（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為知類也哉？）：

 筆易得，而賢士君子難求，作者卻未知痛惜更可貴者。

 筆用舊了而被棄，尚且盡其本分；但賢士君子則不為世所用
而遭拋棄，更令人痛惜感歎。

• 真正原因：賢士君子不為世所用而遭拋棄，作者卻無力改變
（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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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友人的筆與賢士君子的關係

友人的筆 賢士君子

本質 筆管精美端直，筆鋒圓健，
但仍容易得到。

擁有美好的本質，比善筆更
難得。（賢士出生後不夭折
生病，得到保全很困難。）

正確
用途

用以處理重要事情，如繪畫
或為文章潤色。

讓他們制定法律，在朝廷為
官，治理天下。

遭遇 友人不愛惜，用以紀錄買賣
等無關緊要的事。

君主不愛惜，任命他們擔任
低微閒散的職務。

結果 因友人運用不當，很快便破
舊而被拋棄，但仍能盡其本
分。

君主稍不滿意，不等他們衰
老便棄而不用，未能盡其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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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

入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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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考生表現

 部分考生尚能理解題旨，指出作者哀歎賢士君子不為
世所用的悲慘遭遇；

 少數考生能理解題旨，並以文本為據，具體指出賢士
君子被投閒置散，甚至未盡其任即被君主隨意拋棄的
悲慘遭遇。

 對文本的細節仍多有誤解：

 誤以為作者珍藏善筆是過分珍惜的表現，以致善筆
不能發揮功能；

 以作者與不善用人才的君主作比附，邏輯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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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上品示例
• 理解準確、全面：為執着於良筆而感自己虛偽愚蠢，為自己無

能為力而感羞愧；

• 具備文本依據，析述完備：從本質、正確用途、遭遇和結果比
較筆與賢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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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中上品示例

• 理解準確、具體：自己關心好筆卻不關心賢士君子，本末倒置
，自感膚淺而慚愧；

• 具備文本依據，析述一般：從本質和遭遇比較筆與賢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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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中下品示例

• 理解準確：作者愧於自己重視一枝筆多於賢士君子；

• 文本依據薄弱，析述不足：從正確任用、遭遇和結果說明賢士
君子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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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下品示例

• 理解準確：作者愧於自己的想法沒有友人的深遠；

• 欠缺文本依據，析述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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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考生表現

作者藉兩枝筆的遭遇引發議論，本文運用了哪些說理手法？(2

分) 

(1) 對比作者與友人用筆之法。

(2) 以筆襯托賢士君子之可貴。未能理解文章細節

(3) 借古事諷刺君主用人不當。以往常見借古諷今的文章

(4) 由用筆引申當世用人之道。

A. (1)、(4)          33.1%

B. (2)、(3)           5.4%

*C. (1)、(2)、(4)   29.1%

D. (1)、(3)、(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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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甲部

• 用心溫習的考生可取得理想成績。

• 部分考生忽略指定篇章，即使淺易的考題，也未能取得分數。

乙部

• 理解和感受不夠深刻準確，常抄錄原文作答。

• 未能準確理解文言篇章。

• 未能遷移指定文言篇章所學。

104



考生整體表現及建議

• 審題能力不足。

• 語文基礎不足。

• 分析及表達能力不足：只
能分述或簡單說明，未能
歸納或比較。

• 文化文學知識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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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小心審題，提升答題技巧。

• 宜努力研習和熟記指定篇章。

• 平日宜多讀多寫，不避文言。

• 須重視文本細讀，細心體會作
者感受。

• 須把平日所積累的語文、文學
及文化知識，以及閱讀策略，
遷移於閱讀課外篇章上，尤其
是文言文。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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