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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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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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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考核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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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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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篇章

• 甲部：主要考核了兩篇指定文言篇章：

 《魚我所欲也》(節錄) 

 《聲聲慢》

• 乙部：

 兩篇白話篇章(周國平)：

《一個人和三個人稱》、《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
(節錄)

 文言文三則：《說苑．至公》、《呂氏春秋．
貴公》及《莊子．大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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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分額 考核重點
平均得分
百分比

1.(i) 2 掌握常見文言字詞。 67.4

1.(ii) 2 掌握常見文言字詞。 56.3

2. 2 掌握文言常用虛詞。 33.9

3. 2 掌握文言常見的倒裝句式。 47.3

4. 3 理解文章重點，掌握正反說明的說理手法。 37.0

5.(i) 1 理解文章重點，根據文意判斷詞意。 83.6

5.(ii) 4 理解文章主旨和傳統文化精神，應用和說明能力。 19.5

6.(i) 2 記誦文言經典句子。 70.7

6.(ii) 2 掌握詩詞句式和音韻的特點和作用。 40.1

6.(iii) 4 理解文章重點，掌握借景抒情的手法。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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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考核重點
7.(i) 2 理解內容，概括重點。 60.7

7.(ii) 2 理解內容，概括重點。 80.3

7.(iii) 2 理解內容，概括重點。 34.2

8.(i) 1 理解內容，概括重點。 75.5

8.(ii) 1 理解內容，概括重點。 68.0

9.(i) 2 綜合全文，歸納文章重點。 46.9

9.(ii) 2 綜合全文，歸納文章主旨。 55.5

10. 4 理解文章關鍵概念，應用和說明能力。 25.9

11. 3 理解文章關鍵概念，應用和說明能力。 29.9

12.(i) 2 掌握內容重點和比喻說理的手法。 47.3

12.(ii) 2 掌握內容重點和比喻說理的手法。 36.8

13.(i) 2 理解詩歌主旨。 88.4

13.(ii) 2 綜合全文並根據詩歌內容判斷主旨。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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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考核重點

14. 4 根據詩歌內容說明主旨，論述和分析能力。 18.6

15. 2 分析和歸納內容重點。 72.5

16. 4 辨識不同的比喻手法。 61.0

17. 4 綜合、歸納、分析和說明能力。 30.1

18. 2 掌握常見一詞多義的文言字詞。 51.5

19. 2 掌握常見一詞多義的文言字詞。 25.6

20. 2 理解文章重點，說明能力。 51.1

21. 3 理解文章重點，比較和說明能力。 23.5

22.(i) 1 掌握以比喻說理的手法，概括能力。 72.5

22.(ii) 1 掌握以比喻說理的手法，概括能力。 57.7

23. 4
理解文章主旨和傳統文化精神，分析和說
明能力。

12.2



甲部

• 考題多與基本文言知識(常見文言字詞、虛詞
和倒裝句)、篇章內容重點、主旨以及寫作手
法相關。

• 《魚我所欲也》(節錄)問及論述手法，更期望
考生反思孟子提倡「保育本心」一說的現代意
義，要求學生以教育現象為例說明。

• 《聲聲慢》考問關鍵的詞句及其文詞特色，也
要求考生分析「鴻雁」意象與作者愁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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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一個人和三個人稱》

• 作者借用三種敍事人稱的特點，闡述以不同視
角審視自我的優點和缺點。

• 第一人稱「我」以體貼的目光看自己，優點是
能行己胸臆，表裏一致；但缺點卻是我行我素，
甚至自以為是，狂妄自大。

• 第三人稱「他」以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審視自己，
優點是客觀和冷靜；缺點卻是十分功利，令人
容易為了迎合社會的目光而迷失自我，隨波逐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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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一個人和三個人稱》

• 第二人稱「你」能以朋友的視角審視自己，既
超脫又體貼，「你」一方面以更高的精神價值
對自我加以提醒、鼓勵和指導，另一方面以關
切的眼光感受我的苦樂。「你」兼有並發揚
「我」和「他」兩者的優點，還捨棄了兩者的
缺點。

• 精神自我覺醒的歷程，從個體的自我發展到社
會的自我，最後達致精神性的自我。

• 最後提醒讀者，只有「讀好書、沉思、欣賞藝
術」才能喚醒更高的精神性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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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一個人和三個人稱》

• 全文以關切的語氣叮嚀讀者，對身處成長階段，
探索存在意義和自我定位的年輕人來說，無疑
是最真切的提點和關懷。

11



第二篇《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節錄)

• 作者強調只有確立自身的精神價值，如信仰、
理想等，才能培養出獨立自主的人格。若把人
生依托於外物或社會大眾的標準，遇上挫折時
難免一蹶不振，甚或迷失自我。

• 文末提出，當一個人在精神成熟後可反璞歸真，
重獲自足的童心，並揚棄社會的成規習見，正
呼應和深化第一篇的主題，指出只有人格的獨
立自主，才可以不受外物羈絆而成就更高的精
神性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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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節錄)

• 本篇運用不同的比喻說理，如以破船比喻隨波
逐流的人；以錨比喻可堅定人生方向的精神價
值；又以賬簿比喻心靈，取喻貼切、巧妙。

• 引用了愛默生的詩歌寄意，以「人」代表把人
生依托外物，如名譽、財產等的一般人；以
「半人半神」代表在現實生活中尋求精神價值
或理想的人，他們既有現實的牽掛，也有精神
的渴求；「神」比喻那些能放下一切現實的牽
掛，而精神絕對自由的人。詩歌不單呈現了文
章的主旨，也令說理更為生動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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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三則

• 文言部分節錄了三則故事。第一、二則文字和
內容相近，寓意卻不同，是先秦常見的互見文
獻。

• 第一則故事記述楚王雖不介意失弓，但只想楚
人得益，可見仍有所私，孔子卻能對天下人一
視同仁。

• 第二則故事裡，老子指出孔子仍有人物之分，
要把孔子說話中「人」字也去掉，因得與失也
是「道」之所寓，無所謂人物得失之分，故最
為大公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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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三則

• 第三則故事，莊子先指出死生如晝夜般尋常，
沒有高下之別；再以魚兒「相濡以沫」說明人
生最大之執着莫過於生死，應破除愛生惡死之
執，視萬物為一體，與第二篇主旨有共通之處。

• 莊子指出人們總是盡力不想失去擁有之物，如
財物、青春和生命。「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以為非常穩固，可是終敵不過造化，「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終因為失去而感到痛苦和無
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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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三則

• 莊子認為執着於人己、物我、得失，以道觀之，
生死、得失都是道的一端，忘掉物我之別，
「藏天下於天下」，才永不會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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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材主題

• 人是群居動物，必須互相依靠，結伴前進，不
可狂妄自大、獨斷獨行；

• 同時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本性自足，獨立自
主，不隸屬於任何人，也不應依附社會主流的
價值觀而活。

• 莊子更指出人世間的一切都不可恃，主張回歸
於道，放下一切執着。

• 乙部考材均對人生作反思，期望對考生有所啟
發，從而追尋更為本質的價值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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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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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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i)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論仁、論孝、論君子》

(ii)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逍遙遊》(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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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

• 第1題為文言字詞解釋，考生表現不俗。

• 佳者答案精準，表達清晰。

• 能力稍弱者或概念有偏差，或未有考慮語境，
或表達欠清晰。至於答案胡亂堆砌，不着邊際
者較少。

• 錯別字頗為常見，如「窮」、「棄」兩字，筆
畫錯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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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

(i) 約：貧困／窮困

(ii)去：拋棄／離棄

(i)「約」：表現理想。考生多能準確掌握詞義；部分
表述欠準確，如解作「困難」，未能辨識語意與「貧
困」不同；偶有考生答以「簡約」、「節縮」等，未
有考慮句意是否合理。

(ii)「去」：表現尚可。不少考生的理解有偏差，答以
「離開」、「離去」等，未有留意句子的主語為
「今子之言」；亦有考生答以「前往」、「拋開」，
理解和表達均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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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

「者」是常見的文言虛詞，以下哪一句中的「者」字，與
「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一句中，
「者」字的用法最接近？(2分)

A.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33.6%)

B.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18.1%)

C.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14.2%)

*D.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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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

• 表現欠佳。

• 引句中的「者」字是語氣助詞，還與後句隱含
因果關係，作用與選項D中的「者」字作用相
同；選項B和C中的「者」字是代詞；選項A中
的「者」字只是語氣助詞，表示判斷語氣，均
與引句不合。不少考生以A為答案，未能細察
兩者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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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題

以下哪一句是文言倒裝句？(2分)

*A.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47.3%)

B.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13.9%)

C.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 (11.1%)

D.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27.5%)

• 表現尚可。

• 不少考生混淆了被動句和倒裝句，因而答了選
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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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

《魚我所欲也》一文，孟子從正反兩方面論述
「義」比「生」更為重要。試加以說明。 (3分)

• 表現未如理想。

• 考生對課文內容頗為熟悉，可是對論述手法的
理解欠準確。

• 理解準確，闡述有序清晰的考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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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我所欲也》文章結構

分部 內容重點 手法

(一)
提出論點：
應捨生取義

比喻：捨魚而取熊掌

(二) 論證：
義比生重要

正反論證：生死 / 惡欲

(三)
(不失其本心時)

捨生取義 (前與後)對比

說明捨義取祿的
人只是失其本心

不吃嗟來之食

(四)
(失其本心時)

捨義取祿
萬鍾則不辯禮
義而受之



第4題

• 惟對正反論述的理解頗為模糊。不少考生以為
假設的事例為反面論證，未辨「生」與「死」、
「欲」與「惡」已是正反相對。

• 考生以「行道之人不受嗟來之食」與「不辨禮
義而接受萬鍾俸祿」兩例說明正反論證，卻忽
略了例子須論證「義比生重要」，並不是用來
說明「失其本心」。

• 考生誤以為「魚與熊掌」是論證「義比生重
要」，不明白這是比喻說明；也有考生概念矛
盾，思考紊亂，幸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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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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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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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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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題

(i) 「此之謂失其本心」一句中，「本心」指的
是什麼？(1分)

• 表現優異。不少考生能指出「本心」即「羞惡
之心」或「好善去惡之心」。

• 不少考生以「捨生取義」為答案，尚算符合孟
子的思想，惟概念和表述欠準確。

• 考生以「本性」作答，未能解釋「本」字的意
涵；偶有考生答以「惻隱之心」，未能就文章
的脈絡掌握「本心」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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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題

(ii) 現今社會過於重視利益而引發不少問題，孟
子提倡保育「本心」，重視人的「價值」，對現
今社會有何提醒？試舉一個與教育相關的現象為
例說明。(4分)

• 本題考問孟子學說的現代意義，要求考生以教
育現象為例，說明孟子提倡保育「本心」對現
今社會有何提醒。

• 表現理想的考生，能具體說明保存「本心」之
作用，並輔以恰當的教育現象為例說明，惜僅
屬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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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題

• 審題不周：所舉的例子與教育現象無關；或未
有指出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未能因應題目要
求作答。

• 闡述粗疏：只籠統地指出「不要見利忘義」、
「要堅守道義」、「要保持本心」等，未能具
體說明孟子思想對有關教育現象有何提點；或
背誦篇章內容，重複考題的文字，闡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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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題

• 舉例不當：所舉只是個別例子而非普遍的教育
現象，如「家長賄賂學校以求學位」。

• 概念不清：不少考生由於第5(i)題的答案為
「捨生取義」，便強說現今的課程不足之處是
沒有教導學生「捨生取義」的精神，立論偏頗，
未能就提倡保存人性的良知良能一點，說明孟
子思想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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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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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題：上品示例

36



第5.2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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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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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題

(i) 作者在詞的開端以七組疊字抒情。試摘錄有
關詞句。(2分)

• 表現良好。

• 多數考生能準確摘錄有關詞句。

• 錯別字仍不少，如「尋」、「覓」、「慘」、
「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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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題

(ii)   承上題，上述詞句有何特色？(2分)

(1) 情感層層遞進

(2) 文字婉約含蓄

(3) 音調轉折急促

(4) 句式對仗工整

*A. (1)、(3)(40.1%) B. (1)、(4)(51.1%)

C. (2)、(3)(3.9%)    D.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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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題

• 表現一般。考生多能辨識「情感層層遞進」為
句子的特點；

• 忽略了入聲字令句子「音調轉折急促」；

• 誤以為「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為對仗句，未
有考慮詞性並不相同，可見考生對對偶句的理
解較為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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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題

(iii) 作者看到鴻雁後勾起了什麼愁緒？為什麼？
試加以說明。(4分)

• 「鴻雁」的意象或象徵舉隅：

 鴻雁是群居的冬候鳥，每年隨季節遷移，春來
北國，秋去南方。故常引起遊子思鄉和羈旅之
愁。古人常以鴻雁春秋遷徙，比喻人生漂泊無
定，無可依靠，淒涼悲苦的遭遇。

 古人分隔異地，以雁書寄託思親懷鄉之情，故
常以鴻雁喻家書。又大雁群飛的時候，在天空
排列成「人」字的形象，故又可用以隱喻思念
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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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題

• 鴻雁勾起愁緒的原因舉隅：

 故國之思：中原淪陷，詞人流落南方，無
法重返故鄉。北雁南飛尚有回歸北方的一
天，自己卻流離南方，回鄉渺茫，故勾起
故國之思和身世飄零的感慨。

 喪夫之痛：鴻雁本傳書信，可是與丈夫生
死永隔，再也收不到書信。北雁南飛，在
孤苦寂寞時見到舊時相識，令人追憶往日
美好的時光，徒添傷心、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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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題

• 考生多能指出詞人看到鴻雁後，勾起的愁緒為
「故國之思」、「身世飄零」，亦有兼述「喪
夫之痛」。

• 表現優異者，能指出北雁南飛跟詞人國破家亡
流落南方的境況相似，眼見舊時相識，想起雁
兒仍有北返歸家之日，而詞人卻因戰亂而歸家
無期，心生身世飄零之嘆。鴻雁為信使，睹物
思人，追憶昔日與丈夫相處的美好時光，今孤
苦無依，徒增孀居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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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題

• 考生對於鴻雁的特點及其與作者情感關係的闡
述不足，欠缺推論。

• 整體而言，不了解鴻雁的特性和詞人的生平，
也是考生未能具體說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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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題：上品示例

46

作者遭遇

鴻雁特點

兩者關係

作者遭遇

鴻雁特點、兩者關係



第6.3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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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題：下品示例

48

闡述欠具體



第7題

作者分析了以不同人稱視角審視自己的特點。試綜
合全文填寫下表。(6分)

49

人稱視角 審視的方式或態度 審視的準則

「我」 直接、主觀 自身既有的好惡

「他」 冷靜、客觀 (i)

「你」 (ii) (iii)



(i) 人稱視角「他」的審視準則

• 文本依據：

 因此，用第三人稱看自己，實際上就是用
別人的或者說社會的眼光看自己，審視一
下自己在別人眼裏是什麼樣子，在社會上
扮演着什麼角色。

 與此相類似，當我們把自己看做一個「他」
的時候，那眼光往往是冷靜的，有時候還
是很功利的，衡量的是自己在社會上的表
現、作用、地位、名聲之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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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稱視角「你」的審視方式或態度

• 文本依據：

 把一個人當做「你」對待，就意味着和這
個人面對面，像朋友一樣敞開心懷，誠懇
交流。

 相反，對自己以「你」相待，就需要一種
既超脫又體貼的眼光，所關心的是人生中
更本質的方面。這時候，我們就好像把那
個在人世間活動着、快樂着、痛苦着的自
己迎回家中，懷着關切和理解之情和他促
膝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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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稱視角「你」的審視準則

• 文本依據：

 相反，對自己以「你」相待，就需要一種既
超脫又體貼的眼光，所關心的是人生中更本
質的方面。

 要能夠做自己的朋友，你就必須比那個外在
的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從而能夠從人
生的全景出發給他以提醒、鼓勵和指導。事
實上，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除了外在的自我
以外，都還有着一個內在的精神性的自我。

52



第7.1題

• 表現不俗。大部分考生能準確歸納「他」審視
的準則為「社會的標準」或「功利的標準」。

• 部分考生概括能力稍遜，答案並非準則，如答
以「別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在社會上扮演
的角色」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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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題

• 表現優異。大部分考生能歸納「你」審視的方
式或態度為「超脫」、「體貼」、「關懷」。

• 偶見考生答以「主觀」或「客觀」，忽略了
「你」的特點是「既主觀又客觀」，集「我」
和「他」的特點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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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題

• 表現欠佳。只有少數考生能概括「你」的準
則屬於精神性，或此準則應是為生命中更為
本質的東西。

• 不少考生審題不周，所答並非準則，而是
「你」的態度，如「既超脫又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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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題

作者指出過於專注「我」和「他」的視角均有缺
失。試分別以四個字概括兩者的缺失。(2分)

(i) 「我」

(ii)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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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題：「我」的缺失

• 文本依據：

一個人如果只是我行我素，從來不跳出來從別

的角度看一看自己，他又是活得很盲目的。所

以，其他兩個人稱的視角也是不可缺少的。

• 參考答案：

自以為是／自我中心／狂妄自大／眼光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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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題：「他」的缺失

• 文本依據：

 當然，別人的意見只能作參考，為人處世還得自

己拿主意。據我觀察，在不少人身上，這個視角

是過於強大了，以至於他們只是在依據別人的意

見生活，陷入了另一種盲目。

 當我們把自己看做一個「他」的時候，那眼光往

往是冷靜的，有時候還是很功利的，衡量的是自

己在社會上的表現、作用、地位、名聲之類的東

西。

• 參考答案：

迷失自我／隨波逐流／內心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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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題

• 表現良好。考生多能準確地從文本中摘錄四字
詞來指出「我」和「他」的缺失。如答「我行
我素」、「自命不凡」(8.i)，或能以個人的文
字準確概括其缺失，如「隨波逐流」、「人云
亦云」(8.ii)。

• 部分考生的答案欠精準，如答「活得盲目」，
未能具體點出盲目指什麼。

• 個別考生答案並非缺失，如「自信滿滿」(8.i)，
甚至與文本無關，如「自欺欺人」、「阿諛奉
承」(8.i)，也偶見胡亂抄錄，如「顧影自憐」
(8.i)，未能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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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題

60

正確 錯誤
無從

判斷

(i) 三種視角各有利弊得失。 

(41.4%)

*

(46.9%)



(11.4%)

(ii) 以三種視角審視自己是成

就「更高的自我」的反思

歷程。

*

(55.5%)



(24.3%)



(19.4%)

試綜合全文判斷以下陳述：(4分)
整體表現尚可。



第10題

在第4段，為什麼作者說讀好書、沉思、欣賞藝
術等活動可以喚醒「精神性的自我」？試就個人
的體會說明。(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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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依據：(第4段)

……事實上，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除了外在的自我以

外，都還有着一個內在的精神性的自我。可惜的是，

許多人的這個內在自我始終是昏睡着的，甚至是發育

不良的。為了使內在自我能夠健康生長，你必須給它

以充足的營養。如果你經常讀好書、沉思、欣賞藝術

等等，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你就一定會感覺到，在

你身上確實還有一個更高的自我，這個自我是你的人

生路上的堅貞不渝的精神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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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

• 表現欠佳。考生可以一項活動或歸納三項活動的
特點，說明這類活動如何喚醒「精神性的自我」。

• 「精神性的自我」該是超越現實的顧慮，關心精
神領域的價值，如對真善美的體會。

• 少數考生能準確歸納活動的特質為「獨處」、
「屏除雜念」等，具體說明如何喚醒「精神性的
自我」，體會深刻。

• 部分考生尚能以好書或文章作例子說明，如引
《魚我所欲也》說明明白了「義利之辨」，提升
了個人的操守，惟說明較為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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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

• 不少考生未能準確理解「精神性的自我」，誤
以為「精神性的自我」為提升思考能力、追求
夢想、做自己喜歡的事等。

• 個別考生的體會亦較為表面，只能籠統說明讀
好書、沉思、欣賞藝術的表面作用，如指出沉
思讓人反省自己的過錯，改善自己的不足，未
能具體說明沉思如何提升「精神性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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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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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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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下品示例

67



第11題

在第2段，作者說「職業」是公認的人生
依托，有些人卻稱之為「事業」。「職業」
和「事業」有何不同？試以醫生為例說明
兩者的分別。(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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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

• 表現欠佳。

• 考生多能根據第二篇文本指出「職業」講究實
際，「事業」注重精神。

• 部分考生能進一步以醫生為例說明作為「職業」
的特點，如「薪金豐厚」、「地位崇高」。

• 對「事業」的闡述則欠具體，往往只能點出
「幫助別人」、「有滿足感」、「個人理想」
等籠統答案，未能就醫生工作的特點具體說明
其意義和價值，如醫生「濟世為懷」、「珍惜
生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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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

• 部分考生理解欠準確，以為精神性乃指「享受
醫治病人的喜悅」。

• 部分考生望文生義，把文中「職業可能不稱
心」、「事業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得
到事業)也不能擺脫空虛之感」這幾句話看成
兩者之分別，詮釋錯誤，指視醫生為「職業」
者會不快樂；以醫生為「事業」者會感到空虛。

• 個別考生混淆「職業」和「事業」的特質，指
視醫生為「事業」者着重個人工作的晉升前景，
或指着眼「事業」的醫生會努力經營，擴展業
務等，脫離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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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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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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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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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題

在第3段，作者以大海比喻人生。試指出以下各
項比喻什麼。(4分)

74

喻體 本體

風浪 人生的挫折

錨 (i)：

漂流的破船 (ii)：



第12題

• 表現一般。

• 部分考生能根據篇章主旨詮釋本體，如「獨
立自主的人格」(12.i)、「把人生目標依托於
社會主流價值的人」(12.ii)。

• 有考生摘錄原文作答，如「內在空虛的人」
(12.ii)均屬滿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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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題

• 部分抄錄原文詞語的答案欠準確，如「根基」
(12(i))、「一蹶不振」、「精神崩潰」(12.ii)。

• 有考生忽略喻體是名詞，本體亦應是名詞，以致
表達欠妥，如答以「人應有自己的價值信念」
(12.i)、「失去目標」(12.ii)。

• 部分考生未能緊扣關鍵概念作答，如12題只針對
「破」字詮釋，指出這些人遇上挫折的精神狀況

• 亦有考生答案過於籠統，如「個人重視的事物」
(12.i)、「失敗的人生」(12.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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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

77

正確 錯誤
無從

判斷

(i) 詩歌的主旨是讚美愛情之重

要，為了它可以犧牲一切。



(10.4%)

*

(88.4%)



(1.2%)

(ii) 半人半神尚受現實限制，神卻

可以超越一切的羈絆。

*

(47.9%)



(4.8%)



(46.8%)

試綜合全文判斷以下陳述：(4分)



第14題

在第4段，詩歌的末句說「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來了」，這句詩有何寓意？試綜合詩
歌的內容說明。(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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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

• 表現差劣。

• 偶有考生能準確理解詩歌的寓意，並結合文章
的內容說明，如以「賬簿」此比喻說明從「半
人半神」超越至「神」的過程，指出「半人半
神」指能放下現實牽掛追求愛情，卻為情所困
的人，「神」則指追求精神自由或人格獨立自
主的人，在承受痛苦後，終放下執着而達至精
神的絕對自由，生命只有得着，不再感到痛苦，
才是「神」的境界。表現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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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

• 部分考生尚能點出「半人半神」指能放下現實
牽掛追求愛情，卻為情所困的人，「神」則指
追求自由的人，惟未能說明「走了」的意涵，
即從「半人半神」超越至「神」的過程。

• 大部分考生錯誤理解「半人半神」和「神」，
誤以為「半人半神」指另有新歡的姑娘，「神」
是指未來將會遇上更好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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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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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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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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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題

在第5段，為什麼作者說心靈「只有收入，沒有支
出」？ (2分)

(1)因為痛苦可以豐富精神世界。

(2)因為心靈並不計較現實世界的得失。

(3)因為心靈可以暫時忘卻現實世界的痛苦。

• *A. (1)、(2) (72.5%)

• B. (1)、(3) (10.2%)

• C. (2)、(3) (9.8%)

• D. (1)、(2)、(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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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

明喻 暗喻 借喻
三者
皆非

(i)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 (14.8%)

* 

(63.2%) (12.6%) (9.3%)

(ii) 心靈是一本奇特的賬簿…… (13.9%)

* 

(69.6%) (4.8%) (1.4%)

(iii) 人彷彿有了兩個自我…… (47.5%) (9.8%) (1.6%)

* 

(41.1%)

(iv) 把豐厚的戰利品指給他看…… (1.8%) (9.5%)

*  

(70.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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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題

• 表現良好。大部分考生尚能辨識不同的比喻
手法。

• 第16.iii題，不少考生因為「彷彿」二字便遽
爾判斷為明喻，可見語文基礎知識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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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題

第二篇末段，「揚棄」一詞兼具「發揚優
點」和「拋棄缺點」的意思。試就此說明
第一篇中，「你」如何揚棄「我」和
「他」，而成就更高的自我。(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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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依據

「我」 「他」

優點
行己胸臆，能依據自
身的好惡行事。

作為旁觀者，能客觀
和冷靜地看自己，對
「我」的理解較為為
全面。

缺點
自以為是，對自我的
理解十分片面。

多以功利的眼光批評
「我」，缺乏對「我」
的關懷和體諒，使個
人容易迷失於社會的
價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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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特點

體貼

以體貼／關切／理解的眼光，像朋
友般敞開心懷，誠懇交流，關心
「我」的苦樂感受和人生中更本質
的需要。

超脫

以超脫的眼光，像旁觀者以更高的
精神性的標準全面審視現實的
「我」，對「我」加以提醒、鼓勵
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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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特點

如何揚棄「我」

以朋友體貼
的眼光審視
自己

揚：
關心「我」的苦樂感受
，以關切和理解的態度鼓勵
「我」行己胸臆。

棄：
敞開心懷，誠懇交流，忠實
地提醒「我」不要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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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特點

如何揚棄「我」

以旁觀者超
脫的眼光審
視自己

揚：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從人生
的全景出發，關注「我」人生中更為
本質的需要或理想，明白「成為你自
己」是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

棄：以更高的精神性的標準全面審視
現實的「我」，加以鼓勵和指導，提
醒自己不要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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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特點

如何揚棄「他」

以朋友體貼
的眼光審視
自己

揚：關心「我」的苦樂感受和人生中
更為本質的需要，不會只以「我」的
名聲地位來衡量「我」，對「我」的
理解更為全面和深入。

棄：關心「我」人生中更為本質的需
要，不會冷漠地以社會常見的功利標
準批評「我」，令「我」迷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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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特點

如何揚棄「他」

以旁觀者超
脫的眼光審
視自己

揚：以更高的精神性的標準全面審視
現實的「我」，對「我」的理解較為
全面、客觀和冷靜。

棄：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從人生
的全景出發，不會被社會功利的價值
標準左右，令自己迷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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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題

• 表現欠佳，本題要求考生綜合和整理全文重點
作答，難度較高。

• 有考生思慮周全，能高度概括「你」的特點為
「平衡兩者的得失，既超脫又關懷」，並說明
如何「揚棄」，論述有據，條理清晰。

• 多數考生尚能迻錄原文，作答符合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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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題

• 綜合和概括的能力不足，以致答案條理不清。

• 個別考生審題不周，或只引述「你」的特點，
或只羅列「我」和「他」的優點和缺點，未有
具體說明如何「揚棄」。

• 個別考生更誤引第二篇末段的文字「你要返璞
歸真，重獲一顆自足的童心，消化社會的成規
習見，就能成就更高的自我」，來說明如何成
就更高的自我，答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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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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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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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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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題

試指出「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一句中，
「與」和「情」兩字的字義。(2分)

99

A.
「與」解作「認同」;「情」解作
「實況」。

(6.3%)

B.
「與」解作「認同」;「情」解作
「感受」。

(17.8%)

*C.
「與」解作「干預」;「情」解作
「實況」。

(51.5%)

D.
「與」解作「干預」;「情」解作
「感受」。

(24.3%)



第19題

下列哪一句中的「非」字，和「與其譽堯而非桀
也」一句中「非」字的語意相同？(2分)

100

A.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 (7.5%)

B.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58.9%)

C.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8.0%)

*D.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
當者，吾友也。

(25.6%)



第19題

• 表現欠佳。「譽堯而非桀也」的「非」字為動
詞，是「批評」之意，與選項D的語意相同。
選項A、C的「非」均為「錯誤」、「不正確」
之意，而選項B的「非」為「並非」之意。

101



第20題

文言第一則，楚王遺失了弓，卻對下屬說
不需要找回來，為什麼孔子仍說楚王不夠
大公無私呢？試加以說明。(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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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題

• 表現一般。

• 少數考生能準確提煉，指出孔子認為楚王未能
大公無私的原因是「偏重楚人」、「仍有人我
之分」、「未能一視同仁」。

• 考生多能語譯指出楚王知道只要是楚國人拾到
便可以。

• 部分考生錯誤理解文本，誤把「惜乎其不大」
一句理解為「弓的價值不高」或「只是小事一
件」，楚王不應因失弓而介懷，而評定其胸襟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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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題：2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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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題：1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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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

文言第二則，為什麼作者說孔子還及不上老子，
老子才是最大公無私的呢？試就孔子和老子的說
話加以說明。(3分)

• 孔子的說話：把說話裏的「荊」字去掉便對了。

(去其「荊」而可矣)

• 老子的說話：把說話裏的「人」字去掉便對了。

(去其「人」而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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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

• 表現欠佳。

• 考生尚能指出孔子或老子無私的原因，但未能
加以比較。

• 不少考生只嘗試語譯，未能清晰點出孔子與老
子的區別。能比較兩者的，多局限於物種之多
寡，如指孔子的眼光只及人，老子則擴而充之
惠及其他物種；能進一步分析指出，老子能齊
一萬物，突破人與物、得與失，才是最無私的
考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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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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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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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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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題

試根據文言第三則的內容填寫下表。(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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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說明的道理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魚離開了水，寓意人離開
了「道」。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i)：

人們執着於：

譽堯而非桀
(ii)：

人們執着於：

相忘於江湖
回歸於「道」，破除一切
相對概念。



第22題

• 考生多能根據故事內容以及注釋的提示，指
出兩個比喻的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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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

有論者說「藏天下於天下」與「魚相忘於江湖」
的寓意有相通之處。試就此說明，莊子為何認為
只有「藏天下於天下」才不會遺失東西。(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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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概念說明：「藏」

• 「藏」：收藏起來的意思，希望不要失去。

• 可是人生中所有美好的東西如財物、青春、生命，總會
有失去的一天。

• 人總是不甘心，盡力找方法把擁有的東西留下來。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 可是這些事物敵不過造化，總有天會消散(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想留也留不下來。(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 故人生總是感到痛苦無奈。

• 人執着人己、物我之別，才會衍生「擁有」和「收藏」
的意識，忘記了萬物本為一體。

• 忘掉物我之別，沒有了「我」，即無所謂「擁有」（藏）
和「遺失」（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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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執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皆物之情也。」

• 郭象注：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
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

• 死生就像晝夜一樣平常，但人總戀生而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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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概念：「天下」

• 「天下」的意涵：天下即「萬物（道）之全體」。

• 「藏天下於天下」：把萬物(天下)收藏在道(天下)之中，
便不會有所遺失。

• 要做到「藏天下於天下」，要放下人的立場，從「道」
的觀點看萬物（回歸於「道」，破除一切相對概念），
即把個別的事物的形相打破，不視為己有，把萬物視為
天地之一體；「藏於天下」即表示不「藏於己」。

• 王叔岷：「藏天下於天下」 乃不藏之藏也。不藏之藏，
自無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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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概念：「藏天下於天下」

• 怎樣才能做到「藏天下於天下」？

• 萬物本來無分貴賤，貴賤是源自人對事物的成心或
成見。

• 回歸於「道」，破除一切相對概念，包括：

 生死(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榮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得失(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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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概念：「藏天下於天下」

• 「藏天下」即「不藏於己而藏於天下」。

• 視一切變化只是「道」的不同形式的呈現，
無得也無失，安時而處順。

• 破除一切相對概念，視萬物為一體。

118



第23題

• 表現差劣，考生能力的差異甚大。

• 表現較佳的考生對道家思想有一定認識，且能
遷移課堂所學，結合前一題的提示作答。

• 能力較差的考生只複述與「藏天下於天下」與
「魚相忘於江湖」相關的文本，卻未能說明
「為何不會遺失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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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

• 套用熟語：部分考生對道家思想的理解較為表
面，只引用道家思想的套語，如「順應自然」、
「逍遙」、「無用之用」等作答，惟解釋牽強，
說明不當。

• 審題不周：未有根據提示，以魚相忘於江湖的
寓意(回歸於道，破除一切相對概念)分析；也
未有回應為什麼「藏天下於天下」才不會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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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

• 未能遷移所學：考生如對《逍遙游》(節錄)的
理解較深入，應明白莊子主張破除相對概念，
視天下萬物如一，此即「無用之大用」。如能
舉一反三，不難理解「藏」與「遯」、「人」
和「物」、「得」和「失」也是相對的，需泯
滅私心，無己無我，回歸於「道」。此正是理
解「藏天下於天下」一語的關鍵所在，惜考生
多未能變通，指出「藏天下」即「不藏於己」
而把萬物「藏」(回歸)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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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上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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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中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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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題：下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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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及建議

• 本年度的試卷考題的數量與去年相若，而閱讀
材料的篇幅較短，考生普遍有足夠時間閱讀課
外篇章及整理答案，大多能順利完成試卷。

• 考生的表現較去年略遜，能力較高的考生與去
年表現相近，且不乏令人欣喜的答卷，能力稍
低的退步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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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 考生大多能回答較簡單的問題，例如指出孟子
的「本心」所指和李清照的愁緒等，足見大部
分考生用功學習，值得讚賞。

• 對篇章的認識較為籠統，以致未能回應較為深
入的問題。例如考生雖能背誦《魚我所欲也》
的內容，但未能闡述孟子的論證方法；能背誦
《聲聲慢》的名句，卻未能分析詞句的特點；
能準確指出作者的愁緒，卻未能闡述鴻雁「如
何」引起愁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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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 語文基礎知識不足：如第16.iii題要求考生分
辨引文運用了哪種比喻手法，部分考生只靠個
別字詞判斷，看到「彷彿」二字便以為是明喻
句。

• 審題能力仍有待改善：如第5.ii題，題幹指出
現今社會重視利益，要求考生以教育現象說明
孟子對現今社會的提醒。部分考生不察，答案
只及一端，或只闡述孟子的思想，或只詳列現
代教育重視利益之弊，未能符合題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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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 對篇章的理解流於表面：如第14題問及新詩的
內容，不少考生因為詩中提及「為愛犧牲一切」
便認為詩歌與愛情相關，卻未有細察詩歌與文
章主旨的關係，以致作答的方向錯誤。

• 概括能力仍須加強：第8題要求指出過於專注
「我」和「他」視角的缺失。不少考生未能以
精準的詞語概括，或未能符合題目要求，如答
案並非「準則」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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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 闡述能力仍有待提升：如第6.iii題，考生多能
指出詞人的愁緒，但能清晰闡述鴻雁如何勾起
愁緒者不多。又如第17題問及「你」揚棄
「我」、「他」的優點和缺點，考生往往只抄
錄原文，能有條理地闡述「如何」揚棄者亦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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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須提升遷移能力：考生或許熟讀指定篇章的內
容，但較少思考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如第6.iii

問及孟子對現代教育的提醒，考生多未能有效
連結孟子的思想作答。又如第23題問及「藏天
下於天下」，考生若能結合指定篇章《逍遙遊》
的主旨，便容易梳理作答方向。

• 宜多反思學習對現實的意義：考生作答與現實
相關的題目往往未如理想，如第10題問及讀好
書、沉思、欣賞藝術能喚醒「精神性的自我」，
考生理應有讀好書的經驗，惟考生所舉的例子
多為課內篇章，鮮能反思讀書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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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考生答題技巧固有改善空間，然而，平日閱讀
不足，基礎知識薄弱，以及對生活欠缺反思也
是原因。況且閱讀時只得其大意而忽略細節，
只看表面而忽略深層意蘊，更是致命傷。

• 讀書為求明理，不應與生活脫節。考生宜從小
學開始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積澱語文知識；
平居學習時須多思考，如指定篇章與日常生活
之關係，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啟示等，才能
提升閱讀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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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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