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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樹或杏樹？
做有用且能留下來的樹
2017 年文憑試中文科卷三、四淺探

�  黃詠文

2017年文憑試中文科已於四月初考畢，老

師普遍認為試卷整體比去年略淺。同學在

平日的學習中訓練語文能力、提升文化素養

和邏輯思維能力，固然是取得好成績的重要原

因，但就如今年卷三聆聽錄音提及的「有用的

樹」──歐陽修筆下有用的杏樹得以保存，莊

子筆下有用的桂樹卻遭砍伐──可見「有用」並

不足夠，如何「用得其所」才是關鍵。考試內

容年年不同，學生即使準備充足，也要有臨場

應變的能力，方能取得好成績，而來年的考生

更要仔細分析試卷，熟習題型，方可隨時調整

應試策略。

就此，啟思為大家分析了題型多變，題材

多樣的口語溝通試卷和第二年開考的聆聽及綜

合能力考核，並邀請了資深老師提供指導，啟

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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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口語溝通    浮想聯翩  冷靜應對

口語溝通卷是最先開考的，今年共有 16道題

目。自去年開始，題目絕大部分提供選項，並以

交流題為主。下表可看到近年題目的題材和題型趨

勢，2017年以「流行思想」為題材的題目最多，佔

五成。2013、2014及 2016年則以「社會時事」作題

材為主，2015年則是「中國文化」，考生處理不同話

題時，應按照題目要求，靈活地從多角度思考。

「流行思想」題討論的重點不在「流行」，而是

對思想、價值的反思，例如今年有題目考問獎勵的

原則、想去除的人性缺點等，也有些題目要求討論

事物的象徵意義，例如以一種蔬菜象徵人生，考生

要有豐富的聯想能力，從多角度思考，才能提出精

僻獨到的見解，令主考官印象深刻。這題目其中一

個選項是洋蔥，洋蔥有強烈、刺激的味道，切洋蔥

時會刺激眼睛和鼻子，令人流淚，這種特徵會令人

聯想到人會因痛苦的事傷心流淚，便可在討論中提

出。不過，如果只提出這類論點，看法難免偏向負

面，而且流於表面。考生可嘗試通過聯想提高說話

內容的深度，如洋蔥多用來調味，可搭配不同的食

材，帶出食材的鮮味之餘，洋蔥本身的味道也會改

變，例如洋蔥豬排的洋蔥混合了蕃茄會帶甜酸味。

人不是孤單地活着，遇上不同的人和事，人生就會

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化，變得更加精彩。《新高中中國

語文（第二版）》單元六、單元九和單元十一都有關

於運用聯想寫作的指導，同學可以把相關的技巧融

會貫通，用於口語溝通的考試。

「社會時事」題以比較實質的社會政策、趨勢為

主，例如今年要求評論公共設施的選址受到社區人

士反對的現象。這一題的閱讀材料提供了青少年戒

毒學校的例子，其他例子還有精神病康復者中途宿

舍、垃圾堆填區、焚化爐等公共設施，都曾在計畫

興建時因為居民擔心會帶來衞生、治安等問題而遭

反對，考生要熟識時事，才能多舉例子。不過，最

重要的還是針對題目所問，弄清楚評論題的要求。

以這題為例，如果考生評論的焦點是「哪些公共設

施的選址會引起反對」、「應不應該在民居附近興建

這些公共設施」，就有離題之虞了，因為題目要求評

論的是「公共設施的選址受到社區人士反對的現象」。 

各類題目的數量及百分比

年份

題材 題型

題數

校園生活 社會時事 流行思想 中國文化 爭議 交流 評論 協商

2017 3 (19%) 3 (19%) 8 (50%) 2 (12%) 1 (6%) 13 (82%) 1 (6%) 1 (6%) 16 (100%)

2016 2 (11%) 9 (50%) 2 (11%) 5 (28%) / 15 (83%) 1 (6%) 2 (11%) 18 (100%)

2015 5 (25%) 4 (20%) 3 (15%) 8 (40%) 4 (20%) 13 (65%) 1 (5%) 2 (10%) 20 (100%)

2014 6 (30%) 7 (35%) 5 (25%) 2 (10%) / 13 (65%) 4 (20%) 3 (15%) 20 (100%)

2013 5 (19%) 13 (50%) 5 (19%) 3 (12%) 8 (31%) 12 (46%) 4 (15%) 2 (8%) 26 (100%)

2012 6 (27%) 5 (23%) 10 (45%) 1 (5%) 3 (13%) 14 (64%) / 5 (23%)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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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以指出市民反對在居所附近興建這些公共設

施的原因，加以評論，例如指出這是源於人性自

私，反對的人都同意一些公共設施是社會所急需

的，但卻抗拒在自己居住的地區興建，即如西諺「別

在我家後院」。同時，考生也可指出這種心態其實是

人之常情，例如家長擔心在居所附近興建青少年戒

毒學校會令社區多了不良分子，影響年幼子女，也

是無可厚非。再進一步，考生可討論政府應如何解

決問題，例如審視政策是否公平、是否已考慮所有

持分者的利益等，並向公眾解釋選址的原因和這些

公共設施的作用和運作，釋除公眾的疑慮。

口語溝通的預備時間只有 10分鐘，要在短時

間內構思觀點、梳理思路，並非易事。在討論過程

中，除了要清楚說明個人的看法，更要細心聆聽組

員的發言，適當回應，才能真正做到「溝通」。我們

邀請了《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二版）》作者趙偉漢老

師為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遇到要說明象徵意義的題目，

怎麼辦？

例如戲彩娛親在於主動令父母開懷，而滌親

溺器在於貼身照顧，無微不至，加以比較，

便不難構思討論內容。收到題目後宜冷靜處

理，千萬別自亂陣腳，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

質，這類題目其實不難處理。

不少題目表達得較為間接，考生未必能

馬上理解題目所問，例如今年「父子騎驢」和

「新來的老師」兩題，考生必須先準確體會故

事的「啟發」，並針對特定範圍、對象（分別

是現今青年和家長教育子女）構思發言內容。

考生必須審慎處理，假如錯誤理解故事的「啟

發」，或未能運用「啟發」所得，應用在指定

的對象或問題之上，即難以開展討論，更遑

論及格。

另一種表達得稍為間接的題目，是要求

考生利用故事的教訓或古訓來展開討論，而

故事的教訓（例如今年的廿四孝的故事）和古

訓的意義均相當明顯，考生只要掌握教訓，

個別題目要求考生具備豐富的聯想力，

例如今年用眼鏡和地圖象徵朋友一題，考生

必須先分別想出二者跟朋友的共通點，然後

再加以比較。惟眼鏡和地圖跟朋友的共通點

並不明顯，構思發言內容時宜發揮想像力，

例如朋友常在我們遇上困難時予以扶持，眼

鏡和地圖則是十分有用的工具，給我們提供

幫助；又例如眼鏡可以作為裝飾品，美化儀

容，正如朋友能令我們的人生更添姿彩等。

考生宜多利用生活中的日用品進行類似的思

維訓練。

遇到難以理解的題目，

怎麼辦？

趙偉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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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靈活變通  代入身份

今年是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第二年開考，綜觀去年考評局發放的

練習卷和這兩年的文憑試試卷，考核模式大致確定，但題目要求仍有 

變化。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分為甲部和乙部，甲部為聆聽題（佔全卷

20%），乙部為寫作題（佔全卷 80%），甲部錄音的內容與乙部的寫作任

務沒有直接關係。下表列出甲部的特點和近年的變化：

2016年練習卷 2016年文憑試試卷 2017年文憑試試卷

甲部錄音 約 9分鐘 約 10分鐘 約 10分鐘

人物 2女 1男，義工組主席及幹事 2女 1男，圖書館學會幹事 2女 1男，父、母、女兒

語境 會議前的對話 《圖書館快訊》編輯的對話 家人對話

主題 遲到 書籍、閱讀等 樹木

文化元素 同理心 古代造紙、印刷、藏書、尚友

古人

李時珍《本草綱目》、歐陽修

《伐樹記》、莊子《逍遙遊》

題目數量和佔分 9題，共 26分 10題，共 28分 8題，共 15分

題型 7題選擇、1題判斷、1題填充 8題選擇題、2題判斷 7題選擇、1題判斷

考核重點及能力層次 ‧ 考核綜合、理解話語內容為

主，輔以判斷態度、辨識話

語深層意義等。

‧ 有要求就全段內容作判斷的

題目。

‧ 能力層次絕大部分為整合，

少量引申。

‧ 考核綜合、理解話語內容為

主，輔以歸納原因、判斷語

氣、辨識異同等。

‧ 有要求就全段內容作判斷的

題目。

‧ 能力層次絕大部分為整合，

少量引申。

‧ 考核綜合、理解話語內容為

主，輔以辨識語氣、辨別立

場和態度等。

‧ 沒有要求整合全段錄音內容

的題目。

‧ 能力層次皆為整合。

2016年練習卷甲部的題目較深，答案比較隱晦，角色多用比喻說明

個人意見，考生須加以分析，才能理解內容，找到答案。2017年較多考

核歸納能力的題目，答案較直接。根據 2016年的考試報告，考生在兩

道題目的表現欠佳，其中一題考核辨識異同的能力，考生多沒有聽清楚

角色的話就作答，因為粗疏大意而失分。另一題要求綜合整體內容作出

判斷，考生的表現比要求綜合簡短內容的題目稍遜。2017年則沒有這類

要求整合全段錄音內容的題目，也沒有引申題，相對而言較淺。此外，

今年每個答案的分數由去年的 2分改為 1分，但甲部仍佔全卷 20%，在

題目數量沒有大幅改變下，分數改變並不影響整體分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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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練習卷 2016年文憑試試卷 2017年文憑試試卷

乙部錄音 約 5分鐘 約 6分鐘 約 6分鐘

人物 2 女 1男，與甲部相同 1女 2男，甲部其中一人離開，老
師加入

2女 1男，與甲部相同

語境 義工組會議 師生對話 家人對話

閱讀材料 5 份；包括義工組宣傳單張、會議
筆記、義工組年度活動、報章及社

區中心服務宣傳單張。

5份；包括便條、早會宣傳稿、宣
傳海報、推薦書單及學生借書次數

統計。

6份；包括青年論壇宣傳單張、新
聞報道、網頁、電話羣組的對話、

旅遊指南和活化方案。

寫作任務的文
類和對象

‧ 撰寫演講詞

‧ 以學會主席的名義演講，對象包

括副校長、老師、會員。

‧ 撰寫書信

‧ 以學會主席的名義，寫一篇書信

給校長。

‧ 撰寫演講詞

‧ 以關注組主席的名義演講，對象

包括區議員、校友會主席。

整
合
拓
展

整
合

‧ 重點： 2項活動（5選 2，材料清
楚提示）

‧ 配合： 每項活動配合一個宗旨

（3選 2，材料清楚提示）

‧ 重點：2項特色（材料提供）

‧ 配合： 每項特色配合一個活動，

（4選 2，材料清楚提示） 

‧ 重點： 2項原則（3選 2，材料清
楚提示）

‧ 配合： 沒有明確指定要配合的例

子

拓
展

說明活動本身的意義 說明活動如何吸引同學閱讀 用例子說明原則（材料提供 4個例
子，其中 3個有用）

見解論證 選擇將參與的活動（2選 1，從兩
個方面說明）

選擇推薦書單（3選 1，從兩個方
面說明）

選擇活化方案（3選 1，從兩個方
面說明）

今年的聆聽及綜合能力試卷與過往的綜合能力

試卷較大的差異在於只設一個身份，但見解論證有

選擇，去年和今年的試卷更有三個選擇。

整合拓展方面，整合的部分要求學生選取適當

的材料，只要細心聆聽和分析閱讀材料便不難做

到；而拓展的部分則要用資料提供的內容作為基

礎，加以編排，作合理的引申和發揮。2016年練

習卷和文憑試試卷除了要整合兩個重點，還要各自

配合一個指定活動，篩選方法在資料中有明確交

代；2017年的題目則要求用香城景點來說明活化的

原則，資料提供了四個香城的景點，其中三個符合

活化的原則，題目沒有規定要用一個例子說明一個

原則，即每個原則可以用多於一個例子來說明，只

至於佔全卷 80%的乙部寫作題，2017年的寫作任務跟 2016年練習卷一

樣，都是要寫一篇演講詞。下表可看到乙部的要求：

要言之成理即可。活化的其中一個原則是「歷史意

義」，可以這樣拓展：

歷史意義

內 

容

例 

子

歷史事件

中央警署

有百多年歷史，

戰亂期間曾被敵

軍用來囚禁政治

家和作家，見證

了香城戰亂時期

的歷史。

是進士程文蔚的

府第，其後人程

名璋是著名書畫

家，從建築物可

了解名人的事

迹。

是香城首個有蓋

墟市，五十年代

北區居民消閑及

購物的好去處，

帶動北區的經濟

發展。

進士第 盛和墟

歷史人物 地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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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展部分運用資料提供的例子自由發揮，沒有規

定「一對一」的配對，可說是本年試卷與去年最大的分

別。考生假如跳不出過去試題的框框，畫地自限，便可

能會錯過了三個例子各自的特點，影響發揮。

除了整合拓展的分別，今年的題目談及「活化」，貼

近社會，也有別於過往多涉及校園生活，同學如不熟知

時事，可能會因而陣腳大亂，我們邀請了聖公會聖瑪利

亞堂莫慶堯中學的陳志堅老師為大家談談應對的方法：

學練合一 攻守兼備 

遇到不熟識的議題，

怎麼辦？

卷三考核考生能否

回應題目設定的特定語

境，並懂得「通情達理」

地以文字表達。過往試

題所設定的語境多圍繞

校園生活，鮮有觸及其他範疇，然而考試已推

行多年，題目適當地變換語境也不無道理，但

其考核精神依舊不變。考生應該多留意周遭發

生的事，諸如環境保育、政治時局、人情世態

等，在各種媒體中多留意不同人物的立場和表

述，都有助應對多變的試題。今年的題目已

提供足夠的「資訊」回應問題，考生應代入身

份，呼應考題背景、盡量以該身份應有的思維

去思考及回應題目，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是也！

無論試題怎樣改變，考核內容也萬變不離其宗，同

學除了要勤加練習，還要視乎不同題目靈活變通。明年

卷一閱讀能力將會新增甲部「指定閱讀篇章」，面對新

的考核模式，考生更要處變不驚，才有最好的發揮。大

家不僅要做一棵有用的樹，更要做一棵可以留下來的杏

樹，茁壯成長，結出纍纍碩果。 

陳志堅老師

《文憑試模擬試卷實戰手冊》
五套考卷，緊貼文憑試題型，
備指定文言篇章題目。

2018年文憑試新增指定文言篇章

考核，想學生有更全面的應試訓練？

啟思預備了文憑試「得勝套裝」，兼

備温習和練習材料，學生準備充足，

便無懼考試新挑戰。

《文憑試衝線全攻略》

一本掌握四卷應試策略

詳盡介紹請瀏覽

啟思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