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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兩赤子辯日
顏加興、秦菲老師談中文老師的
困難與應對
   文：破 城

顏加興
筆名蒲葦，聖保羅書院中文科

科主任、作家、教科書編者。

著作包括《相遇像淡淡的水

墨》、《直到除非》、《寂寞非我

所願》，另編著《新高中中文科

必讀手冊》、《中文科文憑試活

用筆記》、《師生有情》、中文老

師散文合集《師生情緣豈在朝朝

暮暮》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

「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

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

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

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

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

為汝多知乎？」

《列子•兩小兒辯日》

秦菲
全職語文教材作者，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第四版）作者，曾任

中學中文科老師，後

任補習導師多年，編

寫多套應試教材和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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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赤子辯日

聖保羅書院是中西區內傳統名校，顏加興老師

任該校中文科主任，直言學校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

言，課堂較少使用中文，家長及學生的觀念多傾向

「重英輕中」，選修文學、中史的學生愈來愈少，學

生受人文素養薰陶的機會不斷減少，加上文憑試形

式變化多端，學生急於速成，誤以為操練試題是上

上之策，加之網絡世界多充斥着語焉不詳的片語和

表情符號，進一步戕害學生僅餘的語感……面對火

頭處處，學校的中文課可憐兮兮，中文老師常有無

力之感。問及應對之法，顏老師戲謔說：「只好寄望

其他英中男校考得比我們差吧！」聽來教人心酸到

骨節眼裏去，四肢的力氣都給化掉似的。

另一邊廂，同樣有志於語文教育的秦菲，卻另

闢蹊徑：有感日校教程緊迫，教學形式有所局限，

苦無機會施展創意，於是毅然辭掉傳統名校的教

席，投身別人眼中只顧牟利的大型補習社繼續執

教鞭，一教多年。秦菲認為補習老師的教學目標

較直接──在公開試取得好成績。面對學生單一的

要求，只要能夠滿足他們這方面的期許，自然可以

取信於他們，也自然可以在教時的隙縫中，給學生

添點語文趣味，這就像面對愛吃脆口食物的偏食小

孩，把他們不愛吃但有益的食材剁碎融入菜式中，

神不知鬼不覺地讓他們吃下……在他們還擺出一

副津津有味的饞相時，告訴他們所吃的其實摻雜了

他們起初厭惡的東西，他們也許會瞪開烱目張大嘴

巴，但也只好無奈接受。身為老師，雖然是多費了

心思（須知如何弄碎材料，再摻雜到課程弄出興味，

是蠻花腦汁的活兒），但也會因拓闊了學生的口味，

提升了他們的品味而高興和滿足。

那個下午，看着兩位語文老師侃侃而談，筆者

腦裏不知為何蹦出了魯迅《野草》中的情景：「在我

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

有一株也是棗樹。」許多人都說，不明白既然都是

棗樹，何不乾脆說「有兩棵棗樹」，我想這是由於魯

迅想表達兩棵樹同中有異。面前兩位老師，一位赴

湯蹈火，鞠躬盡瘁；一位隔岸觀火，伺機而動，相

同的是，兩人都有像棗子一樣紅的赤子之心。訪問

當天，我就這樣坐看兩赤子辯日──這「日子」的

「日」，聽來感受甚深。如果因老師的話獲益良多，

我們多會用「如沐春風」來形容，但今趟訪問所感受

的，卻是像行經港鐵站的排氣口，有一陣炙熱的風

撲面而來，算不上愉悅，但見兩位無怨無悔地迎難

而上，記得筆者在訪問中屢次點頭回應說：「辛苦

晒！」

即便滄涼，卻視日大如車蓋

學生面對文憑試，一般有兩種反應，而對於這

兩類學生同存在校園裏，老師難免有着看「兩小兒

辯日」的迷思。

有一類學生，即使還未升上高中，他們已把文

憑試看得像「車蓋」一樣大，事事以應試為依歸。面

對這些學生，老師大概只能盡量轉移他們的視線，

讓他們感受「涼涼快快」，鼓勵他們多閱讀，拓闊

視野，甚至引導他們記下感受，嘗試寫作。對香港

文學界略有認識的讀者也許知道，顏老師活躍於文

學創作，以筆名「蒲葦」出版了不少散文作品。身

兼寫作人，又是中文科老師，顏老師自然希望學生

學會欣賞文學之美，但社會視文憑試的成敗重於一

切，學生也就不願多花時間與努力在這方面上。顏

老師笑歎這令他陷入精神分裂之中，他扼要道出日

校老師近年面對的局限：「中文科新課程帶來繁重

的工作量，不但消磨了老師的教學創意，還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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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能、有經驗的老師難以適應，意興闌珊，提早

退休；老師工作量大，課時有限，新入職的同事難

免只能像機器人一樣刻板地教學，以求儘快完成教

程。拔尖容易補底難，學生依賴老師傳授秘笈，不

知道語文功力雖在父兄，卻不可移於子弟。」

雖然身為「一科之主」，顏老師笑言只是科務打

雜，他想方設法，希望能在有限的教時中，令學習

變得有趣。「我們不時會邀請作家訪校。早前便邀請

了台灣作家張曉風到校演講，藉機引起與考試有關

的話題（張的文章是2013年文憑試閱讀卷其中一篇

考材），先引發學生共鳴，然後引導他們探討文章提

及的教育問題，再請學生寫作與主題相關的文章。

採用單元形式和貫穿的方法來教授，使學生不只理

解文章的手法、技巧，還能深入地思考試卷的設題

動機。」

秦老師也強調把生活事物融入教材，使學生感

受到所學的貼近生活，是引起學習興趣的不二法

門。她以文言文教學為例：「教文言文時，老師可加

以創作和改寫，把文章改寫成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人

和事，以引起學生注意。只要稍為改換文言文中的

人名，學生看到熟悉的名字已經雀躍不已，然後讓

他們在文中找出跟生活有關的句子，

引申為作文題目，這樣不就有趣多了嗎？」她即席

信手拈來一道寫作題目：「你看，眼前的桌上有一瓶

水，只要我們發揮一下聯想，就不難想到以『半杯

與一瓶』為題目。老師每天走進課室前，先想好一

句文言名句或古聖先賢的智慧名言，上課時和學生

一起思考，再加上日常生活的事例或物件作聯想。」

她頓了頓，續笑說：「例如《使徒行者》（香港電視劇）

也可作課堂上討論的題材呢！讓大家猜猜誰是黑警

和卧底，配合借古諷今的文章，推斷作者諷刺的是

哪一個角色。」說罷大家哈哈大笑，不難想像學生聽

到這些話題，也應興頭十足。

顏老師坦言老牌名校不乏這類「求學就是求分

數」的學生，有不少更很早便着緊地跑去補習社，

生怕輸在起跑線上，但問題是，如果在未起跑前便

已鬥垮了自己，不輸才出奇。

曾在日校任職的秦老師也不贊成讓學生太早開

始補習，因為長期的策略式訓練，會使學生慣用相

同手法分析文章，窒礙思維發展；此外，學生單靠

温習市面上的精讀，以及做補充練習來應付考試也

有所不足，畢竟中文課所教授的文化元素是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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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文化元素是培養學生良好中文素養的根基，

這也是補習社不能取代日校的主要原因。

秦老師經常思考日校與補習社課程，以及學生

自修坊間精讀和補充練習的利弊，取長補短，編寫

一些適合學生的學材。據她觀察，在新高中中文

科課程實施後，學生都變得很緊張，對中文補習的

需求確實日益增加，因為舊課程的考核形式強調背

誦，現時則考核學生分析文章、歸納總結等能力，

良好的答題技巧成為了考試高下的分野。她坦言補

習社的教學目標較單純，力求幫助學生在考試「衝

線」時更順利，精補精練，短期內提升學生成績的

成效是顯著的，所以學生在赴考前去補習社學一些

技巧其實是有益的。

顏老師深表同意，並指日校老師和補習老師分

別像公營、私營醫院的醫生，職責一致，只是資源

和發揮空間有異。不能視學生上補習班為無用，因

為補習社能補足日校教師因教時不足的缺漏，但他

強調補習社絕不足以取代日校教育，學生必先有一

定的語文基礎，再上補習班，方能事半功倍。他

直指去年有不少學生到補習社補習，成績卻未見起

色；至於坊間精讀和補充練習良莠不齊，老師和學

生亦宜慎選。

即便已炙如探湯，卻視日小如盤盂

既有人漏夜趕科場，自然也有一類學生，即使

試期迫在眉睫，還是毫不着緊，覺得反正文憑試是

「沒得温」的，便索性兩袖清風步入試場，儘管「打

天才波」即可。

秦老師認為，每一份試卷都能準備，都「有得

温」，說話卷也不例外。「要訓練思維，可由不同角

度思考，不同性別和年齡的人的想法必有不同，學

生可從中想一想題目的各個考慮點，再配合說話的

層次，有條理地逐一說出來。說話的層次其實與作

文一樣：先確立中心句（可運用反問來加強語氣），

然後從不同角度分析，並配合例子，引申過後作總

結──這樣剛好就是一分鐘的首輪發言的佈局。」若

是最後一位發言的同學，又該如何準備？「不論首位

或最後的同學也一樣，換一個角度、換一個角色、

換一個階段去想，已有不同的結果。當然平日要留

意身邊的事物，多準備生活或時事例子，以及一些

用作『拋書包』的句子就更理想了。」

視考試小如盤盂的學生，他們在答題時往往有

出其不意的奇招。他們不時會挖空心思，加入自己

的創意，導致答不準「取分點」而失分，這情況猶常

發生在寫作卷。說起這樣的表現，秦老師搶着道：

「我會很直接警告他們，考試是不用創意的，請他們

收起創意。」

秦老師表示，考寫作卷絕對需要日常訓練的，

學生必須掌握一套寫作策略：她會要求學生考試前

想好幾個不同的故事、經歷和例子，例如校內比賽

的經歷，作為萬用的寫作素材，即使學生在當下想

不到高層次的立意，至少也有相關的故事可以寫。

「記熟相關詞語，行文準不會太差；準備好幾類文章

結構，即使下筆時想不到獨特的見解，也可以想想

在哪裏運用插敍，在哪裏加入經過、結果，再配合

一些平實的例子，寫作就能穩中求勝。當然我不能

在短時間裏提升學生的語文和寫作能力，但只要教

學生做好準備，就能提高他們的過關能力。」手中有

糧，自然心中不慌。

方法有了，實行起來可有難處？顏老師任教男

校，他坦言寫作，特別是需要抒情或感悟的題目，

對男生而言較為困難。他笑指校內不少男生都是

「公子哥兒」，缺少挫折或生活歷練，大多對生活沒

有獨特的體會或感受，多只會寫旅行見聞，少有高

深的立意。「他們惟有退而求其次，寫議論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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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男生就是傲氣十足，想一鳴驚人，覺得淺的題目

就不選，總要挑戰高難度，結果就栽在寫作卷上。」

幸而，男生也因個性使然，在口試時往往較女生敢

言，因此同學在說話卷的表現普遍不太差。「我校與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設聯校口語溝通訓練，合辦模擬

試，讓男女生一起訓練口語溝通；有些同學會在午

飯或者放學後找我練習小組討論，爭取時間多作準

備。」顏老師在訪談中，雖然多次提及時間不夠，資

源有限，但說到為學生犧牲私人時間時，他卻沒有

半聲怨言。

面對新卷型，興歎：孰為吾多知乎？

看見兩小兒辯日，即使如孔子這樣的萬世師

表，一時也不知如何判斷；同樣，面對近年的新卷

型，許多老師都興歎，他們的迷茫程度其實不亞於

學生，無奈也得打起精神撐下去。

由2018年的文憑試開始，中文科閱讀卷將重設

十二篇文言文指定考材，本年度九月升讀中三的同

學將會是第一批考生。顏老師直言，重設範文，並

非想像般簡單：「這做法過於理想——考評局其實

設多少篇範文都沒有問題，問題是老師沒有足夠的

時間施教，除非適當刪減課程內容，否則重設範文

只會令中文科更沉重。另外，卷三、卷五合併後，

考核方面實際減少的部分其實不多（合併的意義就是

合二卷為一卷，算是微減吧！），而綜合卷的考核形

式大致不變，只在「四條支柱」的分數上作微調，這

卻令學校原有的筆記都要因應改動，每一項看似是

小改變，但其實都牽一髮而動全身，老師哪有空間

處理這些因課程或考試形式改變所引起的工作量？

我們只好把範文滲入校本評核的古文單元之中，令

老師教起來不用額外花太多人力物力……我知道有

些學校甚至預備在中三開始教部分的範文，以舒緩

高中的授課壓力。」

談到閱讀卷設題的走勢，顏老師認為閱讀卷日

趨重視學生的文化素養。近年考生寫作時也多引用

文言名句，惟考評局在評卷報告中，卻不時批評考

生「亂拋書包」。顏老師說：「其實學生能『拋書包』

已經很好了，起碼『書包』不是空的。」說到這裏，

秦老師便從學生的角度分析重設範文的好處。「學生

背誦了範文，起碼使『書包』裏有『貨』，即使寥寥

幾句，能派上用場已經不錯。老師在施教上或有難

處，但對學生來說，重設範文肯定有好處。」

日校教時不足，老師未能兼顧學生在各卷的訓

練，秦老師可有一些速成的訓練竅門？「新卷三的聆

聽部分，老師可重點訓練學生聽出句子的語氣，提

醒學生把反問句改成直述句，因為這很多時就是答

案；寫作部分中見解論證及整合拓展的部分，則要

提醒學生多運用不同角度、角色、階段、正反面等

方向去思考，並作引申，論述才夠完備；也要多用

標示語，段落之間要承上啟下，每段均有層次地論

證和說明建議內容及效果。循着這些步驟作答，保

證萬無一失。」

中文科既稱為「死亡之卷」，兩位受訪者都認為

閱讀卷是考生犧牲得最壯烈的地方。顏老師身處洪

海，最能感受學生之苦，「早前看過一名『尖子』的

訪問，他明言作答中文科閱讀卷時，會跳過問及段

落結構的題目，先回答其他較簡單的問題──連尖

子也要這樣應付考卷，可見閱讀卷對學生來說多艱

深。白話文設題方向每年也有轉變，學生根本難以

捕捉。至於文言文，很多同學乾脆放棄不作答，

不作答即是零分，連下品也不入，加上文章的關鍵

詞難以捉摸，選擇題選項過於接近，又要與時間競

賽……一切對學生來說真的很難。」顏老師續歎道：

「教學與考試出現了嚴重的割裂，閱讀卷要求很高的

能力遷移，老師已儘量提供相應訓練，但學生始終

擺脫不了過去的學習模式，只能背答案、抄答案，



9思源專輯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中文課程近年的轉變，對老師而

言，每年都是新挑戰，要所有老師達

成共識一點不容易；課時不足，又有

額外的行政工作需要承擔，顏老師

深感教學團隊的疲憊和撕裂，難免無

奈與唏噓，他寄語中文科老師要團結

起來，並勉勵同工抱着樂觀積極的心

態，考試制度改變帶給老師的困局已

成事實，老師要先有信心面對，方能

令學生對學習和考試有信心。「我希望

學生不用怕中文，中文並沒有甚麼可

怕，中文人也可以很快樂。」聖保羅

書院雖然是中西區惟一仍設文學科的

男校，但顏老師感慨對中文有興趣的

同學愈來愈少，即使在中文科取得好

成績的同學也未必喜歡中文科。「看見

有學生做作家、老師，或從事中文、

文學研究工作，我的滿足感比得知學

生做醫生還要大！」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一個忽而滄滄涼涼，忽而熱如

探湯的下午，筆者坐看這兩位赤子訴

說自己投身教育事業的日子，便想起

王維的詩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設願縱然再風起雲湧，就在水窮

處，他們得見柳暗花明的風景，並笑

看風雲。 

不懂變通。」話雖如此，顏老師卻沒有放棄，

盡力地幫助學生應試，例如在課後設古文班、

論語及新詩創作班給初中學生，希望從小種 

下一些語文種子，使他們日後能在這份卷中

「生還」。

秦老師曾出版多本應試策略的教材，她直

接了當地提供一些準備考試的方法給學生。

「很多學生說中文科『沒得温』，我不同意。學

文言文，背誦的硬功夫必不可缺，走進試場前

先背熟通假字表，對文言文理解一定有幫助；

理解文言文時緊記口訣：留、換、調、引、

增、刪，這些都是可循之法。」

問及對教育局的看法，顏老師望局方「注意
老師的身心健康」，秦老師坦言「不要朝令夕
改」，看似簡單，實則是語重心長的寄語。

文言文理解六口訣

留：保留原有字義

換：改用通假字，轉換古今義

調：語序調轉

引：加長字詞，引申詞義

增：遇上省略句，增加補字詞

刪：刪去語氣助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