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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校本評核」模式到《啟思校本評核資源套》的轉化

   劉偉成

本
文題目「試神的聖物」脫胎

自《哈利波特．死神的聖

物》，亦指涉老舍名篇〈考而不死

是為神〉——	「校本評核」的原意

就是希望引導學生擺脫「一試定生

死」和「死亡之卷」的陰霾，期望

學生發掘出閱讀興味，進而養成閱

讀習慣，所以「試神」的「試」，不

單是指狹義的「應試」，還指涉「嘗

試」，是優化課程上的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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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新模式帶來的新機遇
由 2024年開始，考生的文憑試總成績中有百分

之十五來自「校本評核」（須遞交一份「閱讀報告」和

一次「口頭匯報」，兩項任務中所涉書籍必須不同），

佔分率較閱讀卷甲部的 12篇指定文言考核作品還要

高。換句話說，2023年是為學生作好準備的最後關

頭。在如此緊迫的時間下，學校大概又會落入「且

戰且走」的狀況，老師的心力最後又是完全傾側到

「應試」層面上去，優化課程的良好設願的「嘗試」又

會再次遺落無蹤。更無奈的是，無論是「課程規劃」

的官方還是「日常教學」的校方，都原則上認同推廣

閱讀的「嘗試」。如果純然因客觀條件的限制而令此

良好設願失落於萌發期，那對中文教學來說無疑是

扼腕之歎。既然前線老師缺乏相關的教材資源，啟

思特別在新考核模式實行前，投入資源編纂《啟思

校本評核資源套》，就是期望在老師最急切需要相關

支援時，可有一套清晰易用、內容豐富，又精準配

合各個教學環節的資源套，供老師按校本需要調適

使用。我們都相信「應試」和推動閱讀的「嘗試」之

間並非相互排斥的，能幫助調和兩者達至平衡，才

是造就「試神」的大原則。

老舍在〈考而不死是為神〉劈頭便道出他認為考

試如何把莘莘學子折磨至死的原因：「考試制度是一

切制度裏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

腦子嚴格的分成若干小塊塊。一塊裝歷史，一塊裝

化學，一塊……」老舍對考試的針砭可謂精到，現

在學子致死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反過來想，

如果能幫助學生將這些零碎的知識板塊串連起來，

成為一幅完整的已有知識藍圖，未嘗不是功德無量

之舉。細想一下，「課外閱讀」似乎最有可能達至此

跨學科效用。接下來就讓我們具體以《啟思校本評

核資源套》為例，解說啟思如何幫助老師和學生達

至這個串連的效用。

「隱形斗篷」象徵的三角關係 
          作者、文本、讀者 

在《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中記述的三件聖

物，都是由死神按三兄弟的意願賜予的，書中出場

的次序分別是：「法力無邊」的「接骨木魔杖」、「起

死回生」的「重生石」和「抽離遁世」的「隱形斗篷」，

更以下面符號作為三件聖物的總體象徵。

文本

讀者作者

隱形斗篷

指導和示範影片
（黃念欣教授講解）

重生石

導讀工作紙

接骨木魔杖

閱讀報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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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來說，上述「三角

關係」可說是隱藏於書中，實體

以外的「體悟」，須知新文憑試的

校本評核所要求學生能寫出「具

深度和個人體悟」的閱讀報告，

這正是要學生在「膚淺詮釋」和

「過度詮釋」兩個極端中取得平

衡。要幫助學生拿捏詮釋的分

寸，老師的點撥實有正面的催

化作用。《啟思校本評核資源套》

（下簡稱「資源套」）在項目設計

上也考慮到如何幫助學生找着這

些隱形元素，將之勾勒出來，提

高學生找着 藏量豐富的「鑽探

點」的可能性。第一個重要的編

纂原則就是「以篇帶書」，這是

一個相當於「橋樑書」的理念，

不單是跨範疇的「水平搭渡」，

更是「層次提升」的牽拔。所謂

「篇」，是指《啟思新高中中國語

文（第三版）》課本內所選的講讀

篇章，由於每篇都有詳盡的作者

生平介紹，有些更邀請了作者拍

攝「文本現場」的影片，例如王良

和的〈夜廟街與煙花港〉和黃秀蓮

的〈上環古韻〉都邀請了作者親

身闡述寫作背景、動機和理念，

後者更特意跟作者回到文中描述

過的上環街道，除了可讓學生感

受文中描述的氛圍，更重要的是

可以讓學生通過影片感受作者的

性情，這是讓文章透現「人格魅

力」的捷徑。至於文言文的古代

作者，都配上了「作者檔案」介紹

影片，鋪述相關時代的背景、作

上面這個符號亦可用以解說

《啟思校本評核資源套》的結構和

使用方法，只是說明次序顛倒過

來，先由「隱形斗篷」說起。在

《哈》書中，隱形斗篷是躲避死神

的最好法寶，所以三弟才能多次

躲過死神的追擊，得享天年。要

能躲過文憑試的追擊，使閱讀不

致變成應試活動，而能真正讀出

興味來，端看學生能否「讀進」書

中的「意 層」。要幫助學生體悟

到作者的用意和深思，最好的方

法莫過於幫助學生理清那隱身於

書本外的三角關係——作者、文

本、讀者的關係。

許多人均以羅蘭·巴特提

出「作者已死」的論點來為自己

的「過度詮釋」辯護，認為作品發

表後，讀者應享有全面詮釋的權

利。事實上，巴特的《作者之死》

一書的原著書名是 The Death of the 

Author，其中 “Author”是大寫的，

而這字在英文字源上跟 “Authority”

即「權威」有密切關係，所以與其

說巴特是完全否定作者的存在，

倒不如說他要抵禦將作者視為絕

對的詮釋權威，如此才能拓闊詮

釋的廣度，使之從量變引發質

變，作品才有望因這種詮釋的活

力給推至經典的位置。簡言之，

巴特不是要完全否定作者的創作

意圖和寄託的深意，只是反對將

之視為絕對權威而窒礙了詮釋的

靈活度。

者生平軼聞、寫作風格等。有了

課本單元內對作者資料的鋪墊，

再引導學生去讀收錄相關篇章的

結集或作者的另一些作品，都有

助學生揭開那些「隱形斗篷」下的

作品資訊。

為了幫助老師和學生更易掌

握藏於「隱形斗篷」下的作品資

訊，資源套內都附有「以篇帶書」

的「單元設計概念圖」——以課

本單元一為例，此單元的主題為

「家庭關愛　理清脈絡」，旨在培

養學生借事抒情、敍事寫人等寫

作技巧及體悟親情的品德情意。

單元的講讀課文為胡燕青的〈雙

層牀〉：記述了她青少年時與父親

在深水埗租住板間房、分睡雙層

牀的往事，及後父親為迎接母親

來港，獨自更換新牀受傷，引起

她對親情和愛情的思考。

〈雙層牀〉可說是胡燕青的代

表作，學生應該體味到作者如何

以借事抒情的筆法帶動婉約動人

的情調，這個認知在學生的記憶

體統中彷彿是一個剛揑就的「陶

胚」，還處於相當不穩定的狀態，

日子一久便會走樣變形，甚至粉

碎遺落無蹤。但如果學生從而閱

讀收錄了〈雙層牀〉的《心頁開

敞》，便等於將「陶胚」推進到「燒

製」定型的步驟，刻在上面的感

悟也會變成更清晰的圖案。讀畢

整本散文集後，學生應該已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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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1.1

家庭關愛　理清脈絡

單元設計概念圖

應試訓練 素養積累

閱

讀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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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作

實

用

寫

作

命

題

寫

作

素養積累 校本評核

乙
部

乙
部

乙
部

乙
部

甲
部

乙
部

 口頭匯報  

 閱讀報告  

寫作手法

賞析

能力遷移

以
篇
帶
書

以
篇
帶
書

講讀：
《雙層牀》

導讀：
《母親》

閱讀理解：
《作父親》

閱讀理解：
《棋》

答題指導（教冊內容）：
概括段意、象徵意義

語文運用（修辭）：
比喻、象徵、比擬、通感

作者檔案
認識獲諾貝爾文學

獎的中國作家莫言

積學儲寶：孝道

延伸閱讀：
李慧詩《身上

的每道傷疤》

延伸閱讀：
《莫言短篇作

品集》

延伸閱讀：
胡燕青

《心頁開敞》

單元重點：
借事抒情、敍事

寫人、借事說理

連繫生活：
‧ 體悟親情

‧ 為閱讀相近題材

作共鳴鋪墊

社交書信：
家書（保重身體）

永恆的

愛

校本評核資源套：
‧ 示例解說

‧ 作品賞析

校本評核資源套：
‧ 作品賞析

‧ 匯報、討論指

引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版）單元一的「單元設計概念圖」清楚標示課本單元
到「校本評核資源套」的「能力遷移路徑」，方便老師規劃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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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劍編《散文精讀 • 親情篇》

　　本書共有上、下兩冊，收錄五四時期至當代八十位作家書寫親情的散文作品，

包括豐子愷《給我的孩子們》、林語堂《童年》、葉輝《很想說一些話》等，讓讀者廣

泛地認識不同時期作家的寫作風格，並細味當中的親子、夫妻之情，豐富人生體悟。

書中每篇文章均設有「寫甚麼」、「怎麼寫」及「學甚麼」三部分，教導讀者賞析文章

的寫作手法、思想情感，並學習將這些技巧應用於個人創作上。

安德烈、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

　　書中收錄龍應台和兒子安德烈分隔台灣、德國兩地時，所撰寫的 36封書信。

母子二人在信中敍述生活點滴外，還會交流對時事、中西文化等方面的看法。讀者

閱讀時會發現，縱使二人因價值觀不合而你爭我論，但這坦誠的對話反讓他們有

互相了解的機會，拉近母子間的距離。

李慧詩《身上的每道傷疤》

　　本書為李慧詩親筆撰寫的自傳，共有五部分：「手之倔強」、「腳之努力」、「驅

幹之無奈」、「臉之勇氣」及「心之恐懼」，剖白她作為單車運動員的艱辛與喜悅，讓

讀者了解到她的成就是建築於無數身體和內心的傷痕上，窺探她堅強背後隱藏着

的脆弱。書中附有李慧詩的「主要戰績和傷患紀錄 (2002-2021)」，讓讀者對照各章

節的內容來閱讀，深入認識她的運動員生涯。 

阿濃《幸福窮日子》

　　書中以中學女生黃志芬的視角，記述她和家人作為新移民家庭，在香港生活所

面對的種種困難。家人間互相扶持，積極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即使家境貧困，相處

中也滿載温馨與幸福。書後附有「跨代對話」，收錄阿濃與中學生對「貧窮」的看法，

亦按不同章節的內容設「討論問題」，引導讀者就家庭關係、鄰里關係、貧富懸殊

等方面作反思。

胡燕青《心頁開敞》

　　本書為胡燕青的散文結集，以敍寫她童年時期至婚後的生活片段，抒發對親情、

愛情的感懷。作者在書中寫道：「心扉，一頁一頁開敞。生活的碾磨，濃淡的記憶，

成長的心跡，疊成歲月澄明的稿子。」閱讀這本書就如同經歷作者的成長過程、體

味她人生中的甘苦，並從温婉動人的文字感悟生活中的愛與美善。

莫言《莫言短篇作品集》

　　本書收錄了《透明的紅蘿蔔》、《枯河》、《人與獸》等八篇作品，莫言以荒誕離奇

的情節、豐富的意象、奇譎的語言，書寫人民在動盪不安的世代裏，如何掙扎求存，

面對殘酷的命運。本書的作品展現莫言對社會、人生的深切思考，亦盡顯他「魔幻

現實主義」的寫作特色，值得一讀。

1.3

陳慧《拾香紀》

　　書中以早逝的少女連十香在臨死前回憶與父母、九位兄弟姊妹相處的生活片

段為主線，側寫香港上世紀的歷史事件和社會面貌。連家的故事與香港社會的發

展緊密連繫着，故本書末寫道「原來，回憶，就是，愛」一句，所說的愛不僅是十香

跟家人之間的親情，更代表着她對舊日香港的緬懷。

傅雷《傅雷家書》

　　這本書是著名翻譯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於 1954至 1966年間，寫給兒子傅聰、

傅敏的家書結集。書信談及的內容廣泛，包括生活瑣事、人生理想，以至討論藝術

和音樂等話題。讀者可從傅雷夫婦語重心長的叮嚀中，感受到父母對孩子無微不

至的關愛與期望，字裏行間亦能見傅雷淵博的學問。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本書是黃春明的小說結集，收有《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等十篇小說，

以寫實的方式敍寫台灣低下階層人民的困苦生活，也呈現出早期台灣轉型為工商

社會時的面貌。小說中可見黃春明善於運用人物獨白和對話，刻畫他們鮮明的形象，

亦讓讀者能直接體會人物面對生活困境時的複雜心理。

單元一

1.1

家庭關愛　理清脈絡

單元建議書目與圖書簡介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王文興 家變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2000

古劍編 散文精讀 ‧ 親情篇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1

安德烈、龍應台 親愛的安德烈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7

李慧詩 身上的每道傷疤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22

阿濃 幸福窮日子 突破出版社 2012

胡燕青 心頁開敞 突破出版社 2004

莫言 莫言短篇作品集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

陳慧 拾香記 七字頭出版社 2013

傅雷 傅雷家書 *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8

黃春明 兒子的大玩偶 *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09

備注

* 為課程發展處發佈的《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2021年更新）》選書

 為附「導賞工作紙」項目

王文興《家變》

　　本書為王文興的長篇小說，採用雙線記敍法：以英文字母編排的章節，記述兒

子范曄尋找離家出走的父親的經過；以數字編排的章節，則為范曄憶述成長過程

中與家人的衝突，呈現他的心理變化。小說藉范曄的經歷展現家庭如何影響個人

成長以及價值觀的建立，並反思「養兒防老」、「孝」等傳統觀念，同時刻畫台灣的

中產階層在 1950至 60年代的生活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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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要成就「婉約動人的筆調」不單在於

清通的文字，還在於「動人畫面」的捕捉

與呈現，並通過運用象徵將情意層層推升

至深層的生命感悟，大大增加了作品感染

力。《心頁開敞》以後，老師可以不同方向

給學生組成閱讀鏈，例如可推薦學生繼續

看胡燕青《小板凳》、《更暖的地方》等其他

作品；或可以「相近內容主題」為推薦原

則，如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和楊絳的

《我們仨》（這書是教育局在解說講座拿來

當示例的）；也可推薦「寫法相近」的作品，

例如李慧詩的《身上的每道傷疤》等，只要

能拓展學生閱讀的深廣度，任何組織閱讀

鏈的方向均值得探索。

做好了「以篇帶書」的路軌鋪設，接着

便是讓學生掌握選書和讀書的策略，這就

好比在路軌上建合適的「車站」，讓學生更易「上車」。如上面

的「三項聖物」圖所示那樣，啟思的「資源套」內備有香港中

文大學中文系黃念欣教授主講的「指導和示範影片」：

指導影片 示範影片

1� 如何選一本適合自己的書 1� 討論交流實況及講評�
（小組討論形式）2� 如何當個「超級讀者」

3� 如何寫好閱讀報告 2� 討論交流實況及講評�
（座談會形式）4� 如何做好口頭匯報

如上所述，引導學生掌握好「三角關係」是避免「膚淺詮

釋」和「過度詮釋」的關鍵，資源套內為學生準備了兩類影

片，都是為了幫助學生在此兩極間取得平衡—— 「指導影片」

主要由黃念欣教授配合實際例子主講，旨在牽拔學生免於「膚

淺詮釋」，首兩段從選書開始，到如何切入文本核心，當個超

級讀者都是構思階段的重點勾勒；後兩段則關於如何高效完

成「校本評核」中的兩項寫、說任務。「示範影片」就是由五位

▲	 	為減輕老師組織「閱讀鏈」的工作，資源套內每個單元都會列出建議閱讀書目（包括教育局的建議書目，
見表內 * 者），每本書均附書介，方便老師鎖定適合校本需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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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靈魂。在新模式的「校本評核」中，無論是「閱

讀報告」還是「口頭匯報」都是書本的一次「重生」，

如何才能使之不致淪為「抄寫資料」、「複述內容」，

徒具形式的報告？這當然就是要能捉住作品的「靈

魂」，並將之描述出來。「資源套」中的「導賞工作紙」

正是為了幫助學生做到這點而設計的。要達到這個

目標，學生也要掌握使用工作紙的適當方法。

許多學生都以為完成了「導賞工作紙」，等於建

立了「閱讀報告」的寫作大綱，只要圍繞每一道題目

再拓展一下，補充一下資料即可。如是這樣，那麼

全部「閱讀報告」只會變成一個樣板。一般來說，

「導賞工作紙」旨在點出最有可能捕捉作品「靈魂」的

地方，就像玩「捉精靈」電子遊戲的「精靈地圖」一

樣，有些「景點」可能藏着較多「精靈」。換句話說，

應該是在「導賞工作紙」挑一、兩個自己喜歡的「思

考點」來發展—— 首先回到作品的文本上，圍繞這

些「思考點」作「印證式閱讀」：

1  檢視自己的設想是否成立，跟作品內容有

沒有相悖；

2  如沒有相悖，每個「思考點」是否可以拓展

出其他「子觀點」；

3  每個觀點又有哪些論據可支持，可以採用

甚麼手法闡述觀點（論證）；

4  如在「導賞工作紙」中挑了多於一個「思考

點」，那麼「思考點」之間該如何串連成篇。

進行「印證式閱讀」時，要留意上述提及的「膚

淺詮釋」和「過度詮釋」之間的平衡。這是為何在上

面「聖物符號」中，象徵「重生石」的圖形都是連結

着三角形每道邊兒的中間點：

學生以「小組討論」和「座談會」形式示範「口頭匯

報」，中間插入黃教授對個別學生表現的點評，闡釋

學生最常犯的錯誤，不單側重於避免「言辭空廢」、

「過分詮釋」、「欠缺論據」等建構說話內容的訣竅，

還會就學生的表達技巧作點評，好讓學生更易掌握

新校本評核模式的要求。

「重生石」象徵的「印證式閱讀」 
                  導賞工作紙

在《哈》中，「重生石」是二哥向死神討的寶物，

他希望令早夭的愛侶起死回生，結果愛侶復活了，

卻像殭屍一樣，徒然是具沒靈魂的空殼，而愛侶似

乎也不想復活。這個情節跟《科學怪人》中的年輕科

學家法蘭克斯坦之所以「製造」出科學怪人，同樣是

為了讓愛侶重生，怎料卻得着相同的結果。二哥因

為抵不住打擊而自殺，結果死神輕易而舉便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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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邊線 平衡策略 避免問題

「作者」和「讀者」� 須考慮作者的寫作背景，但不應過
分執着是否作者的原意，窒礙創
見。只要能在作品文本上找着適當
的論據，能自圓其說即可。

考慮「作者」因素可避免「過度詮
釋」。

「作者」和「文本」 如過分偏重「作者」，會窒礙創意，
但如過分偏重「文本」內容，一味複
述，閱讀報告便會流於單調、乏味。

考慮「作者」創作深意，可避免「膚
淺詮釋」，一味複述「文本」內容。

「文本」和「讀者」 如「讀者」只顧談自己的感受，缺乏
引述相關「文本」依據，閱讀報告只
有「論點」而沒有「論據」，便會欠
缺說服力。

時常緊記要尋找恰當的「文本依
據」，可避免「過度詮釋」，甚至「離
題」的情況。

1.8

單元一．導賞工作紙

姓名： (  )　　班別： 　　日期： 

身上的每道傷疤

作者：李慧詩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2年

 書介
　　本書為李慧詩親筆撰寫的自傳，共有五部分：「手之倔強」、「腳之努力」、「驅

幹之無奈」、「臉之勇氣」及「心之恐懼」，剖白她作為單車運動員的難辛與喜悅，讓

讀者了解到她的成就是建築於無數身體和內心的傷痕上，窺探她堅強背後隱藏着

的脆弱。書中附有李慧詩的「主要戰績和傷患紀錄 (2002-2021)」，讓讀者對照各章

節的內容來閱讀，深入認識她的運動員生涯。 

 閱讀導賞

1 你認為全書的章節由「手之倔強」、「腳之努力」、「驅幹之無奈」、「臉之勇氣」到「心

之恐懼」的鋪排有何寓意？

 「手之倔強」、「腳之努力」、「驅幹之無奈」和「臉之勇氣」都是寫李慧詩身體上因訓練造成的

 傷痕，例如是因左手舟骨骨折而留下的「蜈蚣」傷疤。而「心之恐懼」則寫李慧詩內心不為人

 知的「傷痕」，如普林俊教授突然離世為她帶來的悲傷。章節的鋪排牽引讀者從李慧詩身上可

 見的傷痕，逐漸走入她的內心世界，感受她心中不可見的傷。

2 本書記錄了李慧詩幾經波折的成長故事，從她邁向成功的經歷中，也給我們力量和

勇氣。試以「李慧詩給我的格言」為題，在書中找出 5句勵志句子，並選其中一句作

出回應，說明這句話怎樣啟發你。

 「沒有進步就是退步。」（頁 157）這句話提醒我學習、訓練是不斷突破自己的過程，若然只滿

 足於現況而原地踏步，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我們要追求進步，使自己成為更

 優秀的人。（答案僅供參考，言之成理即可） 

1.9

3 李慧詩在中國比賽季度的 500米計時賽中，成績徘徊在 35秒，似有進入平台期的跡

象。李慧詩眼見自己的爬升空間處於無限期的停滯，要克服它並攀上更高的水平，

需要極大能耐。一想到自己可能面臨前功盡廢的結局，她十分苦惱。這時，李慧詩

的加拿大籍教練 Des 常說甚麼？她對此有何感受？ 

Des 常說：「人生是美好的。」李慧詩相信他的話，同樣感到人生是美好且充滿希望。因為他

說這句話時，眼睛總像是發光，那點光芒好像在告訴她—希望就在眼前。

4 本書中分別記下李慧詩與多位教練相處的片段，試析述以下其中一位教練為李慧詩

帶來的影響。

沈金康　普林俊　保坂（日本）　Des（加拿大）  

因為 Des的信任，「成為世界冠軍」這痴人說夢的荒唐話瞬間成了李慧詩的志向。因為他的信

任，她願意相信他，亦有更大信心與他一同走向世界舞台。結果，Des 的支持使李慧詩在世

界盃英國站的 500米計時賽獲得第 8名，以及在世界盃中國站獲得凱林賽銅牌。（答案僅供參

考，言之成理即可）

5 李慧詩對單車的熱誠和熱愛，讓她甘願承受身心之痛，定下目標、努力不懈。同學

也能找到你的熱誠和熱愛嗎？你曾為理想付出了甚麼？試分享之。

（學生可自由發揮，言之成理即可）

《身上的每道傷疤》的作者—單車運動員

李慧詩，親自解說本書在設計、編排上的用

心，讓讀者更能體會她灌注書中的情感，並

了解成書的過程。

李慧詩剖白在《身上的每道傷疤》中，以「傷

痛」為主題，寫作她運動員生涯中種種受傷

經歷的原因。她希望藉此鼓勵讀者勇於面對

人生的難關，成就更堅強的自己。

 《身上的每道傷疤》介紹

「導賞工作紙
」之所以用圓

形「重生石」
來象徵，乃在

於它是

設計來引導學
生以「印證式

閱讀法」不斷
重讀「作品」，

找着

「三角關係」
中的三個平衡

點，讓寫出來
的閱讀報告可

做到面

面俱「圓」，可
以自「圓」其說

。

 ▲	 	為了讓學生更深入發掘文本深意，部分「導賞工作紙」
除了引導提問外，還備有作者訪問片段，只需掃讀二
維碼便可觀賞，是學生進入文本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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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木魔杖」象徵的「自我挑戰」 
          閱讀報告的優秀示例

課程資訊，亦熟知文憑試評核的

標準，更重要的是對學生學習特

性有多年的感應，累積了多年來

按其能力調適教學法的經驗。兩

位又是本地知名作家，尤擅散文

和評論創作，歷任多個本地文學

獎的評審。由他們撰寫的閱讀報

告示例，已達「文學評論」的水

平，具獨立賞析的價值；與此同

時，亦能符合新文憑試「校本評

核」的評分準則，可說是給學生

觀摩的最佳範例。

每個示例的書眉都列有清晰

的「寫作指引」，引導學生建立寫

作框架，掌握閱讀報告的文體格

式及文步結構。一篇完整的閱讀

報告應包含四個部分：標題、引

言、正文和總結，而文步結構指

寫作文章的步驟，即每個部分要

寫甚麼內容，例如在正文應提出

觀點，概述相應的文本情節支持

看法，再闡述文本對個人的啟

發。這些書眉「寫作指引」給

學生逐步闡釋範文的結構及寫

作技巧，以至是語言表達，其

實就是幫助學生找着「三角關

係」中的平衡點，更易掌握寫

作上品閱讀報告的訣竅。

在「聖物符號」中，象徵

「接骨木魔杖」的是簡單的直

劃，從底線直接連上三角的尖

峰，這就好比「優秀示例」的

在《哈》中，「接骨木魔杖」是

大哥向死神討的聖物，在魔法世

界中那是權力的象徵，大哥以為

有了那魔杖可以讓他擊退所有對

手，可以頤養天年。怎料，事與

願違，魔杖放大了他的野心，不

是別人找上他，而是他四處挑戰

別人，於是種下許多仇怨，很快

便給人擊敗，死神同樣很易便收

穫了他的靈魂。作者似乎是想帶

出只有「謙卑的心」才能駕馭「接

骨木魔杖」。魔杖其實只是讓魔

法師在施法時更得心應手，它本

身並不會倍大魔法，而是鼓勵人

鑽研魔法，並不斷的「自我挑戰」

推高自己的能力層次。

《啟思校本評核資源套》特邀

了梁璇筠和陳志堅兩位撰寫了共

16篇優質的閱讀報告示例，涵蓋

不同主題和文類。兩位作者既是

資深的中學中文科老師，緊貼新

作用：示範「讀者」如何準確地

拿捏「膚淺詮釋」和「過度詮釋」

的平衡點（所以是在「作者和讀

者關係」底線的中間點），展現

「文本」的靈魂所在的峰頂，吸引

人去觀摩，展讀文本。學生須緊

記不能讀了「示例」便當自己已

閱讀了作品文本。「聖物符號」上

這簡單的直劃看似是「捷徑」，

可讓人輕鬆攀上高點，就像得到

魔杖的大哥那樣，以為得到魔杖

便是無敵，最後卻因功夫不夠扎

實，而害苦了自己。同樣，老

師宜提醒學生，不要「濫用」示

例，以為在互聯網上抄下一大堆

相關資料便可以過關；寫作閱讀

報告，還是必須安安分分地親身

去當讀者，好好拿捏「三角關係」

中的各個平衡點，這才是閱讀的

樂趣，才是鍛煉自身的語文成長

的不二法門，在語文學習和寫作

訓練上是沒有所謂的「捷徑」。老

師要時刻提醒學生只有「謙虛的

心」才能駕馭「接骨木魔杖」。那

時學生會發現所謂「接骨木魔杖」

並非獨一無二，它不過是死神隨

手在身旁折下的樹枝變成，是每

個人都可以得着的，而它當然也

不再是象徵「資源套」內的「優秀

示例」，而是自己刻苦精煉出來

的「語文能力」，它可幫助主人將

割裂的知識板塊都串連成宏觀的

知識體統。只有這樣的魔杖才可

以將潛伏在「考試」制度內的「死

神」點化為「試神」。

1.5

單元一  閱讀報告示例—李慧詩《身上的每道傷疤》

李慧詩——成功背後的每段心曲

　　我們常常說要堅強、堅毅，可是這樣說的時候，總會有幾分
懷疑：是成功者站在高峯上，回望一路走過來的迂迴時，輕描淡
寫的話嗎？是還未成功的人設想成功者的陳腔濫調嗎？讀李慧詩
《身上的每道傷疤》，讓我感興趣的，是李慧詩在每一次受傷時歷
歷在目的記事。在每一個成長階段、每次大賽中總遇到不同的阻
礙，在當時看來也足夠讓人放棄，但是李慧詩一一克服困難，透
過寫作回望當時那巨大的傷口，告訴我們再次爬起來之前的每段
心曲。【1】

（一）堅強冷靜的「比賽超人」【2】
　　堅強冷靜的李慧詩是怎樣煉成的？經歷無數次受傷骨折、在
賽道上狠狠摔倒的李慧詩，怎麼能記得每一位人士對她的安慰說
話？也許當她問：「意志能承受多少痛苦？」（頁 40）就證明了身
體上的傷和痛苦有多難捱。
　　原來早在中四那年的陸運會，李慧詩就是「比賽超人」。就
像所有學校的陸運會，優秀的健兒總是在各項賽事都會上場的：
二百米、四百米、四乘一百米接力賽，即使那天李慧詩早已累
透，甚至生病，仍能勇奪三項比賽的冠軍！不過她說：「完成最
後一項賽事後，我忽然感到身體發軟［⋯⋯］還叫了救護車」。
（頁 52）李慧詩因為這件事被同學取笑為「比賽超人」：「比賽時龍
精虎猛，如有神助，比賽後馬上打回原形。」（頁52）李慧詩對
同學的評價倒是輕描淡寫，認為那不過是運動員生涯之中很小的
一件事。但是這一事卻深具啟發——是的，我們要決定在哪一
刻間把潛能爆發出來：比賽的一刻、考試的一剎、面見的時光！
我們是多麼渴望這些在生命中發光的時刻，那漫長的日常（練
習），從此就有了歸宿一樣。所謂無悔無憾的生命，少不免是從
這些關鍵點串連而成的。享受沸點！感受熱血沸騰、腎上腺素上
昇的一刻！後來在世界大賽上的李慧詩，始終有着「比賽超人」
的特質，甚至以此戰勝慌亂的心神。【3】
　　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相比起上場比
賽的一刻，漫長的訓練中，難免也有灰心的時候。青年時的李慧
詩就曾經認為自己的條件不及黃金寶及李麗珊：「像我這般平凡
的材料，單憑努力就能變得像他們那樣出眾嗎？」（頁 90）這時
她看到一羽毛球運動員在跳繩，於是走過去問他：「你怎麼總是
一個人訓練？」後來她明白了：其實大家也不在乎身世——「在
乎身世的，似乎只有自己」，她因而想「努力為自己爭一口氣。」
（頁92）【4】
　　有時候，阻礙自己前進的，很多時是自己的心魔。成功其實
是摒除雜念，專心一意。

寫作指引

【1】 設問：設想文本中
你感興趣的話題，

作為書評的切入

點。

【2】 回應主題：以小標
題歸納書中的主

題，然後分而論

之。

【3】 歸納及回應內容，
寫出作者給你的啟

發。

【4】 引用：引用名言金
句、諺語等，以增

強文章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