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比較不同篇章的內容

二	 比較不同篇章的寫作手法及修辭手法

三	 比較不同篇章的結構特色

單元 1 

歷屆公開試閱讀理解的考核，多會要求比較不同篇章的內容，也會涉及作法方面的比較，
題型則以短答及長答題為主。舉例如下：

比較，即透過分析不同篇章的內容、寫作手法、修辭手法及結構特色，將兩者加以對照，
找出其相同或相異之處。

比較不同篇章的內容、
作法及結構

年份 題目 要求能力 考材文體 題型
2008

（文憑試樣
本試卷）

指出兩則故事中鬼與人相同及不同之處各一
（第三篇題（4））

比較不同篇章
的內容

記敍 短答

2009

指出文章末句與《縛雞行》詩句所表達的相同
思想（題i）

比較不同篇章
的內容

論說 短答

比較《憫農》和《縛雞行》兩詩的內容、體裁
及作法，找出兩項共同點（題s）

比較不同篇章
的內容及作法

論說 多項選擇

2010
指出篇章與引文在內容和寓意上的相似之處
（題 22）

比較不同篇章
的內容

記敍 長答

2011 指出兩篇文章對孝行的一個共通看法（題 18）
比較不同篇章

的內容
論說 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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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考生在公開試中的表現，有關比較篇章內容的題目，表現多差強人意。例如：根據考
評報告，2010 年題 22 要求找出兩篇文章在內容和寓意上的相似之處，平均得分率不足 4%。
至於比較篇章作法的題目，表現也並不理想，例如 2009 年題 22 要求找出兩首詩歌在內容、
體裁及作法方面的共同特點，平均得分率為 41%。

考評報告顯示，考生在回答上述題目時，常犯以下錯誤：

1.	 未能掌握不同篇章的內容	

     示例   2010 年會考題 22：分析篇章與引文在內容和寓意上的相似之處。

2.	 未能理清不同篇章所運用的作法

     示例   2009 年會考題s：	要求就《憫農》和《縛雞行》的內容、體裁及作法，找出兩詩
的兩項共同點。

篇章中牛缺和燕人弟弟無論對財物執着與否，均招致殺身之禍，而引文中，
山中之木和雁無論有材或不材，均招致殺身之禍，這是篇章與引文在內容上
的相似之處。寓意上，篇章與引文均說明了處世必須靈活變通，不宜偏執。
考生未能準確作答，反映他們未能掌握兩篇文章的內容。

題目提供八個選項，涵蓋體裁、主題及作法三方面。《憫》詩對農夫表達了
憐憫之情，而《縛》詩則對被捆縛去賣的雞表達憐憫之情；兩詩都是平鋪直

敍不加雕飾的。所以，兩詩的共同點為「表達憐憫之情」及「多用白描」。
考生未能指出其共同點，反映他們未能掌握兩詩的主題及作法。

因應閱讀理解的考核趨勢及學生常犯的錯誤，本單元將從以下三方面教授作答比較題的策略。

二　如何比較不同篇章的作法，找出其相同╱相異之處？

一　如何比較不同篇章的內容，找出其相同╱相異之處？

三　如何比較不同篇章的結構，找出其相同╱相異之處？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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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找出篇章相同的內容

題目：	本文和下文的作者對歲月流逝的看法有甚麼相同之處？試加

以說明。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
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
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
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參照 2010 年題 22）

一　如何比較不同篇章的內容，找出其相同╱相異之處？
比較篇章內容，即從不同角度分析相關內容，找出其中的相同或相異之處。例如，記敍及
描寫文中，可循作者敍述某事或描寫某物的動機出發，比較兩文的寫作目的；論說文中，
可循不同作者對於某事持贊成或反對的立場，找出他們在觀點思想上的異同。要比較不同
篇章的內容，可循以下步驟進行：

1 	 當發現自己鬢髮染霜，肢體再不像從前那樣靈活，眼睛
也不像從前那樣銳利明亮時，青年時代便已經成為過去。這
時，青春是不是也已經如黃鶴一去不回，只留下和青春有關
的回憶，安慰日漸衰老的心？
2 	 八年前，我去看望冰心，和她談了一個多小時，談文學，
談人生，也議論社會問題，展望未來的中國。和她談話，使
我忘記了她是一個九十歲的老人，因為她的感情真摯，思想
犀利，她的精神狀態中沒有一點陳腐和老朽。從冰心的家裏
回來，我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只要心靈不老，只要思想年輕，
青春就不會離你遠去。」

趙麗宏《歲月和青春》（節錄）

分析題目，確定比較的範疇及方向：
•	 	範疇：對歲月流逝的看法
•	 	方向：找出相同之處

分別歸納兩文的內容重點：
•	《歲》文：只要保持活潑的心靈和年
輕的思想，便能擁抱青春。

•	引文：老年好學，能對事物有清晰
明確的理解，不會陷入黑暗之中。

找出兩文的相同之處：
兩文作者均認為只要積極面對人生，
人的心靈便不會因歲月流逝而變得衰
老。

2

圈出題目的關鍵字詞。
1

將兩文的相關
內 容 加 以 對
照，找出其相
同╱相異之處。

針對比較範疇，分別在兩
文 中 圈 出 查 找 答 案 的 範
圍，並理清相關句子的意
思，歸納兩文的內容重點。

針對比較範疇，分別在兩
文 中 圈 出 查 找 答 案 的 範
圍 ， 並 理 清 相 關 句 子 的
意思， 歸納兩文的內容重
點，然後確定比較的方向：
找出相同╱相異的內容。

分析題目，確定比較
的範疇及方向：找出
相同╱相異的內容。

分析題目，確定比較
的範疇。

題目提供比較方向

題目沒有提供比較方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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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題目，確定比較的範疇及方向：
•範疇：	謀篇佈局手法及所表達的內

容
•方向：	找出相同及不同之處

理清兩文所運用的謀篇佈局手法：
•《綠》文：

首尾呼應：運用了首尾呼應的手
法，以懷念綠茶香氣作開首，文末
再次提及奶奶與綠茶。

•《匆》文：
首尾呼應：開首提出對「日子一去
不復返」的疑問，文末再次道出相
同的疑問，運用了首尾呼應的手法。

找出兩文的相同之處：
兩文均運用了首尾呼應的手法。

分析兩文結構對表達內容的作用：
•《綠》文：	點出對奶奶的思念。
•《匆》文：	帶出對光陰無聲無息地

流逝的感歎。

2
第一篇考材

1 	 時隔多年，我依然懷念那個清涼的夏天，懷念那沁入骨
子裏的綠茶香氣。
2 	 那是奶奶住進城裏的第一年，帶來了田裏一年的收成，
也帶來了鍋碗瓢盆。奶奶最喜歡那口綠瓷盆，天漸熱的時候，
她便會燒上一整壺的開水來泡茶。茶水本是淺淺的黃綠色，
但裝在墨綠的瓷盆裏，總覺得那綠鮮豔而又飽滿，似乎要溢
出來一樣。
3 	 瓷盆裏的水漸漸淺了，奶奶便使喚我們去把另一盆拿下
來。孩子的耐心總是有限的，當我們一蹦一跳回來時，奶奶
正在招呼一公車的客人。那時的公車是隨停的，窗口伸出許
多瓶子，奶奶便樂呵呵地把它們一一灌滿。那淺綠色的瓶子
就注入了些許夏日的清涼，也注入了奶奶淳樸的熱情。
4 	 很多年後的現在，我只是望着馬路上無數輛汽車揚起的
灰塵，看着瓶瓶罐罐的飲料，看着奶奶慈祥的照片，懷念那
記憶中的綠色。
5 	 朋友，若你在旅途中擰開一瓶綠得不真實的茶飲，是否
也會希望路邊有一位老奶奶，擺着一口綠瓷盆，煮着一盆綠
茶⋯⋯

《綠色生活》（節錄）

第二篇考材

1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
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
子為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	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
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哪裏呢？
2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
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
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
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示例 1　找出篇章相同的結構特色

題目：	試從兩篇文章中找出一種共同運用的謀篇佈局手法，並分析
各自表達的內容。

圈出題目的關鍵字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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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
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
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
於是	—	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
子從飯碗裏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
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
影兒又開始在歎息裏閃過了。
4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
甚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過去的日子如輕煙，
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甚麼痕跡
呢？
5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朱自清《匆匆》（節錄） 比較兩文的謀篇佈局手法及所表達的
內容，得出答案。

3

兩篇文章均運用了首尾呼應的手法，《綠》文的開首及結尾均提及綠茶，而《匆》

文則在開首及結尾均提出對「日子一去不復返」的疑問。

詳細分析兩文如何運用首尾呼應的手法及各自表達的內容，指出《綠》文開首寫對

綠茶香氣的懷念，文末再次提及奶奶與綠茶，帶出對奶奶的思念；《匆》文在首尾

均提出對「日子一去不復返」的疑問，帶出對光陰無聲無息地流逝的感歎。

兩篇文章均運用了首尾呼應的手法，但兩文所表達的內容不一樣。《綠》文以

懷念綠茶香氣作開首，文末再次提及奶奶與她所煮的綠茶，帶出對奶奶的深厚

的感情；而《匆》文開首提出對「日子一去不復返」的疑問，文末再次提及相同

的疑問，帶出對光陰無聲無息地流逝的感歎。

可指出兩文運用首尾呼應手法的作用，即深化文章要旨，使文章結構更為完整。

僅指出兩文運用的手
法及作簡略說明，論
述欠詳盡。

能指出兩文運用的手
法及詳細說明所表達
的內容，闡述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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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	 本文共有九個段落，試把各段落大意填在下表橫線上。（12分）

	

段落 大意

第	 1 	段 簡述馮道的生平及後世對他的評價。

第	 2 	至	 4 	段
（1）	指出馮道的第一個性格特徵：（2分）

	

第	 5 	段
（2）	說明馮道被貶的原因：（2分）

	

第	 6 	至	 7 	段
（3）	指出馮道的第二個性格特徵：（2分）

	

第	 8 	段
（4）	指出馮道的第三個性格特徵：（2分）

	

第	 9 	段

（5）	總結作者對馮道的看法：（4分）

	

	

2.	 本文可分為五個部分。以下為本文結構的分析，試指出各個部分的作用。（只需把四個正確選
項的英文字母填在橫線上。）（4分）

	 選項：
	 A	 引經據典，闡釋論旨	 E	 提出論據，深入闡釋
	 B	 以呼應手法總結	 F	 引舉典型事例，說明論點
	 C	 承上啟下，闡明文章要點	 G	 以駁論總結
	 D	 開門見山，點明論旨	 H	 以懸念引入話題

	 （1）	 第一部分的作用是	 	；

	 （2）	 第二部分的作用是	 ；

	 （3）	 第三部分的作用是	 ；

	 	 第四部分的作用是	 ；

	 （4）	 第五部分的作用是	 。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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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識議論的基本方法

二	 掌握寫作議論文的技巧

單元 1 議論文

「議論」是指闡述個人見解，提出主張。議論文就是發表個人主張，或批評他人意見，以使
人信服為目的的文章。

根據歷屆公開試對議論文寫作能力的考核，議論的範疇會涉及單一的觀點及相對的觀點。
舉例如下：

現今社會，許多人認為財富與社會地位成
正比，財富愈多，社會地位愈高。你的看
法如何？（2007 年會考）

單一的觀點

•	 有人說：「與其追隨潮流，不如展現個人風格。」
你對這句話有甚麼看法？（2009 年會考）

•	 面對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應據理力爭，堅守立場；
有人認為應彼此包容，求同存異。上述兩種態度，
哪一種較為理想？試談談你的看法。（2011 年會考）

相對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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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寫作議論文時，常會犯以下錯誤：

1.	 立場不明確或搖擺不定

沒有就題目所提出的觀點明確地指出自己的立場：同意╱不同意╱其他看法；又或是論
點與論據不對應、前後的立場自相矛盾。

	 示例　	有人認為父母教養子女，應該給予空間，讓子女自由發展；有人認為應給予明
確的指導，讓子女依從。上述教養子女的方法，哪一種較為理想？試談談你的

看法。（2010 年會考）

✗	沒有表明個人立場：同意某一方，否定另一方╱同時否定雙方，提出另
一新觀點╱因應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立場。

✗	立場表示一方較理想，但論據卻是支持另一方的。
✗	前文指出前者或後者較理想，後文卻說兩種方法均不理想。

✗	引述缺乏新意的三兩個例證，或僅提出個人經驗，未能觸及社會時事。
✗	指出自己的價值取向或生活態度，卻沒有提出典型的例子作支持。

2.	 例子不足或論據平凡

在論述觀點時，沒有運用舉例論證法佐證觀點，以致內容空洞；又或只舉出經常見聞
的人事例證，見解膚淺。

	 示例 	 有人說：「與其追隨潮流，不如展現個人風格。」你對這句話有甚麼看法？
（2009 年會考）

✗	只論述嚴師出高徒的原因，而沒有闡釋獎賞是否教育的恩物。

3.	 佈局失當

作答要求對兩種相對觀點表達意見的題目時，沒有回應題目要求，只側重論述自己贊
同的觀點，忽略了闡釋為何不贊同另一觀點，以致離題。

	 示例 	 有人說：「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也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
你對這兩種說法有甚麼意見？（2008 年會考）

中國語文：閱讀、寫作及說話應試訓練（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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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構思議論文的內容？
議論文由論點、論據及論證三個要素組成。構思議論文的具體內容前，必須先確定個人立
場、中心論點、論證形式及論證方法。（有關議論三要素的解說，見附錄，頁 222。）

1.	 確定個人立場及文章的中心論點

議論文的題目中會隱含多個立場以供選擇，立場的多寡，則視乎題目所提供的觀點。

示例　	

二  如何確定議論文的內容重心？
撰寫議論文前，必須細心理清題目所提供說法的意思及具體內容要求。

示例　	 有	人	說	香	港	人	缺	乏	關	懷	別	人	的	心	。	你	同	意	嗎	？	試	談	談	你	的	看	法	。

論 述 一 般 生 活 在 
香港的人是否都不
重視和愛護別人

就觀點提出個人立
場：同意╱不同意

就所選的立場加以
闡釋內容重心

提供單一的觀點：

題目：有人認為讚賞是成功的最大推動力，你同意嗎？

讚賞是成功的
最大推動力。

觀
點

立場一：同意

立場二：不同意

提供兩個相對的觀點：

題目：	有人說：「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也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你對這兩
種說法有甚麼意見？

 

甲：棒下出孝子，嚴師
出高徒。

乙：獎賞是教育的恩物。

觀
點

立場一：同意甲、否定乙

立場二：同意乙、否定甲

立場三： 認為甲和乙各有優劣，須因應情
況作出取捨

立場四：否定甲及乙，提出另一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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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端	 提出立場	

 分論點一	 論據	+	論證	

 分論點二	 論據	+	論證	

    結尾	 重申立場	

情況二：贊成甲反對乙╱贊成乙反對甲

確定個人立場、文章的中心論點、論證形式及論證方法後，便可以構思文章的具體內容。
因應論述「單一的觀點」或「相對的觀點」，可透過用以下策略構思內容：

策略一 　論述單一的觀點

    開端	 提出立場（贊成╱反對）	 	

 分論點一	 論據	+	論證	 	

 分論點二	 論據	+	論證	 	 	

 分論點三	 論據	+	論證	

    結尾	 重申立場	

構思步驟

1.	 在草稿紙上畫一條垂直線

作為議論線索

2.		以簡潔文字或簡圖展示：

　	1開端、分論點及結尾

	 2各分論點的論據和論
證

策略二 　論述相對的觀點
構思步驟

1.	 在草稿紙上畫一條垂直線
作為議論線索

2.	 以簡潔文字或簡圖展示：
	 1開端、分論點及結尾
	 2各分論點的論據和論證

（贊成甲╱乙）

（反對乙╱甲）

    開端	 提出立場	

 分論點一	 論據	+	論證	 	

 分論點二	 論據	+	論證	 	 	

 分論點三	 論據	+	論證	

 分論點四	 論據	+	論證	

    結尾	 重申立場	

情況一：甲和乙各有優勢，
        因應情況作出取捨

（甲的可取之處）

（甲的不足之處）

（乙的可取之處）

（乙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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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有人說：「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也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
你對這兩種說法有甚麼看法？（全文不得少於 65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寫作
1
2
3

確定寫作文體及
內容重心

分析題目，確定文體
和論述對象。

奪星錦囊
運用適當的寫作
方法優化內容。

構思及組織內容
確定作答立場、中心論點並
構思具體內容，然後以適當
的結構組織材料。

示例 2　設問

一連拋出幾個設問，讓
讀者思考，然後才揭示
出人意表的答案，吸引
讀者注意往後的論述。

同學們，你們認為誰對學校的紀律貢獻最大？是校長？
是老師？我卻認為是領袖生。沒有他們的幫忙，校長和
老師即使再能幹，也不可能維持千多名學生的紀律吧。

示例 3　反問

反問「不需受到應有的
處罰嗎」，其實就是
「應受到處罰」；段末
反問有相若效果。

難道犯了校規的同學不需受到應有的處罰嗎？我明白同
學犯錯，通常是因為一時不慎行事或貪圖便利，然而所
謂「信賞必罰」，一個團體如不能做到賞罰分明，又怎
樣使成員信服？怎樣勸戒犯錯者改過自新？

示例 4　層遞

由「自己」、「同輩」以
至「全校同學」，是一
個層遞關係，在此用以
表明怎樣才有資格成為
領袖生。

作為領袖生，應先注意自己的操守，且能勸勉同輩，然
後才有資格維持全校同學的紀律。不過，我看見不少領
袖生不但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也對同班同學的違規行
為視而不見，公私不分，卻來責難其他同學。我實在質
疑部分領袖生的質素和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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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確定寫作文體及內容重心

步驟二  構思及組織內容（以上中品答案作示例）

作答立場：贊成「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及「獎賞是教育的恩物」

中心論點：嚴格管教與獎賞式教育均有其利弊，兩者應相輔相成，並無抵觸。

論證形式：正反立論

內容重心：

•	「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是傳統的教學模式，「獎賞是教育的恩

物」是現代的教學手法。

•	 要兼論兩種截然不同的教學方法。

有人說：「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也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你對這兩

種說法有甚麼看法？

寫作文體：議論文

開端：嚴格管教與獎賞式教育應相輔相成。	 （第 1  段）總論

本論

結論

嚴厲管教能
激發學生發
奮向上

（第 2  段）
「風之后」李麗珊＋籃球明星姚明成功的原因。

（例證法）			

嚴厲管教使
學生行為更
反叛		

（第 3  段）年青人因受責罵而自殺的新聞。（例證法）

獎賞使學生
更自覺學習

（第 4  段）小孩得到老師的糖果作獎勵會加倍用功。（例證法	）	

獎賞使學
生重視物質	

（第 5  段）海獅得到訓練員的食物才願意表演。（類比論證法）

結尾	 （第 6  段）重申嚴格管教與獎賞式教育必須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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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教育新一代的方法，社會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說：「嚴師出高徒。」應以嚴厲的方法，管束學生
的學習進度；亦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應對
學生循循善誘，以獎勵的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我認為兩者應是相輔相成的。

2   以嚴厲的方式教育學生是不可或缺的。嚴加管教能
令學生對錯誤提高警剔，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自律
地完成學習。以香港田徑傷健運動員蘇樺偉為例，他
能奪得「殘奧會」跑步冠軍，全賴教練潘健侶苛刻的訓
練，令他對自己的表現精益求精，在運動事業上更上
一層樓。由此可見，嚴厲教育的確能對人起鞭策的作
用，使人自動自覺做好每一件事，從而改善不足之處，
提升自己的學習表現。

3   雖然嚴厲管教能提升學生或子女對自己的要求，但
過分苛刻只會令彼此的關係惡化，使年青人產生反叛
的心理。

4   在嚴厲的教育中，應給予年青人適當的獎賞，平衡
他們的心理，以免在他們心中留下陰影。獎賞不但能
減輕年青人的學習壓力，更能使他們把獎賞視為目標，
增添學習的動機，寓學習於娛樂，而且年青人亦能從
中找到學習的興趣，更熱衷於學習。

5   總括而言，嚴厲和獎賞並不能單一實行，因為側重
任何一邊只會令效果適得其反。過分嚴厲會令年青人
失去自信，但過分獎賞亦會令他們以利益為依歸，失
去學習的意義。故此，我認為嚴厲和獎賞應雙軌而行，
互補不足，以達致教育的真正目的。

內容
✗	 論據不足：欠缺有力和
具體的論據支持論點，
如第	 4 	段「獎賞能促
進學習」方面欠例證，
使文章的說服力不足。

✗	 內容欠周詳：沒有論述
獎賞教育的弊端。

詞句
✗	 語言乏味：未能運用四
字詞語，詞句平淡，欠
缺妙語。

✗	 用詞不當：文中以「苛
刻」來形容教練潘健侶
對蘇樺偉的訓練，是貶
詞褒用。

✗	 句式欠變化：沒有運用
適當的修辭手法增強文
章的氣勢。

結構
✗	 過渡欠自然：未能運用
適當的連接詞展開新
段。

✗	 字數不足。

開端
提出嚴厲
管教與獎
賞式教育
應相輔相
成

分論點一
嚴厲管教
能激發學
生發奮向
上

步驟三 	奪星錦囊

✓	 論點清晰：開門見山

✓	 論證嚴密：語例、事例

✓	 四字詞語：	相輔相成、重蹈覆轍、堅毅不屈、弄巧成拙、適可而止、過猶不及、因材施教、
賞罰分明

✓	 修辭：反問、設問

分論點二
嚴厲管教
使學生行
為更反叛

分論點三
獎賞式教
育使學生
更自覺學
習

結尾
重申嚴厲
管教與獎
賞式教育
應雙軌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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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論據不足。 ✓	多舉具說服力的論據，如談及嚴厲管教的好
處時，可引用美籍華裔女教授出版《虎媽的戰
歌》一書，分享嚴加管教子女的心得。

✗	 內容欠周詳。 ✓	文章第	 4 	段論證「獎賞」對教育的成效後，
宜點出這方法的缺點，以使「兩者應相輔相
成」的結論更具說服力。

詞句

✗	 語言乏味。 ✓	多用四字詞語、成語、俗語闡釋論點，如以
「慈母多敗兒」論證獎賞式教育的弊端。

✗	 用詞不當。 ✓	應以帶褒義的詞語形容教練對學生的要求，
例如「全賴教練潘健侶苛刻的訓練」當中的
「苛刻」應改為「嚴格」。

✗	 句式欠變化。 ✓	運用排比、比喻、反問等修辭手法增強句子
的氣勢。可運用反問句式作轉折，如第	 3 	段
段未可加：「那麼是否只有嚴厲的訓斥便可促
進學習呢？」帶出下文對「嚴厲管教使學生行
為更反叛」的論點；也可以喻證法印證「獎賞」
對學生學習的好處，例如把學生比喻為幼苗，
需要悉心的灌溉方能茁壯成長，而非以狂風
暴雨鞭策之。

結構

✗	 過渡欠自然。 ✓	宜於每段起首加上適當的連接詞，使各段之
間過渡更自然。如第	 2 	段以「首先」展開論
述；第	 4 	段起首加上「不過」。

✗	 字數不足。 ✓	字數必須達到 650 字或以上。

評分準則 ✓（升級策略）✗（未做到）

1   現今社會中，父母過分溺愛子女，導致子女被寵
壞的個案多不勝數。有人說：「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
徒。」也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認為獎賞是
推動學生學習的原動力。到底哪一種教育方式較好呢？
我認為兩者應相輔相成，並無抵觸之處。

2   首先，嚴師能夠使學生時刻保持一顆進取的心，不
敢有半點鬆懈。俗語有云：「教不嚴，師之惰。」嚴厲
的教育方式，讓學生在遭受挫折後，能靠自己的力量
爬起來，在磨煉中成長，變得刻苦耐勞，不致於成為温
室中的小花。嚴師會狠狠地教訓犯錯的學生，讓他們
為自己做錯的事負責任，避免重蹈覆轍；學生長大後，
就會養成堅毅不屈的性格，遇到挫折或困難，也能憑自

開端
提出嚴厲
管教與獎
賞教育應
相輔相成

內容
✓	內容充實：能正反立
論，先論「嚴厲管教」
的優劣，再論「獎賞」
的利弊，並能舉出李麗
珊、姚明及現今年青人
的事例佐證論點，層層
推進地指出嚴加管教與
獎賞式教育的利弊。

分論點一
提出嚴厲
管教與獎
賞教育應
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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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掌握給考官良好印象的方法

二	 掌握口語溝通的態度及應對方法

應考卷四「說話能力」，即使事前已作出充分準備，但在臨場表現時也容易忽略一些細節而
遭到扣分。本單元將教授應考「口語溝通」時須注意的事項。

「口語溝通」是面對面的考核，考官的評分準則，難免會受到考生給他的印象影響。考生若
衣着或行為不當，一開始便會給考官一個負面的印象，其表現會大打折扣。當然，考生在
討論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仍是評分的關鍵。基於此，以下將從兩個方面教授「口語溝通」的
策略。

單元 1  口語溝通 （二）

二 口語溝通的態度及應對方法是怎樣的？ 5**

一 如何能給考官良好印象？

一　如何能給考官良好印象？

切勿咀嚼口香糖✗
切勿重覆小動作✗

切勿強行作主✗
✗ 切勿奇裝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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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以手指指向組員

1.	 切勿奇裝異服

雖然考評局對考生應試時穿着的服飾沒
有特別規定，但由於「說話能力」一卷
是一次「面試」，因此，不宜穿着太誇
張或太性感的服飾應考，女生更不宜濃
妝豔抹。衣着打扮並不會構成直接扣
分，但會影響考官對考生的印象。其
實，應考時穿着一件簡單乾淨的衣服便
可；若真的擔心打扮問題，穿着校服應
考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2.	 切勿咀嚼口香糖

不少考生在等候進入考試室時，都喜歡
咀嚼口香糖以紓緩緊張的心情。緊記進
入考試室前，必須把口香糖吐掉，以免
給考官一個較壞的第一印象；而且這也
是不尊重場合的表現。

3.	 切勿重覆小動作

有些考生在討論過程中會不由自主
地轉筆，甚至把筆弄掉在桌上及地
上，令印象分大打折扣。為了避免
這種情況出現，在記下重點後，可
把筆放在桌上，然後雙手微微執
拳，防止自己做轉筆的小動作。另
外，有些考生由於緊張或過於投入
討論，偶然會做出無禮的身體語
言，例如以食指指向組員、不斷搖
動雙腳等，這些行為及動作都有可
能引致扣分，必須多加留意。 ✗

可穿校服應考

穿簡單乾淨的衣服
✓

✓

切勿濃妝豔抹

切勿咀嚼口香糖
✗

✗

✓
雙手微執拳，防止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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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題目 3：有人認為上海世界博覽會展示了中國的實力和財富，也

有人認為暴露了中國國民的醜態。試談談你們的看法。

附設閱讀材料

資料一

香城日報兩岸國際 2010年11月1日

【本報訊】為期半年的上海世博會於昨晚
閉幕，吸引了不少遊客把握最後機會參
觀。據官方統計，本屆世博會的累計參
觀人次達 7,300 萬人，為歷屆之冠。本
屆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
主題，共有 246 個國家、地區及國際組
織參展，會場面積達 5.28 平方公里，為
歷屆規模最大、佔地最廣的世博會。

  本屆世博會被稱為「環保世博」，
貫徹了「生態、環保、綠色」的理念。
上海世博會在園區的規劃及設計上加入
了低碳和節能的概念，例如世博中心採
用了玻璃幕牆，充分利用自然光線，減
少室內燈光照明；抽取鄰近的黃浦江水
以調節温度，減少用電；進行大規模的
綠化建設等等。此外，為了降低遊客的
碳排放量，上海世博會更推出高科技的

「手機門票」，確保遊客能快速進入園
區，既方便又環保。

  提起上海世博會，不得不談在中國
館展出的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為北宋 張擇端的畫作，
描繪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華景象，具有
極高的藝術價值。電子動態版的《清明
上河圖》運用了高科技，通過十二台高
清投影機，在靜態的畫作中注入動感，
畫中的景色疏密有致，層次分明，人物
則神態各異、栩栩如生。

  為了配合世博會，上海於幾年間共
投資了 450 億美元進行大翻新，包括興
建鐵路、酒店及大型商場等。由於世博
會人流旺盛，遊客消費力強，據學者
估計，是次世博會將為上海帶來高達
800 億元的經濟效益，酒店、交通、通
訊、餐飲、零售等十三個相關行業更會
從中受惠。

上海世博圓滿閉幕  創歷屆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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