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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香港模擬文憑試試卷一閱讀能力參考答案 

 

甲部 

 

答案： 

1 

(1) 稀疏零落／稀疏／零落（2分） 

(2) 閒暇／工餘／空閒（2分） 

(3) 這／這些（2分） 

 

2  精神/心神凝聚／安定(1分)，形體得到解脫／消散，（1分）和大自然／天

地萬物暗暗相合。（1分） 

 

如學生整句答案不符合標準答案意思，則整題不給分。 

每錯一個關鍵字扣１分。 

 

3 

(1) 正確（1分） 

(2) 錯誤（1分） 

4 

說明道理:世人眼中事物「無用」的「特點」反而是事物最大的「用處」（1

分），可保護事物免於受損。（1分） 

莊子理想的境界:擺脫世俗固有的標準和看法，順應自然（1分），「不固執

於用」，大樗樹反而自然生長以達逍遙。（1分） 

5 

（1）看法一：選擇老師應以對方領會儒家道理比自己早為重要（1 分），而

不用理會對方年齡、地位。（1分） 

（2）看法二：不必固定向一位老師或比自己賢能的人學習（1分），只要對

方有值得自己學習之處，都應該向對方學習。（1分） 

 

6  A（2分） 

 

7 D（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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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描寫內容 抒發感情 

動物 
「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思念故國、故鄉。/ 

（2分） 

憶念亡夫。 

（有斟酌處）1分 

植物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

摘？」 （2分）（每個錯、漏、多字扣 1

分，最多扣 2分） 

 

 

感歎年華老去、孤苦

無依。 

 

 

9 

尋尋覓覓：寫尋覓不得其亡夫的境遇(1分) 

冷冷清清：寫孤單度日的境遇(1分) 

淒淒慘慘戚戚：寫前夫不在的淒慘／痛苦境遇(1分) 

 

 

 

 

 

 

 

 

 

 

 

 

 

 

 

 

 



 3 

乙部 

第一篇 

 

 

10 

○1 4-7。（1分） 

○2 8-10。（1分） 

○3 11-14。（1分） 

○4 15-16（1分） 

○5 4-7 作者藉記敘得到第一把自己鑰匙的情景，（1分）從而抒發對鑰匙的

鍾愛。（1分） 

○6 8-10 作者分析／說明鑰匙的設置目的是防範他人，（1分）從而抒發對

鑰匙的厭惡。（1分） 

○7 11-14:藉記敘歐巴桑 20年來的性格變化，（1分）從而抒發作者對社會

風氣敗壞的無奈。（1分） 

 

11  

作者對於「自己連一把鑰匙都沒有」感到傷感／失望（1分）因為那些鑰匙

代表着一種權威感（因鑰匙象徵權力），母親有實際權力決定是否打開櫃桶。

例如子女哀求母親打開抽屜，母親確定物資短缺不敷用，才慎重打開那個抽

屜，但作者卻沒有這種權力，所以作者感到傷感／失望。（1分） 

 

或 

 

作者說「自己連一把鑰匙都沒有」，可以看到對鑰匙的渴望／羨慕（1 分），

因為那些鑰匙代表着一種權威感（因鑰匙象徵權力），母親有實際權力決定

是否打開櫃桶。例如子女哀求母親打開抽屜，母親確定物資短缺不敷用，才

慎重打開那個抽屜，她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把鑰匙來打開自己想開的東西，可

見她對鑰匙的渴望／羨慕。（1分） 

（以上 2個答案選一個，共 2分） 

 

另外，作者不能自主自己開門，而要等娘姨慢吞吞出來開門，可見他沒有自

主的權利，（1分）要等別人開門才可以回家，因而感到自己卑微渺小，從

而產生一種失落的感覺。（1分） 

 

 

12 B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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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同：兩者皆有補足／補充作用。（1分）第 7段補充有甚麼鑰匙；第 9

段補充不必上鎖的理由。（1分） 

（ii）異：冒號只有補足／補充作用，但破折號還有「說明」作用。（1分）

第 9段中破折號後有「說明」「不必上鎖」的因由。（1分） 

 

14  

第一次：偷作者東西的人（1分）（只寫「別人」0分） 

第二次：偷別人東西的作者/在別人眼中未必不是賊的作者（1分）（只寫

「作者」0分） 

 

15  

鎖匙是令人產生猜疑（1分） 

首先作者想指出鎖匙的目的是防備他人，可見人們對別人的不信任，因而處

處防範，可見大家也假設了別人會有偷取東西的可能性。（1分） 

另外，鎖匙帶出對別人的不信任是不正確。理論上鎖匙是防止會盜竊的人，

但別人的鎖匙同樣亦是防備會盜竊的人，但當中也包括自己。（1分）但由

於作者有感自己不是偷竊的人，從而反思自己也會誤會一些好人，帶出對別

人的不信任是不正確。（1分） 

 

16  

（i） 錯誤（2分） 

（ii） 正確（2分） 

 

17 

「對著認鑰匙不認主人的門，也只好徒呼奈何了」一類句子暗帶幽默，產生

自嘲的味道，笑自己自食其果，亦只能令讀者更容易產生共鳴。（2分） 

作者在文中其實明白鑰匙提防那些於我不利的人，亦明白過於不信任別人亦

不正確，從中亦諷刺自己過於防範別人卻為自己帶來不便。（2分） 

 

18  

 

 南部的鄉村 台北市 

整體感覺   純樸 繁華（2分） 

防賊意識 較薄弱，門多不加鎖。 

（2分） 

較嚴謹，處處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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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防範意識原先就是作者貫輸給她的，她的回答跟作者所言有相通處，所以

作者覺得歐巴桑是故意「幽默」，以取笑作者。 

2. 作者明白歐巴桑這樣說亦不會真的傷害自己，卻能產生取笑他的效果。 

3. 就字面而言，阿巴桑的話可以帶冒犯性，作者用幽默一詞形容將其淡化，

又能讓讀者清楚她並無惡意。 

4. 在作者心中，「家人是不可能互竊或互窺的」，所以歐巴桑的話在作者耳裡

便只視為幽默之言，藉此顯示對社會風氣的不滿。 

（以上任答 2項,各 2分） 

 

20  

作者認爲歐巴桑的反應是出自多年來觀察人事的結果（1分），因而對人的

不信任（1分）， 

並推測歐巴桑的反應其實顯示她不再對人──包括作者──開敞的心扉（1

分）。作者對歐巴桑的改變感到驚訝（1分）。 

 

21 

不同意，防是防禦之意，以此命題，無疑亦能貫串文章，解釋人物的心態行

為，但如此一來，則立意不盡相同，例如母親的種種行徑豈不都解讀為防禦

家人而作？她掌管一些神祕而寶貴的抽屜鑰匙，甚至連丈夫、子女都不曾有

過，全成為負面的行爲，則文題將帶聲討意味，否定母親所為。而現在以鑰

匙名篇，理解可變得更開闊，既描述了我對鑰匙的感情變化的心路歷程，而

母親的舉動可理解為重視個人私隱、謹慎與惜物，而她的種種舉動則造成我

對鑰匙的崇拜，可顯露鑰匙在我小時的心理狀態，而不必單一指向。（必須

就文章內容分析）（須正反兩方比較，正、反各 2分） 

 

上品 4分 

中上品 3分 

中下品 2分 

下品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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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22 

（i） 勇猛/強大（2分） 

（ii） 為難/責怪（2分） 

 

23 

眼睛看不見自己，便會用鏡子觀察自己臉孔（2分） 

才智不足以了解自己，便會找方法修正自己。（2分） 

 

24 D（2分） 

 

25 

（i）錯誤（1分） 

（ii）錯誤（1分） 

 

26 

1會用多餘補充不足，以他人之長處補自己的缺點，因為他們（明主）明白

自身條件的局限所以會借助外物（2分） 

2會順應可成功的形勢，尋找容易成功的條件。因為他們知道天下間總有

不能成功的事情，所以不會為難臣子做客觀條件不能成功的事。（2分） 

3 不會為任何變化而表露出喜怒之色，不讓別人觀察自己，因為這樣便可以

令忠貞之士不會有離心，聰明的人不會摸到君主底細，更容易掌控臣下。（2

分） 

(任答 2項,最多給予 4分) 

 

27 

內容上運用了舉例論証（1分），作者舉「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

不立」 這例子以論証「智有所不能立」。（1分） 

（或舉文中其他例子說明「運用例子以論證相關結論」便可） 

 

語氣上運用了排比句（1分），例如「一曰智有所有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

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從而加強氣勢，令文章一氣呵成。（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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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古代的人，眼睛看不見自己，所以用鏡子照着觀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認識自己，

所以用法術來修正自己。因此鏡子沒有照出毛病的罪過，法術沒有暴露過失引起

的怨恨。眼睛離開鏡子，就不能修整鬍子眉毛；人們離開法術，就不能辨別是非。

所以用多餘補充不足；用長的接續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天下有三種定數：一是智者也有辦不成的事情，二是力士也有舉不起的物件，三

是勇士也有戰不勝的對手。所以即使有唐堯的智慧，卻沒有眾人的輔佐，大功就

建立不起來；有烏獲的力氣，卻得不到別人幫助，也不可能自己舉起自己；有孟

賁、夏育的勇猛，卻沒有法術作為保障，仍不能總是取勝。所以形勢總有不具備

的，事情總有辦不成的。所以烏獲以千鈞為輕而以自身為重，不是他的身體比千

鈞重，而是形勢不允許。離朱易於看清百步之外的毫毛，卻難以看到自己的盾睫，

並非百步近而眉睫遠，而是條件不允許。所以明君不因烏獲不能自舉而為難他，

不因離朱不能自見而刁難他。順應可獲成功的形勢，尋找容易成功的條件，所以

力少而功名成。季節有盛有衰，事情有利有害，萬物有生有死，君主對這三種變

化表現出喜怒之顏色，那麼忠貞人士就會離心離德，聰明的人就會摸到君主底細

了。所以明君觀察別人，而不讓別人觀察自己。明白唐堯不能單獨成功，烏獲不

能舉起自己，孟責、夏育不能勝過自我，運用法術則觀察臣下行為的道理就盡在

其中了。 

 

 



2020-21 香港模擬文憑試試卷三聆聽能力評分參考答案 

1 C 

 

2 

(1) 正確 

(2) 錯誤 

 

3 D 

 

4 A 

 

5 

(1)正確 

(2)錯誤 

(3)無從判斷 

 

6 B 

 

7 B 

 

8 B 

 

9 

(1)無從判斷 

(2)正確 

(3)錯誤(因題目言「指出」，但黃美英實沒有「指出」) 

 

10 A 

 

11 

(1)錯誤 

(2)無從判斷 

 

12 D 

 

13 C 

 

14 正確 

 



2020/21 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 試卷三 綜合能力 評分表格 
＊各項給分均基於「質量互補原則」；表格細項乃讓同學參考，不能視作唯一、必然的答案。 

1. 語境意識（10 分） 

給分要項 要求 分數 

特定處境

（4 分） 

 

(1) 首段:感謝評審，讓自己入圍(1 分) 

(2) 首段:提及「青年起動計劃」活動目的(1 分) 

(3) 尾段:希望評審給予自己機會參加交流活動(1 分) 

(4) 尾段:祝願「青年起動計劃」順利舉行(1 分) 

 

 

演講辭格

式 

（2 分） 

文章應有演講辭的基本格式：稱呼應包括各位評審。 

收結：謝謝各位。 

*演講辭稱謂誤用標點符號，扣 0.5 分（公開試小疵扣 0.5 分，若最終「尾數」為 0.5 分，不

扣分） 

(如誤用書信格式，例如：加入祝頌語、下款，則此部分不給分） 

 

行文語調

（4 分） 

必須得體有禮(1 分) 

態度宜親切誠懇 (1 分) 

須用第一人稱角度書寫(1 分) 

具問話技巧(1 分) 

 

 

2  整合拓展 

原則 內容舉隅 分數 

整合目的 1  提升個人能力：＋聯校辯論比賽 

如何能提升這些素養：A 演講能力  B 分析能力  C 協作能力 

 

拓展方向(8 分) 

 

上品(7-8 分) 

中上品(5-6 分) 

中下品(3-4 分) 

下品(1-2 分) 

以「聯校辯論比賽」為例說明，可拓展以下幾點： 

 

A 演講能力:  

1 模擬實戰及辯論比賽能訓練語速、眼神、肢體語言、說話節奏； 

2 觀察組員演講，從中學習語速、眼神、肢體語言、說話節奏； 

3 模擬實戰及辯論比賽有助培養同學觀察演講情況及膽量，從而改善演講能力。 

B 分析能力： 

1 訓練及準備比賽，能培養同學揀選資料，分析資料的能力； 

2 訓練及準備比賽，可藉組員相互討論，培養邏輯思維，加強分析能力； 

3 藉老師及評審對組員的意見，讓組員從中審視自己的觀點、思想，培養邏輯思維，

從而增強組員的分析能力； 

C 協作能力 

 



 

 

 

 

 

 

1 準備比賽分工合作，各自負責不同崗位，使組員明白溝通的重要，從而增強協作

能力； 

2 比賽過程分工合作，如整理資料，構思反駁觀點，準備收結稿等，從而了解因才

而任的協作要素； 

3 藉訓練，讓組員學習到依時行動、盡責完成任務的協作態度，從而增強組員的協

作能力 

原則 內容舉隅 分數 

 整合目的 2 培養良好品格 ＋認識香城深度遊 

對學生不同方面的幫助： A  同理心 B 用心盡責  C 明辨是非 

 

拓展方向(8 分) 

 

上品(7-8 分) 

中上品(5-6 分) 

中下品(3-4 分) 

下品(1-2 分) 

以「認識香城深度遊」為例說明，可拓展以下幾點： 

 

 A 培養同理心 

1 藉與少數族裔相處、交流，明白少數族裔在香城生活的難處，反思同學的生活情

況； 

2 瞭解少數族裔的習慣，減少隔膜、誤解； 

3 通過老師／導師的指導及與少數族裔相處，過程中學會包容。 

B 用心盡責 

1 與老師／導師共同策畫、執行導賞活動，從老師／導師身教中，領略到「用心盡

責」； 

2 在導賞活動的過程中（導賞、安排午餐、分組自由活動），體會到必須細心、一

絲不苟的盡責態度，才能好好執行活動； 

3 老師／導師在「導賞活動後的檢討會」引導組員反省到「用心盡責」的重要。 

C 明辨是非 

1 與老師／導師共同策劃導賞活動，透過老師／導師的指導及組員搜集資料，了解

／體會到少數族裔的生活情況，過程中消除了歧視； 

2 在導賞活動過程中（導賞、安排午餐、分組自由活動），與少數族裔相處，了解

／體會到少數族裔的境況； 

3 在「導賞活動後的檢討會」中，透過老師／導師的指引，組員的討論，了解／體

會到少數族裔的生活情況，明白到社會對少數族裔的偏見。 

 



 

 
 分數 

  

表達 (6 分)  

組織 (4 分)  

錯別字*八個錯別字 

以上不能評上品 

 

  

 

 

 

 

 論點舉隅 分數 

  與民政總署局長一天遊  

 論

述

角

度 

舉

隅 

 

1 學生視野上的好處 

（要舉相關例子──須緊扣民

政總署局長的工作） 

1. 學習局長優秀的處事方法 

2. 見識到民政總署的工作 

3. 了解成功人士的特質 

 

2 學生心靈上的好處 

（要舉相關例子──須緊

扣民政總署局長的工作） 

1. 提升抗壓能力：學習到成功人士舒解壓力的方法，有助同

學舒壓 

2. 提升自信心：藉與局長面談、分享及局長的指導，提升同

學的自信 

3. 提升毅力：明白到成功人士的努力，所須克服的困難，從

而了解毅力的重要，藉以提升同學的毅力 

 

 

  傑出學生集訓日營 分數 

 論

述

角

度 

舉

隅 

1 學生視野上的好處 

（要舉相關例子──緊扣「傑

出學生集訓日營」） 

1. 見識到傑出大學生的特質 

2. 了解到傑出大學生的學術水平 

3. 更深入了解同輩的才能及不足 

 

2 學生心靈上的好處 

（要舉相關例子──須緊扣

「傑出學生集訓日營」） 

1. 提升自信心：藉比賽了解自己的能力， 

2. 明白合作的重要：藉群體活動，明白到合作的重要，享受

到合作的樂趣與成果，使同學更積極與人交往 

3. 提升抗壓能力：在比賽面對不同挑戰，藉比賽訓練抗壓能

力 

4. 藉比賽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 

 



2020-21 香港模擬文憑試試卷三綜合能力範文 

 

香城民政事務處主辦機構評審員、各位觀眾： 

 

大家好！我是宏觀中學中六級學生陸海欣。是次我慶幸能夠透過香城民政事

務總署主辦「青年起動計劃」的演講比賽進行演講，活動的目的是讓青年提升素

養，成為傑出學生，培養品格。而本次的演講比賽主題為學校與學生素養的關係，

而本人以下將介紹本校擬提升學生什麼素養，說明相關活動如何使同學提升這些

修養。本人今年致力關注學校和同學素養，希望藉此機會能發表本人地建議，希

望大家能細心聆聽。 

 

首先，我認為學校應擬提升的第一個學生素養是提升個人能力，而所配對的

宏觀中學 2020年的活動是聯校辯論比賽，導師會就「學生是否必須成為義工」

的辯題，帶領及訓練同學，訓練包括賽前準備，模擬實戰及賽後檢討。在演講能

力方面，聯校辯論活動在帶領學生參加「學生是否必須成為義工」的辯題，令到

參加的學生能學習演辯能力，如何堅定自己的立場，面對任何的質疑的時候，也

能夠不慌不張的力陳己見，不會受到對方的動搖，並針對著對方所提出的言辭進

行反駁，以增加自己立場的說服力，不被左右，從而增強學生的演講能力。在分

析能力方面，宏觀中學聯校辯論比賽之中，有賽前準備，模擬實戰及賽後檢討，

過程之中都需要強的分析能力，以判斷對方的言論的真確性，分析不同的事件，

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在多角度之中，如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甚至國際的

層面分析成為義工的必要性，而非人云亦云，一口斷定成為義工是必須還是非必

要，摒棄一般人的成見，甚至羊群心理，而是透過個人的分析，分析利弊可行性，

機遇和挑戰之間平衡各方，才選定立場，在這個漫長的思考過程之中，能明白到

分析力強的必須，及後也能套用於將來的社會之用。在協作能力方面，聯校辯論

比賽上有數個同學是負責正方觀點，有數個同學負責反方觀點，在賽前的準備之

中，各方需要有很充足的準備，有足夠的論點例子支持自己的論點，但在搜集資

訊同時，同學間也要互相合作，準備很多的可能被攻擊的論點，需要有好的溝通，

看清組員的一些小動作，去選擇駁還是不駁，結果通常都是有良好的協作能力的

一隊勝出，因為大家都有很清楚的方向。相反，欠缺協作能力的一組通常會因為

欠缺協作能力的失誤而敗，故此，以上種種都能培養隊員間的協作能力，提升個

人能力。 

 

其次，我認為學校應擬提升的第二個學生素養是培養良好的品格，而所配對

的活動是「認識香城深度遊」，活動之中與少數族裔一同遊覽香城具歷史文化意

義的地方，內容包括導賞、午餐聊天及分組自由活動。在培養同理心方面，透過

與少數族裔一同遊覽香城具歷史文化意義的地方，如古時香城保留至今的法定古



跡、一級的歷史文物等等，能夠讓參加者親自面對少數族裔，不像國際學校、本

土學校的學生甚少接觸到少數族裔的人士，很多時候少數族裔的人士都伋本土大

眾有負面的標籤印象，認為他們必定是欠缺文化修養的人士，但在一起遊覽活動

後，能夠親身的了解少數族裔面對的流言蜚語，他們在香城作為少數的一群所面

對 ed困難，很多時候都被斷定為低技術的工人，很少的僱主願意聘請他們的一

切一切事件，激發學生的同理心，願意接近他們，打開他們的心結，幫助他們。

在培養用心盡責的品格方面，認識香城深度遊之中學生需要擔任導賞的一職，分

少數族裔一同遊覽香城具歷史文化的地方，在擔起職位之中，學生能學懂負責任

的重要性，要不然，少數族裔便會因同學一個的「遲到」、「缺席」、「早退」等等

而未能參觀，全部活動會因為一個人而取消，故負責的同學責任重大，能培養他

們成為負責任和有交待的人，繼而用心盡責的品格，幫助少數族裔更認識和融入

社區。在培養明辨是非的品格方面，透過與少數族裔一同遊覽香城具歷史文化意

義的地方，能令學生明辨是非，懂得對錯，在歷史的古跡張往往留下了很多歷史

事件的痕跡，而歷史正正是讓人借鑒的工具，透過前人的經驗，吸取教訓，什麼

是應做，什麼是不應做的，就好像以往的朝代的興盛，吸取興盛的時候的方法，

以衰落時期的史事為借鑒，能讓同學明辨是非，加強是非之心，不會因為外在的

因素而埋沒了是非之心，故這個活動能從中教導學生的明辨是非的良好品格。 

 

以上是我認為學校擬提升的學生素養——提升個人能力和培養良好品格。以

下我將會選擇民政事務總署將舉辦的其中一個活動，我所選擇的活動是傑出學生

集訓日營，我並會以對學生視野上的好處和對學術心靈上的好處進行分析論證。 

 

首先，在對學生視野上的好處而言，傑出學生集訓日營更勝一籌。在短期視

野上的好處而言，透過與傑出大學生一同參與訓練及比賽，鬥智鬥力，由於學生

（中學生）甚少有機會和傑出大學生有交流，在集訓日營之中，可能繩網、製木

筏的過程之中，能擴闊自己的眼界，跳出自己的框框，與他們學習，自我增值，

學習他們的技能，再套在學生身上加以使用，能夠發揮自己的不可能。在長期視

野上的好處而言，學生能夠在日營後加深對他們的認識，甚至互相交流學習心得，

及大學生在大學校園的生活，培養參加者正確的價值觀，甚至在中學時期已經能

初步了解大學生活，減低日後對於大學生活的迷惘，能擴闊自己的眼界，不再局

限於一個小型的中學生的班房之中，放眼世界。 

 

其次，對心靈上的好處而言，傑出學生集訓日營也同樣更適合大眾。在心靈

一直存有巨大的壓力而言，透過體力訓練及比賽，如步操、掌上壓等等的訓練，

能夠透過運動釋放學生的學業壓力，連同汗水一同帶走，在鬥力的相關活動之中，

可以舒壓，在日常不停地學業和溫習的過程之中抽離出來，摒棄了壓力過剩而萌

生的自殺念頭，在壓力之中逐點逐點卸下，才能夠有足夠的動力繼續學業，避免

心理病的出現而摧毀一生。在對學生人際關係的心理質素而言，透過與傑出大學



生的交流，在訓練及比賽之餘的空閒時間能夠與比較年長的大學生傾訴心中的大

小心結或心事，由於他們比中學生年長，人生閱歷較豐富，比較成熟，能解決中

學生面對的壓力，是一個良好的傾吐對象，因為大學生也有經歷過中學生時期的

問題和壓力，中學生能吸取教訓和接納他們提出的建議，避免中學生鑽牛角尖，

有助學生在壓力中成長，對學生心靈能有莫大的裨益。 

 

以上是我選擇傑出學生集訓日營的原因，並已在對學生視野上的好處和學生

心理上的好處論證，希望學生能真正的從活動之中提升素養。我的分享到此完畢，

感謝大家的細心聆聽！ 

 

（249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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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 2020/21」  

中國語文科   試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錄音稿  

 

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中國語文科，試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在考試開始前，各位考生請留意以下宣佈，並依照指示，完成各有關事項。  

 

請在試題答題簿第 1 頁之適當位置填寫考生編號。  

 

(停 5 秒) 

 

請檢查試題答題簿。在最後一頁最後一行後印有「試卷完」字樣。如發覺試題答題簿有漏印

或頁次顛倒情況，請舉手示意要求更換。  

 

(停 5 秒) 

 

請在第 1、3 及 5 頁之適當位置貼上電腦條碼。  

 

(停 30 秒) 

 

現在請仔細閱讀試題答題簿封面各項考生須知。  

 

(停 30 秒) 

 

請注意，試卷三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而錄音帶只會播放一次。在考試結束前，考生不得離開

試場。  

 

如有任何疑難，請舉手示意，即時提出。如在考試結束之後才申訴，可能不獲處理。  

 

(停 5 秒) 

 

嘟  

 

學友社「香港模擬文憑試」，中國語文科，試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正式開始。  

 

各位考生，現在請用 3 分鐘閱讀試題及閱讀材料。  

 

(3 分鐘綠袖子)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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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旁白：  宏觀中學中六級學生陸海欣與同學黃美英向陳老師請教夢與文學的關係，

當中包括夢的定義以及西方不同學者的意見，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2 黃美英：  喂，陸海欣，見你好似患得患失，是不是又遇到學業的煩惱呢?其實有甚麼

好煩惱呀，過去就讓它過去，當發了一場夢！其實人生煩惱來來去去，不

外乎愛情、人際關係，或者際遇，但真係要煩惱，甚麼也可以煩啦！ 

 

3 陸海欣：  美英，你不明白了，人總有不同煩惱，所以真的不容易解決，又怎可當作

發了一場夢呢?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們經常夢見自己在夢中處理各

種煩惱，往往和現實生活有關，就明白煩惱係幾真實啦！  

 

4 黃美英：  海欣，無謂講了！你約我一起找陳老師，其實是不是有什麼學業問題呢？

說實話，如果又係長篇大論，恕我不奉陪呀！  

 

5 陸海欣：  美英，你不要這樣呢！今次係因為我看了一些有關夢的書，發現原來中國

很多文學也是以夢作主題。我又看過很多分析，原來不少學者喜歡用西方

對夢的理論來分析這些小說，我覺得內容好深，所以希望向老師討教，希

望可以得到答案。  

 

6 黃美英：  好呀，咁不現在去找陳老師吧！  

 

7 陸海欣：  陳老師，你好呀！  

 

8 陳老師：  海欣，美英，你們來了！今次約我，是不是遇到甚麼讀書上的問題呢? 

 

9 陸海欣：  老師真是精明！先多謝老師願意回答我的問題。今次我想了解關於夢的文

學作品。究竟中國哪個朝代的作品值得我們研究呢？  

 

10 陳老師：  你一說到這個題目，我腦裏即刻想起唐代傳奇小說；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

過呢? 

 

11 黃美英：  我一直以為唐代只有詩，完全無聽過唐代有傳奇小說，我真是孤陋寡聞了。

老師，我知道唐代經濟與文化十分繁榮，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出現了傳

奇小說呢？  

 

12 陳老師：  你說這一點非常正確，除此以外，唐代科舉取士主考詩賦的規定，形成讀

書人爭作詩賦、崇尚文才的風氣，社會上產生了大批才子，這是傳奇興盛

的前提；加上當時的婦女生活狀況、宗教傳播、以及唐代中後期的動亂，

為傳奇小說提供了不少題材，唐傳奇就因而興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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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陸海欣：  我還知道唐傳奇可畫分為神異的警世傳奇、才子佳人的婚戀傳奇、感嘆盛

衰的軼事傳奇和鋤奸仗義的豪俠傳奇四大類。中唐王朝外有藩鎮割據，內

有宦官專權，政治矛盾重重。面對這種狀況，傳奇作者們不約而同地以奇

特故事，人物的夢描繪唐代的人情世態，諷喻官場，寫出多篇神異奇幻的

警世傳奇，陳老師，我說得是否正確嗎? 

 

14 陳老師：  非常正確！說到藉人物的夢以描繪唐代的人情世態，一定要數沈既濟的《枕

中記》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而才子佳人的婚戀傳奇有兩個類別，包

括現實類和幻異類。現實類寫男女愛戀，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生活實感，

代表有《霍小玉傳》、《鶯鶯傳》等；幻異類寫人與神仙鬼怪之戀，富於奇

幻感和理想色彩，代表作有《柳毅傳》。而感嘆盛衰的軼事傳奇《長恨歌傳》、

《東城老父傳》等都是代表之作。豪俠傳奇數量多，佳作也多，《紅線傳》

就是當中的經典代表作。  

 

15 黃美英：  老師，剛剛你說起《枕中記》這個故事與夢境有關，究竟故事內容是甚麼

呢?  

 

16 陳老師：  

 

 

 

 

 

17 陸海欣：  

 

18 陳老師：  

故事發生於唐代開元七年（公元 719 年），通往邯鄲的道路上的一家旅店。

屢次科舉落第的盧生，在旅店遇上一位得到神仙法術的道士呂翁。兩人暢

談甚歡。盧生心有所感，望著身上的破舊衣服，感嘆生不逢時，同時道出

讀書人之苦惱。盧生努力勤學，欲考取功名，出人頭地，卻落得躬耕田畝

的命運。  

 

老師，之後發展如何呢? 

 

呂翁為了啟悟苦苦執著功名的盧生，遞給他一個寶物青瓷枕頭，讓他好好休息。

盧生枕著枕頭進入夢境。夢中，盧生娶了容貌美麗、門第高貴的崔氏。隔年考中

進士，謀得了官職；及後遭受當時的大臣妒忌與流言攻擊，以至被貶為端州刺史。

及後受到不實的謠言指控，被誣告結交邊境將領，圖謀造反，皇帝特命立案審訊。

盧生遭此挫折，差點舉劍自刎，幸好妻子及時勸阻才保住性命。後來得宦官的力

保，盧生才得免去死罪，流放至邊遠的驩州。 

 

19 黃美英：  老師，之後點?他是否一睡不起，在夢中死去呢?還是在夢中忽然醒覺，設法

回到現實呢？  

20 陸海欣：  嘩!美英，你真是看到太多西方電影了！ (取笑)就算神怪，都不會這樣呢！  

21 陳老師：  盧生一覺醒來，看到眼前的景物與睡前無異，而店主人於夢前開始蒸的黍

還未熟，然而，他已嘗盡了榮辱、死生、得失的滋味，驚覺人生的起落榮

辱，都只是夢。這時他才明白，與其說因考試失敗而痛苦，不如說是由於

自己的慾望、執著才會活得這樣痛苦。 

22 陸海欣：  唔!功名利祿都是短暫，世間的榮耀也不會長久。人生苦苦追求的名利看似

耀眼與美好，其實只是讓人迷失在其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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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黃美英：  我明白了，人生如夢。在夢中之人，總覺得夢中種種全都是真實的，夢醒

後才發覺只是虛幻夢境。人生在世即使功成名就、位極人臣也只是短暫的，

好像過眼煙雲。  

 

24 陸海欣：  說到人生如夢，我知道西方對夢境有很深入的討論。夢，是既普遍又神祕

的精神活動，而且與宗教、文化的發展也有密切的關係。文學裏的夢是作

家精心的構思：透過與現實對照的故事，寄託生命情懷、表達對人生的看

法、暗示心靈困境。  

 

25 陳老師：  海欣，你說得沒有錯。我們可以依據佛洛伊德對夢的理論，思考夢對心理

的價值。不少文學作品佐證夢是潛意識欲望的實現，能滿足我們的心理欲

望。 

 

26 黃美英  嘩，好深奧啊，老師，你可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講解佛洛伊德的理論？  

27 陳老師：  佛洛伊德認為「我們藉夢補足了我們『求之不得』的願望」。佛洛伊德認為

夢是由「顯夢」及「隱夢」所組成的。前者是夢的表面形式，運用扭曲與

偽裝的「密碼」，以表現隱夢。佛洛伊德認為夢可以滿足睡者內心的渴望，

並藉著夢中的經歷來保護自己。由此可見，夢是實現願望，及舒壓的方法。 

 

28 陸海欣：  唔，那麼「噩夢」呢？又是甚麼一回事? 

29 陳老師：  佛洛伊德說：「人往往會把焦灼不安帶進夢境。痛苦的情緒在夢中折磨著我

們，直到我們從夢中驚醒。」曾受過嚴重心理創傷的人，好像經歷過戰爭

的人，往往會在夢中回到創傷的場景，因而驚夢而醒。我雖然不認為噩夢

能為我們帶來滿足，但可以為我們舒壓。夢常使我們困惑，但也對我們有

用：如果我們可以把夢解讀出來，夢就對我們更有價值。  

30 陸海欣：  我記得《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蝴蝶」這故事。莊子在這則故事

裏運用越界的想像突破物我的藩籬，表現萬物齊一的美學境界。現實中本

來清楚畫分，不可逾越的物我界限，在夢裏，不單可以打破，還能自由地

交融互化。莊子透過這個寓言說明了物與我是可以成為一體的。  

 

31 陳老師：  

 

 

 

 

 

 

 

31 黃美英：       

 

32 陸海欣：  

無錯，其實沈既濟〈枕中記〉的「黃粱一夢」可以說是莊子蝴蝶夢的引申。

〈枕中記〉的男主角盧生夢醒之際，發現四周一切如故，店家蒸煮的黃粱

還未熟，自己卻已在夢裏度過數十個春秋，經歷人生的哀榮喜樂，就似是

說：時間長短、榮辱、悲喜都沒有確實的分別，從而提醒我們不要執著追

求。我們不自覺的思想、情感不時會藉夢來呈現。夢中的經歷，不一定符

合常理及事實，反而會藉著象徵，表現了我們的思想、感情及處境。透過

分析夢境，我們可反思我們的日常生活、反思我們對待生活的態度。  

 

講了咁耐，還是很深奧呢! 

 

我明白就可以啦！今天多謝老師為我作了詳盡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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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用 4 分鐘整理甲部答案。  

(4 分鐘綠袖子)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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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  

乙部錄音  

 

旁白：  旁白：宏觀中學中六級學生陸海欣即將參加香城民政事務總署舉辦的演講

比賽，內容為「青年起動計劃」，他相約同學黃美英及陳老師商量具體內容，

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1. 陸海欣：  黃美英，你帶了香城民政事務總署的資料來嗎？對參加今次演講比賽，我

們志在必得，所以我約了陳老師商討，希望可以寫出精彩的演講辭。  

 

2. 黃美英：  海欣，我已經帶齊了所需要的資料了，包括香城民政事務總署宣傳海報，

宏觀中學 2020 年活動一覽的內容、以及民政事務總署將舉辦的兩項交流活

動的資料。  

 

3. 陸海欣：  好，咁我們現在去找陳老師吧。（停頓）陳老師，我可以進來嗎? 

 

4. 陳老師：  陸海欣、黃美英，請入來坐呀。今次你們來找我，是不是有關民政事務總

署即將舉辦的「青年起動計劃」呢?我之前傳了電郵給你，講述了寫作演講

辭的大綱，你看後準備好你的講稿未呢? 

 

5. 陸海欣：  老師，我正為這件事大傷腦筋呢！我看了電郵，老師建議我介紹學校希望

提升學生甚麼素養，並說明我如何藉相關活動提升我兩方面素養，再論證

選擇民政事務總署將舉辦的活動的兩個原因。基本內容我明白了，但我在

想我究竟提升了甚麼素養呢?這方面我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6. 陳老師：  海欣，不如我們一步一步慢慢傾啦！就第一個重點，學校擬提升同學兩項

素養，要舉學校過往舉辦的活動來說明，你們對此有沒有甚麼意見? 

 

7. 黃美英：  老師，我記得上年學校舉辦了四個特別令人深刻的活動，包括聯校辯論比

賽、領袖訓練營丶中文寫作工作坊丶認識香城深度遊。我認為海欣可以舉

這些活動作例子說明呢！  

 

8. 陸海欣：  無錯，美英，我煩惱的就是我在當中提升了甚麼素養，好像有個人能力  

品格及學術水平，我也不知道寫甚麼會比較突出，老師，不知道你有沒有

甚麼意見呢? 

9. 陳老師：  就四個活動來看，的確提升了你不同的素養，不過既然演講詞要求你說明

活動提升了你哪兩方面素養，我認為應該突顯個人能力及培養良好品格這

兩方面的素養，因這兩方面比較重要，你認為對嗎? 

 

10. 陸海欣：  好呀，那我就決定就這兩方面，找相關活動作例子說明。種種活動中，我

對聯校辯論比賽及認識香城深度遊的印象較深刻，前者較能看到我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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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我認定以此兩例子深入解說。  

 

11. 黃美英：  海欣，就這樣決定啦！不過為了解釋清楚，你還是就每方面素養，集中運

用一個活動作深入說明，想想當中的細節如何提升了你的個人能力及品

格。不過，陳老師，如果海欣只用例子說明自己提升了個人能力與品格，

內容又好似比較空泛，老師有沒有好的意見？  

12. 陳老師：  美英，其實評論個人能力與品格，絕不空泛！學校的活動備忘錄，早就說

是提升學生能力與品格的分項目標，就這備忘錄提出的目標，便可逐一說

明活動能提升學生及你的哪方面的素養，海欣，你大可依備忘錄所列的目

標，分項說明你藉活動提升了甚麼能力與品格。  

13. 陸海欣：  老師，多謝你呀！至於第二部份，要求我們就民政事務總署將舉辦的兩項

交流活動作選擇，包括與民政事務總署局長一天遊及傑出學生集訓日營，

兩者方向完全不同呢！民政事務總署局長一天遊能接觸社會成功人士，在

他身上會學到很多未知的知識，對我有很大幫助，而傑出學生集訓日營則

強調從大學生及同輩中學習，一同成長。  

14. 黃美英：  是呢，老師，我覺得兩個活動對學生都有幫助，很難決定呢！選哪一個比

較有優勢呢? 

15. 陳老師：  其實選擇哪一個活動都可以呢，兩個活動對學生也有幫助，你在演講辭中

清晰交代就可以了！不過要吸引評審，我認為要細心想想從甚麼角度作分

析。  

16. 陸海欣：  老師，拜託你呢！不知道從甚麼角度作解說會比較好呢？  

17. 陳老師：  不如特別一些，試試從學生視野上的好處及學生心靈上的好處兩方面解釋

活動對他們的好處，這樣既清晰又有條理！  

18. 陸海欣：  我明白了，如果我有具體例子，例如現今學生的缺點，又或者具體設想活

動當日的活動，讓評審有共鳴，一定能提升成功的機會｡  

19. 黃美英：  我也同意呢，最重要是舉有關香城現今生活的例子，解釋同學日常欠缺了

甚麼素養！而活動中提及如何能我們有得著，具體說明，這樣一定做到解

說完滿呢！  

20. 陸海欣：  好呀，咁我是否必須要從這兩個角度作介紹呢？  

 

21. 陳老師：  唔……我認為就以這兩個角度作論證就可以了，其他角度，怕未能引起評

審興趣｡另外，雖然只是初稿，但也要設想當天現場的環境及對象，注意用

語，否則就給人壞印象了！記得要呼應活動背景，表達自己想參與活動呢！  

 

22. 陸海欣：  我明白了，我會細心留意的了，符合演講辭的要求的。  

 

23. 陳老師：  

 

好，期待你的演講詞！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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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考生，乙部聆聽資料播放完畢。考試時間尚餘 1 小時 15 分鐘。請繼續作答，直至試場主

任宣佈考試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