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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卷又考起人
無文學底好蝕底

文憑試生怨文言文難 時間錯配逾10分題交白卷
文憑試中文科首日考試主要內容
試卷一（閱讀）
較去年增多一篇白話文，文章總數由兩篇增
至三篇
文言文篇章部分只佔總分35.9%，較去年減
5.8個百分點
文言文考材繼續選自先秦文章
白話文篇章涉中國文化和文學元素
試卷二（寫作）
試題一

要求考生記敘一次參與活動的經
歷，從中取材抒述「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道理。

試題二

考生要就對「孩子不是等待被填
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
火焰」的體會，以「成長」為題
寫作。

試題三

試題述說一名母親透過有灰塵的
窗，從誤會鄰居衣服污漬斑斑至
恍然大悟的故事，要求考生就當
中啟發，撰文談消除偏見。
資料來源：文憑試中文科試卷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昨日第二屆文憑試中國語文科首日考試，開考卷目分別是卷一閱讀理解和卷二作文，約7.8萬人報考。

文言文難

整篇不明

白失10分

■謝榮珊表示，考卷每
一部分都難，尤其是文
言文。
馮晉研 攝

■謝靜賢試後稱，今次
考核的文言文篇章，整
篇也不明白，有8分題目
完全無答。 馮晉研 攝

■許同學稱，第二篇閱 ■ 葉 同 學 今 年 初 報 讀
讀理解文章因為不夠時 「文言文特訓班」惡補文
間 做 ， 白 白 失 去 1 0 幾 言文，認為有成效。
分。
彭子文 攝
彭子文 攝

孫述宇中大演講
教讀英文字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龐嘉儀）香港中
文大學翻譯系創辦
人、著名翻譯家暨跨
學科學者孫述宇，將
應新亞書院之邀，將
於本周五起，分3日為
第二十六屆「錢賓四
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作主講嘉賓，分別探
討英語字母的音變、
中國舊小說研究，並
中大供圖
從歷史及文化角度研 ■孫述宇
析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方法。
孫述宇於上世紀50年代畢業於新亞書院外文
系，再赴耶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其後
返回中大創立翻譯系，亦曾任教於中大英文系和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美國愛荷華大學遠東系及台
灣成功大學外文系。他致力研究中國舊小說，著
作有《小說內外》
、《金瓶梅的藝術》
、《水滸傳
的來歷與藝術》等。
其首場講座將於本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時
半假座中大邵逸夫堂舉行，主題為「英文字母怎
樣讀？」；第二講題為「從鶯鶯傳到紅樓夢」
，時
間是本月17日（星期三）下午4時半於中大李兆基
樓一號演講廳進行；至於第三講題為「歷史與傳
統：中國人要學怎樣的英文？」
，舉行時間為本月
20日（星期六）下午3時，地點為尖沙咀香港歷史
博物館演講廳。講座以廣東話進行，歡迎各界人
士出席，費用全免，但請登記留座，查詢及登記
電話為39437944。

職訓局青年學院
DVE課程周末簡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職訓局轄下的青年
學院將於本星期六舉行中專教育文憑課程（DVE）
簡介日，讓學生和家長進一步了解課程特色，當
中涵蓋15個課程，包括商業、工程及科技等。學
生完成文憑後，可報讀職訓局其他成員院校的高
級文憑課程。
中專教育文憑課程（DVE）為中三或以上程度
的學生而設，提供「商業與服務」、「工程」及
「設計與科技」3個範疇的選修課程，學生如希望
報讀2013/14學年課程，可在簡介日即場報名，已
報名的學生就可獲安排面試。
簡介日會於本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舉行，
地點是新界葵涌興盛路85號青年學院（葵芳）
，查
詢電話2748 8488。

惡補有效

坐立不安

出題「仁慈」

■李先生表示，女兒踏
入2013年起，開始坐立
不安，吃飯後隨即入房
溫習。
彭子文 攝

■陳匡正表示，連續兩
年文言文考材皆選取自
先秦文學，認為考評局
出題「仁慈」
。 彭子文 攝

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有「死亡之卷」稱號的文
憑試中國語文科昨天首日開考，約7.8萬人報考，其中卷一
閱讀理解屬「考生死穴」的文言文考題，今次佔分比重較去
年微跌6個百分點，影響力下降；不過不少考生應考後大呼
題目艱難，白話文的考題也力不從心，加上時間分配失誤，
有學生於逾10分的題目「交白卷」
，坦言擔心升大學無望。
有中文科教師則表示，考卷非難在文言文，而是白話文部分
滲入了中國文化和文學元素，欠缺文學根底的學生會較吃
虧。

去 科，及格率（即3級或以上）
年首屆文憑試的中國語文

僅50%，為4個核心科之中最差，
故有「死亡之卷」的稱號，而當
中最多人無法過關的是卷一閱讀
理解的文言文部分。今年閱讀理
解滿分為92分，當中文言文佔33
分；與去年比較，當年全卷滿分
84分，文言文佔35分，即佔分比
重由去年的42%跌至36%，減少了
6個百分點，意味文言文篇章的
「殺傷力」相對減少。不過，整份
卷的考核的篇章卻由去年的2篇
（白話和文言各一篇），增加至今
年3篇（兩篇白話和一篇文言），
對考生的消化能力有一定挑戰。

無奈無範文 幸學校支援
曾經操練過去年試卷的葉同學
表示，今年的中國語文科考卷較
去年深奧，閱讀理解多了一篇文
章，需要調整作答時間，幸好趕
及完成，但另一方面，同為昨日
開考的卷二作文卷，沒有自己擅
長的論說文，令他頗擔心成績，
「我無信心呀，我讀男校，理科比
較好，中文非強項，現在只是想
達到3級，夠入大學就算」
。
由於3年高中只讀了10篇範文，
葉同學認為這並不足夠，遂於年
初報讀「文言文特訓班」
，希望提
高文言文的理解力，「沒有考核
範圍，好無奈，我支持有範文，
起碼可以讀，好過好多人直接放
棄溫習」
。他又稱，學校有很多同
學被中文科難倒，校方的支援今
年明顯增加，如提出以舊生會資
助學生到坊間補習社補4個必修
科，八成出席率可獲半數補習費
減免，又開放學校讓學生自修

等。

不熟文言文 料升大無望
提早20分鐘完成試卷的考生謝
靜賢試後稱，中文水平一向差
勁，她在學校考模擬試時已經放
棄做文言文的部分，在試前也沒
有做太多的溫習準備。她又指，
今次考核的文言文篇章，整篇也
不明白，有8分題目完全無答，預
期只能考到2級或3級，相信升大
學無望。
考生許同學也稱，其中一篇白
話文的閱讀理解文章因為不夠時
間做，白白失去十幾分。另一名
考生謝榮珊則表示，考卷每一部
分都難，尤其是文言文，又指「8
萬人考文憑試，大學學位得萬幾
個，自己又不是叻」
，對升大學已
不存寄望。
昨日家長李先生到場接送完成
考試的女兒，他指「女兒踏入
2013年，就開始坐立不安，吃飯
後隨即入房溫習」
，他亦擔心她在
中文科發揮未如理想，影響入大
學的機會。

教師指白話文更見真章
對於一眾考生稱文言文難，蘇
浙公學中文科教師陳匡正表示，
連續兩年文言文考材皆選取自先
秦文學，認為考評局出題「仁
慈」
。文言文難在字詞艱深，但一
旦能解「字」便能辨別到「意
思」；相反，若要見真章，關鍵
在於第二篇白話文，因該篇文章
滲透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成分，
例如引用屈原的《離騷》
，欠缺文
學根底的學生未必能全面理解當
中涵意。

浸大爭「李地」 揭「同校不同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城規會就九龍
塘前李惠利校址南面地皮更改規劃的諮詢，將於
下周一結束。該地最終會變成豪宅，抑或一直爭
取於該地建中醫教學醫院的浸會大學仍有希望，
都即將揭曉。政府早前曾表示，不會支持大學自
資項目發展，但本報翻查其他院校資料發現，相
近似的教學配套如「教學酒店」
，只要是於校內覓
地而建，不論是自資或與商界合作的計劃都順利
獲政府批准，且只須補回超低地價，反映大學自
資項目「同校不同命」
。有前大學高層認為，是次
問題不在於自資與否，重點是政府未準備好建中
醫醫院，浸大純粹是「犧牲品」；也有大專界人
士認為政府在處理浸大事件上應參考以往做法。
開辦中醫藥學士課程多年的浸大，一直希望興
建中醫教學醫院，更視比鄰該校的前李惠利用地
為「理想之選」。不過，政府多次表態反駁該校
指不會支持自資項目，又稱浸大的「樓面空間」
足夠，否定該校對前李惠利用地的需求，另一方
面，浸大卻強調其校園面積只有5.4公頃，屬8大
最小。

教學酒店獲挺 補地價即過關
本報翻查各院校教學配套資料，發現理工大學
的教學酒店「唯港薈」，當年只補了1,000元地
價；中文大學與新世界集團合作的教學酒店「凱
，亦只是每呎補了5.6元的地價，
悅酒店—沙田」
該棟建築還由新世界集團出資13億元及教資會撥
款逾億元興建。
對於上述情況，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小
圖)稱，從院校所補地價可見，政府對教學酒店態
度屬「非常支持」，「畢竟香港對酒店業有人力
需求，可即時為港賺錢，但中醫則未知需求如

何」。他認為政府在處理
浸大的爭取上「應參考以
往的做法，希望政府和浸
大可以認真商討，而不是
搞對抗」
。
不過，張民炳亦指出，
兩所教學酒店比教學醫院
更易獲支持，也因為兩者
都建於大學現有校園土地
上，「所以大學校園面積越大一定越『 數』，
他們有自己的地，只須再和教資會商討即可，但
如果要政府拿一塊地出來就很難」。再加上政府
最近一直找地建屋，他坦言，浸大現時是處於一
個「不幸的時刻」
。

指政府未準備好建中醫醫院
有熟知院校發展的前大學高層亦指，從地理位
置看來，前李惠利用地原則上應該予浸大發展。
他又指，大專界自資項目不少，還有理大的視光
中心及其他自資院校等，都獲政府支持，「這不
是自資不自資的問題，而是要建中醫醫院，政府
根本完全未準備好，浸大是事件的犧牲品，如果
該校想要教學醫院，可能要靠該校的Court（諮議
會）自己籌款投地」
。

教局：按政策支持院校建設施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時重申，當局與教資會一直
按照既定政策及計算準則，支持資助院校興建公
帑資助的教學設施及學生宿舍，如有需要，亦會
為院校於校園範圍外物色合適土地。發言人又
指，香港現時兩間「教學酒店」均位處相關院校
原有校園範圍以內，並不涉及新提供政府土地。

■浸大一直希望興建中醫教學醫院，更視前李惠利用地為「理想
之選」
，有關用地更改規劃的諮詢將於下周一結束。
資料圖片

回顧童年不快 學會釋放情感
組員阿傑在分享時告
訴筆者，他完全不擅於
表達個人情感，與家人
及子女關係疏離。為幫
助阿傑釋放感情，我決
定以戲劇治療幫助他。我請他回想童年中，有無憤怒
而被壓抑的片段。他想了一會，就開始在腦海中搜索
那段不快的回憶，並將之重演出來。

憶兒時挑食遭母暴力管教
阿傑記得在自己四五歲時，吃飯吃得很慢，且十分
挑食。很多時大人都已經吃完飯，想要收拾餐桌時，
他仍然在磨蹭 把蔬菜挑出來，或用手把玩食物，有
時更不小心把食物弄到桌上或地上。母親見狀會喝罵
他，並要他好好吃飯，但他有時卻不太合作，這時父

親會大聲指摘母親不懂教仔。
兒時的阿傑會因此大哭，母親則更生氣。每次他吃
飯時哭鬧，母親都會打他，並指嚇若報數三聲後他仍
在哭，就會掌摑他。然後母親會將飯菜用已冰冷的鐵
湯匙強塞進他口中，再用手蓋在他的嘴巴上，逼他吞
下。
阿傑重新審視這些片段時，一向內斂的他竟眼泛淚
光。他看到童年的自己對母親的暴力管教根本無力反
抗，並漸漸地屈服，壓抑情緒。更可悲的是，他誤以
為向親人表達情緒是危險的事，更認定表達後往往會
換來惡果。
此時，我請阿傑模擬自己正站在童年的自己身邊，
要為童年的自己抱不平，向母親指出不應以暴力對待
小朋友，同時他亦應請求父親適時阻止母親，不能任
由母親虐待自己。最後，阿傑帶 勇氣，面對今天的

年邁母親，很有條理地說出自己從小到大對母親的不
滿。

悟人生每一幕皆無Take Two
阿傑在舞台上會領悟到，在每一幕人生的場景裡，
只有一次演出機會，且過程不能逆轉。他希望可以好
好處理自己與母親的惡劣關係，化解從小累積的忿怒
情緒；而更重要的是，他要擺脫這種壓抑的個性，坦
誠地面向女兒，嘗試拉近彼此的距離，不要重蹈上一
代的覆轍。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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