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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學制舊學制舊學制舊學制(AL)(AL)(AL)(AL) 新學制新學制新學制新學制(DSE)(DSE)(DSE)(DSE)

人數 20人 30-35人

名次 精英

(全級首30名)

中下

(全級50至160名)

教節 7日循環周

11節

7日循環周

6節

課文 24篇 28篇

選修 不設選修 3個選修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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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危危危 化危為機化危為機化危為機化危為機

學習差異擴大學習差異擴大學習差異擴大學習差異擴大 不同評估以照顧差異不同評估以照顧差異不同評估以照顧差異不同評估以照顧差異

教學時數減少教學時數減少教學時數減少教學時數減少 加強延伸加強延伸加強延伸加強延伸、、、、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學生非因興趣修讀學生非因興趣修讀學生非因興趣修讀學生非因興趣修讀 創作引動興趣創作引動興趣創作引動興趣創作引動興趣

課程深廣課程深廣課程深廣課程深廣 課程剪裁課程剪裁課程剪裁課程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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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選修部分

中國文學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建議約佔本科課時的

2/3至3/4，包括文學

賞識與評論、文學創

作、文學基礎知識的

學習

選修部分：

約佔本科課時的1/4至

1/3

建議選修3至4個單元

每個單元約佔22小時

建議選修單元：

作家追踪

名著欣賞

文學專題

現當代文學作現當代文學作現當代文學作現當代文學作

品選讀品選讀品選讀品選讀

香港文學香港文學香港文學香港文學

戲劇文學評賞

文學作品的人

物形象

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原原原原

創或改編創或改編創或改編創或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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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11)(11)(11)(11)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11)(11)(11)(11)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6)(6)(6)(6)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詩經與楚辭詩經與楚辭詩經與楚辭詩經與楚辭(2)(2)(2)(2) 辭賦辭賦辭賦辭賦(2)(2)(2)(2) 古今小說古今小說古今小說古今小說(3)(3)(3)(3)

漢代詩歌漢代詩歌漢代詩歌漢代詩歌(1)(1)(1)(1) 唐詩單元唐詩單元唐詩單元唐詩單元(2)(2)(2)(2) 古今戲劇古今戲劇古今戲劇古今戲劇(3)(3)(3)(3)

建安詩歌建安詩歌建安詩歌建安詩歌(1)(1)(1)(1) 婉約與豪放詞婉約與豪放詞婉約與豪放詞婉約與豪放詞(2)(2)(2)(2)

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先秦散文(3)(3)(3)(3) 散曲單元散曲單元散曲單元散曲單元(1)(1)(1)(1)

漢代散文漢代散文漢代散文漢代散文(1)(1)(1)(1) 新詩新詩新詩新詩(2)(2)(2)(2)

唐宋古文唐宋古文唐宋古文唐宋古文(2)(2)(2)(2) 現當代散文現當代散文現當代散文現當代散文(2)(2)(2)(2)

明代散文明代散文明代散文明代散文(1)(1)(1)(1)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 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利用暑假教學利用暑假教學利用暑假教學利用暑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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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評核將會延至2016201620162016年文憑考試全面施行，

屆時，所佔全科總分的比重由35%減至30%30%30%30%。

• 2014自願參與試行。

• 2015必須參與試行。

• 必修部分創作練習呈送的分數由4個減至3個。

• 選修部分選修單元呈交的分數由6個減至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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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評核項目評核項目評核項目 佔分佔分佔分佔分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呈分數量呈分數量呈分數量呈分數量 呈交呈交呈交呈交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必修 創作練習 9%9%9%9%
4444����3333

2013/14中四

2014/15中五

2015/16中六

中六呈分中六呈分中六呈分中六呈分

課外閱讀 6%6%6%6%
2222

選修 選修單元 15%15%15%15%
6666����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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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閱讀

鑑賞鑑賞

創作創作

評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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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篇章指定篇章指定篇章指定篇章

《詩經

‧秦風

‧蒹葭》

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

詩經的年代、地域和

來源。

詩六義：《詩經》的

體制（風、雅、頌）、

表達手法（賦、比、

興)。

詩經的題材內容、

寫作特色。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主題思想分析和評論：愛情

/求賢？

形式特點。

重章疊句及其優劣。

詩經的寫作手法：賦的運用、

興的作用、叠章法、疊字、

雙聲。

營造節奏方法。

抒情手法：借景抒情、敘事

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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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篇章指定篇章指定篇章指定篇章

《詩經

‧秦風

‧蒹葭》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

《先秦漢魏六朝詩鑑

賞辭典》，三秦出版

社（賞析）

余冠英《詩經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注

釋與語譯）

錢杭《詩經選》，中

華書局（注釋、語譯、

賞析）

學習策略和能力學習策略和能力學習策略和能力學習策略和能力

學習習慣：筆記簿、默書簿、講

義儲存、標示課本、畫線、抄筆

記

口頭報告指引、答題指引

搜集資料：圖書館及網上查找資

料、使用鑑賞辭典、認識詩經選

的不同功能

文學賞析能力：形式、節奏的感

悟、從詩歌與政治的關係了解詩

歌的怨刺作用，探討深層的主題

思想、了解景與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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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篇章指定篇章指定篇章指定篇章

《《《《戰戰戰戰
城南城南城南城南》》》》

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

樂府名稱的由來。

漢樂府的作者。

漢樂府的形式。

漢樂府的題材。

漢樂府的寫作技巧。

漢樂府對後世的影響。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主題思想。

敘事、描寫、抒情結合。

形式特點：字數、句數自由，運

用對話、獨白。

反映現實：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幻想與現實結合及其優點。

借景、事抒情。

樂府詩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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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延伸閱讀

•余冠英選注余冠英選注余冠英選注余冠英選注：：：：《《《《樂府詩選樂府詩選樂府詩選樂府詩選》》》》

•許逸民等著許逸民等著許逸民等著許逸民等著：：：：《《《《樂府詩名篇賞析樂府詩名篇賞析樂府詩名篇賞析樂府詩名篇賞析》》》》

•石文英石文英石文英石文英《《《《漢詩賞析集漢詩賞析集漢詩賞析集漢詩賞析集》》》》

•李春祥主編李春祥主編李春祥主編李春祥主編：：：：《《《《樂府詩鑒賞辭典樂府詩鑒賞辭典樂府詩鑒賞辭典樂府詩鑒賞辭典》》》》

•余冠英選注余冠英選注余冠英選注余冠英選注：：：：《《《《樂府詩選樂府詩選樂府詩選樂府詩選》》》》

•許逸民等著許逸民等著許逸民等著許逸民等著：：：：《《《《樂府詩名篇賞析樂府詩名篇賞析樂府詩名篇賞析樂府詩名篇賞析》》》》

•石文英石文英石文英石文英《《《《漢詩賞析集漢詩賞析集漢詩賞析集漢詩賞析集》》》》

•李春祥主編李春祥主編李春祥主編李春祥主編：：：：《《《《樂府詩鑒賞辭典樂府詩鑒賞辭典樂府詩鑒賞辭典樂府詩鑒賞辭典》》》》

策略和能力策略和能力

•一般學習習慣一般學習習慣一般學習習慣一般學習習慣：：：：網上查找資料網上查找資料網上查找資料網上查找資料

•閱讀策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找出找出找出找出敘敘敘敘事事事事、、、、描寫描寫描寫描寫、、、、抒情部分抒情部分抒情部分抒情部分

•閱讀能力閱讀能力閱讀能力閱讀能力：：：：掌握抒情手法掌握抒情手法掌握抒情手法掌握抒情手法

•文學賞析能力文學賞析能力文學賞析能力文學賞析能力：：：：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

•一般學習習慣一般學習習慣一般學習習慣一般學習習慣：：：：網上查找資料網上查找資料網上查找資料網上查找資料

•閱讀策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找出找出找出找出敘敘敘敘事事事事、、、、描寫描寫描寫描寫、、、、抒情部分抒情部分抒情部分抒情部分

•閱讀能力閱讀能力閱讀能力閱讀能力：：：：掌握抒情手法掌握抒情手法掌握抒情手法掌握抒情手法

•文學賞析能力文學賞析能力文學賞析能力文學賞析能力：：：：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寫景與情景交融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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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讀自讀自讀自讀自讀自讀自讀自讀
•口頭報告賞析作品：樂府《東門行》

•《艷歌行》(翩翩堂前燕)、

•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今日良宴會》

導讀導讀導讀導讀導讀導讀導讀導讀
•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去者日以疏》

•樂府《上邪》、《十五從軍

征》

•杜甫《兵車行》、白居易

《新豐折臂翁》、李夢陽《朝

飲馬》(送陳子出塞)

戰城南戰城南戰城南戰城南戰城南戰城南戰城南戰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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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曹操曹操曹操《《《《短歌行短歌行短歌行短歌行》》》》

導讀導讀導讀導讀：：：：

王粲王粲王粲王粲《《《《七哀詩七哀詩七哀詩七哀詩》、》、》、》、曹操曹操曹操曹操《《《《蒿里行蒿里行蒿里行蒿里行》、》、》、》、蔡蔡蔡蔡

琰琰琰琰《《《《悲憤詩悲憤詩悲憤詩悲憤詩》、》、》、》、 曹植曹植曹植曹植《《《《送應氏送應氏送應氏送應氏》》》》((((其一其一其一其一))))、、、、

《《《《雜詩雜詩雜詩雜詩》》》》((((南國有佳人南國有佳人南國有佳人南國有佳人))))、《、《、《、《野田黃雀行野田黃雀行野田黃雀行野田黃雀行》》》》

自讀自讀自讀自讀————口頭報告口頭報告口頭報告口頭報告：：：：

曹操曹操曹操曹操《《《《神龜雖壽神龜雖壽神龜雖壽神龜雖壽》、》、》、》、曹植曹植曹植曹植《《《《白馬篇白馬篇白馬篇白馬篇》、》、》、》、

《《《《雜詩雜詩雜詩雜詩》》》》((((僕夫早嚴駕僕夫早嚴駕僕夫早嚴駕僕夫早嚴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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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散文漢代散文漢代散文漢代散文

司馬遷司馬遷司馬遷司馬遷《《《《鴻門會鴻門會鴻門會鴻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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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名著

文學

名著

唐詩三
百首
唐詩三
百首

放風放風

鍾玲極
短篇
鍾玲極
短篇

唐宋詞
三百首
唐宋詞
三百首

閱卷測驗閱卷測驗閱卷測驗閱卷測驗

小說作品討論小說作品討論小說作品討論小說作品討論

填詞填詞填詞填詞

唐宋詞人比較唐宋詞人比較唐宋詞人比較唐宋詞人比較

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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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目標：鑒賞能力、創作能力(鑒賞能力的
遷移)      

• 評估活動：多元化

• 評估前提：鑒賞指導、研習及評估指引

• 評估模式：進展性評估(回饋)、總結性評估
(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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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鑒賞鑒賞鑒賞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默書默書默書默書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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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

評估

口頭

問答

討論

匯報

作品

整理

口頭賞
析報告

觀察

誦讀/
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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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朗讀包括朗讀包括朗讀包括朗讀、、、、朗誦朗誦朗誦朗誦、、、、劇本圍劇本圍劇本圍劇本圍

讀讀讀讀、、、、角色扮演等角色扮演等角色扮演等角色扮演等。。。。

����評估感悟和理解能力評估感悟和理解能力評估感悟和理解能力評估感悟和理解能力((((語語語語

氣氣氣氣、、、、節奏節奏節奏節奏、、、、聲調聲調聲調聲調、、、、氣勢氣勢氣勢氣勢、、、、感感感感

情等情等情等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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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比句的氣勢排比句的氣勢排比句的氣勢排比句的氣勢，，，，如如如如《《《《進學解進學解進學解進學解》》》》。。。。

���� 駢偶的形式駢偶的形式駢偶的形式駢偶的形式、、、、聲調美感聲調美感聲調美感聲調美感，，，，如如如如《《《《哀江南賦序哀江南賦序哀江南賦序哀江南賦序》》》》。。。。

���� 駢散並行的節奏變化駢散並行的節奏變化駢散並行的節奏變化駢散並行的節奏變化，，，，如如如如《《《《前前前前赤壁賦赤壁賦赤壁賦赤壁賦》》》》。。。。

� 語氣語氣語氣語氣、、、、感情變化感情變化感情變化感情變化，，，，如如如如《《《《卻奩卻奩卻奩卻奩》》》》。。。。

���� 韻律韻律韻律韻律、、、、音尺等音尺等音尺等音尺等，，，，如如如如《《《《死水死水死水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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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情節：按順敘、按雙線記敘、明暗線

表列：

• 《藥》的人物描寫手法和人物性格；

• 對比《碗》中人物的性格、人生觀、處世

態度等。

• 腦圖：簡略整理內容和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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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能力 評估活動

感悟詩歌的節奏與感情。 誦讀、背誦

內容理解、立意、選材與剪裁等 口頭答問

整理詩歌內容及寫作手法。 腦圖

討論雜言詩與五言詩的節奏孰優 討論匯報

鑒賞漢樂府詩、古詩十九首、建安詩歌，

分析與《戰城南》寫作手法的分別。

口頭鑒賞報告

對中國文學的認識；

理解與鑒賞能力。

練習題

同上。 測驗、考試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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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距離交通距離交通距離交通距離

四周環境四周環境四周環境四周環境

景區特色景區特色景區特色景區特色

學生的興趣學生的興趣學生的興趣學生的興趣

老師的熟識程度老師的熟識程度老師的熟識程度老師的熟識程度

����確定地點確定地點確定地點確定地點：：：：走進旺角書店走進旺角書店走進旺角書店走進旺角書店

體味花墟風情體味花墟風情體味花墟風情體味花墟風情

25



觀察路線觀察路線觀察路線觀察路線

感官運用感官運用感官運用感官運用::::聲聲聲聲、、、、色色色色、、、、香香香香、、、、味味味味

呈現地方特色呈現地方特色呈現地方特色呈現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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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級紫外線照射下的露天咖啡廳和黑色黑色黑色黑色矮鐵柵欄圍起幾張桌椅，泛着銀銀銀銀

白色白色白色白色的光圈，讓映人眼廉的一切像電視劇中播放夢境的鏡頭般。與它接
壤的是類似活動棚架的擺賣車，它們頭頂赫然立着塊鑲銀色大字的牌匾，
原來已進入「花墟一號」。仔細瞧那擺賣車上陳列的貨品，精美的紙巾
盒、水晶鐘錶、沐浴露容器、日本雜誌手袋……不禁讓人起疑：「牌匾
站錯了位置嗎？」

這時，一個女人捧着一束報紙包紮的花束經過我身旁，原來花墟只與我一
馬路之差。
「繽紛」花店有白底紅字白底紅字白底紅字白底紅字的招牌，裏面賣精品和花，而店門口旁，一盆盆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植物放在地上，是家沒有裝修過的花店。一灘水浸濕水泥地，變成黑黑黑黑

色的淺灘色的淺灘色的淺灘色的淺灘，在這片污水上，挺立着數棵桂花。棗紅色棗紅色棗紅色棗紅色的花盆，長滿鮮嫩的
綠綠綠綠葉子，四片橢圓葉組成個綠花朵，把白花瓣的秀氣都搶去了。湊上前去，
使勁一吸，聞到了空氣的味道味道味道味道，睜大眼一看，只有青色青色青色青色的花苞，露出模糊
的內臟，還未成形。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視覺描寫視覺描寫視覺描寫視覺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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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自己名字中也有個「桂」字，對桂花總是情有獨鍾。於是走到另一
家花店，瞧見翠綠的桂花葉子，又欲感受一番。終於不負我望，是一陣甜甜甜甜

味味味味，跟我在雜貨店買的糖桂花一樣甜糖桂花一樣甜糖桂花一樣甜糖桂花一樣甜。
整條街的花店不乏奇特的名字，比如像「山卡啦園藝」、「平靚正」；然
而最吸引人的還是店家們匠心獨運的裝潢設計。

另一處也別有一番風味。還沒踏進大們，混雜的花香花香花香花香拌着地上的臭水臭水臭水臭水，
鼻孔頓時癢起來。右邊擺了心形花籃，牆上掛了三只爬籐植物裝飾的
透明透明透明透明傘，頭頂有盞橙黃色橙黃色橙黃色橙黃色的吊燈，左側擺上一桌三椅，表面全用砸碎
的馬塞克拼出一圈圈繽紛的紋路。這裡簡直是充斥着藝術氣息的示範
單位啊！
越往街裏走，越像置身菜市場。窄窄的行人道邊或擺着大白膠桶白膠桶白膠桶白膠桶，或
是紅紅紅紅桶插上數十根富貴竹、乒乓菊，桶底向四周漫延着污水，偶然還
見到一個大籮筐倒在地上裝着四、五個棗紅色棗紅色棗紅色棗紅色的廢棄花盆，往外淌泥
水。

味覺描寫味覺描寫味覺描寫味覺描寫

嗅覺描寫嗅覺描寫嗅覺描寫嗅覺描寫

視覺描寫視覺描寫視覺描寫視覺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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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上突然出現一名短髮女郎，她抬起的左手上竟站着隻鸚

鵡。牠也不怕，只是爪子緊扣着女人的手指，從脖上擠了一

聲鳴叫鳴叫鳴叫鳴叫，果然是鳥語花香。

街的盡頭是鳥巿，一群鴿子嘩啦嘩啦嘩啦嘩啦一聲從樹上飛走，散在花墟

與鳥巿的交界處。

聽覺描寫聽覺描寫聽覺描寫聽覺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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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嫚娜 《良景》

良景邨大約有二十多年歷史。如今，這個屋邨
發展成一個和諧的小社區。住在這裡的人大多
數都是中年人和小孩子，只有很少的良景原居
民住在這裡。
陳伯是良景的原居民，他今年已經九十六歲
了，至他爺爺那代起，已經住在良景了。一八
七一年，陳伯的爺爺搬到良景來居住，那時候
良景這個地方並不叫良景，亦沒有人為它起一
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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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十八七二年四月的某一天，正值春天，
陳伯的爺爺如常上山採摘果實和打獵，他帶備
了許多裝備，籃子利器弓箭大刀鋏子……他沿
着那條唯一的小路走上菠蘿山，山路很險峻，
他差點就命死終於此。
他本來向着那一大片的菠蘿樹進發，但他走
着走着，竟然迷路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唯有
繼續向前走，希望找到出路。
他走了大概十分鐘，看到了一條清澈的小河，
於是便用雙手盛了一些水來喝。之後，他發現
了一個很亮的入口，走了進去。

大約是十八七二年四月的某一天，正值春天，
陳伯的爺爺如常上山採摘果實和打獵，他帶備
了許多裝備，籃子利器弓箭大刀鋏子……他沿
着那條唯一的小路走上菠蘿山，山路很險峻，
他差點就命死終於此。
他本來向着那一大片的菠蘿樹進發，但他走
着走着，竟然迷路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唯有
繼續向前走，希望找到出路。
他走了大概十分鐘，看到了一條清澈的小河，
於是便用雙手盛了一些水來喝。之後，他發現
了一個很亮的入口，走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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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想像眼前的景像—天空藍得好像要把白雲
都染上色，樹木翠綠得就像一股溶液，可以流出

來。鮮叱的香味徘徊在空氣中，不肯散去，鳥兒
的叫聲清亮得猶如風鈴般動聽。遠處還看到一大

片湖水，湖水把天空的藍反映出來，清澈得像鏡

子一樣。

他在此處逗留了一晚，便回家了。後來，他想
再返回那個美麗的地方時，卻發現已找不到入口
了。為了紀念這個風光如畫的地方，他便把住的
地方命名為「良景」，意「良辰美景」。

這件事被廣泛流傳，並收錄於「良景大事簿中
」。

他不敢想像眼前的景像—天空藍得好像要把白雲
都染上色，樹木翠綠得就像一股溶液，可以流出

來。鮮叱的香味徘徊在空氣中，不肯散去，鳥兒
的叫聲清亮得猶如風鈴般動聽。遠處還看到一大

片湖水，湖水把天空的藍反映出來，清澈得像鏡

子一樣。

他在此處逗留了一晚，便回家了。後來，他想
再返回那個美麗的地方時，卻發現已找不到入口
了。為了紀念這個風光如畫的地方，他便把住的
地方命名為「良景」，意「良辰美景」。

這件事被廣泛流傳，並收錄於「良景大事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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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是香港西面的一個小地方，根據
晚清記載，這裡盛產香木，人們都用香
木造成各種產品。直至1744年，有大量
中國難民湧入香港，由於他們利用水路
進入，而且屯門與中國只是一河之隔，
因此到屯門定居。其後兩年，在屯門定
居的人口逐漸增加，他們為了能夠容易
分辨不同的人，就為自己起名字，姓氏
為鄧。根據《鄧氏歷史大典》記載，
1845年最多鄧族人居住的地方叫笑鬼，
是屯門的一個地方，名字異常古怪。 33



大典中講述當時笑鬼因為日照時間短，而陰氣極重
，經常有鬼魂聚集，擾亂鄧氏的族人的生活。鄧氏
人進行了多場傳統法事，亦無法驅走鬼魂。

於是在1867年，鄧氏人用屯門盛產的香木造成各種
面具，大部分都是以笑面面具為主，鬼魂因為鄧氏
族人變得面目全非，而感到害怕，因此遠離這個地
方，並將這個地方命名為「笑鬼」，可是，香港的
地圖卻沒有這個地方。

後來，一名居於屯門多年的鄧婆婆講述當年的「笑
鬼」是現今的「兆畦」，「兆畦」用笑鬼的諧音譯
成，原因為是「笑鬼」經常出現「鬼」字，並不吉
利，因此，以「兆畦」代替。從今以段，屯門的地
圖再沒有「笑鬼」，只有「兆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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