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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的情況

• 初中：4班沒分別（中二除外)

• 中二：CD班中較弱學生編入R組

• 高中：4班分6組

AB班中能力較高學生編入P組

CD班中能力較高學生編入R組

• 中一至中六均採用教科書

AB班：能力稍高

CD班：能力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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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現行中文課程

常規課程

核心部分
（一般能力學生）

延伸部分
（能力較高學生）

語文基礎
校本課程

錯別字、成語、語文
常識和理解能力等

校本文言短篇
中一至中五各級各單元加入
校本文言短篇

課外閱讀計畫
初中：「閱讀經典計畫」

高中：「經典自選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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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課程

核心部分
（一般能力學生）

延伸部分
（能力較高學生）

教科書每個單元的閱讀部分提供三至四篇文章，各級選定
其中兩篇為核心部分，各組學生均須學習；餘下較難理解
的篇章為延伸部分，能力較高的學生學習。

在核心部分的文章中，每單元必須選定一篇為閱讀卷的
指定考核篇章。

+
校本文言短篇
（所有學生）

指定文言十二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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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文言十二篇的幾個處理方法及問題：

課程如何安排：

(一) 在現行課程不變，
加入指定文言經典篇章。

(三) 文言經典十二篇成
為高中三年主要的文言
閱讀教材。

(二) 在中四教授文言經
典十二篇，而中五、中
六課程不變。

加重課程的負擔，恐教時不
足，難兼顧其餘各卷。

學生未能消化；令課程單一沉悶，
學生討厭文言文；放棄寫作、聆
聽及綜合等卷別。

三年文言教學只教12篇指定篇章，
學生文言閱讀面變得狹窄，能否
應付課外文言部分？
每間學校所閱讀的文言篇章一樣，
無法保留校本文言課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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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高中現有課程的文言篇章

單元一 《陳請表》

單元二 《左傳‧曹劌論戰》

單元三 《莊子‧抱甕灌畦》

單元四 《醉翁亭記》

單元五 《師說》

單元六
《行路難》、《定風波》、《閣夜》、《聲聲慢》、
《歸嵩山作》、《蘇幕遮》、《從軍行》、《破陣子》

文言單元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蘭亭集序》、《始得西山宴遊記》、《滿
井遊記》

單元七 《定法》、《留侯論》

單元八 （小說單元）

單元九 （新詩單元）

單元十 （文化單元）

單元十一 《莊暴見孟子章》、《六國論》

單元十二 《前赤壁賦》

單元十三 （文化單元）

文言單元二 《論仁、論君子》、《孟子三章》、《大學》、《出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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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文言經典篇章 高中課本各單元文言篇章 

1. 論仁、論孝、論君子 中六 儒家思想（中六） 

2. 魚我所欲也 中六 儒家思想（中六） 

3. 逍遙遊 (節錄) 中六 道家思想（中六） 

4. 勸學 (節錄) 中五 《大學》（中五） 

5. 廉頗藺相如列傳 (節錄) 中四 《左傳‧曹劌論戰》（中四） 

6. 出師表 中四 《陳情表》（中四） 

7. 師說 中四 《師說》（中四） 

8. 始得西山宴遊記 中五 《前赤壁賦》（中五） 

9. 岳陽樓記 中四 《醉翁亭記》（中四） 

10. 六國論 中五 《留候論》（中五） 

11. 唐詩三首 中五 胡燕青《南丫島》（新詩）（中五） 

余光中《木棉花》（新詩） 

何福仁《我家裡的小女孩》（新詩） 12. 詞三首 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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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數 篇章

中四 4
《出師表》 《廉頗藺相如列傳》
《岳陽樓記》 《師說》

中五 5
《始得西山宴遊記》 《六國論》
《唐詩三首》《詞三首》《荀子‧勸學》

中六 3
《論仁、論孝、論君子》 《逍遙遊》
《孟子‧魚我所欲也》

指定文言十二篇的高中教學分布：

16-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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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1. 很多學生對文言文有負面的感覺
（不喜歡，甚至恐懼）

2. 在閱讀測考卷中文言部分得分甚低
3. 學生在小學時所學習的文言文不多
4. 曾訂購坊間文言練習，但令學生更不喜歡文言文。

初中原有的「校本文言短篇」

想學生覺得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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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文言短篇

 篇章以篇幅短小而有趣為主，甚至短至只有三、
四十字；

 練習題以簡單為主，如選擇題、填充題。

提升學生學習文言的信心、興趣、動機

多看有趣短篇，消除學生對文言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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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差異：鞏固基礎

語文基礎節：每十天循環週2節

《語文基礎校本練習》 ( 中一至中三 )
 錯別字
 語文階梯
 成語大本營
 延伸練習

高組由原任老師教授，可按學生能力，自行調動課節。

主要針對能力稍遜及一般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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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中國語文 進階練習 

文言速讀 練習3（答案）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1)有少孺子(2)者，欲

諫不敢，則懷丸操彈(3)，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 

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

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4)，欲取蟬而不顧知黃雀在其傍也！

黃雀延頸(5)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

之有患也。」 

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劉向《說苑･螳螂捕蟬》  

【注釋】(1)舍人：侍衛。(2)少孺子：年輕人。(3)懷丸操彈：藏著彈子和帶著

彈弓。 (4) 委身曲附：彎曲身體，曲著前肢。(5)延頸：伸長投頸。 

 

一、年輕侍衛帶著彈子、彈丸到後園，目的是什麼？(2 分) 

    A. 射殺黃雀               B. 想四處遊覽 

    C. 用行動勸諫吳王         D. 那裡有太多鳥蟲，要用彈弓消滅 

 

二、文章第二段中「何苦沾衣如此」一句的意思是？(2 分) 

A. 是什麼東西弄濕你的衣服    B. 為什麼自找苦吃，要弄濕衣服 

    C. 弄濕了的衣服味道很苦      D. 誰人把你的衣服弄得這樣濕 

 

三、以下那個詞語最適合形容年輕侍衛的行為？(2 分) 

    A. 以身犯險                 B. 膽大包天  

    C. 明知故犯                 D. 用心良苦 

 

四、試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字詞。(2 分) 

    吳王與蟬、螳螂、黃雀的共通點在於只顧___利益____，忽略了＿危險＿。 

 

五、試語譯以下句子。（4 分） 

    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 

（吳王）對身邊的大臣說（1 分）：「如果有人敢勸諫（1 分），就要他死！

（1 分）」（評分解說：如同學言之成理，可酌量給分。）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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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差異：延伸學習，挑戰難度，保其鬥心

考生須知 

1. 在第 1 頁之適當位置填寫學生姓名、班別、學號及日期。 

2. 本試題答題簿共有 9 頁。 

3. 本卷以 100 分為滿分，另設 3 分字體分。 

4. 學生作答時，須注意字體端正。 

5. 本卷包括甲和乙兩部分，考生必須全部作答。 

6. 所有答案必須寫於試題答題簿上。 

7. 本卷增設【挑戰題】（第 10、17 題），該題最高得分為 10 分；考生必須作答，答對者可取得

本卷滿分 100 以外之附加分數。 

「初中閱讀卷挑戰題」
緣起：
考卷的深淺程度多遷就
「一般能力」和「能力
稍遜」的學生；為了令
力較高的學生在考卷中
接受挑戰，從而得到了
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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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閱讀卷挑戰題」

100

*挑戰題
10 試分析作者為甚麼要安排「父親堅持不肯讓『我』失約」這個情節？請以

兩個理由說明你的意見。（4分）（字數不得多於100，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挑戰題
17  作者在右溪進行了哪三項美化環境的工程？試各以四個字概括出來。（6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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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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