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段落
(1)

從城市搬到新界，以為霧中遠遠看見的是中環的燈光，卻原來是深圳的燈光呢！以前
是水田和魚塘的地方，現在都堆滿貨櫃了。元朗被輕鐵割切得七零八落。傳統的老婆餅和
大碌竹打麪還在，卻有更多豪宅擴建起來。貨櫃車不停地在公路上飛馳。一年一度的候鳥
回到米埔，恐怕在煙塵的旁邊也要迷路了。稀罕的黑臉琵鷺全世界只有六百多隻，其中百
多隻飛來這裏過冬，一隻誤飛深圳，被饞嘴的獵人獵殺了。牠的同伴再飛臨舊地，也不知
會不會是戰戰兢兢的？

(2)

走進新界，走進新的界線，總使人患得患失，不再是習慣的方式，不再是理所當然的
言辭。你如何為改變的吐露港拍照，你面向改變的鄉村如何繼續寫你的田園詩呢？

(3)

童年遠足游泳的地方，現在卻是黃金海岸大酒店。咖啡灣和加多利灣還有青少年來
燒烤游泳，但再過去一段水域，卻豎起牌子說明不宜游泳。此地的大宅總是充滿神祕，有
些是歷史人物棲留過的公館，有些曾經是影星度夏消暑的別墅。偶然一陣直升機升降的聲
音，叫人猜想加多利別墅的主人可是回來綠樹圍繞的大宅小休了？找不到清涼法苑去吃齋
菜了嗎？它仍在那裏的，只不過被四周的高樓和公路圍繞包圍，使它看來好像矮下去，隱
身了。在不斷調整變化的地理裏，我們不怎麼改變也在改變了。

(4)

我們又怎會不改變呢？年輕時我們徒步登上高高的天梯，不管冷風驕傲地在高山上紮
營，乘船出海到東平洲或蒲台島去，聆聽石的呼吸，細數吉澳的雲，通宵不眠躺在石上唱
一夜的歌。而今山水經歷風霜的面貌，偶然還瞥見英姿，也有蒼老臉孔的塗上脂粉，變成
新髦的主題公園，我們又不斷在跟人說清楚它原來的面貌，說過去是有它的歷史的。

(5)

新界當然也是舊界，遷界裏有不少辛酸血淚。過去有過不少抗爭的歷史，近年也還有
不少齟齬。傳統新界的家族，埋怨政府收地的政策，地產商瘋狂發展炒高了地價、工廠污
染了山水和海產、把城市不要的種種措施扔到這舊的後院來。雖然如此，另一方面，我也
不想盲目地歌頌過去的美好，把盆菜、文物徑、聚星樓變成懷舊的符號。我也知道過去圍
村械鬥、重男輕女的觀念、劃地排他的危險。在八鄉漫遊，我們曾遇過好客的鄉民。從馬
鞍山走下菠蘿輋，我又曾看到路旁一所村屋牆上塗上「私家車位」字樣，還在門前放上一
張蓆，即使沒有車在也不願意方便過路的人泊車。

(6)

我從中環來到屯門，特別感覺到城市對新界的偏見，也不想純粹抒寫美好田園的懷
舊讚歌。我想如果中環電影院裏的法國電影女主角生在屯門，她的人生會是怎樣呢？這樣
想，倒不是為了表達表面的拼湊文化，而是想找個角度去體會新界的生活。

(7)

工作忙起來，沒有時間寫小說。我帶了一部「傻瓜機」，隨手記下影像。不是從已有
的想法出發，是想撿拾惹我思考的意象，像過去的人收集車票與公仔紙，我們既然往往被
時代和環境放置到新界，就找一個新的方法去理解新界吧。
也斯《拍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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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段落
(1)

最近聽友人許君說起，有一位前輩在回憶往事的文章裏，提到小時候有一次去買橘
子，出門前，母親教他如何挑選好的橘子，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母親最後說的一句話：
「要留些好的給別人，不要把好的全挑光了。」那位前輩慨歎地說，他母親雖然不識字，但
這句話，使他受用一輩子。

(2)

這句話，也使我悵惘了很久，使我想起童年的一些往事。我的母親彷彿也說過類似的
話。她常教我要謙讓，要為別人着想。譬如說，搭公共汽車要讓位給老弱婦孺，走路要讓
別人先過，吃東西不能盡挑自己喜歡吃的，「要留些好的給別人」……。那時候年紀小，
覺得媽媽所教的，都是天經地義，自然信守不渝，也不曾懷疑。例如在車上遇見老弱婦
孺，一定讓位，雖然自己年紀也不大。記憶裏，那時候同學的母親，好像是大都如此教導
子女的。猶記小學時，一位調皮搗蛋的同學，被老師責駡了，跑回家去，反而被他父母揍
了一頓，再領着他回學校向老師賠罪。記得他母親當時還羞愧地站在一旁，陪着他掉眼淚
呢！（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台灣南部鄉下，我的中小學生活，是這樣過的。

(3)

可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到台北讀大學以後，這種風氣就漸漸變了。開始
聽說，有父母告訴孩子說，你們老師這個地方那個地方講錯了。因為為人父母的，很多人
學歷比老師高，自己認為學識比老師強得多。也開始聽說，有父母因為孩子在學校裏被老
師責駡，就到學校向老師興師問罪。更聽說有人這樣告訴子女，不必讓位給誰，別人一張
票，你也一張票，為甚麼要讓？諸如此類的事情聽多了，感覺逐漸麻木了，覺得社會風氣
逐漸在變，卻沒有注意到，在不知不覺間，竟然自己也跟着變了。很多人覺得不能老是讓
自己吃虧，於是開始爭位子、爭權利、爭享受，有福先享，有事先推。用買橘子做比喻，
大家都搶着要好的，而且搶着把好的挑光，憑甚麼留下好的給別人享受？真的，風氣變
了，很多人一方面感歎人心不古，一方面卻自己在推動這種風氣。

(4)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我在台灣、香港等地教書、訪問，私下也常常聽到有人在
感歎：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然而，據我的觀察，事實上也大致如此：父母師長教給
兒女子弟的，已經不是謙讓，而是爭取；已經不是為人着想，而是為自己爭取機會。就這
方面來說，各地方都是難兄難弟，都是兄弟之邦。原來世界早已到了大同的境地了。

(5)

這幾年在香港教書，對此現象，前後感受又有不同。以前大家搭車購物，當然不會讓
位，但一切依序排隊，沒有話說；現在則同樣不讓位，卻漸漸有「臨時插花」的現象。最
令人擔心的是，這個社會本來很有秩序，一切講求按部就班，就像買橘子，雖然很多人所
受的教育是：只要你按規定排在前面，你就有權利挑好的，而且把好的挑光；但現在則漸
漸有點轉變的跡象了。為了爭取挑揀的機會，似乎有點兒爭先恐後的浮動。

(6)

以前不識字的母親，懂得教孩子去買橘子的時候，不要把好的挑光，總要留些好的給
別人；現在為人父母師長的，不但識字，而且都很會說道理，但不知道為甚麼卻吝嗇於講
這樣的一句話。
吳宏一《留些好的給別人》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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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閱讀能力考材

第一篇
2015樣本試卷題13、2015文憑試題4、2016文憑試題8(ii)

/4

1. 在第 1 段，作者為甚麼認為候鳥會失去方向？（4 分）

2015樣本試卷題11、2014文憑試題9

2. 試根據以下引文，回答問題。

「牠的同伴再飛臨舊地，也不知會不會是戰戰兢兢的？」（第 1 段）
1 引文中運用了甚麼修辭手法？（2 分）
A. 比喻

A

B

C

D

A

B

C

D

B. 比擬
C. 設問
D. 反問
2 引文中的「舊地」是指：（2 分）
A. 香港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4

B. 新界
C. 米埔
D. 深圳
2015樣本試卷題16

/5

3. 在第 3 段，作者表示「 我們不怎麼改變也在改變了」，又在第 4 段提出「 我們

又怎會不改變呢」，當中有沒有矛盾之處？試加以析述。（5 分）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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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樣本試卷題14

/2

4. 試把引文中運用比喻的部分（粗體字）改為直接敍述，並保留原意。（2 分）

「過去有過不少抗爭的歷史，近年也還有不少齟齬。」（第 5 段）
改寫：
2015樣本試卷題13、2015文憑試題4、2016文憑試題8(ii)

/4

5. 作者在第 5 段對新界有怎樣的評價？試加以析述。（4 分）

6. 在第 7 段，作者指出「我們既然往往被時代和環境放置到新界，就找一個新

的方法去理解新界吧」。試根據文意，回答下列問題。
（1）作者在引文中流露了怎樣的心情？（2 分）
1 無奈
2 失望
3 期待
4 豁達
A. 1、3
B. 2、4

A

B

C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2015樣本試卷題11、2016文憑試題3、2016文憑試題8、2016文憑試題20

/7

D

C. 1、2、4
D. 2、3、4
（2）承上題，你是否贊成作者的主張？試結合生活經驗說明原因。（5 分）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閱讀能力應試突破》第2冊

第2冊-乙部.indd 31

續

31

後

頁

乙部‧應試突破訓練 1

2015-7-8 下午3:58

第二篇
2015文憑試題6(i)

/4

7. 第 1 段在文章結構上起了哪兩個作用？試加以說明。（4 分）

/4

8. 作者重提自己怎樣過中小學生活，有甚麼目的？（2 分）

A

A. 順應文意，交代寫作的背景。

B

C

D

B. 時間飛逝，懷念童年的生活。
C. 舊事重提，作為譴責的憑證。
D. 信守不渝，難忘母親的教誨。
2015樣本試卷題17、2015文憑試題2、2016文憑試題4

9. 試根據本文內容，判斷以下陳述。（4 分）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2

2015樣本試卷題12、2015文憑試題3、2016文憑試題6

無從
正確 錯誤 判斷
1 一些人慨歎今人失去古人忠厚淳樸的品質，作者
認為這些人有力改變現在的不良風氣。
2 作者運用了對比作結，藉此諷刺有學識的人比沒
學識的人，言行更加不文明。
2015樣本試卷題11(i)

/2

10. 以下引文中運用了甚麼修辭手法？（2 分）

「原來世界早已到了大同的境地了。」（第 4 段）
A. 反語

C. 比喻

B. 引用

D. 借代

A

B

C

D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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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樣本試卷題9、2016文憑試題5

/6

11. 綜合全文，試概述作者認為人們在不同時期乘車和上學的表現。（6 分）
時期
上世紀四、

乘車

上學

1	

孩子被老師責駡後跑回家，
被他父母揍了一頓，再領着

五十年代

他回學校一同向老師賠罪。

上世紀六十

別人買一張票，你也買一張

年代

票，沒有讓座的必要。

父母、師長吝嗇於教導孩子

近年

要留些好的給別人，不要把
好的挑光。

2015樣本試卷題19、2015文憑試題11

12. 本篇作者跟第一篇的作者在文章中所表達的感慨有哪些相同和相異的地方？試引文
中例子加以析述。（6 分）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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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獲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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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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