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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七) 49

找出需要保留的內容 逐字逐詞，對照語譯

與其他語譯後的內容串聯起來 根據文意選取合適的語譯內容

閱讀能力(八)
文言語譯技巧（留、對）

 文言語譯技巧（留）	： 是指在語譯時，保留文言意思與現代漢語意思相同的字詞，
如人名、地名、官名、書名、朝代、年號等，不用語譯。

 文言語譯技巧（對）	： 是指在語譯時，逐字落實，把文言文中的單音節詞譯作現代
漢語的雙音節詞。若一單音節詞對應多個雙音節詞，則需根
據文意選擇最合適的一個。

技巧點撥

留 對

例：

文句：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 保留的內容：「齊王」、「使者」、「趙威后」

• 語譯：齊王派遣使者來問候趙威后。

例：

文句：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 逐詞對譯：緣沿着、由於；溪

小溪；行前行；忘忘記；路

路途；之的；遠近遙遠、差距

• 語譯：沿着小溪前行，忘記了路途
的遙遠。

文言語譯技巧

閱讀能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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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閱讀能力(八)

 2. 試將下列文句中語譯時需保留的內容圈出來，（1分）然後將文句語譯為白話文。（3分）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

 

 3. 試在括號內寫出粗體字的意思，然後將全句語譯為白話文。（7分）

 佳木異竹，垂陰相蔭。

 （1） 佳（ ）　　木（ ）　　異（ ）　　竹（ ）（4分）

 （2） 語譯：

  　　　 （3分）

 4. 下列哪一項關於右溪的描述是正確的？（2分）

 右溪是：

 A. 營溪的支流   A B C D

 B. 營溪的幹流      

 C. 道州的支流

 D. 道州的幹流

 5. 試指出右溪各景物的特點，並摘錄文句以證。（6分）

特點 文句

石頭

水

植物

• 先在文中圈出有關各景物特點的文言語句，並理解
語句的意思。

• 從文句中歸納出各景物的特點，再摘錄相關文句。

作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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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能力(二)
借景抒情

根據情和景的關係，借景抒情可分為以下兩種：

 觸景生情： 指作者受到客觀景物的觸動，心中產生情感，從而抒發感情。 
例：郊外的濃濃春意，讓人的心情格外舒暢。

 緣情寫景： 指作者把自己的主觀感情投射到客觀景物之中，使所描寫的景物帶
有主觀的感情色彩。

 例：夏天令人煩躁，陽光刺眼，鳥鳴聲嘈雜！

技巧點撥

例： 一根根長長的引線，一頭繫在天上，一頭繫在地上，
孩子同風箏都在天與地之間悠盪，連心也被悠盪得恍
恍惚惚了，好像又回到了童年。——《風箏暢想曲》

•先寫放風箏的景象，再抒發對童年生活的懷念。

例： 這時驢背上的我，心裏充滿了靜妙神微的顫動……兩
行古柏蕭森一道石坡欹斜，莊嚴黃紅色的穹門，恰恰
籠罩在那素錦千林、紅霞一幕之中。——《煙霞餘影》

•先抒發因美景而引發的感動，再描寫具體的景色。

例：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
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
像健壯的青年…… ── 《春》

•運用比喻手法描寫春天，表達對春天的讚歎和喜愛。

1. 先寫景，後抒情

2. 先抒情，後寫景

3. 邊寫景，邊抒情

借景抒情的方法

先描述景物的特點，再抒發情感

先對景物抒發情感，再描述景物的特點

在描述景物特點的字裏行間融入情感

寫作能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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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達成共識的題目（如包含「討論並達成共識」等字眼的題目）：

	 		可遊說其他組員同意自己的觀點。

2.  須作探討並給予建議的題目（如包含「建議」等字眼的題目）：

	 		應根據題目要求給予合理的建議，或補充說明其他組員的建議。

3.  須明確提出個人見解的題目（如包含「是否同意」等字眼的題目）：

	 		儘可能堅持同一立場，若中途改變立場，須有充分的理由，否則

       會給人沒有認真思考的印象。

  在表達立場時，針對不同的題目宜採用不同的方式：

  在說話過程中，可以根據以下情況確定是否要轉換立場：

說話能力(二)
圍繞話題，明確立場

根據題目，回答以下問題。

有人認為朋友愈多，快樂愈多。你同意這種
說法嗎？為什麼？

 圍繞話題： 即學生在進行說話能力訓練或考核時，需要圍繞話題中心闡述說話
內容，以免因偏離主題而失分。

 明確立場： 即學生在進行說話能力訓練或考核時，需要針對題目明確表達自己
的立場，如贊成、反對等。

技巧點撥

表
達
立
場
的
注
意
事
項

1.  若始終未能就個人觀點提出具說服力的論據，則可嘗試轉換立場，
並提出適切的理由。

2.  若個人觀點鮮明、論據充分，則應堅持己見，無須附和他人。

說話能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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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能力(一)
辨清話語場合及人物身份

 話語場合： 即話語內容中，人物說話的時間、地點、特定場合等。

 人物身份： 即話語內容中，人物的背景資料，如姓名、年齡、性別、職位等。

技巧點撥

辨清人物身份

辨清話語場合

可抓住對話開首內容中的關鍵字眼，確定其話語場合。
例：
甲：各位聽眾，歡迎收聽《校園友情天》節目。我是主持人

向榮，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是⋯⋯
從以上話語節錄可知，話語內容中的說話場合應為電台節
目中的討論。

對話中必定會出現介紹對方或自己的姓名、身份等關鍵 
詞語，可留意聆聽。
例：
我是主持人向榮，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是王文蘭教授。

可通過出場人物的身份及談話的主題，推斷話語場合的大
概類型。常見的如「家庭成員之間的討論」、「同學之間的
討論」、「師生之間的討論」、「組織幹事之間的討論」等。

可通過人物的聲線、語調、語速等來區別人物的性別、 
年齡。

  1. 話語內容中有明顯的地點或場合提示

  2. 透過話語內容中出現的稱呼或簡介確定身份

  2. 話語內容中沒有提及具體的地點或場合

  1. 透過人物聲線特點區別身份

聆聽能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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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能力(一)
情境任務，文體格式 

 情境任務 ：「情境」是指題目和材料中的虛擬情境，包括時間、場合、人物背景等；                          
  「任務」是指題目及材料中指定的寫作內容要點。

 文體格式：是指題目和材料要求的寫作文體格式。

技巧點撥   

	 從題目中尋找情境任務和文體要求

 題目會明確指出姓名、地點等資料，這提示了發文者及受文者的身份、預設情
境、寫作文體、要點及要求等。只要標記這些關鍵詞，就能迅速找出情境任務。

	 從閱讀材料中尋找情境任務和文體要求

 閱讀材料的常見形式有海報、報章雜誌等，其中所出現的人名、機構名等會提示
受文者的身份、預設情境等資訊。分析材料時可適當做標記，以找出所需的要點。

例：

試以何嘉豪或何嘉怡（預設的發文者）的身份撰寫一篇演講辭（寫作文體）介紹香城
「現代建築」或「傳統建築」的特色，再在上述兩種建築主題中，選擇其一，作為「香
城特色建築推廣活動」的主題，並闡述原因（寫作內容要點）。

例：

第四屆時事評論比賽通告（預設的情境）

評論主題：中學生的國學程度（寫作文體）

作品內容：分析中學生國學程度不高的成因，並提出改善方法（寫作內容要點）

作品篇幅：字數不得少於300字，並須以書面語撰寫（寫作要求）

評審委員：中文科主任李潔心老師、通識學會顧問況學明老師（受文者身份）

1

2

•欲了解更多文體的格式特點，請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文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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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語文基礎知識(一)

語文基礎知識(一)
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

  同義詞：意思相同的詞語，一般可互相交替使用。
  

一般同義詞 特殊同義詞

立刻 — 馬上
文言詞與現代詞 口語與書面語
拂曉 — 清晨 媽咪 — 母親

		近義詞：意思相近的詞語，一般不能互相交替使用。

  •範圍不同：寬闊 — 廣闊　　•程度不同：相信 — 信任

  •搭配不同：交換 — 交流　　•感情色彩不同：鼓舞 — 煽動

  反義詞：意思相反或相對的詞語。

   例：美麗 — 醜陋　貧窮 — 富裕　炎熱 — 寒冷　快速 — 緩慢

根據題目，回答問題。

 1. 判斷以下各組詞語是同義詞、近義詞還是反義詞，並在相應的方格內加上「✓」。（4分）

A. 同義詞 B. 近義詞 C. 反義詞

（1） 經常 — 時常

（2） 抽象 — 具體

（3） 口是心非 — 言不由衷

（4） 粗心大意 — 一絲不苟

 2. 辨析以下詞語，選出每組均互為同義詞的一項。（1分）

 A. 形象 — 象形、菠蘿 — 鳳梨、便宜 — 廉價 A B C D

 B. 淘氣 — 調皮、快速 — 迅速、長處 — 優點    

 C. 優秀 — 優異、喜愛 — 喜歡、必然 — 當然

 D. 康復 — 痊癒、憐愛 — 憐惜、憂愁 —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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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增值
古代文化常識（一）：服裝等級制度

 古代服裝等級制度概述  

　　在中國古代，皇室成員、官員、普通百姓等不同階層的人所穿的衣服在用
料、顏色、款式上都有嚴格的規定。各朝代的規定不盡相同，詳細的規定會被
記錄在史書等典籍中。

　　西漢時期，君主規定平民百姓只有到了八、九十歲才可以穿着絲綢，否則
只能穿着粗布麻衣，故當時的平民百姓也被稱之為「布衣」。到了唐朝，君主則
規定「未有官者，服粗葛布」。因此，當時的人們也常常用「布衣」來形容沒有官
職的人。及後，宋朝君主更曾規定百姓只可穿黑、白兩色的衣服。

　　中國古代的君主不僅對平民百姓的服裝有嚴格的要求，對官員的制服也有
限制。如唐 宋時期，官員就需要根據自身官職品級的高低，佩戴相應顏色的
「魚袋」，以作為身份的象徵。明朝時期，君主則規定了不同級別、職能的官員
須穿着不同顏色及「補子」的官服。例如，文官須穿繡有禽類「補子」的官服，而
武官須穿繡有獸類「補子」的官服；四品或以上的官員須穿緋袍；四品以下、七
品或以上的官員須穿青袍；七品以下，九品或以上的官員須穿綠袍等。

在中國古代，各階層人士的服裝都有嚴格的規定呢！

大家在觀看古裝電視劇時，不妨留意一下劇中人物的服裝！

龍袍不就是一件衣服嘛，
誰都可以買來穿啊⋯⋯

一言，要是在古代，你
早就有殺身之禍了。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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