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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讀通8大類 ── DSE白話解題妙策

1. 除了「繁榮中有一種孤獨」外，作者還提及跑道哪些特點？

（1）沒有固定的起步點和終點。

（2）畫好的線限制了跑步的方向。

（3）內圈較平坦而且距離較短。

（4）跑道內外的景致截然不同。

A. （1）、（3）

B. （2）、（4） A      B      C      D

C. （1）、（2）、（4） ○     ○     ○     ○

D. （1）、（3）、（4） （詳見 2017 年試卷一第 12 題）

2. 第3段寫大師聽到徒弟的話後「不禁微微一笑」，作者認為這可見名心之

難除。為什麼？試略加說明。 

 （詳見 2015 年試卷一第 4 題）

題型

1 【內容】理解及辨識內容重點

1 內容

最易 最難1 32 4 5

例題舉隅

題型難度

題型特點

這種題目主要考核同學能否準確理解文章裏指定段落的內容重點。設題形式多以

選擇題為主，部分題目為問答題。

常犯錯誤

 問答題解說欠圓滿。例如在 2015 年試卷一第 4 題中，考生多能指出大師因徒弟奉

承的讚美而「不禁微微一笑」，但未能清楚說明「得道」的大師亦尚且因徒弟的奉承

而感到喜悅，何況是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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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題號 2、4、7、8 4 10、12

考核頻率 一般

解題妙策

此類題型多明確指出所考核的段落範圍，故此同學需據指定範圍的上文下理，推

敲出正確答案。一旦題目沒有提及指定段落，例如 2017 年第 12 題，則要注意選擇題

題目中所引錄文句的段落，不一定能找到答案提示，故此必須讀畢全文加以推敲。

問答題必須注意題目，尤其是問答題的要求。假如在題目中看到「略加說明」等

字眼，同學必須從文中選取例子，並寫出清晰簡潔的解釋；切忌堆砌答案，否則會被

判斷為冗文而被扣分。

 選擇題未能根據前文後理分析答案。例如在 2017 年第 12 題中，不少考生誤以為

選項（4）「跑道內外的景致截然不同」是作者提及跑道的其中一個特點。事實上，作

者於文中雖有刻劃跑道內外的所見所感，但未有提及跑道內外的景致「截然不同」。



51第2章 DSE文章主題

 

文
章
主
題 

D
S
E



52 讀通8大類 ── DSE白話解題妙策

試前策略

這類文章主題一直見於中、港、台二十世紀的作品中，同學須在高中三年的學習

過程中，多了解現當代作家如何以不同的藝術手法呈現時代進步下的人、事、物，以

及這些人、事、物因未能適應改變而產生各式各樣讓人深思的慨歎。

賈平凹《進山東》

賈平凹的散文，善於用幽默的語言展現真實的生活，讓讀者在笑聲中體會散文

的美。同時作者對人物性格描寫細膩，讓讀者感到文中的人物面熟，好像就在自己

身邊。

余光中《催魂鈴》

余光中的《催魂鈴》是一篇幽默散文，繼承的中國現代幽默散文傳統，並不是

那種社會批判鋒芒甚強的「硬幽默」，而是以調侃、戲謔為特點的「軟幽默」，以

此帶出新舊思想的衝突。

蓬草《看大戲》

蓬草的《看大戲》是一篇敘事為主的散文，作者以近乎旁觀者的身份刻劃看大

戲的人「附庸風雅」的情態，流露對舊事舊物的喜愛之情。

主題特點

文憑試選取的現當代散文中，其中一類主題圍繞「傳統與現代」，內容多關於傳

統思想在現代社會不斷進步之下，於新舊夾縫中的掙扎、被摒棄的現象。

例 DSE2013年黃國彬的《說誓》，作者藉古今中外人物、經典名言，以幽默諷刺的筆

觸暗示現今社會人們輕許誓言，可是當形勢改變，他們隨即「轉軑」，忘掉誓言。

例 DSE2018年林黛嫚的《孤獨的理由》，描述一對習慣孤獨的翁媳在相處過程中的感

情微妙變化，當中家翁面對人生角色轉變時，不願接受他人關懷，亦是其陷入孤獨的

理由。

考核難點

‧理解諷刺的對象和寄意。

‧理解文章的深層意義。

‧從記敘與描寫中領悟作者細膩的感情。

1 傳統與現代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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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寫作背景：《吶喊》發表期間，正值民國初年，科舉考試早就廢除了，但中

華大地還籠罩着令人窒息的封建禮教，在作者魯迅看來，國民生活困苦還在其

次，最可怕的還是心靈的麻木和思想的愚昧。

段 1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

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

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

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段 2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

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

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

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

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

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段 3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

目；我要到 N 進 K 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

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

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

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

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

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

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

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

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

醫學的事實。

段 4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

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

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

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

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

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

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

主題 1 傳統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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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

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

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段 5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

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

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

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

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

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

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段 6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

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

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

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段 7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

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鬭的，獨有叫喊於生

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

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段 8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段 9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

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段 10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

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

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

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段 11 S 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

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

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

我唯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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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段 12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

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段 13「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着」有一夜，他翻?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段 14 「沒有什麼用。」

段 15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段 16 「沒有什麼意思。」

段 17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段 18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

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段 19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

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

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

們麼？」

段 20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段21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

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

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

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段22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

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

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

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

《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

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

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段23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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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徼幸的事，但徼幸

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段24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

之為《吶喊》。

 魯迅《吶喊》自序

提提你  2019 年試卷一白話文篇章以序言方式加入文章的「寫作背景」，屬推行文憑試的首

次。同學應從文中提取文章的時代背景、寫作緣由或文章事物的象徵意義。例如《吶喊》自

序的「寫作背景」能讓同學了解作者認為當時國民心靈的麻木和思想的愚昧，並在文章流露

對當時封建禮教思想的抗拒；同學亦能從「寫作背景」推敲文中事物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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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生活經歷 思想發展

第 2 段 侍親疾 看透世態，想走異路

第 3 段 （i） （ii）

第 4 段至第 5 段 攻醫學、搞文藝 （iii）

第 6 段至第 10 段 失《新生》 （iv）

第 11 段 （v） 苦悶沉默，思索追尋

第 12 段至第 24 段 （vi） （vii）

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

（i）求新知（2 分）

（ii）選擇學醫，救民報國（2 分）

（iii）領悟「要着」，棄醫從文（2 分）

（iv）悲哀寂寞，深刻反省（2 分）

（v） 抄古碑（2 分）

（vi）應索稿（2 分）

（vii）看到希望，作文吶喊（2 分）

題型

4 【內容】理解及歸納內容重點

題型

1 【內容】理解及辨識內容重點

填表題的處理相對容易，同學宜先審慎思考題目指示，例如：「生活經

歷」、「思想發展」等字詞，都是有助建構答案的重要方向。及後，同學宜參考

表中示例的表述方式，盡量模仿其表述方式答題，這有助避免遺漏重點答案。

2.第1段作者最後說「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理由是：（2 分）

A. 年青時的理想和追求至今沒有泯滅。

B. 過去的經歷不能忘懷，一吐為快。 A      B      C      D

C. 藉以消除寂寞時光的記憶，獲得新生。 ○     ○     ○     ○

D. 避免將殘存在記憶中的夢全部忘卻。

A（2 分）

解題妙策

模擬練習 1

1. 魯迅的生活經歷與他的思想發展過程密切相關，相互影響。試根據有關內容，概括

作者在以下段落的情況。（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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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題型

3 【內容】辨識作者觀點、寫作目的與感受

題型

7 【內容】綜合全文及分析文意，說明作者體悟或看法

（i）錯誤（2 分）   （ii）正確（2 分）

無從
判斷正確    錯誤

○      ○      ○

○      ○      ○

選擇題題目中所引錄文句的段落，不一定能找到答案提示，尤其是題目沒有

指出特定答案範圍。此外，選擇題的選項多數與文意相近，對與錯之分在乎一字

半語。例如第 22 段「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

憚於前驅」，便跟選項 A 意思同義。

3. 試根據第2段內容判斷以下陳述。（4 分）

（i） 作者認為在日本學習最使他感到鼓舞是教師播

放的影片。 

（ii）作者藉分抄古碑並未能驅除痛苦。

判斷題的句子跟文意相近，對與錯之分在乎一字半語。例如題目（i）原文中

時事畫片的內容是日本人殺中國人，圍觀的是自己的同胞，作者為麻木得受人欺

侮、任人宰割而不自知的同胞感到激憤和悲哀，而判斷題的句子意思與原文顯然

不同，所以答案為「錯誤」。題目（ii）從原文「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

了功」一句，可看出與判斷題的句子意思相同，故此答案為「正確」。同學作答

時可多注意表示程度的詞語是否與原文意思相符。

4. 綜合全文，作者對中醫和圍觀的中國人有什麼批評？試分別指出一項。（4 分）

（i） 中醫：

（ii） 圍觀的中國人：

解題妙策

解題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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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 比喻什麼

鐵屋子 （i）

熟睡的人們 （ii）

解題妙策

參考答案

（i）騙人誤治（2 分）   （ii）麻木（2 分）

題型

3 【內容】辨識作者觀點、寫作目的與感受

題型

17 【手法】綜合全文，說明喻指

同學回答「綜合全文」以指出作者的看法的題目時，必須從文中歸納要點，從

不同詞語組合出來，是其中一個可行的答題方法，以符合題目的答題要求。

5. 第4段「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句中，「久違」表現的

作者的思想感情是：（2 分）

A. 無限思念

B. 十分熱愛 A      B      C      D

C. 厭惡痛心 ○     ○     ○     ○

D. 憎恨卑視

參考答案

C（2 分）

解題妙策

選擇題的選項多跟文意相近，對與錯之分在乎一字半語。題目考及有關作者

的思想感情，同學須先細心分辨選項之間的分別，再從文章內容推敲答案。

6. 本文第19段的「鐵屋子」比喻什麼？「熟睡的人們」又比喻什麼？（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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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妙策

解題妙策

參考答案

（i）辛亥革命後依舊黑暗的舊中國（2 分）

（ii）受封建思想影響的國民（2 分）

題型

22 【比較、評價】分析及比較字詞文句的表達效果

參考答案

不可刪去，去掉這句句子會使文字字數較少，雖可避免句子冗長，但表現力會因句

子刪去而相差很多。（2 分）這句子特別強調質舖的櫃台「高一倍」，藥店的櫃台

「和我一樣高」，表現出「我」的年齡小，而突出年齡小，便能強調「我」的感受，（2 

分）也能為下文所說的「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做更充分的鋪墊。（2 分）

有關喻指的答案，都要求扼要準確，同學不宜回答多於一個答案，同時宜結

合個人對文章時代背景的推斷來答題。2019 年試卷一的文章《聰明人和傻子和奴

才》，更附設了寫作背景，同學可從中推敲答案。

7. 第2段記敘作者少年時出入質舖和藥店的情形，有人認為刪去部分句子會令語言更

簡練。試分析下列句子是否可以刪去。（6 分）

 「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

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比較類型的題目講求兩者兼論，具體來說，同學答題時先表明立場「可否刪

去」，然後就兩者各自用完整句子先後分述其特色，從而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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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方法

記敘方法可分為以下五種：

順 法1
定義 按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順次序記述。

 好處 �令讀者沿着敘述事件的脈絡，逐漸了解事件的完整發展，以時為序，脈絡清晰。

知多一點  具質素的文章一般只選擇重要的材料來詳寫。以時間軸的概念來說，不同

時序的內容應該是不平均分佈的。若一切旁枝末節均寫，時間軸上即顯得

間距平均，節奏一致，這便是老師常說的「流水帳」式文章了。

倒 法2
定義 先敘述事件的結果或從事件中某個片段開始，再從頭敘述事件。

 好處 �既可如順敘法般完整交代事件發展，又能藉時序上的顛倒，利用事件的結果或

突出的片段，引起懸念，以吸引讀者。

 知多一點 �運用倒敘法寫作的文章，往往會出現過渡句或過渡段，以銜接不同時序的

片段。

插 法3
定義 ��在敘述某件事件的過程中，插入其他與原來敘述事件有關的事情，然後回到插

入前的敘事脈絡續寫下去的記敘手法。插敘的內容往往是篇幅較短小的片段。

 好處 �以主要敘述的事件作鋪墊或照應，利用補充的片段令事件更完整，突出文章的

中心思想，也能令文章的結構更嚴密。

 知多一點 �插敘的片段不會和原本的事件相連，否則便視為倒敘法。插敘的片段亦放

在事件收結後，否則便視為補敘。與倒敘法一樣，使用插敘法的文章，往

往會出現過渡句或過渡段，以銜接不同時序的片段。

散 法4
    定義 把散雜的事件作並列的簡潔的敘述，而這些事件的內容皆圍繞同一主題。

  好處 �把沒有明確事序脈絡的不同事件串連起來，呈現出各個情景的敘述，令文章的

中心思想、所寫的人物性格或事件的真相，敘述得更全面、更清晰，層次更豐富。

記敘要素

有所謂「記敘六要素」，一般指以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事件經過、事

件結果六項元素分析記敘的方法。

1 記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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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多一點 �同學若看到文章呈現多件時序不相連的事件，而事件彼此之間有相同指向

的主題，文章便有很可能運用了散敘法。一些敘述人物事跡的經典名篇，例

如豐子愷的《憶兒時》，亦多以此記敘方法來敘述。

補 法5
 定義 對主線的記敘事件作補充記敘，所補敘的內容，應為主線事件的關鍵之處。

 好處 補充原來敘述的不足，豐富文章內容。

 知多一點 �通常只會在順序敘事時，讀者會因未見補敘內容而感到困惑，或在事件有

漏洞時作必要的補充，才會視作補敘。補敘出現的位置多在文末，但同學

辨別某部分內容是否補敘，必須從文章整體內容上考慮。

記敘人稱

指敘述事件時採用的角度，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人稱1
 定義 �即以「我」的身份發言，從「我」的角度出發來記敘，直接敘述「我」的所見、所

聞、所感。這個「我」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虛構的故事人物。

 好處 �由於敘述的都是「我」的所見所聞，文章讀起來真實感強，拉近讀者的距離，增

加文章的感染力。以「我」面對讀者陳述事件，亦有利於自我剖析。

知多一點 這種敘事角度只限述及「我」的可知範圍。

記敘線索

定義 �記敘線索指貫串記敘內容的脈絡，有連綴全文的作用。常見的記敘線索有以下

五類：

‧�以事件的變化發展為線索

‧�以感情的變化發展為線索

‧�以空間的變換為線索

‧�以時間的轉移為線索

‧�以具體的物品、景物貫穿全文

 好處 �把構成文章的材料穿聯連接，使文章結構完整。恰當的安排可使文章更有層

次，增加韻味。

知多一點 �有些文章只有一條線索，大多是人或時間；有的文章卻是雙線並行，有明

有暗。而在幾種線索中，情感變化的線索尤其需要同學於閱讀時細心體

察，注意文中情感的變化軌跡，需要較強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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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稱2
定義 �用第二人稱「你」或「你們」作敘述。這些代名詞所指代的對象，可以是讀者，可

以是寫作對象，也可以兼向兩者，例如可以是文章整體地運用，或以其他人稱

開始敘述以後夾插使用。

好處 ��使用第二人稱，如當面訴說，可以更直接地交流感情，增加文章的感染力，使

之更親切動人。讓敘述者與讀者直接交流見聞和感受，把讀者稱之為「你」。

 知多一點 �第二人稱敘述片段若是夾雜在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敘述片段之間，一般

會有過渡句或過渡段作切換提示。

第三人稱3
 定義 作者從旁觀者的角度，用「他」、「他們」等人稱作敘述，又名「全知者角度」。

 好處 �可以不受限制、靈活地把事件的來龍去脈、人物的心理情狀仔細敘述交代。此

角度除有利於敘述複雜的事件，亦因作者隱藏在後，文章的客觀性能有所加強。

 知多一點 �雖然第三人稱不及使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來得親切，有利拉近與讀者的

距離，但它能不受時間、空間的束縛，是極常用的人稱敘述角度。

DSE�2017 年第 13 題

琦君《髻》

‧記敘方法：順敘法��

‧記敘線索：以具體的物品貫穿全文

‧記敘人稱：第一人稱

郁達夫《一個人在途上》

‧記敘方法：倒敘法、插敘法

‧記敘人稱：第一人稱

西西《虎地》

‧記敘方法：順敘法

‧記敘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

蕭紅《手》

‧記敘方法：順敘法

‧記敘線索：以具體的物品貫穿全文

‧記敘人稱：第一人稱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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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即「打比方」，利用事物之間相似之處，把某一事物比作

另一事物來說明的修辭手法。比喻一般包括三個部分：本體（被

說明的事物）、喻體（用來說明的事物）、比喻詞（表示兩者

的比喻關係的詞語）。

比喻法可分為以下三種：

明喻1
本體、喻體和比喻詞都出現。

暗喻2
又稱「隱喻」。本體和喻體都出現， 中間常用「是」、「就

是」等詞語表示比喻關係。

借喻3
本體和比喻詞都不出現，直接用喻體來代替本體。

 本體 喻詞 喻體

明喻

暗喻

借喻

修辭

類別
例子 解說

明喻 風是兇猛的，雨卻不算很大，像尖

尖的針刺， 刺到臉上，刺進人的

耳朵去。（也斯《在風中》）

「雨」是本體；「尖尖的針刺」是喻體；「像」

是比喻詞。作者以針刺的極幼細利特質，比

喻雨水的質感和它的無孔不入。

從化的荔枝樹多得像汪洋大海。

（楊朔《荔枝蜜》）

﹝可參考第 3 章第七篇﹞

「荔枝樹」是本體；「汪洋大海」是喻

體；「像」是比喻詞。作者以汪洋大海的

廣闊比喻一片荔枝樹數量的多和密。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

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魯

迅《吶喊》自序）

﹝可參考第 3 章第一篇﹞

「 寂 寞 」是本體；「 大毒蛇 」是 喻 體 ；「如」

是比喻詞。作者以形象化的大毒蛇纏繞動

作，比喻抽象的為寂寞所困之感。

例子

DSE

2007 年 第 13 題

2012 年 第 17 題

2015 年 第 7 題

2016 年 第 11 題

2017 年 第 3 題

2017 年 第 13 題

2019 年 第 8 題

作用

‧把抽象的事物變得具體、深奧的變得淺顯、陌生的變得熟悉，使人易於理解。

‧使所刻劃的事物的形象更鮮明、生動、具體，給人深刻的印象。

1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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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百葉窗折射的光影 像有着心事的一張表情」（周杰倫《聽見下雨的聲音》）

明喻：本體是「百葉窗折射的光影」，喻詞是「像」，喻體是「一張表情」。

例「回憶燒成灰 還是等不到結尾」（林俊傑《她說》）

暗喻：本體是「回憶」，喻體是「灰」。

例「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 流浪等待愛」（李友廷《誰》）

借喻：喻體是「人海」，而本體是「人群」（借喻中的本體不會於句子中出現）。

修辭

類別
例子 解說

暗喻 玩具是兒童的天使。（魯迅《風

箏》）

「玩具」是本體；「天使」是喻體；中間

以「是」表示比喻關係。人類一般認為天

使是美好和幸福的象徵，而人一般也會對

此有所追求。作者便把這人人都渴望的東

西與玩具相比，以帶出玩具是所有兒童都

渴望擁有的東西。

借喻 這還不止，允晴注意到每個觀眾臉

上那兩顆黑骰子都停住不動，露出

佩服、欣羨、驚歎的神色。（胡燕

青《對手》）

「兩顆黑骰子」是喻體；而所隱含那被代

替的本體是「眼晴」。作者從骰子的「一

點」圖案，取其白色像眼白，黑點像瞳孔

的圖像作喻已是妙，更妙是那更像是一個

用力睜眼的眼珠，極能配合下文所講的「佩

服、欣羨、驚歎的神色」。

無論讀什麼書，總要多配幾副好眼

鏡。（胡適《讀書》）

「眼鏡」是喻體，並以「多配幾副好眼鏡」

比喻增長不同範疇領域的學識。句子中「學

識」此一主體未有出現，亦無喻詞。

修辭曲中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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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歎句，這四種句子類型，乃根據句子的語氣劃分。

在不同的語氣之下，不同句類便有不同的用途。

陳述句1  

 定義 �以陳述語氣敘述事情的句子。細緻劃分，又有「肯定」、「否定」和「強調」

三類陳述句。

作用 主要傳遞信息。

語調變化 語氣較平較直，句末略降。

 識別方法 �句末多用句號，不以歎詞作結，有時以「罷了」、「而已」等語氣助詞作

結。

疑問句2
定義 �以疑問語氣提出疑問的句子。細緻劃分，又有「特指問」、「選擇問」、「正

反問」、「是非問」幾大類。

作用 主要提出問題，以求取答覆。

語調變化 語氣多有遞升變化。

識別方法 �多會出現疑問代詞，例如「什麼」、「誰」，句末多用問號，有時以

「嗎」等語氣助詞作結。

祈使句3
 定義 要求接收者執行某事，或禁止進行某事的句子，語氣的變化程度較大。

作用 可以是請求、要求、命令、勸告、禁止等，以求聆聽者隨之行動。

 語調變化 �語氣多較強烈，但強烈程度並非一致。例如阻禁的祈使句語氣較強硬，請

求於人的祈使句則較溫和。

 識別方法 �句中或有「請」、「別」字眼，表示祈使要求。句末多用歎號，也會用句

號和問號，有時以「吧」、「罷」、「啊」等語氣助詞等作結。

感歎句4
定義 以感歎語氣抒發較強烈情感的句子。

 作用 可以是抒發快樂、驚訝、悲哀、厭惡、恐懼等感情。

語調變化 語調多為降調。

 識別方法 �句中常出現「多麼」、「太」、「真」、「極」等副詞。句末多用歎

號，並配以歎詞作結，有時以「啊」、「啦」等語氣助詞等作結。

1 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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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文學作品常用的手法之一。所謂意象，是由主觀的「意」和客觀的「象」

結合而成，即把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融入物件，使內容變得具體。文化意象不僅僅擁有

字面上的意思，還含有其他更深層的文化意涵。假如同學能了解作者所描述的意象，便

可以明白作者的寫作內容。不過，隨着時代轉變，傳統的文化意義會有所變化，文化

現象因此或有古義與今義之分。

意象 傳統意義 現代意義 解釋

月亮 離別、

思鄉、

圓滿、

美麗

月球繞着地

球 公 轉，而

月球上的引

力 吸 引 着

地 球 上 的

水，形 成 潮

汐。

無論身處何地，只要舉頭一望，都可看到明月。

人們藉明月抒發思念之情，尤其是夜深人靜之

時，思念的情緒湧上心頭，於是明月的普照，成

為無眠孤獨人的慰藉。

月亮亦代表圓滿、美麗。

早於 1950 年代，現代人已開始登陸月球進行研

究，對月球已有相當的了解。1958 年，美國先

驅者 0 號首次進行近月飛行任務。阿波羅 11 號

在 1969 年首次成功運送太空人登陸月球表面。

隨着對太空探索的大力發展，近年人們對月球的

探索已減少了。

月老 掌握民間婚

姻的神祇

愛神邱比特 相傳月老是掌管姻緣的神，人世間所有男女的婚姻

都由月老管理。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就是指

月老將紅繩繫於男女雙方的腳上，締結二人的良

緣。故事出自唐代李復言的《續幽怪錄》，關於韋

固遇到掌管「鴛鴦譜」的老人，而知道他在十四年

後所娶的妻子。

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香港人崇拜月老已越來越少

見。現時仍有供奉月老的廟宇，例如在屯門的青山

寺內，有一間小型月老廟，而在黃大仙祠內，亦放

置了月老的塑像。

現代人不向月老求姻緣，轉而向羅馬神話中的愛神

邱比特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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