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16-2017 年度 中四升中五級 中國語文 

暑期功課 

 

姓名：       （  ）  班別：      

 

（一）寫作：以下兩題，任選一題作答，字數不少於 700。 

1. 「我曾參與一次活動，當中的經歷令我覺醒過來，明白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道

理。」根據以上的描述，試以你的經歷和體會，寫作一篇文章。（2013 年第 1 題） 

2. 「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 

試就個人對這句話的體會，以「成長」為題，寫作一篇文章。（2013 年第 2 題） 

 

（二）校本評核 

201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放學後將進行中五級閱讀匯報（佔本科校本評核閱讀活動

50%），時間為 1 小時。匯報採取紙筆評估形式，當中 50%關於書籍內容，50%為個人閱讀心

得（例如個人反思、人物評論、技巧分析、觀點評論等）。同學須於暑假期間預先閱讀其中一

本指定書目（見後頁）以作準備。 

 

如有以下情況，該份閱讀匯報作零分處理：  

1. 匯報的書籍並非出自指定書目（指定書目見後頁）； 

2. 匯報的書籍已曾用於撰寫閱讀心得； 

3. 閱讀匯報內容含抄襲成分（根據考評局規定，最高可致整科校本評核零分）。 

 

（三）選修單元 

2017 年 10 月上旬開始教授選修單元「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請同學預先閱讀小說文本及觀

看相關電影，作好準備。本校將選讀的作品及其電影如下： 

小說 / 作者 電影 / 導演 

《傾城之戀》 / 張愛玲 《傾城之戀》 / 許鞍華 

《活着》 / 余華 《活着》 / 張藝謀 

《聊齋誌異‧畫皮》 / 蒲松齡 《畫皮》 / 陳嘉上 

 

（四）閱讀心得 

同學須從「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清單中選取其中一部作品，完成一份「閱讀心得」(約 300

字)。 

 

（五）其他 

由各班老師自行擬定 

繳交期限：2017 年 9 月 11 日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中文科中學文憑試校本評核  指定閱讀書目 

注意:  中五上學期所須完成的「閱讀匯報」，有關書籍必須出自以下書目!  

其他書籍之匯報一概不予評分。 

序號 類別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1.  散文 尋找香港人 余光中等 明報出版社 

2.  散文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林文月 天地圖書出版社 

3.  散文 倫敦的夏天等你來 董橋 OXFORD 

4.  散文 更暖的地方 胡燕青 OXFORD 

5.  散文 我所愛的香港 林夕 皇冠出版社 

6.  詩歌 鄭愁予詩集 鄭愁予 三聯書店 

7.  詩歌 余光中詩選 余光中 洪範書局 

8.  詩歌 徐志摩全集 徐志摩 香港文化圖書 

9.  詩歌 古典詩詞名篇欣賞 黃嫣梨 中華書局 

10.  小說 狼圖騰 姜戎 利文出版社 

11.  小說 風之影 卡洛斯‧魯依斯‧薩 圓神出版社 

12.  小說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董啟章 麥田出版社 

13.  小說 香港微型小說選 東瑞編 獲益出版社 

14.  小說 愛心教育──小徹在學校裡 黑柳徹子 山邊社 

15.  小說 活著(名) 余華 麥田出版 

16.  小說 傾城之戀(名) 張愛玲 皇冠出版 

17.  小說 卧虎藏龍(上,下) 王度廬 群眾出版社 

18.  小說 三國演義 羅貫中 中華書局 

19.  小說 白話聊齋誌異 (名 )  趙炳南  商務 

20.  傳記/劇本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 高錕 三聯書店 

21.  傳記/劇本 戰地日記 東史郎 商務印書館 

22.  傳記/劇本 南海十三郎 杜國威 次文化堂 

23.  知識/科普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 彼得‧薩伯 商務印書館 

24.  知識/科普 新聞解密(新) 梁天偉 皇冠出版社 

25.  知識/科普 影響世界的中國人 亞洲電視 皇冠出版社 

26.  知識/科普 地球深度行 影音使團 皇冠出版社 

27.  知識/科普 傅媒風----傳媒的價值與運作(新) 張圭陽 香港教圖 

28.  知識/科普 新聞寫作, 從心出發(新) 馮偉才,黃勁輝,黃淑嫻 香港教圖 

29.  知識/科普 打造生命藍圖 王中和 遠流出版社 

30.  知識/科普 科學家死也要做的 100 件事 《新科學家》週刊策劃 遠流出版社 

31.  文化 老井新泉 --- 中國人的智慧(文) 阿濃 突破出版社 

32.  文化 中國文化概論(文) 韋政通 水牛圖書出版 

33.  文化 球場大朝聖──透視體育運動文化 王建元著，陳潔詩編 天窗出版社 

34.  文化 筆記《清明上河圖》 趙廣超 三聯書店 

35.  文化 品三國 易中天 三聯書店 

36.  文化 因動漫畫而偉大 傻呼嚕同盟 大塊文化 

37.  文化 鍛句鍊字是禮貌 董橋 遠流出版社 

38.  文化 品人明鏡－《世說新語》白話版（三冊） 劉義慶 遠流出版社 

備註:   (名) – 名著與改編影視作品單元 (文) – 文化專題探討單元 (新) – 新聞與報道單元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450621&keywords=%E8%B6%99%E7%82%B3%E5%8D%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