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中一級 假期功課
姓名：______________（

）

組別：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同學請以作文紙完成此功課内的題目。
 讀報學中文
巢穴作動物避難所 袋熊成火災英雄
澳洲山火自去年 9 月焚燒以來，至今近 4 個月仍未受控，造成至少 24 人
死亡，燒毀土地面積超過 1 ，030 萬公頃，大小相等於 93 個香港，也相等於
整個南韓的面積。除了數以萬計居民需要撤離家園外，有生物學家保守估計，
逾 10 億頭動物會葬身火海，較早前估算的 5 億增至一倍，甚至有機會出現
品種滅絕，情況讓人擔憂。
不過原來在大火中，澳洲獨有動物「袋熊」所挖的洞穴，就成為其他小
動物的避難所，讓牠們避過一難。「袋熊」圓滾滾的長相可愛，會靠着強壯的
四肢來挖地道作為巢穴，並以此為中心保護疆界，地道可達二十米長。有網
民在推特（Twitter 社交網站）分享指：「袋熊在野火災區不僅讓其他動物在
自己挖的洞穴裏躲藏，與政府相比，袋熊顯得更有領導力和同理心。」
墨爾本大學曾做了一項研究，在三十四個袋熊巢穴出入口放置鏡頭拍攝，
觀察到多達十個動物物種曾穿梭巢穴，包括樹熊、兔子。
 葬身火海：在火災中失去性命。
 巢穴：鳥獸棲息的地方，也解作敵人或盜賊藏身的地方。

名著介紹——《山海經》
澳洲山火，牽連甚廣，造成數以億計的野生動物喪命。澳洲是一個物
種很豐富的的地方，有很多特別的動物，如樹熊、袋鼠、食蟻獸、奇異鳥
等，成為當地的標記。說起奇特的生物，中國古代也有一本專講各類神的經
典，就是《山海經》。
《山海經》主要分為〈山經〉及〈海經〉兩部分，但作者、書名、成
書年代、篇目等都難有定論。一般相信成書於周 秦之間，現行的版本由晉朝
郭璞所注，記述古代傳說中的山川、部族、物產、草木、鳥獸、風俗等，內
容多怪誕靈異，如「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的事也是
出自此處。
書中出現很多奇特的動物和神靈，如山狗、祝融、形天等，其中沒有
頭的形天，可說是奇特神靈之一。相傳形天曾向黃帝宣戰，最後不敵，被帝
用劍斬去了頭顱，但沒有死去，改而把胸前的兩個乳頭當做眼睛，肚臍成嘴
巴，左手握盾，右手拿斧，如此神怪的造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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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題目： 人類的生活與自然界息息相關，從古代開始便有保育的觀念，看完
澳洲山火的報導後，試以不少於 350 字寫一篇説明文，説明大自然
環境對人類或是動物的重要性，並可藉此抒發對大自然的敬愛之情
及提升保育意識的必要。
寫作指引：
 同學可先重溫單元四的課文(《生物的睡眠》及《蜘蛛》)内容及寫作技巧：
 説明性文字的特點：知識性/科學性/客觀性
「要是你把它埋在泥土裏，又澆上水，給它一定的温度，
過了不久，這些種子就會醒過來。」
上文能做到──知識性：傳授種植的知識
科學性：具公認的事實根據
客觀性：反映事實
 數據説明：利用列舉數字的方法來說明事物或事理
 舉例説明：通過列舉例子來說明抽象、生疏的事物
 抓住說明對象的特徵——大自然環境的用途與功能
 文章須運用最少兩種説明手法：
舉例説明、數據説明、比較説明、分類説明、描述説明、引用説明、
定義説明、比喻説明
 說明有關大自然環境的特徵時，必須有所依據，不能憑空想像。
 寫作方向：
 本題的關鍵在於學生能否通過說明大自然環境對人類或動物的影響，
體現其與人類生活及生態系統息息相關的特點和重要性。例如可以
通過說明森林能為動物們提供棲息地及食物來源的作用，避免動物
們因受到風吹雨打、被獵殺或缺乏糧食而死的情況，繼而帶出大自
然環境維繫生態系統的重要性，亦讓人類可以認識及接觸多樣化的
動物。
 大自然環境對人類生活或動物有甚麽作用？（衣食住行）
 假若人類的生活或是動物失去了大自然環境會變得怎樣？會有甚麽
問題？
 澳洲山火的新聞是其中一個例子去證明大自然對人類與生態系統的
影響，你又能否舉出其他新聞例子呢？
 我們可以做些甚麽去保護大自然環境呢？
 修辭的運用：比喻、排比、對比、擬人、擬物、曡字、擬聲
 善用四字詞：
例：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無可比擬、不言而喻、春風夏雨、失林之鳥、
綠樹成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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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寫作 —— 《一張舊照片》（抒情文：不少於 450 字）
寫作指引：
 同學可先重溫單元三《紙船印象》的課文内容和寫作技巧：
 抒發感情的方法：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
直接抒情： 不借助其他表現手段，用感情濃烈的詞語和句子，
直接了當地抒發自己的感情
例如：「我曾經有過許多紙船，在童年的無三尺浪的簷下水道航行，
使我幼時的雨天時光，特別顯得亮麗充實，讓人眷戀。」
間接抒情：不直接把感情說出來，而在敘述和描寫中滲透感情
- 借事：記述一件或多件事情，表達自己對事件的體會

例如：記敘母親為孩子摺紙船一事抒發母愛。
- 借物：描寫客觀物件的特徵，流露作者對事物的感情

例如：描寫不同形態的紙船抒發作者對童年的眷戀。
- 借景：把主觀感受，融入描寫景物的文字中

例如：描寫紙船比賽的場面抒發作者童年的快樂。
 運用富感情色彩的字眼
 動態描寫：運用動詞，生動地呈現人或物的動態
 靜態描寫：運用形容詞表示人、事、物的形狀、性質或狀態
 以回憶引發聯想
 寫作方向：
 題目要求學生圍繞着一張舊照片，抒發感情，而情感內容不限。本
題關鍵在於學生能否清楚表達舊照片如何觸發個人的感情。例如小
時候與祖父一起栽花的舊照片，「我」因此想起祖父兒時的陪伴，
觸發懷念之情。
 學生可選擇通過敍事或描寫來抒情，從照片憶起舊事，由此抒發對親
人的思念、時光飛逝等感觸。然而文章以抒情為主，故須詳寫引發感
觸或共鳴的部分，而略寫與抒情較少關係的內容，以免偏離題旨。
 簡單描寫那張舊照片是怎樣的
 那張舊照片背後發生了甚麽事？
 那張舊照片讓你想起了誰？
 你看到那張舊照片後，你内心有甚麽感受？
 修辭的運用：比喻、排比、對比、擬人、擬物、曡字、擬聲
 善用四字詞：
例：歷歷在目、少縱即逝、記憶猶新、一去不返、睹物思人、
刻骨銘心、永世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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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字詞短作練習
從以下六個成語中選取最少三個(可以不按次序)，然後作一篇短文。
（字數不少於 250 字）
1.巧奪天工：形容製作技藝之高超。
2.歎為觀止：指讚美所見到的事物好到了極點。
3.維肖維妙：形容描寫或模仿非常逼真傳神。
4.悠揚悅耳：形容聲音高低起伏、持續和諧，聲音悅耳。
5.座無虛席：形容來訪或出席的人甚多。
6.盛放空前：形容熱鬧至極。或是指從前都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情況。
 四字詞填充：在作文紙上抄寫題目，並填上正確的四字詞完成句子。
工作

汗流浹背 / 循序漸進 / 按部就班 / 披星戴月 / 竭盡所能 /
嘔心瀝血 / 飽食終日 / 夜以繼日 / 廢寢忘餐 / 滿腔熱忱

學校

學無止境 / 諄諄教誨 / 茅塞頓開 / 春風化雨 / 學海無涯 /
囫圇吞棗 / 不求甚解 / 出口成章 / 旁徵博引 / 教學相長

朋友

形影不離 / 志同道合 / 腹心之友 / 淡水交情 / 萍水相逢 /
肝膽相照 / 一見如故 / 刎頸之交 / 兩肋插刀 / 患難與共

家庭

長幼有序 / 休戚與共 / 樂也融融 / 父慈子孝 / 豐衣足食 /
絮絮叨叨 / 扶老攜幼 / 溫情洋溢 / 一團和氣 / 兄友弟恭

1. (

)，惟勤是岸，莘莘學子一定要勤加學習。

2. 他的父親(

)地在田間勞動，終於獲得了好收成。

3. 因為廉頗敢於負荊請罪，廉頗和藺相如後來結成了(
4. 到了中午，人們熱得受不住了，一個個(

)。
)，氣喘吁吁，

只好到樹陰下去乘涼。
5. 元宵佳節多喜慶，合家團圓，(
6. 老師的(

)。

)，像一股暖流，流進她那早已枯竭的心田。

7. 林、陳兩家是世交 ，幾十年來兩家(
8. 本來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事 ，而奶奶卻(
9. 我在數學題上遇到困難，爸爸指導我後，我(
10. 我們要認真理解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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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扶持。
)說了半天。
)。
)。

 每週一篇閲讀計劃
同學回答時，請先在作文紙上列明篇章名稱及題號，然後寫上正確答案。
示範：
篇章名稱：《孔子怎樣成為聖人？》
1.A
 3/2-7/2

第 20 週

《孔子怎樣成為聖人？》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
家。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在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時期的魯國。他
三歲時喪父，跟母親過着孤苦的日子。
孔子十五歲就立志學習，先後做過吹鼓手、倉庫和牧場管理員。他還
專程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陽）學習，又拜見了道家思想的創始
人老子。孔子三十五歲時為避亂去了齊國，聽了「韶樂」之後，完全浸淫
在至善至美的音樂境界中，竟然三個月吃不出肉味。
孔子回到魯國後，當了短暫的大官，先後出任小司空（掌管工程）及
司寇（掌管刑法），政績明顯。孔子五十多歲後周遊列國十四年，到處鼓
吹周禮。晚年專門收徒講學，一生教過三千多名學生，其中有七十多名成
就了自己的事業。孔子在教學的同時，也專心著書立說，編修及整理了
《詩》、《書》、《禮》、《樂》、《周易》、《春秋》等書。直至七十
三歲逝世。後世為了紀念他，更為他修建了孔廟、孔府、孔林建築群。
《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著作，它是集體記錄創作的成
果，當中有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的筆墨。記載時間由春秋末期至戰國初
期。《論語》基本採用問答體裁，共二十篇，每篇取篇首二三字為篇名，
前十篇稱為《上論》，後十篇稱為《下論》。每篇分為若干段，每段為一
章，共計四百九十二章，共計一萬二千七百餘字。
《論語》從東漢起被列入儒家經典之列，1190 年，南宋的理學大師
朱熹把《論語》和《大學》、《中庸》、《孟子》合為《四書》，使《論
語》在儒家思想的地位大為提升。元朝開始以《四書》作為政府開科取士
的官方教科書，是讀書人必讀的典籍。從漢代至今，《論語》的註本已有
三千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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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到洛邑（今河南洛陽）學習時，拜見了誰？
A. 周天子
B. 老子
C. 弟子
D. 母親
2.孔子尊崇哪家的思想？
A. 道家
B. 法家
C. 儒家
D. 孔家
3.《論語》在何時提升了其在儒家思想的地位？
A. 春秋時期，孔子出生的時候
B. 春秋時期，孔子撰寫《論語》的時候
C. 在元朝作為官方教科書的時候
D. 南宋的理學大師朱熹把《論語》列入四書之一的時候
4.以下哪項不是孔子成為聖人的原因？
A. 周遊列國，收徒講學，到處宣揚儒家思想
B. 創作《論語》，影響後世
C. 兒時生活艱苦
D. 著書立說，編修及整理了《詩》、《書》、《禮》、《樂》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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