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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卷（一）

聆聽測驗 粵語 普通話

細心聆聽第一篇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1至第4題最適當的答案，
以及回答第5題。（選擇題每題2分，本部分合共11分）

 1. 祝融峯上的視野開闊，原因是
 A. 祝融峯上有觀景台。
 B. 祝融峯是衡山最高峯。
 C. 祝融峯上有雲海美景。
 D.  到達祝融峯峯頂的遊客稀少。

 2. 方廣寺和藏經殿的共同特點是
 A. 佔地面積廣。
 B. 坐落於深山中。
 C. 建築者獨具巧思。
 D. 附近長有珍貴樹木。

 3.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一項關於水簾洞的描述是正
確的？

 A. 水從洞底流出。
 B. 水沿石壁奔流而下。
 C. 「水簾」其實是河水。
 D. 在洞前可聽見潺潺水聲。

 4. 本話語主要
 A. 介紹「衡山四絕」的特點。
 B. 比較「衡山四絕」的不同之處。
 C. 說明「衡山四絕」的保育情況。
 D. 解釋「衡山四絕」受歡迎的原因。

 5. 為甚麼衡山的祝融峯、方廣寺、水簾洞和藏經殿被
稱為「絕」？（3分）

可在此欄
摘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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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卷（一）

讀寫測驗

下面第11至第12題每題的括號內，應該分別填入哪一個最適當的詞語？ 
（每題1分，合共2分）

 11. 看見昔日頑皮搗蛋的兒子如今變得成熟懂事，她感到很（  ）。
 A. 寬容
 B. 寬慰
 C. 寬厚
 D. 寬宥

 12. 浩傑經過（  ），決定報考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的園林學學士課程。
 A. 審時度勢
 B. 處心積慮
 C. 深思熟慮
 D. 胡思亂想

細閱下面第13至第16題的句子，然後依照指示作答。（每題1分，合共4分）

 13. 「起初，曉婷孤身去到美國時連做菜都不會，後來她一邊工作，一邊
學習料理家務，將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

  上面一句主要說明
 A. 曉婷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
 B. 曉婷學會獨立生活的經過。
 C. 曉婷可以兼顧工作和生活。
 D. 成熟的標誌是能自己打理生活。

 14. 「媽媽說：『你做事不應只看結果，而忽略過程；前往目的地固然重
要，但途中的經歷也值得重視和品味。』」

  上面一句主要寫媽媽
 A. 提醒作者注重過程。
 B. 批評作者只看重最終結果。
 C. 認為凡事達到目的最重要。
 D. 認為作者沒有掌握做事的正確原則。



8

細心閱讀下面兩篇文章，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第21至第32題。（29分）

篇章一（選擇題每題2分，本部分合共15分）

  我拿着智能電話，想起昨天是美彤大學面試的日子，便想與她視
訊通話，問問她表現如何。在等待美彤回應的過程中，我不禁陷入了
回憶之中⋯⋯

  美彤是我的小學同桌，不僅身材苗條、長相清秀，而且成績名列
前茅，是老師、同學眼中的「乖孩子」。不過，我與美彤起初相處得並
不愉快，因為當時的我脆弱敏感，美彤的心直口快常常無意中傷害了
我的自尊心。記得有一次，我跑得太快，不小心被桌腳絆倒了，她一
邊扶起我一邊說：「這麼顯眼的桌腳，你眼睛看到哪裏去了？」我聽後覺
得她在嘲笑我近視，於是生氣地推開她，自己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回
到座位上。還有一次，我由於記錯了一些數學公式，在測驗上失了很
多分，正當我看着測驗卷懊惱之際，耳邊突然傳來一句「這些公式很容
易記啊」，我馬上捂住試卷上那些大大的紅叉，惱羞成怒地回應美彤：
「我不用你教！」

　　可是後來在與美彤的相處過程中，我好像凡事都要她「教」。在我
側身彎腰寫功課時，或者在我不知不覺快要將頭埋進課桌上的書本
時，美彤都會用筆輕輕戳一下我的手肘，提醒我注意坐姿，以免近視
加深。甚至，她還會告訴我許多保護視力的方法，安慰我不要因近視
而自卑。漸漸地，我明白到她其實對我近視沒有任何偏見。還有，我
記錯或記混公式的毛病到了下學期愈加嚴重，美彤便為我解釋每條公
式的用法，並將她自己記公式的訣竅教給我，使我的成績有了顯著提
高。在美彤的「教導」下，我慢慢變得自信，雖然美彤還是會說出諸如
「你理解能力不夠好」等直白的話，但我不會再因內心脆弱而過度解讀

她的意思。現在想起來，美彤真是一個讓我又惱又喜的人呢。

　　「秀欣，好久不見！」電話接通了，看着視訊中的美彤依然如六年
前般眉清目秀，只是臉上變得肉嘟嘟的，我不禁想學一下她的心直口
快，調侃道：「美彤，好久不見，你怎麼又比上次通話時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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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卷（二）

 21. 為甚麼作者會被桌腳絆倒？
 A. 因為她近視。
 B. 因為她跑得太快。
 C. 因為她沒注意桌腳。
 D. 因為她膝蓋受傷了。

 22. 下列哪一項不屬於作者的回憶片段？
 A. 美彤參加面試。
 B. 作者測驗成績差。
 C. 作者坐姿不標準。
 D. 作者成績有所提高。

 23. 本文主要抒發甚麼情懷？
 A. 對美彤的喜愛。
 B. 對時光飛逝的感慨。
 C. 對小學生活的懷念。
 D. 對美彤的掛念和感激。

 24. 根據本文內容，現在的美彤與六年前的美彤外貌有何不同？（3分）

 25. 你認為美彤有哪些行為令作者「又惱又喜」？試結合本文內容，從「惱」
和「喜」兩方面各舉不同的例子。（4分）

 26. 文中哪一個詞語最能形容作者被美彤發現自己記錯公式時的神態？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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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策略 

聆聽範疇 

聆聽理解：分析事情的原因（2019年題型）

 1. 清政府對三岔河口炮台進行改造，原因是

 A. 加強防衞。

 B. 更新設備。

 C. 震懾侵略者。

 D. 學習西方技術。

錄音讀稿（節選）：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為了加強防衞，
多次重修三岔河口炮台，為炮台配備了從歐洲購進
的多種新式大炮，並設水師營。

粵語

普通話

 聆聽理解：聽清話語細節內容（2019年題型）

 2.  你認為寶欣可如何說服媽媽讓她去聽音樂會？
試結合話語內容，舉出一件媽媽擔憂的事和相
應的解決方法。

媽媽擔憂的事 解決方法
寶欣不以學習為重。寶欣保證用心溫習。

  

錄音讀稿（節選）：

寶欣：她一方面是擔心我會因為去聽音樂會而耽誤
 了溫習的進度，另一方面是擔心我沒有把心
 思放在溫習上，溫習沒有效果。

浩銘：如果是這樣，那我建議你先跟姑姑承諾你會
 用心溫習，然後制定一個完善的溫習計劃
 表，嚴格按照計劃表執行。而且，我可以在
 旁監督，更能為你解答疑難，提升學習效
 率。

粵語

普通話

留心聆聽與題目有關的前後話

語，判斷原因

 注意題目的關鍵詞：「清政
府」、「三岔河口炮台」、「改
造」、「原因」

 細心聆聽話語，根據相關
的前後內容作判斷：「為
了」後說明了原因

     

根據題目提示摘記相關信息

 瀏覽題幹，初步掌握考問
範圍

 邊聽邊摘記話語中相關的
內容要點

  整理作答

第1題

第2題

答案：1. A  

 2. 媽媽擔憂的事：寶欣耽誤温習進度。解決方法：制定温習計劃表，並嚴格執行。／媽媽擔憂的
事：寶欣温習沒有效果。解決方法：表哥在旁監督，並為寶欣解答疑難，提升學習效率。（答
案僅供參考）（任答一項即可）

必攻熱門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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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策略 篇章理解： 辨析因果關係（2014年題型）

 11.  作者為甚麼不夠錢買餐蛋麪？

 A. 因為餐蛋麪的價錢升了一倍。

 B. 因為作者記錯了餐蛋麪的價格。

 C. 因為作者把錢全拿去買口香糖了。

 D. 因為作者計算錯誤而沒準備足夠的錢。

閱讀篇章（節選）：

  在茶餐廳點餐時，我發現自己居然差兩塊才可
以買到一碗餐蛋麪！餐蛋麪沒有升價，而我也明明
算過買完口香糖後，剩下的錢是足夠的！怎麼會這
樣呢？店老闆看我迷惑不解的樣子，熱心地幫我算
了一遍——原來是我自己算錯了！幸好店老闆心腸
好，就算差兩塊也把餐蛋麪賣給了我。

 篇章理解：推斷人物的性格特點（2016年題型）

 12.  你認為作者是個怎樣的人？試舉出兩項，並
結合本文加以說明。

 

 

 

閱讀篇章（節選）：

  有一次跟祖父下棋，我連輸了幾局後很不開
心，要他讓我。祖父不但不肯，還跟我說起了人生
道理⋯⋯祖父以理服人，讓我受益匪淺。⋯⋯後來
祖父得了腦退化症，我聽說下棋可幫助患者改善病
情，於是再跟他下棋。祖父早已忘了棋法，我耐心
地一步步教他，希望喚起他的記憶⋯⋯

結合上下文作分析

 圈記關鍵字眼，確定考問
的內容：「不夠錢買餐蛋
麪」

 細閱相關的段落，留意當
中的關鍵文句：「原來是我
自己算錯了！」

 結合前後文的內容，推斷
出正確的因果關係

從人物的言行分析其性格特點

 從文章中找出可以突顯人
物性格特點的相關描述，
如外貌、語言、行為或具
體事件，從中推斷人物的
性格

 作答時可先表明人物的性
格特點，然後摘取相關的
事例或理據來說明

第11題

第12題

答案：11. D
12. 作者是虛心受教的人。作者輸棋耍賴，祖父教導作者，他會虛心聽祖父的話。／作者是關心

 長輩的人。祖父生病後，作者聽說下棋可改善病況，便耐心地教導祖父下棋。（答案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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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試卷（一） 

 1. 寬容：     形  寬大容忍

    近  寬厚    反  嚴格

例 	茶葉店老闆為人寬容，絕不會對此事斤斤計較，你放心吧！

 2. 寬慰：     形  寬解欣慰

    近  欣慰

例 	老教授得知學生的論文登上了國際知名期刊，心裏很寬慰。

 3. 寬厚：     形  對人寬容厚道

    近  寬容    反  刻薄

例 	張老師一向待人寬厚，所以廣受學生支持和愛戴。

 4. 寬宥：     動  寬恕；原諒

    近  饒恕    反  嚴懲

例 	我相信你只要真誠地向祖母道歉，她便會寬宥你。

 5. 審時度勢：仔細研究時局，正確估計形勢的發展
    近  度德量力    反  墨守成規

例 	領導層要懂得審時度勢，才能為公司下一步的發展做決策。

 6. 處心積慮：形容長期謀劃，費盡心機，含貶義
    近  想方設法    反  無所用心

例 	匪徒處心積慮想要搶劫這間金鋪，最終卻被警察發現並逮捕歸案了。

 7 . 深思熟慮：深入思考，周密謀劃
    近  深謀遠慮    反  不假思索

例 	志康做決定前都會經過深思熟慮，所以他很少出錯。

 8. 胡思亂想：不切實際地隨意瞎想
    近  想入非非    反  清心寡慾

例 	爸爸對浩文說：「你現在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學業上，不應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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