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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課室中一入學前分類練習

3聆聽理解/11

從話語的開首和結尾，掌握話語內容的主旨。

讀稿示範：	「調查顯示青少年的環保意識薄弱⋯⋯針對這種情況，專家建議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來宣傳

環保⋯⋯」

題　　目：	這段話語內容主要是

	從話語開首提出「調查顯示青少年的環保意識薄弱」和末尾講述「專家建議」，可推知此段話語主要圍

繞這兩方面來展開論述。由此可知答案是：指出青少年的環保意識薄弱及提出解決方法。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選出第1至第4題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選出第1至第4題最適當最適當的答案及回答第5題。的答案及回答第5題。

 1. 冀派內畫和武強年畫的共同特點是 （2分）

 A. 學派繁多。   B. 筆觸精妙。
 C. 色彩鮮豔。   D. 裝飾性強。

 2. 皇帝賜予徐姓家族「金魚徐」的稱號，原因是 （2分）

 A. 他們住在金魚池旁邊。
 B. 他們都善於飼養金魚。
 C. 他們世代以賣金魚為生。
 D. 他們為皇帝送去許多稀世金魚。

 3.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一項關於侯店毛筆的描述是正確的？（2分）

 A. 始於明朝。   B. 工序簡單。
 C. 書寫體驗好。   D. 都雕有精美的圖案。

 4. 本話語主要 （2分）

 A. 介紹「衡水四絕」的歷史。
 B. 闡述「衡水四絕」的地位。
 C. 比較「衡水四絕」的藝術價值。
 D. 說明「衡水四絕」被稱為「絕」的原因。

 5. 為甚麼衡水的冀派內畫、武強年畫、宮廷金魚和侯店毛筆被稱為「絕」？（3分）

留意話語末尾對內容的總結。

粵普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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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理解8 /11

聆聽前速讀題目的選項，聆聽話語時特別留意相關內容。

讀稿示範：	「弟弟：唉，我也想報名擔任社區環保大使。但是環保大使的任期長達六年，我現在功課又

那麼多，媽媽肯定不同意我佔用學習時間⋯⋯」

題　　目：	下列哪一項不是弟弟提及擔任環保大使的困難？

	 A.	學業繁忙。	 B.	家人不支持。

	 C.	環保大使任期長。	 D.	佔用較多休息時間。

	聆聽前速讀題目的選項，找出選項的重點：學業、家人、任期、休息時間。

	聆聽時，要特別留意相關內容，然後對照選項，找出答案。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選出第1至第3題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選出第1至第3題最適當最適當的答案及回答第4至第5題。的答案及回答第4至第5題。

 1. 詩雅對舅父的新居有甚麼感覺？（2分）
 A. 熟悉。   B. 激動。
 C. 欣賞。   D. 懷疑。

 2. 下列哪一項不是 詩雅提及安裝全屋淨水系統的困難？（2分）
 A. 費用高昂。   B. 安裝麻煩。
 C. 家人不支持。   D. 影響正常用水。

 3. 舅父認為詩雅可購買濾水壺的主要原因是 （2分）
 A. 價格較便宜。   B. 佔用空間少。
 C. 免於另外安裝。  D. 濾水工序簡易。

 4. 舅父建議詩雅購買濾水壺，有甚麼用意？（2分）

 5. 你認為詩雅可如何說服媽媽購買濾水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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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媽媽擔憂的事情 解決方法

產品質量參差不齊。 貨比三家，選擇可靠的品牌。

粵普錄音

留意最後詩雅的話語及舅父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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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義辨析10 /6

近義詞往往只有一字之差，各自意思卻有所不同。因此，在分辨一組近義詞時，可從不
同的字着手，辨析每個詞的意思。

這道題目（　　）的是我們運用標點符號的能力。

　　　A.	考查　　　　B.	考察　　　　C.	考證　　　　D.	考驗

	四個選項都有「考」字，可從其他字去分辨各選項的意思。

	「考查」有檢查、衡量的意思，「考察」有觀察之意，「考證」有證明的意思，「考驗」則有檢驗的意思。

	題目的關鍵字詞是「能力」，只有「考查」可與之搭配，故答案是A。

下面第1至第6題每題的括號內，應該分別填入哪一個下面第1至第6題每題的括號內，應該分別填入哪一個最適當最適當的詞語？的詞語？（每題1分）

 1. 在古代的封建社會中，帝王擁有至高無上的（　　），主宰着國家的命運。

 A. 權利 B. 權力 
 C. 權勢   D. 權限 

 2. 你必須好好（　　）自己的脾氣，要是你繼續衝動行事，終有一天會招致無可
挽救的惡果。

 A. 抑制 B. 遏制 
 C. 節制 D. 控制 

 3. 姑母與姑丈雖然因工作關係長年（　　）兩地，但他們的感情並沒有受到影響。

 A. 分隔 B. 分割 
 C. 分散 D. 分開 

 4. 全班同學一致推選建文當班長，建文（　　）地接受了。

 A. 義無反顧 B. 責無旁貸 
 C. 當仁不讓 D. 理所當然 

 5. 一個小小的煙頭就使博物館裏的珍貴文物都（　　），真是令人惋惜！

 A. 付之一炬 B. 付諸東流 
 C. 灰飛煙滅 D. 煙消雲散 

 6. 登山運動員憑着（　　）的精神，終於征服了世界第一高峯—珠穆朗瑪峯。

 A. 不屈不撓 B. 不卑不亢 
 C. 堅不可摧 D. 桀驁不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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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詞代意16 /6

下面第1至第6題中畫有底線的文字，可用哪一個下面第1至第6題中畫有底線的文字，可用哪一個最適當最適當的詞語來代替？的詞語來代替？（每題1分）

 1. 唯有經過艱苦環境中的鍛煉，才能培養出堅強的意志。
 A. 磨煉 B. 折磨 
 C. 訓練 D. 練習 

 2. 在這次大地震中，村裏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被嚴重地毀壞了。
 A. 搗毀 B. 摧殘 
 C. 摧毀 D. 損毀 

 3. 雖然這位歌星已經去世，但她那甜美悅耳的歌聲彷彿還在人們的耳邊迴環往
復。

 A. 圍繞 B. 纏繞 
 C. 縈繞 D. 環繞 

 4. 窗台上的百合花開了，花香給人清新、爽朗的感覺，令人心神舒暢。
 A. 扣人心弦 B. 沁人心脾 
 C. 感人肺腑 D. 引人入勝 

 5. 爸爸長年在外工作，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靠媽媽一個人打理，對這個家來
說，她真是出了很多力，吃了很多苦，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啊！

 A. 功德無量 B. 勞苦功高 
 C. 勞心勞力 D. 汗馬功勞 

 6. 大家都跑出去看熱鬧了，只有他一個人一動也不動地坐在座位上。
 A. 穩如泰山 B. 紋絲不動 
 C. 巋然不動 D. 雷打不動 

熟記一些詞語的常見搭配，有助快速地找出答案。

歷史上，凡能夠獲得人們贊成和全力支持的政策，都體現着公平和正義。

　　　A.	擁護　　　　B.	擁戴　　　　C.	愛戴　　　　D.	庇護

	「擁戴」、「愛戴」多與人搭配，而「擁護」除了能與人搭配外，還能與「政策」搭配，因此答案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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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義辨析24 /7

掌握句子的重心，排除與句意不符的錯誤選項。

「這幢位於市區的何氏祖屋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全賴民間保育團體和市民的努力爭取，由此可以看出

香港人對文物保護的重視。」

上面一句主要寫甚麼？

　　　A.	香港人十分重視文物保護。	 B.	何氏祖屋經歷被拆毀的危機。

　　　C.	香港的文物保護政策未臻完善。	 D.	何氏祖屋是十分重要的歷史建築。

	句子的關鍵字詞是「文物保護」。

	選項B、D與「文物保護」沒有直接的聯繫，可先排除。

	根據句子的最後部分，可推知答案是Ａ。

細閱下面第1至第7題的句子，然後依照指示作答。細閱下面第1至第7題的句子，然後依照指示作答。（每題1分）

 1. 「在人們眼中，不管經歷了多少風雨，這座民族英雄的銅像總是閃閃發亮。」
  銅像總是閃閃發亮的原因是
 A. 銅像的顏色十分亮麗。
 B. 銅像受到良好的保養。
 C. 銅像的製作技術十分高超。
 D. 銅像象徵着英雄的崇高精神。

 2. 「老師覺得志銘雖然勤奮好學，又樂於向別人請教，但他並沒有掌握到學習
的技巧，也不善於運用所學的知識。」

  老師對志銘的看法是
 A. 志銘沒有用心學習。
 B. 志銘已經掌握學習的方法。
 C. 志銘的學習態度值得讚賞。
 D. 志銘在學習上仍有不足之處。

 3. 「這個老婆婆每天推着手推車在街上四處走動，專門收集別人棄置的紙皮和
汽水罐，卻從不接受別人給她的錢。」

  上面一句主要寫甚麼？
 A. 社會應關注老人的生活狀況。
 B. 政府給予老婆婆的救濟十分微薄。
 C. 老婆婆堅持靠自己的努力來維持生計。
 D. 賣紙皮和汽水罐所賺的錢比別人所給的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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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義理解28 /10

找出段落中的連接詞，從而掌握整段的重點。

　　電腦讓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更方便快捷。不過，電腦的普及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令我們少了執筆

寫字的機會，不再注重書法之美。由此可見，電腦在幫助我們的同時，也使我們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東

西。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講述

　　　A.	電腦使人變得懶惰。	 B.	學生不再重視執筆寫字。

　　　C.	電腦對人有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D.	電腦的普及使人少了執筆的機會。

	段落大部分內容講述電腦對人的不同影響。連接詞「由此可見」總結前面文字的內容，指出電腦對人

有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因此答案是C。

細閱下面第1至第5題每題中的一段文字，然後依照指示作答。細閱下面第1至第5題每題中的一段文字，然後依照指示作答。（每題2分）

 1. 

  

　　目前，不少傳統唱片店開始嘗試轉型。有的店鋪被改造成「一站式」音
樂中心，顧客可以在店鋪內購買到與音樂相關的商品，如唱片、樂器、音
樂書籍等；有的店鋪設有小型演出空間，定期邀請樂手表演。顧客除了可
以購買唱片外，還可以在店內欣賞現場音樂會。傳統唱片店的店主明白，
唱片店如果不及早轉型，很快就會在互聯網音樂市場的衝擊下消失。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寫

 A. 傳統唱片店終究會被互聯網市場取代。
 B. 傳統唱片店希望通過轉型獲取生存空間。
 C. 傳統唱片店的轉型非常成功，受到顧客追捧。
 D. 傳統唱片店改造後失去了原有的特色，沒有吸引力。

 2. 

  

　　喜鵲的外形優雅，牠們會穿着整齊的黑西裝白襯衫，靜靜地站在欄杆
上，像個彬彬有禮的紳士。喜鵲的動作靈巧，牠們經常在空中巡邏，每當
發現田裏有蝗蟲等害蟲時，就會從空中俯衝而下，迅速地把害蟲捉走，幫
人們解決了不少煩惱。這樣的喜鵲，誰會不喜歡呢？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寫

 A. 喜鵲的羽毛有黑、白兩色。  B. 喜鵲是最擅長飛行的鳥類。
 C. 喜鵲平常主要以害蟲為食。  D. 動靜皆宜的喜鵲讓人喜愛。

找出總結段落大意的句子。

解題簡報

第 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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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理解34 /15

通過言行︐深入分析人物的心理。

為甚麼哥哥要向子浩介紹村樂節的活動？

　　　A. 因為他想子浩和他一同參加。 B. 因為他希望子浩多到戶外活動。 

　　　C. 因為他想讓子浩認識荔枝窩。 D. 因為子浩想了解村樂節的詳情。 

 根據第一段中哥哥的言行可知，哥哥想邀請子浩到荔枝窩參加村樂節，但子浩對此表示猶豫，所以

哥哥繼續介紹了村樂節的活動，吸引子浩和他一起參加。故答案是A。

細心閱細心閱讀讀下面的文字，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第1至第6題。下面的文字，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第1至第6題。

　　昨天，哥哥忽然問我：「子浩，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到荔枝窩參加村樂
節？」我有點猶豫，畢竟荔枝窩地方偏遠，去一趟並不輕鬆。哥哥又說：「這
次村樂節會舉辦許多在市區體驗不到的活動，如捏陶泥、燒土窯等，機會難
得！」我的好奇心頓時被勾了起來，於是答應跟哥哥一起去。

　　這天，我們來到荔枝窩。這裏青山綠水，空氣清新，讓人感到神清氣爽。
我和哥哥參加的是「泥煨食物料理」活動。剛開始，導師要求我們先搭建一個煨
食物的土窯。我覺得很奇怪：難道這裏沒有現成的土窯嗎？為甚麼要自己搭那
麼麻煩呢？但看到哥哥興味盎然的樣子，我便沒說甚麼，跟着他一起搭土窯。

　　我們先找來了幾塊比較平整的土塊，確定並搭建好窯口的位置。接着，我
們以窯口的一側為起點、另一側為終點，用土塊搭建出一個中空的、窯口開放
的圓形，即土窯的地基。然後，我們在地基上開始搭建第二層、第三層……我
不斷拾取、搬動土塊，腰逐漸變得酸痛，手臂也累得幾乎抬不起來。更不幸的
是，我們搭着搭着，土窯竟突然坍塌了！我既煩躁又茫然。導師告訴我們，土
窯每一層的大小都是不同的，從地基往上，每一層圍成的圓形要比底下的一層
縮小一點，否則土窯就可能會塌。我們這才如夢初醒。

　　搭好土窯後，接下來就要添柴燒火了。我小心翼翼地將點燃的木柴從窯口
放進土窯內。火把土塊燒得紅彤彤的，煙從窯口冒出來，熏得我睜不開眼，淚
如雨下。哥哥讓我到一旁休息，他接着燒木柴，並把準備好的番薯放進土窯裏。

　　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的煨番薯做好啦！聞到那股撲鼻的香味，我們都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等番薯放涼後，我連忙捧起一個剝
開皮就吃。金燦燦的番薯肉又香又甜，軟糯可口，讓人
欲罷不能！搭土窯、煨番薯，這份苦盡甘來的美味，又
豈是使用現成土窯製作出來的食物可比擬的呢？回想起
活動剛開始時的想法，我不免感到有點羞愧。

解題簡報

第 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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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寫作

閱讀

49課室中一入學前分類練習

 1. 第一段中子浩感到有點猶豫，因為 （2分）
 A. 他從未去過荔枝窩。 B. 參加活動佔用他的假期。
 C. 荔枝窩的路途遙遠。 D. 他不喜歡參加郊區活動。

 2. 下列哪一項是子浩和哥哥的土窯坍塌的主要原因？（2分）
 A. 地基沒搭好。   B. 土堆放得太多。
 C. 所處地面不平整。 D. 每層土塊圍成的圓大小相同。

 3. 文中第三段，為甚麼子浩「既煩躁又茫然」？（2分）

 4. 為甚麼子浩想起活動剛開始時的想法會感到有點羞愧？（3分）

 5. 根據本文，子浩在「泥煨食物料理」活動中參與了哪些工作？試舉出一個工作
和相應的身體反應。（4分）

工作 身體反應

搭土窯。 腰部酸痛，手臂幾乎抬不起來。

 6. 文中哪一個詞語有想停止卻做不到的意思？（2分）
  

興味盎然：（x4 <ng w4ei 4ang r2an）形容興致高，興趣濃厚
坍塌：（t1an t1a）（山坡、建築物或堆積的東西）倒下來
如夢初醒：（r2u m4eng ch1u x3 <ng）比喻從糊塗、錯誤的境地中剛剛醒悟過來

找出子浩所做的事情及反應，歸納並整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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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閱讀

寫作

63課室中一入學前分類練習

43短文寫作/35

在家中或餐廳裏，我們會準備或品嘗各種各樣的晚餐，試以「一頓令人難忘的晚在家中或餐廳裏，我們會準備或品嘗各種各樣的晚餐，試以「一頓令人難忘的晚
餐」為題，說說準備或品嘗這頓晚餐的經過，並談談它令你難忘的原因。（建議字餐」為題，說說準備或品嘗這頓晚餐的經過，並談談它令你難忘的原因。（建議字
數：220至3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數：220至3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35分）

寫作提示：

  1. 哪一頓晚餐令你難忘？準備或品嘗這一頓晚餐的經過是怎樣的？

  2. 它為甚麼令你難忘？

請填寫下面的腦圖：

1. 一頓令人難忘的晚餐： 2. 經過： 3. 難忘的原因：

寫作前：
參考寫作提示 → 簡擬寫作腦圖 → 參考輔助詞語 → 動筆寫作！

結合生活經驗，確定寫作對象並構思寫作要點。

在比賽、表演或其他特別的時刻，我們會聽到很多不同的歌曲，試以「一首充滿回憶的歌曲」為題，說說

聽到這首歌的經過，並談談它對你的意義。（建議字數：220至3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題目的寫作對象是「一首充滿回憶的歌曲」，要寫聽歌「經過」和談談「意義」。

 先指出一首充滿回憶的歌曲，再記述聽到歌曲的經過，最後解釋它對你的意義。

 一首充滿回憶的歌曲 
  每當我聽到《世界真細小》這首歌，我都會想起與汪老師相處的點滴。
  那時的我身材瘦小、性格內向，在幼稚園裏總是形單影隻。汪老師發現
後，便對我格外關心。有一天中午，我不小心摔傷了腿，忍不住大哭起來。
儘管汪老師幫我處理了傷口，可我仍感到陣陣刺痛，哭聲也停不下來，更別
說午睡了。這時，汪老師一邊撫摸我的頭髮，一邊唱起《世界真細小》。聽着
她輕柔的歌聲，我彷彿掉入一個温暖的懷抱，不知不覺便睡着了。後來每當
我睡不着時，汪老師都會不厭其煩地唱這首歌哄我入睡，令我倍感溫馨。
  《世界真細小》這首歌滿載我和汪老師的美好回憶，即使我早已從幼稚
園畢業了，但它總會令我憶起汪老師對我的關懷和愛護。

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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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64 課室中一入學前分類練習

慰勞　　　　烹調　　　　　　手忙腳亂　　　　小心翼翼
鮮嫩　　　　大喜過望　　　　

根據上面的腦圖，寫出答案。

15格

30格

45格

60格

75格

90格

105格

120格

135格

150格

165格

180格

195格

210格

225格

240格

255格

270格

285格

300格

315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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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課室中一入學前分類練習

總複習
/75

聆聽

細心聆聽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1至第4題細心聆聽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1至第4題最適當最適當的的
答案，以及回答第5題。答案，以及回答第5題。（11分）

 1. 飛行員和賽車手有甚麼共通點？（2分）
 A. 兩者都與公共交通有關。
 B. 兩者都需要有冒險精神。
 C. 兩者都可獲得較高的收入。
 D. 兩者都需要經過長期的訓練。

 2. 家豪想成為神祕顧客的原因是 （2分）
 A. 他想要提升寫作的能力。
 B. 神祕顧客是一份高薪的工作。
 C. 他希望幫助人們免受廣告的欺騙。
 D. 神祕顧客的工作內容和環境頗具吸引力。

 3. 神祕顧客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因為 （2分）
 A. 神祕顧客須長期在外地工作。
 B. 工作環境複雜，容易得罪商家。
 C. 工作地點多在缺乏信譽的酒店。
 D. 神祕顧客要提供真實經驗和客觀評價。

 4.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2分）
 A. 神祕顧客的工作內容十分輕鬆。
 B. 爸爸一直都不相信家豪能堅持夢想。
 C. 家豪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敢於冒險的人。
 D. 一個優秀的神祕顧客最重要是有好的文筆。

 5. 神祕顧客需要對酒店的哪些方面作評價？試寫出其中兩項。
（3分）

1. 公開試聆聽每部
分的準備時間約
為25秒。

2. 在這段時間內，
迅速瀏覽各題題
目，並找出當中
的關鍵詞。

3. 聆聽錄音時，可
將內容重點寫在
試卷上的空白位
置，以免遺漏重
點。

應試須知

錄音讀稿

粵普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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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解祕．聆聽重點解祕．聆聽

	 例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練習1第4題】

	 A.	 子朗認為倉鼠不會咬人。	
選項表述與話語
不同，不代表選
項是錯的！

失分陷阱失分陷阱  
	 B.	 倉鼠能憑着聲音辨認主人。

	 C.	 倉鼠的眼睛能反映出牠的健康狀況。

	 D.	 爸爸認為倉鼠是膽小的動物，不適宜作為寵物。

	 	

	考問要點：分辨選項內容是否與話語相符
	作答方法：逐一排除與話語不相符或話語沒提及的選項

	例	 你認為詩雅可如何說服媽媽購買濾水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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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8第5題】

媽媽擔憂的事情媽媽擔憂的事情 解決方法解決方法

產品質量參差不齊。 貨比三家，選擇可靠的品牌。
 

 
 

 

	 	

	 考問要點：整合話語的細節要點
	作答方法：按題目提示，聆聽並摘記話語相關要點 	

留意表格中要填的兩
個答案是對應的，切
勿張冠李戴！

失分陷阱失分陷阱  

聆聽重點2：因果

	 例	 下列哪一項不是 嘉倫愛上健身的原因？【練習9第1題】

	 A.	 可以減輕學習壓力。	
題目要求找出「不是」
的一項，別答錯！

失分陷阱失分陷阱  
	 B.	 能夠改善不良體態。

	 C.	 幫助調節精神狀態。

	 D.	 有利於身體素質提升。

	 	

	考問要點：理解人物做事的原因
	作答方法：留意聆聽「因為」、「由於」等表示因果的詞語

聆聽重點1：話語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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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1. D　2. A

21

詞語增值園地．成語詞語增值園地．成語

練習 詞語 近義詞 反義詞 例句
33 喜上眉梢 喜笑顏開 愁眉不展 他得知自己考了第一後不禁喜上眉梢喜上眉梢。

34
興味盎然 興趣盎然 索然無味

畫家興味盎然興味盎然地欣賞着田野的景色，
並用畫筆將其畫在紙上。

如夢初醒 豁然開朗 執迷不悟
教練的一番訓導使我如夢初醒如夢初醒，不再
盲目地操練。

37 煞費苦心 嘔心瀝血 漫不經心
叔叔到世界各地去搜尋爺爺想要的古
董，真是煞費苦心煞費苦心！

43

手忙腳亂 驚慌失措 從容不迫 哥哥剛學車不久，難免會手忙腳亂手忙腳亂。

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粗心大意
蛋糕烤好後，媽媽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把它從
烤箱裏拿出來。

大喜過望 喜出望外 大失所望
在國外留學的姐姐告訴我們要提前回
來，我們都大喜過望大喜過望。

44
驚慌失措 手忙腳亂 泰然自若 大廈突然停電，我頓時驚慌失措驚慌失措起來。

孤立無援 孤立無助 一呼百應
樂泓在沙漠中迷路了，孤立無援孤立無援的他
用衞星電話求救，最終成功獲救。

46

夢寐以求 朝思暮想 嗤之以鼻
李先生看到了他夢寐以夢寐以求求的越野車，
下定決心儲蓄，希望買下它。

繩之以法 ／ 逍遙法外 警察抓住逃犯，並將他繩之以法繩之以法。

據為己有 ／ 物歸原主
智仁撿到別人的東西從不會據為己有據為己有，
而是把失物交到警署。

 即學即練

	下列句子中畫有底線的文字最適合用哪一個詞語來代替？圈出代表答案的英
文字母。

	 1.	 老鼠忽然從巷子裏竄出，把路過的少文嚇得慌得一下子不知怎麼辦才好。

	 	A.	如履薄冰　　　B.	索然無味　　　C.	泰然自若　　　D.	驚慌失措

	 2.	 黃議員的威望很高，他動員市民參加活動時總是一呼喊就有很多人響應。

	 	A.	一呼百應　　　B.	孤立無援　　　C.	嘔心瀝血　　　D.	從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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