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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此欄 
摘錄要點

聆聽測驗  粵普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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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聲響較大的腸鳴是由腸道過度 產生
的，無須借助聽診器就能聽到。（2分）

2. 根據話語，下列哪一項是引起腸鳴最常見的原因？
A. 過度饑餓。
B. 暴飲暴食。
C. 食物中毒。
D. 飲用過量汽水。

3. 在話語中沒有提及下列哪一項有助預防腸鳴的方法？
A. 均衡飲食。
B. 按時用餐。
C. 細嚼慢嚥。
D. 少食多餐。

4. 話語最後借用醫學界人士的話「腸胃是人體的第二個
大腦」，表達
A. 腸胃沒有大腦重要。
B. 腸胃對人體有重要作用。
C. 人體健康取決於腸胃健康。
D. 腸胃像大腦一樣控制人的行動。

5. 不良飲食習慣對腸胃有甚麼影響？試舉出其中一
項，並結合內容加以說明。（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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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測驗

下面第11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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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提出了一個（　　）的問題，使得訪問對象一時語塞，神情尷尬。
	 A.	 精銳	 	
	 B.	 尖銳	
	 C.	 敏銳	
	 D.	 靈敏	

	12.	 獸醫正在急症室為嘉明心愛的寵物狗急救，嘉明感到（　　），不停地
來回走動。

	 A.	 草木皆兵	 	
	 B.	 危在旦夕	
	 C.	 忐忑不安	
	 D.	 誠惶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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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明畢業不久，就到一家外貿公司工作。由於工作態度認真，盡心
盡責，他獲得了上司的青睞，於短短幾年間便晉升至主管。」

	 	 上面一句主要寫偉明
	 A.	 平步青雲。	
	 B.	 洋洋得意。	
	 C.	 吐氣揚眉。	
	 D.	 大展拳腳。	

	14.	「曉彤的精神實在可嘉！她剛到我們學校當插班生時，成績明顯落後
於大部分同學。但經過一年的奮鬥，她各科的成績都大有進步。」

	 	 上面一句主要寫曉彤
	 A.	 精益求精。	 	
	 B.	 力爭上游。	
	 C.	 差強人意。	
	 D.	 擇善而從。	

  各題選項的詞語備有解釋及例句等，詳細內容請參閱《詞語隨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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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二（選擇題每題2分，本部分合共14分）

現代都市人生活節奏急促，不少人會選擇吃外賣來節省下廚的時
間，加上現時外賣程式上各種食物應有盡有，顧客可以盡情挑選。而
更重要的是，外賣使用的一次性餐具能夠吃完即扔，非常方便，外賣
因	 大受歡迎。然而，大家有沒有想過，外賣方便了人類的同時，對
環境帶來了多大的影響呢？

近年，不少餐飲店標榜自己使用紙製餐具，以此宣傳環保觀念。
儘管使用後的紙製餐具可以通過堆填、燃燒等方式處理，但事實上生
產紙製餐具時產生的工業污染一點也不少。生產紙製餐具，不但需要
消耗大量水電，更會產生工業廢水、廢料和温室氣體。因此將使用紙
製餐具與環保畫上等號，難免有點自欺欺人了。

除了紙製餐具，聚丙烯製作的透明塑膠餐盒也較為常用。聚丙烯
無毒、耐用，而且是可回收材料。可是在實際使用過程中，絕大部分
的透明塑膠餐盒難以被回收。這是因為餐盒被使用過後，需要徹底洗
淨才可進入回收環節。但人們點外賣本身就是貪圖方便，又有多少人
會去清洗這些餐盒呢？加上聚丙烯的回收價格低廉，回收公司若僱專
人清洗餐盒，可能會入不敷出。因此，透明塑膠餐盒的最終歸宿往往
是堆填區，這就增加了堆填區的填埋壓力。

外賣餐具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造成浪費和污染，丟棄後仍會產生
危害。本來，部分人使用一次性餐具是出於衞生的考慮，但是隨意丟
棄殘留大量食物殘渣的餐具，任由食物殘渣滋生蚊蟲和細菌，造成疾
病蔓延，危害人類健康，這難道不是與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初衷背道而
馳嗎？

其實，我們是絕對有能力減少外賣垃圾帶來的危害的。例如我們
可以自備可循環使用的餐具，如果有必要用到一次性餐具，應該在吃
完外賣後，將廚餘倒入回收箱，並將一次性餐具沖洗乾淨之後再放入
相應的回收箱。這樣既能減少資源的浪費，也能夠避免蚊蟲及病菌的
滋生。人人一小步，環保一大步，讓我們一起行動起來吧！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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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語備有解釋及例句等，詳細內容請參閱《詞語隨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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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根據本文，以下哪一項不是外賣在現今社會大受歡迎的原因？
	 A.	 外賣餐具處置方便。	
	 B.	 外賣食物種類豐富。
	 C.	 外賣食物安全衞生。
	 D.	 可以節省下廚時間。

	28.	 根據本文，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A.	 聚丙烯餐盒難以清潔。	
	 B.	 聚丙烯餐盒透明、無毒。
	 C.	 紙類製品的回收價格低廉。
	 D.	 紙製餐具的生產過程環保。

	29.	 為減少外賣垃圾帶來的危害，作者建議消費者應怎樣做？
	 （i）	自備可循環利用的餐具。	
	 （ii）	將剩飯倒入廚餘垃圾箱。
	 （iii）	殺滅外賣垃圾所滋生的蚊蟲。
	 （iv）	洗淨一次性餐具上的食物殘渣。
	 A.	（i）和（iv）。	 B.	（ii）和（iii）。
	 C.	（i）、（ii）和（iv）。	 D.	 以上全部皆是。

	30.	 根據本文，製造或使用外賣餐具會對環境造成甚麼影響？試舉出一個
例子，並結合本文內容加以說明。（3分）

	31.	 試根據本文第四段，在方格內填上適當的文字。（3分）

	32.	 文中哪個詞語描述人們使用一次性餐具的目的和結果完全相反？（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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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理解：聆聽理解：分析事情的原因分析事情的原因 ��

粵普錄音
（2020年題型）

� 1.� 根據話語，下列哪一項是倒刺常出現於指甲
周圍的原因？

� A.� 油脂分泌少。

� B.� 手指間多摩擦。

� C.� 皮膚結構薄弱。

� D.� 毛囊數量較多。

錄音讀稿（節選）：

可能有人會問，為甚麼倒刺常常出現在指甲周圍，
而不是身體其他部位呢？這是由於指甲周圍的皮膚
結構不同。與人體其他部位的皮膚相比，指甲周圍
的皮膚缺乏毛囊和汗腺，結構較為薄弱，更易產生
乾裂，因此便成了倒刺的「重災區」。

聆聽理解：聆聽理解：辨清事物的特點辨清事物的特點 ��

粵普錄音
（2017年題型）

� 2.� 根據話語內容，虎豹別墅前的花園有甚麼特
別之處？

� A.� 面積寬廣。

� B.� 種植了不同種類的花草。

� C.� 展現了中西合璧的園林風格。

� D.� 烘托出虎豹別墅的莊重與典雅。

錄音讀稿（節選）：

虎豹別墅前有一個大花園。花園視野開闊，中央是
一個法式的噴水池，四周有呈幾何狀的花圃，顯出
了法式園林的莊重典雅。園內又建有涼亭和小橋，
帶出了中式古典園林的幽靜。

�������������

抓住表示因果關係的關聯詞作

判斷

	注意題目的關鍵詞：「倒
刺」、「出現於指甲周圍」、
「原因」

	細心聆聽話語，聽清內容
大意

	抓住表示因果關係的關聯
詞「由於」、「因此」，整理
出該事物出現的原因

圈出關鍵詞，摘記重點信息

	鎖定考問的事物：「虎豹別	
墅前的花園」

	一邊聽，一邊列點摘記與
考問事物相關的重要信息

	對照選項內容，篩選出正
確答案

第1題

第2題

應試策略 應試策略 

答案：1. C  2. C

聆聽範疇 

熱門題型分析熱門題型分析

Bis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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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3. D  8. B

�聆聽理解：單憑主觀猜想而作出錯誤判斷聆聽理解：單憑主觀猜想而作出錯誤判斷�(P.3)

� 3.� 在話語中沒有提及下列哪一項有助預防腸鳴的方法？

� A.� 均衡飲食。 � B.� 按時用餐。
� C.� 細嚼慢嚥。� D.� 少食多餐。

�
沒有留意話語的相關內容，僅依靠生活經驗作主觀判斷。沒有留意話語的相關內容，僅依靠生活經驗作主觀判斷。話語中，講者提及
可以通過養成按時用餐，飲食均衡，細嚼慢嚥的好習慣來預防腸鳴，可由此

推知答案。

錯 因分析

 糾正小考� 該題的正確答案是： � 。(寫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聆聽理解：混淆了聆聽理解：混淆了話語提及事物話語提及事物之間的特性之間的特性�(P.4)

� 7.��根據話語，使用鐵鍋來煮綠豆會導致

� （i）� 綠豆粘在鍋底。

� （ii）�湯汁產生異味。

� （iii）�綠豆失去療效。

� （iv）�湯汁顏色改變。

� A.�（i）和（ii）。� B.�（ii）和（iv）。

� C.�（ii）、（iii）和（iv）。 � D.� 以上全部皆是。

�
未能分清不同的說話要點的特點，錯誤地將其他事物的特點放到該事物上。未能分清不同的說話要點的特點，錯誤地將其他事物的特點放到該事物上。
話語中，媽媽提到用鐵鍋煮綠豆，除會使湯汁變黑外，也會產生異味，粘在
鍋底是使用不鏽鋼鍋時遇到的情況，失去療效則是使用鐵鍋煎藥的後果。

錯 因分析

 糾正小考� 該題的正確答案是： � 。(寫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模擬試卷（一）

常見失分點常見失分點

Bis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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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試卷（一） 

 1. 精銳：     形  指軍隊裝備精良，戰鬥力強

    近  精良

例 	一位沒有能力的將軍，即使擁有最精銳的軍隊，也難以獲得勝利。

 2. 尖銳：     形  指言論激烈、深刻

    近  銳利、鋒利

例 	這位影評人擅於用尖銳的文字，指出影片的不足。

 3. 敏銳：     形  形容人反應靈敏，頭腦靈活，目光銳利

    近  敏感   反  遲鈍

例 	記者要有敏銳的觸覺，才能發現身邊有新聞價值的事件。

 4. 靈敏：     形  能對極其微弱的刺激迅速作出反應

    近  敏捷   反  笨拙

例 	智能手機上安裝了靈敏的光線感應器，能夠根據設備所處的環境自動
調節屏幕亮度。

 5. 草木皆兵：見到任何異動，都以為是敵軍
    近  風聲鶴唳   反  鎮定自若

例 	獨自走夜路回家的明康草木皆兵，心生恐懼，他不由得加快了腳步。

 6. 危在旦夕：     形  比喻危險在短時間內即將來臨

    近  危如累卵   反  安如磐石

例 	天氣持續乾旱，這個池塘即將枯竭，池塘中的魚兒危在旦夕。

 7. 忐忑不安：     形  心神極為不安

    近  心亂如麻   反  泰然自若

例 	哥哥所在的城市發生了地震，媽媽因此感到忐忑不安。

 8. 誠惶誠恐：形容小心謹慎的樣子
    近  驚慌失措   反  處之泰然

例 	田徑教練非常嚴厲，因此每次練習時，我們總是誠惶誠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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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打退堂鼓：比喻遇到困難時退縮
    近  知難而退   反  勇往直前

例 	我們約定了要一起登上山頂，你可不能因山路難行而打退堂鼓啊！

 10. 雛形：     名  事物初步形成的規模
例 	查爾斯．巴貝奇於十九世紀發明的分析機，被譽為是現代電腦的雛
形。

 11. 入不敷出：收入少而支出多
    近  捉襟見肘   反  綽綽有餘

例 	嘉峰的工資不高，卻經常購買名牌產品，因此總是入不敷出。

 12. 蔓延：     動  不斷向周圍擴展

    近  擴展      萎縮

例 	由於消防員未能及時撲救，這座大樓的火勢已經從二樓蔓延到四樓
了，情況非常危急。

 13. 初衷：     名  指最初的願望或心意
例 	如果我對同學違紀的行為視而不見，豈不是違背了我競選風紀的初衷？

短文寫作參考詞語

 14. 平平無奇：     形  沒有什麼顯著、突出的地方

   反  空前絕後

例 	你別看七巧板平平無奇，它能組合出上千種圖案呢！

 15. 承載：承受、負載
   近  承擔

例 	為了測試紙船的承載能力，我們不斷在紙船裏添加物品。

我已學了 1515個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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