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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典型試題分析 

 

 

一、閱讀能力 

 

1. 填充題 

 

例（1）： 

除「動作」描寫外，本文還從哪兩方面直接描寫李太太？（答案須是兩字詞） 

○1 ：          描寫 

○2 ：          描寫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從題目指示語中找出作答方向的提示，再結合文章

的細節內容歸納答案。例題考問的是文章的寫作方法，根據題目指示語的

提示，答案應屬於「人物描寫」的範圍。 

 

例（2）： 

試把引文中運用比喻的部分（粗體字）改為直接敍述，並須保留原意。 

「這一天上午，天空老張着那灰色的幔，沒有一點點漏洞，也沒有動一動。也

許幔外邊有的是風，但我們罩在這幔裏的，把雞毛從橋頭拋下去，也沒見它飄

飄揚揚踱方步。」（第 5 段） 

改寫：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辨清考問要點，再結合文章內容作理解、分析，然

後用簡潔的文字歸納答案。例題考問的是字詞含義，應結合修辭手法和文

章內容，理解相關字詞在文中所表達的實際意思，再歸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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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題 

 

例（1）： 

在第 3 段，作者說他們這種家庭，既無飢寒之虞又無暴發之欲。作者這樣寫，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A. 暗示他不理解母親的做法。 

B. 暗示他們家的經濟情況良好。 

C. 暗示他的母親性格開朗的原因。 

D. 暗示他母親並沒有因家境而奔波勞碌。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從文中找到與考問重點相關的內容，再根據考問重

點，對照相關內容與選項，從中篩選出答案。例題考問的是作者的目的，

應結合相關內容的上文下理作分析，篩選出最適切的答案。 

 

例（2）： 

作者在文中提及不同事件，它們藴含了什麼道理？試分別指出以下哪一個選項

最能貼合該事件所藴含的道理。 

選項： 

A. 善待他人等於善待自己。 

B. 誠信是交友的基本原則。 

C. 逆境是對人的意志力的考驗。 

D. 付出和收獲不一定成正比關係。 

E. 堅持不懈是戰勝困難的法寶之一。 

事件： 

（i） 體育健兒在賽前的表現（第 3 段） 

（ii） 兩位教授為難題而爭吵（第 5 段） 

（iii）街坊無償照顧獨居老人（第 8 段）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分析題目的關鍵字眼，找出考問重點，再對應文中

的相關內容作分析、歸納，然後對照選項找出答案。例題考問的是事件藴

含的道理，應先分析事件背後的意義，再結合作者目的篩選出答案。 

 

 

A    B    C    D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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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綜合《閱微草堂筆記》一文戴東原族祖與鬼的交鋒，可見鬼有何特點？ 

（1）狡猾多變                      （2）欺軟怕硬 

（3）循循善誘                      （4）膽小怕事 

A. （1）、（2） 

B. （3）、（4） 

C. （1）、（3）、（4） 

D. （2）、（3）、（4）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在文中圈定作答範圍，再運用排除法找出答案。例

題考問的是角色特點，應分析文中相關內容，再排除錯誤的備選項。 

 

例（4）： 

作者藉寓言中的角色比喻社會上不同的職業。試指出作者以兔子、獅子和螞蟻

分別比喻哪一種職業。 

 

（i） 兔子 

（ii） 獅子 

（iii）螞蟻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圈出文中涉及考問重點的內容，再結合主旨作理解

和分析。例題考問的是角色的深意，應結合主旨及作者目的找出答案。 

 

3. 判斷題 

 

例： 

試根據第 3 段的內容判斷以下陳述。 

 

（i） 作者藉分析兩類人的心理來反駁前人觀點。 

（ii） 作者藉指出情緒和疾病的關係來論述觀點。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需判斷陳述內容與文章內容的關係：兩者一致則答案正

確；兩者不一致則答案錯誤；若陳述內容未在文中提及，則答案無從判斷。 

A    B    C    D 

醫生    司機    警察    教師 

無從 

正確    錯誤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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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答題 

 

例（1）： 

綜合全文，作者對「送去」和「拿來」有何評價？試分別指出一項。 

（i） 「送去」：                                                      

（ii） 「拿來」：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根據考問重點，從文中找出答案的範圍，歸納後複述

出來。例題考問的是作者的評價，應結合作者的態度及目的作答。 

 

例（2）： 

就抒情文章而言，你較欣賞第一篇還是第二篇？試綜合全文，並就該篇的特點

分析說明。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就考問重點，結合文章的相關內容及個人看法作答。

例題考問的是比較兩篇文章的抒情特點，應先分析抒情特點，再作比較。 

 

5. 表格題 

 

例（1）： 

本文是一篇小品文，文中乞丐幻想的「金元寶」比喻什麼？乞丐想為小孩「尋

找大海」又比喻什麼？ 

事物 比喻什麼 

金元寶 （i）： 

尋找大海 （ii）：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針對考問重點分析文章的深意，從中歸納出最合適的

答案。例題考問的是比喻的本體，應結合比喻的特點及文章深意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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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第一篇共有 10 個段落，如按內容大意分成三個部分，試指出各部分由哪些段

落組成，然後概述第二及第三部分的內容大意，並把答案填寫在下表內。 

部分 段落 內容大意 

第一 

部分 

（i）： 

第 1 段至第    段 

列舉日常生活的例子，藉此帶出「情緒污

染」的具體含意。 

第二 

部分 

（ii）： 

第    段至第    段 

（iv）： 

                                       

第三 

部分 

（iii）： 

第    段至第 10 段 

（v）：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弄清文章的結構，再結合表格內的提示內容組織答

案。例題考問的是分段及段意，應分清文章的層次，再歸納各部分的大意。 

 

6. 文言語譯題 

 

例（1）：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 

（i）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喜雨亭記》             名：             

（ii）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論貴粟疏》         去：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結合字詞用法和上文下理作解釋。例題考問的是「名」、

「去」的意思，應先判斷該字在句中的詞性及所充當的成分，再作解釋。 

 

例（2）：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語體文。 

已盟，摽劍而去。《新序‧雜事》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判斷文句的句式，再結合相關的語譯方法及上文下

理作語譯。例題考問的是省略句，應先根據上下文將句子成分補充完整，

再結合相關的方法作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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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寫作能力 

 

1. 記敍抒情 

 

例（1）： 

試以「這一件小掛飾，我會一直留在身邊。」為首句，續寫這篇文章。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一句話或一段文字，要求學生按照所提供的內容續寫

整篇文章。題目提供的內容一般會提示寫作的主題、重點或線索等，學生

寫作前須審清題意。例題提供了文章的首句，其中的「小掛飾」應屬於貫

穿全文的線索，或抒發情感的媒介。 

 

例（2）： 

「外公是我最敬愛的親人，他獨自居住在鄉下的祖屋，從他對親人的默默關愛

中，我感受到他對家庭的無私奉獻。」 

根據以上一段描述，試記述外公的言行，抒發你對他的感情。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一段描述內容，要求學生代入當中的情境，記述事件

或人物，並從中抒發情感。題目所描述的內容除了會提示寫作主題外，還

會提示所需抒發的情感的方向，學生須仔細分析，以免偏離要求。例題要

求記述的是外公關愛親人、無私奉獻等言行，及抒發作者對他的敬愛之情。 

 

2. 記敍描寫 

 

例： 

秋日郊遊，看到眼前景象，難免興起一番感受。試以「秋日郊遊所見有感」為

題，寫作文章一篇。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設置一個情境，要求學生結合個人的生活經歷或日常見聞

發揮聯想，寫作文章。題目所設置的情境多貼近日常生活，故學生構思的

內容需符合實際情況，切忌脫離現實。例題設置的情境是「秋日郊遊」，

學生可結合生活經歷取材，唯內容須包含「所見」及「所感」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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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論說明 

 

例（1）： 

俗語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也有人說「眼見不一定為實」。試寫作文章一

篇，談談你對「眼見為實」的看法。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藉俗語、名人名言等，給予兩種不同的觀點，要求學生針

對其中的關鍵要點發表看法。題目引用的內容及觀點一般是比較常見且具

有爭議的，學生可結合個人理解或經驗發表合理的看法。例題要求談論的

是對「眼見為實」的看法，學生可透過生活經歷或見聞來論述看法。 

 

例（2）： 

以下內容選自詩歌《成功的花》： 

成功的花， 

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豔！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試就你對這首詩歌的體會或聯想，以「成功的花」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一首詩歌或一段故事等內容，要求學生讀完相關內容

後，根據個人的體會或聯想來寫作文章。題目一般會提供一些藴含深意的

內容，學生閱讀內容時需留意分析箇中的寓意，以免離題。例題中的詩歌

指出了成功是靠努力奮鬥得來的，學生需圍繞相關深意進行寫作。 

 

例（3）： 

試以「談平凡」或「談偉大」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請把文題寫在答題簿的第一行）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兩個方向相反的文題，要求學生選擇其一，從中談論

看法，完成寫作。題目提供的兩個文題之間一般存在着某些聯繫，學生可

稍加分析，選擇自己擅長的方向來寫作。例題要求談論的方向是「平凡」

或「偉大」，學生可分析箇中的內涵和意義，選擇其一，寫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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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孩子不是被人餵養的寵物，而是盼望自由飄浮的雲霞。」 

試就個人對這句話的體會，以「教育」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藉富含深意的文句，帶出兩種看似正反對立的觀點，要求

學生結合個人體會，針對相關主題寫作文章。題目提供的文句一般運用了

修辭手法，意思較隱晦，學生需仔細理解、分析句意。例題要求談論的是

孩子的教育問題，學生應先分析文句中的觀點，再根據體會寫作文章。 

 

 

4. 自由題 

 

例（1）： 

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各種各樣的意外。試就個人的想像或思考，以「意外」為

題，寫作文章一篇。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給出一個確切的文題，要求學生就文題展開思考，寫作文

章。文題一般具有較大的範圍或可涉及各個不同的層面，學生可就其適當

發揮想像，或思考虛構故事，或闡述個人的反思或看法等。例題以「意外」

為文題，學生應根據自己對「意外」的理解，構思合理的寫作素材。 

 

例（2）： 

有人在藝術方面找到興趣，有人在科學方面找到興趣，有人在某個領域、專業

方面找到興趣……，你在什麼方面找到興趣呢？ 

試為「我在          方面找到興趣」補上一詞，並以此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請把文題寫在答題簿的第一行。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給出一段文字作為寫作方向的指引及不完整的文題，要求

學生將文題補充完整，再寫作文章。文題需要補充的內容一般與寫作的重

點有關，學生須仔細審題，並結合個人的構思，補上合適的內容。例題要

求寫作的是個人在某方面的興趣，學生可以填入自己興趣所在的領域、專

業等，唯寫作時須緊扣補充後的完整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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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試就下圖對你的啟發，以「日出與日落」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包含兩種事物的文題，並輔以圖片或漫畫作相應的補

充說明，要求學生發揮聯想，挖掘其中深意，完成寫作。題目提供的圖畫

只用作補充說明文題，學生無須逐一交代圖畫的細節，只須配合圖意，分

析及比較兩種事物的異同，從中表達見解或反思。例題要求就「日出」與

「日落」現象表達看法，學生可結合個人經驗、社會現象等來寫作文章。 

 

 

 

 

 

三、說話能力 

 

1. 要求表明立場、看法，各抒己見的題目 

 

例（1）： 

以下哪一句說話，對人生更具啟發？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時間就是生命，浪費了時間就是犧牲了生命。」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給出兩種選擇，要求學生選擇其一並說明原因。題目中所

給出的選擇一般呈對立、相反的觀點，學生需結合個人理解和生活經歷作

出選擇。例題要求選擇對人生更具啟發的話語，學生可仔細理解話語，從

生命和時間的價值、意義等方面作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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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父母對潮流時尚的觀點與你截然不同，以下哪一種處理方式最為合適？ 

溝通磨合          妥協讓步          我行我素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三個選項，要求學生從中選擇「最為合適」的一項。

題目所設的選項一般代表不同的方向或意義，學生只可選擇其一作闡述。

例題涉及父母與子女的溝通問題，學生可結合個人經歷作出合適選擇。 

 

例（3）： 

試評論以下對人工智能的看法。 

嘉文：「人工智能為人類生活創造便利，是未來發展的大趨勢。」 

偉傑：「我則覺得人工智能對未來的人類社會將是極大的威脅。」 

嘉文：「人工智能怎可能是威脅？你太杞人憂天了。」 

偉傑：「你難道不知道，很多人類的職業已經逐漸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嗎？」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設置一段貼近日常生活情境的對話，要求學生從中找出討

論的重點和方向。對話一般包含兩種或以上的觀點，學生可因應個人見解

發表看法。例題要求評論對人工智能的看法，學生應藉合適的例子作闡述。 

 

例（4）： 

真誠和信任是日常生活中的兩項交友原則。個人在網絡上交友時，這兩個原則

也適用嗎？試談談你的看法。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列舉某種貼近日常生活的社會現象，要求學生針對社會現

象發表看法。例題涉及網絡交友的現象，學生可結合生活經驗或見聞發表

看法，並在討論中援引合適的例子以支持自己的看法。 

 

例（5）： 

以明星藝人擔任城市或國家的形象大使，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 

 

分析：這類題目的討論焦點在於「利」與「弊」，通常會要求學生針對某一問題

或現象討論其利弊，並發表個人見解。例題要求討論有關明星藝人擔任形

象大使的現象，學生可以多角度思考這一現象的利弊，以令看法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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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達成共識的題目 

 

例： 

鼓勵學生多參加課外活動，以下哪一項最為有效？試討論並達成共識。 

學校多舉辦新穎的活動 

老師減少佈置課餘作業 

父母多陪伴子女參加活動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給出幾個選項供學生選擇並闡述看法，並要求同一組別的

成員達成一致的意見。例題要求談及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方法，學生

可結合個人經歷發表看法，並在討論中儘量縮小與組員的分歧，達成共識。 

 

 

3. 要求表達建議或想法的題目 

 

例（1）： 

年輕人的個性多種多樣。你認為什麼動物能象徵現今香港年輕人的特質？試談

談你的看法。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列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話題，要求學生根據這一話題表達

想法。題目中的話題可能涉及多個方面的討論，學生可作多角度思考，言

之成理即可。例題要求提出能象徵香港年輕人個性的動物，學生可結合年

輕人的特點，適當作聯想，闡述個人看法。 

 

例（2）： 

假如你可以回到過去，邀請一位歷史名人為初中的學生傳授學習經驗，你會選

擇哪一位？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假設一個情境，要求學生根據情境發揮想像，表達想法。

題目設置的情境一般較為天馬行空，學生需先從中找出討論的重點，再闡

述個人見解。例題中的情境是邀請歷史名人傳授學習經驗，學生應充分發

揮想像，選擇邀請合適的歷史名人，並合理闡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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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如何推動社會「互幫互助」的風氣？試談談你的看法。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給出一種有關校園、家庭或社會的問題，要求學生針對問

題建議解決方法。例題要求建議推動「互幫互助」風氣的方法，學生可結

合生活經驗及社會現象構思解決方法，留意所提內容須可行、具體、新穎。 

 

 

4. 要求排列優次項目的題目 

 

例： 

家長為子女烹飪菜餚，以下各項均為考慮因素。試就其重要性排列優次。 

口感味道          營養價值          葷素搭配 

 

分析：這類題目通常會提供幾個選項，要求學生根據題意，為各選項排列優次順

序。題目中的選項各有側重點或意義，學生可因應個人理解及看法來排列

順序。例題中要求談及的是家長為子女烹飪菜餚時的考慮因素，學生可結

合生活經驗排列各選項的輕重主次，討論時做到有理有據即可。 

 

 

 

 

四、聆聽能力 

 

1. 填充題 

 

例（1）： 

試以四字詞概括智文認為多數市民未能堅持每週運動的主要原因。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總結相關的話語內容，再將要點歸納成符合題目限

定字數的答案。例題考問的是說話者所提及觀點的主要原因，聆聽時應先

摘記有關主要原因的內容，然後歸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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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試根據有關討論，指出以下比喻所指。 

○1  茶壺：                                   

○2  茶葉：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根據指示語推敲作答方向，再摘記相關的話語要點，

然後歸納答案。例題考問的是話語細節中有關比喻的內容，聆聽時應重點

留意提及「茶壺」、「茶葉」所指代的內容，從中摘記並歸納出答案。 

 

2. 選擇題 

 

例（1）： 

在話語開始時，林子琪運用了什麼手法引入主題？ 

A. 反問 

B. 排比 

C. 比喻 

D. 設問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找出題目關鍵詞，確定考問要點，再在聆聽時摘記

相關內容找出答案。例題考問的是說話者引入主題的方法，應摘記說話者

在話語開始時的說話特點，再對照選項找出答案。 

 

例（2）： 

方宇傑列舉了不同人對編程教育的看法，其中曾提及以下哪些方面？ 

（1）人工智能發展            （2）全球資訊同步 

（3）科技革新技術            （4）社會發展潮流 

A. （1）、（2） 

B. （1）、（3） 

C. （2）、（4） 

D. （3）、（4）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結合題目關鍵詞摘記相關話語，再運用排除法篩選答

案。例題考問的是說話者的說話要點，應分別歸納各要點，再作分析篩選。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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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綜合三人的討論（不包括李曼晴的簡介），試選出各人論說的方式。 

選項： 

A. 以闡述觀點為主，引據論述個人見解。 

B. 以引導討論為主，歸納解釋不同觀點。 

C. 以反駁他人為主，指出觀點中的謬誤。 

D. 兼顧反駁與引導，綜合分析主要觀點。 

 

（i） 李曼晴 

（ii） 梁傑輝 

（iii）趙老師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仔細分清各說話者的說話內容，再根據考問重點作分

析歸納。例題考問的是各說話者的論說方式，應在聆聽時仔細留意各說話

者的語氣、態度、回應方式等特點，再對照選項找出答案。 

 

 

3. 判斷題 

 

例（1）： 

根據有關林可欣週末會做什麼的討論，判斷以下陳述： 

 

 

（i） 林可欣因自小受到祖母的薰陶，故十分 

喜歡研究書畫藝術。 

（ii）黃學文並不知道林可欣打算在週末做什 

麼，因此產生了質疑。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分析陳述內容，再在聆聽時找出相關內容作對照，

從中判斷正誤：陳述內容與話語內容一致，則答案正確；兩者不一致，則

答案錯誤；若陳述內容未在話語中提及，則答案無從判斷。 

 

 

A    B    C    D 

無從 

正確    錯誤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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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判斷以下各項是否符合錄音中「從善如流」的意思。 

事例 是 否 

（i） 社團管理者虛心聽取幹事的可行建議。   

（ii）學生指出教科書上的錯漏問題，並改正。   

 

分析：解答這題目時，宜先找出題目的考問重點，再在聆聽時摘記與考問重點相

關的內容，然後與陳述內容作對照，判斷正誤。例題考問的是所提供事例

是否符合「從善如流」的意思，應先理解話語中提及的「從善如流」的實

際意思，再對照相關事例作判斷。 

 

4. 問答題 

 

例（1）： 

綜合而言，街頭藝術對黃詩韻有什麼啟發？試指出兩點。 

○1 ：                                                                

○2 ：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根據題目關鍵詞判斷作答的方向，再在聆聽時摘記

相關內容作歸納。例題考問的是說話者受到的啟發，應在聆聽時摘記該說

話者話語中有關啟發的內容，歸納後以簡潔的文字表達出來。 

 

例（2）： 

根據「船舶藝術」的討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句話跟李老師的看

法相通還是相違？試加說明。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根據題目的考問重點，摘記有關的話語內容，再結

合個人的理解及生活經驗作分析說明。例題考問的是名句與說話者看法的

關係，應先理解名句的意思，再結合個人理解及說話者看法作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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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徐會長曾以「騎士渡河」的故事令歐子奇有所覺悟。試另舉一個武術競技以外

的例子，說明這個故事的寓意。（字數不多於 5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先明確題目的作答方向，再從話語內容中摘記相關要

點，然後結合話語要點及個人的經驗或見聞作分析說明。例題要求根據話

語中的故事寓意另舉一個例子，應先理解相關寓意，再舉例說明。 

 

5. 表格題 

 

例（1）： 

就池塘與大海的比喻，吳麗娜以荷花和水母分別比喻什麼？ 

 默默耕耘者 自吹自擂者 珍惜時光者 無所作為者 

（i）荷花     

（ii）水母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辨清分題與選項之間的聯繫，在聆聽時對照相關內容

找出答案。例題考問的是比喻的內容，應分析話語的深意，從中判斷答案。 

 

例（2）： 

試根據有關討論，指出以下比喻指的是什麼事或道理。請把答案填寫在下表內。 

比喻 所指的事或道理 

做手工 ○1 ： 

快速奔跑 ○2 ： 

 

分析：解答這類題目時，宜根據考問重點來摘記相關話語內容，再歸納出答案。

例題考問的是比喻所指的內容，應結合說話者的觀點和前後語境作分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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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能力 

 

1. 只有一個發文者身份的題目 

 

例： 

香城心理健康援助中心為推廣「逆境自強‧精彩人生」這理念，舉辦「中學生

心靈天使計劃」。試以申請人長河中學中三級學生趙飛揚的名義，撰寫一篇文

章，先指出兩項香城中學生的心理特點，並舉例說明有關特點如何影響日常生

活；再選擇一個心靈天使計劃主題，論證選擇該主題的原因。（全文不得少於

500 字，標題及標點符號計算在內，並須用書面語撰寫。） 

 

分析：這類題目只設一個發文者，要求學生代入發文者的身份撰寫文章。學生宜

先根據題目要求找出各項寫作要點，再結合發文者身份及文體格式要求

等，將各要點組織成文。 

 

2. 有兩個發文者身份的題目 

 

例： 

為營造更好的閱讀環境，長河中學計劃興建新圖書館大樓，並公佈了兩個方

案。試以學生鄭學禮或劉佳宜的身份致函校報，說明自己支持的方案，並提出

原因及理據，再就兩個方案的佈局設計，論證哪一個有利於提升校園的閱讀氛

圍。（全文不得少於 50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並須用書面語撰寫。） 

 

分析：這類題目設置了兩個發文者，要求學生選擇其中一個發文者，代入身份撰

寫文章。學生宜先選定一個發文者身份，再根據身份篩選符合題目要求的

寫作要點，然後結合發文者身份及文體格式要求，將各要點組織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