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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S AND QUESTIONS I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第一部分

仔細閱讀下列兩篇短文，然後回答問題：

短文一

課外活動的作用和意義

中學生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是按照課程規劃規定的科目上課，但仍有許多課餘時間由

學生自由支配。學校在課餘時間爲他們組織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可以滿足學生們多種多

樣的精神需求。課外活動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在課外活動中，學生

通過完成一個實驗，製作一個作品，研討一個課題，取得一個科學数据等各種實踐學到嚴

謹治學的精神。課外活動能培養他們爲實現一個目標而努力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克服困難的

毅力。由於課外活動一般生動形象又有親身的實踐，往往能在學生的心靈上留下深刻的印

象，産生良好的教育效果。課外活動可以促使每個學生都得到全面發展，充分發揮每個學

生的特長，從而使他們成爲各有所長的人。

學生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他們除了要求學習求知外，還要求友誼和社交，要求獨立自

由活動和從事創造活動，要求對美的享受和各種文化娛樂等等。在搞好課堂教學的同時，

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有可能滿足他們的種種需要。

和課堂教學相比，課外活動的實踐性較強。從事課外活動往往既要用腦勞動又要用手

勞動。如搞科技製作與實驗、製作標本和模型、植樹和種花草等都需要把動手和動腦結合

起來。在動手中遇到難題，便需要學生反復思索，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這樣就能充分把

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培養學生手腦並用的實踐能力。

課外活動固然需要有教師指導，但主要是靠學生自己努力學習實踐，自己動腦筋克服

困難，處理問題，解決矛盾。在活動中，閱讀、觀察、收集資料、記錄、實驗、設計、製

作、表演等都是由學生獨立進行的。這就能夠使學生在實際鍛煉中培養獨立性，增強獨立

工作的能力。

請先閱讀以下說明

如果發給你了答題紙，請按第一頁上的說明答題。

請在所有要交的答卷上寫上考試中心編號，考生號和姓名。

請用深藍色或黑色筆把答案寫在答卷的正反兩面。

請勿用訂書釘、曲別針、彩色筆、膠水或塗改液。

請回答所有問題。

可以用繁體字或者簡體字回答問題。

每一題或每一小題的分數在其後面的括號 [  ] 裏。

考試結束後，請把所有答卷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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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二

課外活動的內容

中學生課外活動的內容，按性質一般可分爲學科活動、科技活動、社會活動、文學藝

術活動、文體活動等。

學科小組活動與課堂教學聯繫緊密，它以課堂講授的知識爲基礎，但不是課堂教學的

重復，也不局限於教學大綱範圍之內。活動的內容主要是各學科的知識性作業和對某一學

科領域中的某些專題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和研究。學科活動能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擴

大學生的知識面，更能發展學生的智力。

在科技活動中可以進行各種科技實踐性的活動，如學習無線電、製作科技小模型、觀

測氣象、採集標本，以及舉辦科技知識講座和科學家故事會等。科技活動的宗旨在於使學

生掌握一定的科學知識、獲取科技資訊、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培養學生科學態度和創造

精神以及初步的科學研究能力。

社會實踐活動是讓學生走出學校接觸社會，瞭解社會生活，如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

查、參觀、考察、訪問、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活動），以及遠足、遊覽等。近幾年來，中

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文學藝術活動以發展學生對文學藝術的興趣愛好、培養審美情趣、發展文藝方面的才

能爲主要目的，如對小說詩歌、音樂舞蹈、戲劇、繪畫雕刻等各種藝術形式進行欣賞評論

或演練創作。

文體活動是最廣泛的群衆性活動，如文藝會演、歌詠比賽、看電影、球賽等。這些活

動不僅可以使學生身心愉快，增加生活的樂趣，也能增強體質。

1  根據以上兩篇短文內容，請講一講你對課外活動的看法。要求 350 字左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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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仔細閱讀以下文章，並根據要求回答問題：

擺脫孤獨要從自己做起

正值豆蔻年華的你體驗到孤獨並不可怕，這正是自我意識覺醒的一種表現。但是如果

你最終不能從孤獨中走出來，總是一味地回避社會，最後便可能把自己隔絕起來，得不到

成長中所需要的資訊和情感支援，並爲此而感到深深的苦惱。

要想擺脫孤獨可以從兩個方向努力：一個方向是自己積極主動去接近別人，一個方向是

通過改變自我使別人願意接近自己。積極主動地接近別人的最好方法便是關心幫助別人。

當你看到周圍的人有爲難之處的時候，如果能主動伸出手去幫一把，很可能就爲自己贏得

了一位朋友，從而也幫助自己擺脫了孤獨。 

沒有人會喜歡整天愁眉苦臉的人，也沒有人會喜歡一臉清高孤傲的人。如果你渴望友誼

和朋友，你就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你自己。也許你並非不想理別人，只是不知道說什麽才

好，或擔心別人會不理你。沒關係，先從每天早上見面做起，如果你每天都能以親切的微笑

來面對你的同學、同事，並不計較別人是否主動，是否也對你點頭，堅持幾天，你看看會有

什麽結果？日本心理學家箱崎總一說：“對別人親切正是免除自己本身孤獨的第一步。＂如

果你再能設法找到一些共同的話題，或者主動向別人請教，僵局就很容易打破了。

要想有朋友就不能光想著自己。總把“我＂放在嘴邊的人最招人反感，如果和別人交

往時你不懂得尊重別人，老是隨便打斷人家的話；或是說些刺激人的話，讓人下不來台；

或是總想和人爭個高低，處處顯得你正確，恐怕你也就很難擁有朋友和友誼，所以擺脫孤

獨要從自己做起。

2  你有一位朋友剛剛搬了家，感到十分孤獨。給他/她寫一封信談談與人交往的問

題。要求 350 字左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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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20 分]

第三部分

3 請用下列所給的詞語各造一句話。

(a) 習慣    [1]

(b) 目前    [1]

(c) 事實上    [1]

(d) 造成    [1]

4  請選擇適當的詞語填空。

 (a) 他這個人比較幼稚，想問題不夠__________。

  甲：深奧 乙：深重 丙：深刻 丁：深厚 [1]

 (b) 那個地方非常__________，以後一定不要再去了。

  甲：危機 乙：危險 丙：危及 丁：危急 [1]

 (c) 最近天氣不好，這幾天__________下雨。

  甲：從開始 乙：一直 丙：從來 丁：一味 [1]

 (d) 看到他心情不好，我也很__________。

  甲：難 乙：難堪 丙：難受 丁：難看 [1]

5  請解釋下列成語的意思。

 (a) 錦上添花    [2]

 (b) 幸災樂禍    [2]

6 請用自己的話解釋一下“隔行如隔山＂這個俗語的意思。 [2]

7 請選用適當的詞語填空。

  成功是所有人都希望的。有的人說靠運氣，有的人說靠自己的才能。我覺得兩個

都__________。有機會但抓不住也就和沒有一樣，光有能力沒有施展的機會也會

一事無成。可是不管__________，都不能怨天尤人，要想成功一定要自己努力。

提高能力也好，創造機會__________，只有有了積極向上的心態__________成功

的可能。    [2]

8 請從下面的話中挑出兩個形容詞寫在答卷上。

  不知道他什麽時候走進來了，一聲不出地坐在大籐椅上。屋裏開會的人都說得面紅

耳赤，誰也沒注意到他。   [2]

9 請給下面的短文加上標點。

  你這樣做實在太不講理了小紅大聲地說小紅和哥哥打架是常事可今天她真是生氣得

很她一邊說一邊舉起拳頭朝哥哥打去哥哥一躲她撲了空摔了一個大跟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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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S AND QUESTION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第一部分

仔细阅读下列两篇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短文一

课外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中学生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按照课程规划规定的科目上课，但仍有许多课余时间由

学生自由支配。学校在课余时间为他们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可以满足学生们多种多

样的精神需求。课外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课外活动中，学生

通过完成一个实验，制作一个作品，研讨一个课题，取得一个科学数据等各种实践学到严

谨治学的精神。课外活动能培养他们为实现一个目标而努力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克服困难的

毅力。由于课外活动一般生动形象又有亲身的实践，往往能在学生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

象，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课外活动可以促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每个学

生的特长，从而使他们成为各有所长的人。

学生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他们除了要求学习求知外，还要求友谊和社交，要求独立自

由活动和从事创造活动，要求对美的享受和各种文化娱乐等等。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可能满足他们的种种需要。

和课堂教学相比，课外活动的实践性较强。从事课外活动往往既要用脑劳动又要用手

劳动。如搞科技制作与实验、制作标本和模型、植树和种花草等都需要把动手和动脑结合

起来。在动手中遇到难题，便需要学生反复思索，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就能充分把

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学生手脑并用的实践能力。

课外活动固然需要有教师指导，但主要是靠学生自己努力学习实践，自己动脑筋克服

困难，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在活动中，阅读、观察、收集资料、记录、实验、设计、制

作、表演等都是由学生独立进行的。这就能够使学生在实际锻炼中培养独立性，增强独立

工作的能力。

请先阅读以下说明

如果发给你了答题纸，请按第一页上的说明答题。

请在所有要交的答卷上写上考试中心编号，考生号和姓名。

请用深蓝色或黑色笔把答案写在答卷的正反两面。

请勿用订书钉、曲别针、彩色笔、胶水或涂改液。

请回答所有问题。

可以用繁体字或者简体字回答问题。

每一题或每一小题的分数在其后面的括号 [ ] 里。

考试结束后，请把所有答卷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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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二

课外活动的内容

中学生课外活动的内容，按性质一般可分为学科活动、科技活动、社会活动、文学艺

术活动、文体活动等。

学科小组活动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它以课堂讲授的知识为基础，但不是课堂教学的

重复，也不局限于教学大纲范围之内。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各学科的知识性作业和对某一学

科领域中的某些专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学科活动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扩

大学生的知识面，更能发展学生的智力。

在科技活动中可以进行各种科技实践性的活动，如学习无线电、制作科技小模型、观

测气象、采集标本，以及举办科技知识讲座和科学家故事会等。科技活动的宗旨在于使学

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获取科技信息、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创造

精神以及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是让学生走出学校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生活，如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

查、参观、考察、访问、社会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以及远足、游览等。近几年来，中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文学艺术活动以发展学生对文学艺术的兴趣爱好、培养审美情趣、发展文艺方面的才

能为主要目的，如对小说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刻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欣赏评论

或演练创作。

文体活动是最广泛的群众性活动，如文艺会演、歌咏比赛、看电影、球赛等。这些活

动不仅可以使学生身心愉快，增加生活的乐趣，也能增强体质。

1  根据以上两篇短文内容，请讲一讲你对课外活动的看法。要求 350 字左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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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仔细阅读以下文章，并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摆脱孤独要从自己做起

正值豆蔻年华的你体验到孤独并不可怕，这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

你最终不能从孤独中走出来，总是一味地回避社会，最后便可能把自己隔绝起来，得不到

成长中所需要的信息和情感支持，并为此而感到深深的苦恼。

要想摆脱孤独可以从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向是自己积极主动去接近别人，一个方向是

通过改变自我使别人愿意接近自己。积极主动地接近别人的最好方法便是关心帮助别人。

当你看到周围的人有为难之处的时候，如果能主动伸出手去帮一把，很可能就为自己赢得

了一位朋友，从而也帮助自己摆脱了孤独。

没有人会喜欢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也没有人会喜欢一脸清高孤傲的人。如果你渴望友谊

和朋友，你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你自己。也许你并非不想理别人，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才

好，或担心别人会不理你。没关系，先从每天早上见面做起，如果你每天都能以亲切的微笑

来面对你的同学、同事，并不计较别人是否主动，是否也对你点头，坚持几天，你看看会有

什么结果？日本心理学家箱崎总一说：“对别人亲切正是免除自己本身孤独的第一步。”如

果你再能设法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或者主动向别人请教，僵局就很容易打破了。

要想有朋友就不能光想着自己。总把“我”放在嘴边的人最招人反感，如果和别人交

往时你不懂得尊重别人，老是随便打断人家的话；或是说些刺激人的话，让人下不来台；

或是总想和人争个高低，处处显得你正确，恐怕你也就很难拥有朋友和友谊，所以摆脱孤

独要从自己做起。

2  你有一位朋友刚刚搬了家，感到十分孤独。给他/她写一封信谈谈与人交往的问

题。要求 350 字左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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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用下列所给的词语各造一句话。

(a) 习惯    [1]

(b) 目前    [1]

(c) 事实上    [1]

(d) 造成    [1]

4  请选择适当的词语填空。

 (a) 他这个人比较幼稚，想问题不够__________。

  甲：深奥 乙：深重 丙：深刻 丁：深厚 [1]

 (b) 那个地方非常__________，以后一定不要再去了。

  甲：危机 乙：危险 丙：危及 丁：危急 [1]

 (c) 最近天气不好，这几天__________下雨。

  甲：从开始 乙：一直 丙：从来 丁：一味 [1]

 (d) 看到他心情不好，我也很__________。

  甲：难 乙：难堪 丙：难受 丁：难看 [1]

5  请解释下列成语的意思。

 (a) 锦上添花    [2]

 (b) 幸灾乐祸    [2]

6 请用自己的话解释一下“隔行如隔山”这个俗语的意思。 [2]

7 请选用适当的词语填空。

  成功是所有人都希望的。有的人说靠运气，有的人说靠自己的才能。我觉得两个

都__________。有机会但抓不住也就和没有一样，光有能力没有施展的机会也会

一事无成。可是不管__________，都不能怨天尤人，要想成功一定要自己努力。

提高能力也好，创造机会__________，只有有了积极向上的心态__________成功

的可能。    [2]

8 请从下面的话中挑出两个形容词写在答卷上。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进来了，一声不出地坐在大藤椅上。屋里开会的人都说得面红

耳赤，谁也没注意到他。   [2]

9 请给下面的短文加上标点。

  你这样做实在太不讲理了小红大声地说小红和哥哥打架是常事可今天她真是生气得

很她一边说一边举起拳头朝哥哥打去哥哥一躲她扑了空摔了一个大跟头 [2]

第三部分

[共计：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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