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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入學考試 (中文) 

中文 

 2017年3月4日 

考試時間：1.5 小時                                             

總分: 100   

 

1. 此份試卷共有六部份。  

 

2. 請將正確的答案填寫在本考試卷的答案紙上。  

 

3. 此份試卷共有8頁答案紙(包括本頁)。  

 

4. 如有疑問，請舉手示意。  

 

 

座位編號：  _____________ 

 

 

考生編號：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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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選擇題:12%@1% 

1.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迄今已經舉辦了______屆。 

(A)63  (B) 62  (C) 64    (D) 65 

 

2. 南灣‧雅文湖畔，是由文化局、體育局、旅遊局及______ 共同

合作，將南灣湖畔一帶打造成為富特色的休閒廣場。 

(A)澳門大學  (B) 旅遊學院 (C) 理工學院  (D) 科技大學 

 

3. 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第______任美國總統。 

(A)46    (B) 58  (C) 45    (D) 59 

 

4.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關長是______。 

(A) 徐禮恆  (B) 賴敏華 (C) 馬耀權 D) 黃有力 

 

5. 珠海至湖南长沙南站的高鐵列車每日對開一班，行車時間約 

______小時。 

(A) 六    (B) 五   (C) 三    (D) 四 

 

6. 中國有四個直轄市，分別是北京、上海、天津和______。 

(A) 成都  (B)重慶  (C) 廈門    (D) 海南島 

 

7. 現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是______。 

(A) 潘基文  (B) 古特雷斯 (C) 布特羅斯   (D) 安南 

 

8. 今年 1 月初，位於阿富汗首都______的阿富汗議會大樓遭兩起

炸彈襲擊，造成多人傷亡。 

(A) 喀布爾   (B) 伊斯蘭堡 (C) 新德里 (D) 卡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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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今年 1 月出訪中美洲的台灣領導人蔡英文，在過境美國休士頓期

間，與德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等會面，獲得對方贈送______留

念。  

 (A) 鐘    (B) 花  (C) 畫    (D) 花瓶 

 

10. 中國的“六朝古都”，指的是 ______。 

(A) 西安  (B)開封  (C) 南京    (D) 洛陽 

 

11. ______的五絕《靜夜思》，寫想家的感受，是思念故鄉的名

句。 

(A) 王維   (B) 孟浩然 (C) 李白   (D) 王昌齡 

 

12. ______有兩首特別有名的長詩，分別是《長恨歌》和《琵琶

行》。 

(A) 元稹   (B) 杜甫  (C) 白居易 (D) 柳宗元 

 

第二部份 填寫適當的量詞：10%@1% 例：一（位）老人 

一(13) 井  一(14) 項鍊 一(15) 菜  一(16) 刀叉  一(17) 明月 

 

一(18) 話 一( 19) 鮮花  一(20) 耳光   一(21) 襪子 一(22) 彩虹 
 

 

第三部分 請填寫一個合適的字﹐令它與其它的字都能成為詞語﹕

16%@2% 

例：（證）券、實、言、據、件、婚、明、人  

議（23）院、長、論、事、定、價、決、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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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24）戰、鬥、奪、冠、吵、辯、論、寵、端  

權（25 ）貴、臣、勢、力、利、益、衡、術、宜 

主（26）婦、人、腦、力、流、教、角、任、食 

島（27）國、嶼、弧 

群（28）芳、眾、體、英、雄、集、居、星、山 

沙（29）土、雕、畫、化、皇、包、袋、丘、參 

南（30）北、邊、方、面、瓜、昌、非、國、歐 

 

第四部分 改正錯別字，請將正確的字填寫在答案紙上。10%@1% 

伶牙利齒(31) 插科打渾(32) 披星帶月(33) 鼓惑人心(34)  

牟取暴利(35) 巧舌如黃(36) 默守成規(37) 提心掉膽 (38)  

徇私舞蔽(39) 千錘百練(40)  

第五部分 閱讀理解，回答問題。22%  

侯銀匠 汪曾祺 

侯銀匠店特別處是附帶出租花轎。銀匠店出租花轎，不知是什

麼道理。 

      侯銀匠中年喪妻，身邊只有一個女兒侯菊。在同年的女孩子還

只知道抓子兒、踢毽子的時候，她已經把家務全撐了起來。開門掃

地、撣土抹桌、燒茶煮飯、漿洗縫補。事事都做得很精到。 

      一家有女百家求，頭幾年就不斷有媒人來給侯菊提親。侯銀匠

千挑萬選，看定了開糧行陸家的老三。侯銀匠問菊子的意見。菊子

說“爹作主！”侯銀匠拿出一張小照片，讓菊子看，菊子噗嗤一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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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笑什麼？”——“這個人我認得！”從菊子的神態上，銀匠知道

女兒是中意的。 

      定親後，陸家不斷派媒人來催婚。三天一催，五天一催。侯菊

有點不耐煩：“總得給人家一點時間準備準備。” 

      侯銀匠順著女兒的意思，搜羅了點金子打了一對耳墜、一條金

鏈子、一個戒指。侯菊說：“不是我稀罕金東西。大嫂子、二嫂子

家裡陪嫁的金首飾戴不完。我嫁過去，有個人來客往的，戴兩件金

的，也顯得不過於寒磣。”侯銀匠知道這也是給當爹的做臉，於是

加工細做。心裡有點甜，又有點苦。 

      爹問菊子還要什麼，菊子指指花轎，說：“我要這頂花轎。” 

      “這是頂舊花轎，你要它幹什麼？” 

      “我看了看，骨架都還是好的，我會把它變成一頂新的！’ 

      侯菊動手改裝花轎，買了大紅緞子、各色絲絨，飛針走線，一

天忙到晚。她又請爹打了兩串小銀鈴，作為飄帶的墜腳。轎子一動，

銀鈴碎響。轎子完工，很多人都來看。 

      轉過年來，春暖花開，侯菊就坐了這頂手制的花轎出門。臨上

轎時，菊子說了聲：“爹！您多保重。”鞭炮一響，老銀匠的眼淚就

下來了。  

      花轎沒有再抬回來，侯菊把轎子留下了。 

      大嫂、二嫂家裡都有錢。侯菊有什麼呢？她有這頂花轎。全城

的花轎，都不如侯菊的花轎鮮亮，接親的人家都願意租侯菊的。這

樣她每月都有進帳。她把錢放在抽屜裡，對丈夫說：“以後你要買

書訂雜誌，要用錢，就從這抽屜裡拿。” 

      陸家一天三頓飯都歸侯菊管。陸家人多，眾口難調。老大愛吃

硬飯，老二愛吃爛飯，公公婆婆愛吃燜飯。侯菊竟能在一口鍋裡煮

出三樣飯。 

      公公婆婆都喜歡三兒媳婦。婆婆把米櫃的鑰匙交給了她，公公

連糧行帳簿都交給了她。她實際上成了陸家的當家媳婦。她才十七

歲。     

    侯銀匠有時以為女兒還在身邊。他的燈盞裡油快沒了，就大聲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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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子！給我拿點油來！”及至無人應聲，才一個人笑了：“老了！糊

塗了！” 

     女兒有時提了兩瓶酒回來看他，椅子還沒有坐熱就匆匆忙忙走

了，陸家一刻也離不開她。 

     侯銀匠不會打牌，也不會下棋．他能喝一點酒，也不多。而且

喝的是慢酒。兩塊茶乾，二兩酒，就夠他消磨一晚上。候銀匠忽然

想起兩句唐詩，那是他鏨在銀簪子上的。想起這兩句詩，有點文不

對題：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選自《汪曾祺全

集》，有刪改) 

 

41. 小說第二段(“侯銀匠中年喪妻……很精到”)，對全文情節展開有

什麼作用？  (6 分) 
 

42. 文中畫線處，苦和甜分別代表了侯銀匠怎樣的情感？(8 分) 

 

43. 小說中的花轎與刻畫侯菊的形象有密切關係，請分析。(8 分) 

 

 

 

第六部分 作文 ﹕《站在______的門口》 30% 

 

要求：1）請先將題目補充完整；2）文體不限；3）5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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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2     B 3    C 4 D 5 D 

6    B 7     B 8    A 9 A 10 C 

11  C 12   C 13  口 14 條 15 棵 

16 副 17 輪/彎 18 句/番/席 19 朵/束 20 記 

21 雙 22 道 23 議 24  爭 25 權 

26 主 27 島 28 群 29  沙 30 南 

31 俐 32 諢 33  戴 34 蠱 35 -- 

36 簧 37 墨 38  吊 39 弊 40 煉 
 
 

41. (6 分) 突出侯菊的精細能幹著眼，為寫侯菊改裝花轎，

出租花轎，成為當家媳婦等情節提供依據。 

 
 

42. (8 分) 甜：因為女兒終於長大成人了；嫁了個好人家(女

兒有了個好歸宿)；可以為自己女兒打首飾了。 苦：女兒出

嫁後自己會很孤獨；女兒出嫁也只能給這點首飾。 

 
 

43. (8 分) ①要花轎早有打算；②改裝花轎心靈手巧；③

出租花轎善於經營，賢慧體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