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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入學考試 (中文) 

中文 

 2017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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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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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公報刊登行政長官批示，訂定今年九月十七日為第______

屆立法會選舉投票日。 

(A)6   (B) 5   (C) 4     (D) 7 

 

2. 今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獲高票當

選全國__________。 

(A) 政協副主席 (B) 政協委員 (C) 政協主席 (D)政協秘書長 

 

3. 今年三月，以色列______內塔尼亞胡與夫人到中國進行為期四

天的正式訪問。 

(A)總統   (B) 總理  (C) 外交部長 (D)國防部長 

 

4.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是______。 

(A) 徐禮恆 (B) 陳海帆 (C) 馬耀權 (D) 賴敏華 

 

5. 珠海至北京西站的高鐵列車每週四班對開，行車時間 ______小

時左右。 

(A) 8   (B) 6   (C) 11    (D) 4 

 

6. 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在______召開，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

貿易的未來”。 

  (A) 成都  (B)重慶  (C) 海南島  (D) 廈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B3%95%E5%8B%99%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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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鄭月娥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中，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第 

______任行政長官人選。 

(A) 7   (B) 6   (C) 5    (D) 4 

8. 社保基金由今年七月起，調升社保制度各項給付。調整後的養老

金是每月澳門幣______圓。 

(A) 3000   (B) 3180  (C) 3350  (D) 3450 

 

9. 今年首次舉行的四校聯考，總共有四個科目，分別是中文、英文、

數學和______。  

 (A) 歷史  (B) 物理  (C) 地理    (D) 葡文 

 

10. 句子裡有“像、如、若、仿佛”等的比喻詞的是______。例：

老師像園丁。 

(A) 借喻  (B)隱喻  (C) 暗喻    (D) 明喻 

 

11.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______《論語》裡的名言。 

(A) 孔子   (B) 孟子  (C) 墨子   (D) 莊子 

 

12. 重慶市，簡稱“______”，是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 

(A) 川    (B) 渝  (C) 慶  (D) 重 

 

第二部份 填寫適當的量詞：10%@1% 例：一（位）老人 

一(13) 缸  一(14) 駱駝 一(15) 飛機 一(16) 沙發  一(17) 球拍 

 

一(18) 磚 一( 19) 心意  一(20) 摩托車   一(21) 靴子 一(22) 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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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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23）變、故、先、後、物、業、前、端、宜 

情（24）敵、人、夫、婦、意、思、境、況、感  

發（25 ）電、動、車、言、話、火、炎、明、亮 

展（26）開、會、櫃、台、品、位、區、廳、示 

民（27）主、權、兵、房、國、歌、謠、眾、生 

心（28）愛、情、病、房、腹、臟、儀、態、率 

激（29）發、動、變、化、活、浪、流、光、情 

憤（30）怒、恨、慨、然 

 

第四部分 改正錯別字，請將正確的字填寫在答案紙上。10%@1% 

振振有辭(31) 一邱之貉(32) 略窺一班(33) 抑楊頓挫(34)  

黔驢計窮(35) 順口開河(36) 加官晉爵 (37) 食不裹腹(38)  

金榜提名(39) 開原節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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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閱讀理解，回答問題。22%  

我愛水   張秀亞 

我愛水。多少年來，生活的戲劇雖幾易市景，但我總喜歡濱水而

居，為了在夢中可以聽到那清淡的柔聲，明晨啟扉，更可見到那一片

照眼的清光。一灣澄明的流水，靜靜地向前滑流著，滑流著，把我的

思念與憂慮都帶走了，最後只將我留在岸邊，悄然獨立，盈耳只有那

淨瓊微響，向我訴說一個無終結的故事。 

我最喜愛的那片水，該是故都城北的什刹海了。那如一塊青玉的

平靜流水，曾做了我四年的伴侶。 

什刹海正位於我母校的後門，度過一道築在溪水上的石橋，再一

轉彎，便會聽見那愉快的水聲，伴著水濱青翠的樹色在歡迎來訪者了。

送著清晨無課，我總是拿了一本詩集，在水邊倘佯，那時候，正是充

滿了詩意與幻夢的年紀，水邊有時是“自在飛花輕似夢”的詩境，有時

是“無邊絲雨細如愁”的淒涼境界，還有什麼更適於少年的心靈流連徘

徊？我常是將書放在身邊，雙足垂到水面，叫水上的白雲，將我帶到

又溫暖又惆悵的幻夢裡。我曾有一首小詩，其中兩段是： 

            我曾持一卷詩一朵花來到你身旁， 

            在柳蔭裡靜聽那捆捆的水響。 

            詩，遺忘了；花，失落了， 

            而今再尋不到那流走的時先。 

            你曾幾番入夢，同水上一片斜陽， 

            還有長堤上賣書老人的深色衣裳。 

            我曾一疊疊買去他的古書， 

            卻憾恨著買不去他那暮年的悲傷。 

詩中“你”的稱謂，即是指什刹海，這首詩裡，實在交織著無限的

懷念和悵惘。 

什刹海的可愛處，在於它的“變”，在於它的“常”，晴陰風雨，春

去夏來，水邊的景色不同，而它那最高度的關與宜人處，卻永遠蘊藏

在那一片源脫水霧，以及激倫清光裡，引人系戀。 

當冬天撤去了那皎白的冰雪之幕，在水面薄冰上試步的樂趣享不

到了，但一片溫柔的春意，卻把整個什刹海的靈魂浸透了。不知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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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一聲聲鷓鴣的啼喚，像是那麼遙遠，又像是那麼逼近，聽來似是

不分明，然而卻又是那般動聽，直扣人的心門。再過幾天，水邊的楊

柳出了淺淺的綠痕，水堤上的泥土漸軟了，而幾場雨後，水已平了堤，

時時刻刻似乎要漲溢出來，卻又似被一道神秘的邊界拘攔住了。一直

在那裡溶溶漾漾，如同一個殷勤的主人的手，將酒杯斟得太滿了，使

每一個來遊者，都想一嘗過葡萄色的瓊漿，而低吟：“呵，你新鮮的

湖水，陶醉了我的心靈。” 

放假的日子，水邊那塊大石，便是我露天的座位了，水聲輕柔，

水光明媚，教給我無窮盡的智慧，將已逝去的，正在進行的，將要發

生的一切，緩緩地告訴了我。我就這樣坐著，聽著，想著，直到夕陽

將輝煌的火炬投入水中，將對岸人家的窗子也照亮了，我才將水色水

光攝錄心坎，帶了回去。 

最可愛的還有那水邊新秋，北方的秋天本來是悄悄地來，比春天

來得更幽俏，有一天，你一凝眸，不免驚訝水的顏色成了，堤邊水位

低了，水寥花的顏色更深了一些，而荷葉已有一絲憔悴之態。那麼，

秋意便是滿了什刹海了，漸漸地，水過橋頭，有個老人在賣荷葉粥了，

水面上，更有一些年輕的女孩子赤足在采鮮藕，什刹海在荷葉的搖曳

中已另有一種感傷的情調，但當星光落在水面時，你已可依稀聽到詩

神環佩。 

島上鄉居，流水繞牆，每天望著這碗蜒而去的山溪，我更懷念起

什刹海了…… 

 

回答問題。22% 

41．“這首詩裡，實在交織著無限的懷念和悵惘”，這裡“悵惘” 

  的含義是什麼？它表達了作者什麼樣的感情？（8分） 

 

42．文中描述了什刹海四季變化的景色，請加以簡要概括，井 

  說說這樣寫有什麼作用。 （6分） 

43．文章主要寫什刹海，卻又從“我愛水”寫起，作者為什麼這 

樣寫？請簡要分析。（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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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答：第一問：“悵惘”是指作者思念什刹海卻只能在夢中

相見的遺憾。 

第二問：  表達了作者感傷懷舊的情緒和濃郁的鄉愁情結。 

42. 答：概括： ①冬雪皎白，薄冰試步；②春天溫柔，生機

盎然：③夏天明媚，夕陽輝煌；④秋意漸深，秋荷搖曳。 

作用：①具體表現了什刹海景色之美；②表達了作者對什刹海

的喜愛之情。 

43.  答：①一開始寫“我愛水”照應了標題，並與文章的結

尾相呼應；②一開始寫“我愛水”，可由眼前之水過渡到故都之水，

使行文自然巧妙；③文章的主旨是表達作者對什刹海的喜愛和思鄉

之情，因而寫什刹海的篇幅比較多。 

 

第六部分 作文 ﹕《虛擬與現實》 30% 

 

要求：1）文體不限；2）500字左右。 

 
 

答案紙 

1 A 2 A 3 B 4 B 5 C 

6 C 7 C 8 D 9 D 10 D 

11 A 12 B 13 口 14 頭 15 架 

16 張

組 

17 副 18 塊 19 片 20 輛 

21 雙/對 22 張 23 事 24 情 25 發 

26 展 27 民 28 心 29 激 30 憤 

31 ----- 32 丘 33 斑 34 揚 35 技 

36 信 37 進  38 果  39 題 40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