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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入學考試 (中文) 

中文 

 2018年5月26日 

 19:0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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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2  

 

第一部份 選擇題:12%@1% 

1. 2018年南韓平昌冬奧會於 2月 25日閉幕。下一屆冬奧會將於

2022年在______舉行。 

(A)札幌   (B) 北京  (C) 溫哥華  (D) 索契 

 

2. 2017年 8月 23日，澳門遭遇了______吹襲，引發了大面積停

水停電，更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 

(A) 貝姬   (B) 黑格比  (C) 天鴿  (D)白鴿 

 

3. 今年一月底二月初，英國______特雷莎 · 梅抵達中國，展開她

就任以來的首次訪華行程，為期三天。 

(A)總統    (B) 總理  (C) 外交部長  (D)首相 

 

4. 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是______。 

(A) 羅立文  (B) 黃少澤  (C) 黃有力   (D) 譚俊榮 

 

5. 珠海至鄭州東站的高鐵列車需時 7個多小時，其中經停 

______。 

(A) 北京   (B) 上海   (C) 武漢    (D) 昆明 

 

6. “咱們打籃球，還是打排球？”這個疑問句是____。 

 (A) 正反問  (B)是非問  (C) 特指問   (D) 選擇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F%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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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澳門公共泊車咪表，最貴的每小時收費為澳門幣____圓。 

(A) 3   (B) 10  (C) 6    (D) 2 

 

8. 為體現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長者的關懷，並弘揚敬老美德，從 

2005年開始向長者發放「敬老金」。由______發放。 

(A)社會工作局  (B) 澳門基金會 (C) 財政局    (D) 社會保障基金 

 

9.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五次全體會議上，______當選國

家副主席。  

(A) 習近平  (B) 王岐山  (C) 李克強    (D) 栗戰書 

 

10. ___是最小的能夠獨立運用的語言單位。 

(A) 句子   (B)字   (C) 詞    (D) 短語 

 

11. 《史記》是稀罕著名歷史學家______寫的一部史書，也是紀

傳文學的典範。 

(A) 司馬炎   (B) 司馬懿  (C) 司馬光   (D) 司馬遷 

 

12.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是中國面積第___大的省級行政區。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第二部份 填寫適當的量詞：10%@1% 例：一（位）老人 

一(13) 瓦  一(14) 漢子 一(15) 鏡子 一(16) 酒席  一(17) 旗幟 

 

一(18) 雲 一( 19)  汽車 一(20)  被子 一(21) 文章 一(22)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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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改正錯別字，請將正確的字填寫在答案紙上。10%@1% 

官逼民返 (23) 官運享通 (24) 相濡以墨(25) 禍起蕭牆(26)  

白頭皆老 (27) 完壁歸趙 (28) 不修邊副(29) 衣衫襤樓(30)  

百步穿揚(31) 搏古通今 (32)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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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33）變、化、詞、力、刑、子 

能（34）力、量、人、手、源、夠、耐、幹、效 

族（35 ）人、群、長、權、譜 

民（36）辦、法、兵、變、國、航、事、政、意 

國（37）情、人、醫、藥、樂、歌、畫、花、號 

中（38）班、級、期、考、東、介、空、立、耳 

麗（39）人、質、日 

美（40）女、人、名、容、貌、金、色、酒、食 

 

第五部分 閱讀理解，回答問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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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和船     秦牧  

 

船是平常不過的東西；然而也可以就是十分奇妙的東西。一個

海灘，隻要有船，就不會令人感到寂寞了。好些海灘，原本是異常

荒涼的。我到過一些孤懸海上的小島，那岩岸的景像，甚至可以說

有些駭人；長滿了牡蠣和籐壺的巨礁，像太古時代的怪獸一樣，蹲

伏著、匍匐著。礁石上面，好似披著深褐色的毛毯一般，長滿了各

種綠絨狀的、菌蕈狀的海藻；海螺背著堅硬的殼，在石頭上蠕動，

或者，就像一枚枚螺絲釘楔死在木頭裡一樣，牢固地貼緊著岩礁。

海上呢，五顏六色的水母盲目地漂浮普，仿佛是全無生命的東西一

樣。遠處的浪潮鑲著銀白色的花邊，不斷地向海岸沖擊而來。越近

岸邊，氣勢越猛；終於撞擊在岩石上，激起了飛濺的水柱和浪花，

發出天崩地裂、鼓震雷嗚一樣的巨響。這種偏僻小島的岩岸，和那

些遼闊的、遊泳者雲集的細沙海灘的景像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它寂

寞、荒涼、原始、粗獷。在這種地方，人有時會忘我地發生這樣的

遐想：說不定在那塊岩石後面，會突然出現一個拿著粗石器、前額

傾斜、口吻突出、日光迷惘、說話咿咿啞啞的原始人來。因為今天

我們在這些最偏僻的角落裡看到的景，和幾萬年前、幾十萬年前我

們的遠祖所看到的並沒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無論怎樣荒涼的海

灘，只要有一條船出現了，情形就突然改觀，這海灘再也不是那麼

寂寞了。通過這一條船，它可以和其他陸地、和整個世界聯繫起

來。有時，乘著輪船渡過重洋，到了海水藍得像墨，海豚像頑皮的

小孩一樣，毫不客氣地逐著輪船嬉戲的大洋中間，這時候，天蒼

蒼，海茫茫，波濤洶湧，水天相接，偌大的輸船，竟像一件兒童玩

具般在一大鍋沸水裡面簸蕩。四周看不到一點陸地的暗影，也看不

到一隻飛鳥。突然，遠遠的水平線上一艘輪船駛來了，起初只是一

顆黑點，越來越近，船的輸廓分明了，如果那不是一艘被懷著惡意

者所操縱的船的話，兩隻輪船就會互相拉響汽笛致意了。這時，他

也會像在荒涼的海灘上看到船一樣，感到熱鬧，感到新鮮，感到親

切的友誼。 在一剎那間，對於人類文明的這種產物─船，突然湧

起異常強烈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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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像一根小小的鑰匙，卻能夠打開大鎖似的，它打開了海洋

的門戶。  

船，像閃電劃破了黑夜的長空一樣，它劃破了海洋的胸膛。  

船紀錄了人類的勇敢、智慧、毅力和許許多多艱苦的鬥爭。  

因此，本來是全無生命的船，人們卻往往把它當做有生命的東

西來看待。幾十年前，那些趁著季候風緊旁著海洋航線行駛、到南

洋去的廣東的紅頭船，每一艘的船頭，都畫上兩顆圓瞪著的眼睛。

這使人看來，仿佛就像是浮在海面的大魚一樣。在新加坡的通海的

河汊裡，我曾經看過密密麻麻地麕集著這種瞪著眼睛的中國船，組

成了奇異的圖案。好像每一艘船都和安徒生童話中的人魚一般，會

講出一段英勇、瑰奇的故事。自然，現在的船是再也不髹漆這樣的

眼睛了。然而當你看到一艘新船沿著滑板下水時，人們歡欣鼓舞燒

著爆竹，在船頭貼著紅紙、紮著彩帶的情景；當你想到當輪船在航

程中為死人舉行海葬儀式，圍著沉屍之處繞三個圈子的時候；當你

想到在戰鬥和捕魚的時候，船隊可以配合得像一個人一樣；這時刻

對於船，我們可能仍會像古代的人們一樣，覺得它「活起來」了。

船仿佛成為世間的一種動物新種，而以操縱者作為它的腦子和心臟

了。 

 

回答問題。22% 

 

41．本文開頭的一段，作者描繪了孤島哪些寂寞、荒涼的景象?  

他寫這景象的目的是甚麼? ( 8%) 

42．作者文中寫了哪幾個排比句? 說明其作用。(8%)        

43．簡述秦牧這篇“潮汐和船”的主旨。(6%) 

 

第六部分 作文 ﹕《說話與際關係》 30% 

要求：1）文體不限；2）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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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紙 

1 B 2 C 3 D 4 D 5 C 

6 D 7 B 8 A 9 B 10 C 

11 D 12 A 13 片/塊 14 條 15 面 

16 桌 17 面 18 朵 19 輛 20 床 

21 篇 22 道 23 反 24 亨 25 沫 

26 ----- 27 偕 28 璧 29 幅 30 褸 

31 楊 32 博 33 量 34 能 35 族 

36 民 37 國  38 中  39 麗 40 美 

 

第五部分 閱讀理解，答案： 

答 41題: 孤島寂寞、荒涼景象: 

1. 怪獸般的兀巨石礁。它們蹲伏着，身上長滿了牡蠣和藤壼，長滿了各種 

水藻，就像披著深褐色的毛毯一樣。 

2. 形狀怪異的海螺。它們背著堅硬的殼，有的在石頭上蠕動，有的牢固地 

貼緊石礁，就一枚絲釘楔在木頭裡一樣。 

3. 五顏六色的水母，盲目地在海上漂流，就是全無生命的東西。 

4. 在天蒼蒼、海茫茫，波濤汹湧，水天相接，偌大的輪船，竟像一件玩具 

般在一大鍋沸水裡面簸蕩。四周看不到一點陸地的暗影，也看不到一隻 

飛鳥。 

寫景象的目的: 

作者通過對比反襯的描寫，實質上是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了船的作用，為 

後文對船的直接歌頌提供了根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42題: 文中寫的幾個排比句: 

船，象一根小小的钥匙却能夠打開大鎖似的，它打開了海洋的門戶。 

船像閃電劃破了黑夜的長空一樣，它劃破了海洋的胸膛。 

船紀錄了人類的勇敢、智慧、毅力和許許多多艱苦的鬥爭。 

說明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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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排比句有力度有氣勢的特點，強調出船其實是海的征服者，形象 

地表現出船的力量和偉大，把船與人聯繫起來，表現出人類的智慧和毅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43題: “潮汐和船”的主旨: 

    作者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描述了船的種種作用，從而肯定了人的創造和操 

從；作者透過對船的讚頌來歌頌人的智慧、毅力和勇敢的偉大精神。 

  

第六部分 作文 ﹕《說話與際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