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入學前  香港學科測驗

中文科
模擬試卷一

�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學生須知：

1.	 本試卷分為兩部分，共 33題：
	 (i)	聆聽測驗：第 1至第 10題
	 (ii)	讀寫（閱讀、寫作）測驗：第 11至第 33題

2.	 全卷作答時間為 50分鐘。

評估範疇 佔分 時間
聆聽 22分 10分鐘
閱讀 43分 40分鐘
寫作 35分
總計 100分 50分鐘

3.	 聆聽測驗內容只播放一次。

4.	 全部題目均須作答，所有答案必須寫在答題紙上。

5.	 在答題紙上填寫學生姓名、班別及學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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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測驗

細心聆聽第一篇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 1 至第 4 題最適當的答案，以及
回答第 5 題。（選擇題每題 2 分，本部分合共 11 分）

1.	 二零一七年香港膠袋的棄置量較二零零九年減少，原因是
	 A.	市民發現膠袋難以分解。
	 B.	 零售商戶不再提供膠袋。
	 C.	 政府推行膠袋徵費計劃。
	 D.	環保袋的數目愈來愈多。

2.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一項關於重複使用的描述是正確的？
	 A.	在現今社會無法實行。
	 B.	 是最有效的環保方法。
	 C.	 主要應考慮廢舊物品能否再次使用。
	 D.	「四電一腦」計劃是該方法的具體應用。

3.	 循環再用和重複使用的共同特徵是	
	 A.	繼續使用有用的物品。
	 B.	 有香港政府的政策配合。
	 C.	 比另外兩個方法容易實行。
	 D.	將「垃圾」製作成再造物品。

4.	 本話語主要
	 A.	介紹「環保四友」的起源和發展。
	 B.	 比較「環保四友」對環境的益處。
	 C.	 說明「環保四友」稱為「友」的原因。
	 D.	闡釋「環保四友」與香港環保政策的關係。

5.	 為甚麼減少使用、循環再用、重複使用和替代使用被稱為
	 「友」？（3分）

可在此欄摘錄要點

聆聽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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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測驗

下面第 11 和第 12 題每題的括號內，應該分別填入哪一個最適當的詞語？ 
（每題 1 分，合共 2 分）

11.	我們處理資料時必須細心謹慎，以確保數據（	 	 	 	 ）無誤。
	 A.	真切
	 B.	 準確
	 C.	 精妙
	 D.	精密			

12.	這座城市依山而建，（	 	 	 	 ）的房屋點綴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難怪有「山
城」之稱。

	 A.	錯落有致
	 B.	 雜亂無章
	 C.	 橫七豎八
	 D.	層出不窮

細閱下面第 13 至第 16 題的句子，然後依照指示作答。（每題 1 分，合共 4 分）

13.	「近年，韓國的流行文化風靡全球，令各國人民趨之若鶩，使得韓國綜藝節目
的收視率節節攀升。」

	 上面一句主要說明
	 A.	韓國的流行文化掀起熱潮。
	 B.	 人們近年欣賞韓國流行文化。
	 C.	 觀看韓國綜藝節目的人數增加。
	 D.	韓國綜藝節目收視率升高的原因。

14.	「狂犬病通常是由於被帶有病毒的動物咬傷或抓傷所引致，其病徵與一般流感
相似，若遭到來歷不明的動物咬傷，就不應掉以輕心，延誤治療可能令患者神
志不清、癱瘓，甚至死亡，絕對不容忽視。」

	 上面一句主要說明
	 A.	狂犬病的病徵。
	 B.	 狂犬病的嚴重性。
	 C.	 狂犬病的傳播途徑。
	 D.	狂犬病與流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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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閱讀下面兩篇文章，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第 21 至 32 題。（29 分）

篇章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本部分合共 14 分）

你有聽說過「世界睡眠日」嗎？世界睡眠醫學學會於二零零八年起，將節
氣春分前的星期五定為世界睡眠日。可能你會有疑問，睡眠只是一件日常瑣
事，為甚麼要特意設立一個「專日」呢？其實，現代人生活繁忙，每天都需要
處理繁雜的事務，充足的睡眠對人們來說並不是必然的。

雖然每個人所需要的睡眠時間因人而異，但有研究指出，成年人每天大
約需睡眠七至八小時，以保持精神和維持日常活動。曾有組織統計全球十個國
家約三萬五千名十五歲以上人士，發現其中有約三成受訪者每天的睡眠時間少
於七小時。試想想：人若長期處於睡眠不足的情況，不僅容易感到疲勞，還會
影響工作表現。另外，不少人遇到各類型的睡眠問題，如打鼾、多夢，甚至失
眠。關注睡眠重要性的組織指出，缺乏睡眠或睡眠品質不良，都會直接影響到
人體健康。

睡眠與身體健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有醫學研究證明，短期睡眠不足通常
會造成頭痛、身體疲倦、動作不協調等問題，而長期缺乏睡眠則會增加患上不
少嚴重疾病的風險，例如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等。不論是短期或是長期，睡
眠不足對身體健康的影響都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缺乏睡眠對人類的精神健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同樣令人擔憂。
若長期睡眠不足，會導致壓力荷爾蒙升高，使人變得脾氣暴躁、容易緊張，甚
至引發情緒困擾。更嚴重的是，有失眠問題的人士患上抑鬱症、焦慮症等精神
疾病的風險較高。據統計，全球有超過七成的精神病患者有睡眠不足的問題，
可見睡眠的質素會直接影響精神健康。此外，長期睡眠不足所帶來的倦怠感，
會減低人們處理日常事務的能力，從而令人產生挫敗感，亦令自信心降低。長
期無法保持充足的睡眠，試問人們又怎能有理想的精神狀態？

在生活節奏急速的都市人眼中，睡眠可能是一件奢侈的事。上班族為了
生計，學生為了上學、上補習班而寧可犧牲睡眠時間。有些人甚至為了滿足社
交、娛樂等方面的需求而缺乏睡眠，最終影響健康，這樣實在是得不償失。我
們是否應該關注睡眠與健康的關係，努力改善睡眠不足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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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簡介（2012 年 － 2019 年）

學生試前備忘

評估

範疇
題型 考核內容 出現年份

作答

時間

聆聽

選擇題
一般提問話語中的主要信息，如原
因和結果、人物性格、主旨或判斷
正誤。

2012 － 2019

10
分
鐘

填充題
概括話語內容，在橫線上填上適當
的詞語。

2013

短答╱ 
開放題

短答題一般提問話語內容和說話者
意圖；開放式題目則需要結合生活
經驗給予意見或評價，並說明原因。

2012 － 2019

閱讀

詞義
辨析

選
擇
題

從四個近義詞中選出一個最適當的
詞語，使句子完整。

2012 － 2019

40
分
鐘

以詞
代意

從四個選項中選出與句中畫線部分
意思相同的詞語。

2012

句義
辨析

從四個選項中選出與句義最相符的
選項。

2012 － 2019

段義
理解

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能歸納段落大
意的選項。

2012 － 2019

篇
章
理
解

選擇題 理解、概括文章的內容。 2012 － 2019

短答題
概括文章內容、歸納人物性格、掌
握作者運用的寫作技巧等，並列舉
例子說明。

2012 － 2019

開放題
根據文章內容，寫出自己的意見，
並說明原因。

2012 － 2017

詞語 
運用

從文章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回答問題。 2013 － 2019

寫作 短文寫作

1. 選擇項目，說明原因。 2013 、 2014 、 2017

2. 根據個人經驗提出想法並說明原 
因。

2012 、 2014 、
2016 、 2018

3. 就假設的情況說明想法。 2012 、 2015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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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四周温習時間表

時間 建議完成項目

考前第一周 模擬試卷一

考前第二周 模擬試卷二及模擬試卷三

考前第三周 模擬試卷四及模擬試卷五

考前第四周 模擬試卷六及模擬試卷七

* 每個階段可按自己的表現，計劃是否完成《應試分類精練》的強化練習。

	 在答題紙上填寫學生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和學生編號。
	 在答題紙的小摺頁上填寫學生姓名和學生編號。

   考試開始前

	 預留約 5 分鐘複檢試卷，檢查漏做或不會做的題目，以及錯、別字
或誤用的標點。

	 檢查答題紙上是否已填妥所需資料。

   考試結束前

	 快速瀏覽題目，圈出關鍵字詞。
	 聆聽時用縮略詞、符號等在筆記欄摘錄要點。
	 根據筆記內容，仔細分辨各選項之間的細微差別，回答選擇題；運

用自己的文字組織答案內容，回答短答和開放式題目。

   進行考試時：聆聽測驗

	 時間分配：15 分鐘短文寫作；10 分鐘篇章理解；10 分鐘完成餘下
題目。

	 暫時跳過不會做的題目，切忌花太多時間在一道題目上。

   進行考試時：讀寫測驗

應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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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1. 熱潮 
詞義 蓬勃發展、熱火朝天的趨勢。

例句	媒體的報道令這個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村落為人們所知曉，帶動起一股觀光
熱潮。

卷一

2. 習俗
詞義 某地區內人們⾧期養成的習慣、風俗。

例句	大坑舞火龍是中秋節期間一項傳統習俗，極具娛樂性和觀賞性。
卷一

3. 漣漪
詞義 水面上細微的波紋。「漣漪」粵音「連衣」。

例句	雨水落在湖面上，激起一個個漣漪。
卷一

4. 礦產
詞義 地殼中有開採價值的自然資源，例如煤、石油、天然氣等。

例句	人類如果繼續肆意妄為地開發礦產資源，終將面臨資源枯竭的困境。
卷二

5. 眾生相
詞義 人們各自不同的表情或行為。

例句	這部關於海嘯的電影中，演員以出色的演技，還原了面對災難時人們的眾
生相。

卷二

6. 風霜
詞義 比喻旅途上或生活中所經歷的艱難困苦。

例句	他飽經風霜的臉上⾧了不少皺紋，但那雙充滿智慧的眼睛仍是炯炯有神。
卷二

7. 天賦  褒
詞義 天生的才能。「賦」粵音「富」。

例句	她具有音樂天賦，不但彈鋼琴的造詣很高，歌藝也十分超卓。

卷三、

卷七

8. 文物
詞義 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具有價值的東西，如建築、各種藝術品等。

例句	博物館展出了很多出土文物，讓大眾認識昔日的歷史和文化。
卷三

9. 私欲  貶
詞義 個人的欲望。

例句	他為了一己私欲，竟然出賣自己的朋友，這種行為實在太過分了！
卷三

10. 指紋
詞義 人手指尖內側表面的凸紋，紋路各人不同。

例句	警方憑着證物上的指紋，成功偵破這宗案件。
卷四

11. 教誨  褒
詞義 教導訓誨。「誨」粵音「悔」。

例句	畢業後，我會牢記老師的教誨，即使日後遇到多大困難，都會自強不息。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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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柱
詞義 起支撐作用的柱子，或比喻中堅力量。

例句	父親離世後，母親就成了我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卷五

13. 要訣
詞義 重要的方法。

例句	經過老師解說後，我終於掌握了計算這類算題的要訣。
卷五

14. 特質
詞義 特有的性質或本質。

例句	小草看起來弱不禁風，卻有着堅韌不屈的特質。
卷五

15. 媒介
詞義 導致雙方發生關係的人或事物；在傳播中，將信息送達給相關對象的工具或方法。

例句	植物種子的傳播媒介包括風力、水力、動物等。
卷六

16. 地域
詞義 土地的界域。

例句	即使我們天各一方，我們的友誼都不會受地域限制而改變的。
卷六

17. 毅力  褒
詞義 堅定持久的意志。

例句	他憑着過人的毅力，終於成功登上這座高峯的頂端。
卷六

18. 機能
詞義 功能。

例句	爺爺的動作愈來愈緩慢和欠靈活，這是由於他的身體機能逐漸衰退所致。
卷七

19. 風險
詞義 可能發生的危險、危機。

例句	暴雨驟降，這裏會有山泥傾瀉的風險，我們還是快點到安全的地方暫避吧。
卷七

20. 瑰寶  褒
詞義 稀有珍貴的寶物。「瑰」粵音「季」。

例句	這次展覽展出了大量中國藝術文化的瑰寶，讓參觀者歎為觀止。
卷七

圈出句子中的錯別字，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這座島嶼面積雖小，卻擁有豐富的曠產資源。 
2. 這座博物館裏收藏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魂寶。 
3. 他擁有繪畫的天斌，只需幾筆，就能夠把人物的神態畫得栩栩如生。 
4. 雖然爺爺已經離開了我，但他給我的教悔，我是不會忘記的。 
5. 比賽致勝的要決，是要時刻保持冷靜，靈活地運用戰術，切忌操之過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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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審題立意
•	 考生經常由於未能瞭解題目的要求，以錯誤的文體、角色寫作，導致文章內容偏離主題。

•	 考生可以先掌握如何拆解題目的關鍵詞和語句，從而準確地審題立意。

•	 考生在清楚題目的意思後，可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確立文章的主題和寫作方向。

 拆解題目三部曲
•	 題目的關鍵詞和語句，即是題目中的重要字眼，要準確拆解它們，主要有以下三個技巧：

綜合分析，確定文章要表達的主題和中心思想。

約翰是剛從英國移居香港的插班生，他對中文的發音、漢字、口語溝通等都還不熟悉。
老師請你做「中文大使」，協助他適應中文學習。試談談你會怎樣幫助他。（建議字數：
220至 3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重點關鍵詞 限制關鍵詞 顯示文章性質及內容的關鍵語句

試談談你會怎樣幫助他。

	題目屬於說明性質，文章內容與
個人想法有關，學生需要解釋自
己打算如何幫助插班生。

中文學習（主要或
重複出現的名詞）。

	文章寫作主題或
範圍是中文學習。

適應、幫助（動詞）、
發音、漢字、口語溝
通（名詞）。

	題目要求提出有助適
應中文學習的方法。

  題目要求考生說明自己打算如何幫助約翰。

例

顯示文章性質及內容的關鍵語句

•	辨別顯示文章性質的字眼或句子：
	記敍性質：	「記」、「回顧」；
	說明性質：	「介紹」、「說明原因╱

理由」、「談」；
	議論性質：	「你同意嗎」、「看法」等。

重點關鍵詞

•	能顯示寫作的主題或	
範圍；

•	找出題目中最主要，
甚至重複出現的名
詞或動詞。

限制關鍵詞

•	能顯示對寫作內容的
限制；

•	尋找題目中的形容詞、
動詞、數量詞，以及
其他提示時間、空間、
人物和關係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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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構思組織
•	 考生往往由於思維欠條理，難以釐清圍繞寫作主題的不同想法，以致不知道「寫甚麼」、「怎樣寫」。

•	 考生可以運用一些思維策略，抓緊問題核心，有效地構思寫作內容，組織圍繞主題的不同意見或想法。

 思維策略第一式 — 列舉特徵
•	「列舉特徵」主要通過列舉事物的各種特徵，幫助考生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質。

•	 運用「列舉特徵」，可以讓考生更瞭解寫作主題或材料的特徵，並進一步將這些特徵歸類，有助考生解釋
自己的想法。

主題

特徵 1

特徵 4

特徵 7特徵 5

特徵 2

特徵 3

特徵 6

約翰是剛從英國移居香港的插班生，他對中文的發音、漢字、口語溝通等都還不熟悉。
老師請你做「中文大使」，協助他適應中文學習。試談談你會怎樣幫助他。（建議字數：
220至 3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在確定了題目的要求後，利用「列舉特徵」指出約翰學習中文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1.	先列舉約翰學習中文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如「難以區分粵語的多個聲調」、「未能分辨口語詞
和書面語詞」等。

2.	將列舉出來的東西進行歸類，如「發音問題」、「漢字問題」等。
3.	通過比較、歸納等方法，找出較有代表性的問題，然後作重點解釋。

							

  學習中文時可能會遇到發音、漢字、口語溝通等方面問題。

漢字問題

口語溝通問題

發音問題

難以區分粵語的多個聲調

難以掌握漢字書寫方法

中文學習的困難

未能分辨口語詞和書面語詞

發音受母語影響 未能掌握詞語的搭配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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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話語內容要點，釐清因果關係。
•	 概括、分析，以及評論話語的內容。

•	 設有兩段錄音，話語題材包括生活對話、科普知識、時事議論、故事寓言等，分為獨白和對話兩種表達
形式，每段錄音各設 4至 5道題目。

•	 題目類型一般為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開放式題目等，每題 2	至	4 分。

•	 考生未能把握話語中關鍵詞句的意思。
•	 考生未能通過話語內容，歸納出話語的內容要旨、事件的因果關係、人物的性格特徵等。

•	 聆聽前，快速瀏覽題目，找出題目類型、關鍵字詞，並初步推斷話語的主要內容和聆聽重點。
•	 聆聽時，帶着題目要點，邊聆聽邊運用縮略詞、符號等快速摘記與題目有關的內容。例如：

英文縮寫 CHN	=	中國；HK	=	香港 簡稱 特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港大	=	香港大學

符號 &	= 和、及；	= 上升、增加；	= 下降、減少；3	= 有、同意；7	= 沒有、不同意

•	 回答選擇題時，仔細辨別各選項與話語之間的細微差異，避免因聽到選項中的個別字詞而誤以為是答案。
•	 回答短答及開放式題目時，注意觀點表達要明確和具體，理由闡述要合理。
•	 因錄音只會播放一次，宜在聆聽完結後才正式開始作答，以免漏聽話語內容的重點。

細心聆聽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 1 至第 2 題最適當的答案，以及回答第 3 題。
1.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一項關於含羞草的描述是正確的？
 A.	 只有觀賞用途。
 B.	 又稱「見笑草」。
 C.	 只生長在美洲熱帶地區。
 D.	 生命力弱，需要人們悉心照料。	

聆聽理解

•	 聆聽前，快速瀏覽題目，找出題目的類型、關鍵字詞，以及話語的聆聽重點。
	 題目的類型為選擇題，關鍵字詞是「含羞草」、「正確」，四個選項的聆聽重點分別為「只有觀
賞用途」、「『見笑草』」、「只生長在美洲」和「生命力弱」。

•	 聆聽時，根據每個選項的聆聽重點，快速摘記相關內容。
	 逐一對照四個選項的內容與話語內容是否符合，同時在選項旁邊作記號，如用「3」代表符合話
語內容，用「7」代表不符合話語內容。

•	 回憶話語內容，比較筆記與題目選項，找出正確答案。
	 只有 B符合話語內容，其他選項的內容均有錯誤的地方，故答案是B。

聆聽錄音

HK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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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前，快速瀏覽題目，找出題目的類型、關鍵詞句，以及話語的聆聽重點。
	題目的類型為短答題，關鍵詞句是「兩項」，聆聽重點為「含羞草的特點」。

•	 聆聽時，留意話語中與題目相關的關鍵字詞。
	題目問的是「特點」，所以在聽到「……是……」、「……最大的特點是……」等字詞時要特別
留意。

•	 根據關鍵詞句的提示和聆聽重點，快速摘記相關內容。
	聽到關於含羞草的介紹及「含羞草最大的特點」時，快速記下前後文的內容。

•	 根據記錄的要點，講者提到的含羞草的特點有：
	「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原產地為中南美洲，現多生長在美洲熱帶地區，亦有不少於亞洲地
區生長」、「容易種植，生命力強」等。

•	 整理摘記的要點，回答題目。
	作答時任答兩項即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長在中南美洲、美洲熱帶地區、亞洲地區。╱
容易種植，生命力強。╱受到刺激和光線較弱時，葉面會自動閉合。╱含有氨基酸類、黃酮類
等物質，有藥用價值。╱具有毒性。

2.	 使用含羞草入藥必須經醫生處方，原因是
 A.	 含羞草有藥用價值。
 B.	 含羞草不能直接服用。
 C.	 含羞草入藥時必須配合適當的藥物。
 D.	 含羞草含有氨基酸類、黃酮類等物質。	

3.	 講者描述的含羞草有甚麼特點？試舉出兩項。

•	 聆聽前，快速瀏覽題目，找出題目的類型、關鍵字詞，以及話語的聆聽重點。
題目的類型為選擇題，關鍵字詞是「原因」，聆聽重點為「含羞草入藥必須經醫生處方」的原因。

•	 聆聽時，留意話語中與題目相關的關鍵字詞。
題目問的是「原因」，所以在聽到「由於」、「因此」等表示因果關係的詞語時要特別留意。

•	 根據關鍵詞的提示，快速摘記有關的內容。
聽到「由於」後，快速記下後面的內容，即「含羞草本身具有毒性，因此病人絕對不可以單獨服用，
必須經醫生處方，並配合適當的藥物一併服用」（摘記示範：有毒、7單獨服、DR	3、配合藥）。

•	 回憶話語內容，比較摘錄筆記與題目選項，找出正確答案。
話語中提到含羞草不能單獨服用而非不能直接服用，排除B；A和 D均為含羞草可以入藥的原因，
排除 B和 D；含羞草需要醫生處方才能入藥的原因是含羞草有毒，不能單獨服用，必須配合其
他藥物一起服用，故答案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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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聆聽第一篇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 1 至第 2 題最適當的答案，以及
回答第 3 題。

1.	 下列哪一項不是	美兒選擇飲品的考慮因素？
A.	飲品的糖分。	 B.	 飲品的包裝。
C.	 飲品的味道。	 D.	飲品的脂肪含量。
(a)	題目的關鍵詞句是	 	和	 。
(b)	細閱各個選項，分析其關鍵詞句：
	 A：
	 B：
	 C：
	 D：
(c)	應重點聆聽	(	美兒╱森森╱陳老師	)	的話語。
(d)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

2.	 森森對美兒常喝的飲品有甚麼感覺？
A.	疑惑。
B.	 不屑。
C.	 不滿。
D.	感慨。
(a) 題目的關鍵詞句是	 、 和 。
(b) 聆聽時留意森森說話時用的語氣助詞是	 。
(c)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

3.	 你認為美兒可如何幫助媽媽選購食品？試結合話語內容，舉出一件媽媽擔憂的事
和相應的解決方法。
(a) 本題的關鍵詞句是： 、 、 、

。
(b) 聆聽時留意關鍵詞句上下文的內容，主要是在說明 。
(c)	按照對話內容，快速記錄關鍵詞句，想想如何歸納媽媽擔憂的事和相應的解決方法。
(d)	在方格內填上答案：

	

媽媽擔憂的事 解決方法
難以選購健康食品。 根據食物營養標簽的數據進行選擇。

聆聽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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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聆聽第二篇話語，然後根據話語內容，選出第 4 至第 6 題最適當的答案，以及
回答第 7 題。

4.	 下列哪一項不是倉鼠受年輕人歡迎的原因？
A.	外形可愛。 B.	 個性溫馴。	 C.	 易於飼養。	 D.	價錢便宜。
(a)	題目的關鍵詞句是	 	和	 。
(b)	聆聽時留意與題目關鍵詞句有關的話語內容，可知選項	 	為
年輕人飼養倉鼠的原因，選項	 	為家長飼養倉鼠的原因。

(c)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

5.	 話語中沒有提及下列哪一項？
A.	倉鼠的特點。	 B.	 倉鼠的習性。
C.	 倉鼠的飼養方法。	 D.	倉鼠的繁殖能力。
(a)	題目的關鍵字詞是	 	和	 。
(b) 細閱各個選項，分析其關鍵詞句：
	 A： 	 B：
	 C： 	 D：
(c)	聆聽時留意與選項關鍵詞句有關的話語內容，可知話語內容提及選項	

；而話語雖提及倉鼠	 ，但未有提及	 。
(d)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

6.	 講者指倉鼠有「近視眼」，因為倉鼠
A.	常常在夜間活動。	 B.	 眼睛天生有散光。
C.	 未能看清楚物體的形狀。	 D.	只能分辨黑色和黄色。
(a)	閱讀題目，結合話語內容，「近視眼」是指	 。
(b)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

7.	 為甚麼講者將倉鼠稱為「英雄母親」？
(a) 本題的題目類型是：		 	個人意見	 	 	分析理解	 	 	創意評論
(b) 題目的關鍵字詞是	 。
(c)	聆聽時留意關鍵字詞上下文的內容，主要是在說明	 。
(d)	快速記錄相關的例證：一年生	 	和每胎	 。
(e)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