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試於 2012 年正式推行，其中中國語文科卷五「綜合能力考核」佔全科總分百
分之十六（16%），考試時間為 1小時 15 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理解、審辨、組織、文字
表達等能力。

1.  考材包括一段錄音（約 10 至 13 分鐘）及四至五篇閱讀材料（文字、

圖表等）。

2.  以寫作方式完成試題所指定的任務，篇數及字數視題目要求而定。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3.  試題內容多與生活事務有關，尤以校園生活、社區問題、社會時事

的處境為多。

4.  寫作文類以實用文為主，但也有評論、專題文章、賞析等。

5.  在播放錄音片段前，有 2 分鐘時間供考生審閱試題。

考卷特點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卷五採用「水平參照」模式評核考生的表現。「水平參照」共設五
個表現等級，以第五級為最高；而在第五級中，又以「*」標示成績較佳者，以「**」標示成
績最優異者。

綜合能力卷的總分為 50 分，評卷準則包括以下四方面：

• 根據文憑試樣本試卷，
綜合卷的作答字數連
標點符號在內，不得
少於 500 字。

• 綜合卷緊接卷三「聆聽
能力」進行。

語境意識、整合拓展、見
解論證及表達組織各項的
佔分比例每年或有不同。

語境意識 見解論證

表達組織

能否對應處境、寫作

任務和措辭語氣？

能否按寫作要求，

提出個人見解，分析

論證，說服他人？

文章的組織結構、

遣詞造句和標點字體

是否適切？

綜合
能力

整合拓展

能否選取適當的資料加以組

織，並對部分資料作出合理的

補充、引伸或發揮？

任務和措辭語氣？

10 分

15 分

是否適切？

10 分

補充、引伸或發揮？

15 分

（50 分）

能否對應處境、寫作

能否選取適當的資料加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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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語境意識
（10 分）

整合拓展
（15 分）

見解論證
（15 分）

表達組織
（10 分）

第五等
（上上）

妥帖體現語境要
求，身分鮮明，
語氣恰當，態度
客觀，措辭得體；
完全合乎寫作文
類應有的格式。

按輕重主次整合
多元資料，並適
切拓展。

能提出新觀點，
見解獨到，富有
創意；論點清晰，
論據、論證皆允
當。

表達準確、流暢；
組織嚴謹，條理
清晰。

41-50 分 9-10 分 13-15 分 13-15 分 9-10 分

第四等
（上下）

準確體現語境要
求，身分明確，語
氣、態度、措辭
得當；合乎寫作
文類應有的格式。

全面整合多元資
料，具應有拓展。

能提出新觀點，
見解深刻；論點
清晰，惟論據、
論證略欠允當。

文句通順；組織
合理。

31-40 分 7-8 分 10-12 分 10-12 分 7-8 分

第三等
（中上）

符合語境要求，身
分、語氣、態度、
措辭恰當。尚合
乎寫作文類應有
的格式。

概略整合多元資
料，而略有拓展。

大致能提出新觀
點，見解尚可；論
點清楚，惟論據、
論證略欠允當。

文句基本通順；
組織能力尚可。

21-30 分 5-6 分 7-9 分 7-9 分 5-6 分

第二等
（中下）

基本符合語境要
求，身分、措辭
尚算允當。大致
合乎寫作文類的
部分格式。

局部整合資料。 大致能提出個人
見解；論據、論
證皆乏力。

文句尚通順、達
意；組織未見完
善。

11-20 分 3-4 分 4-6 分 4-6 分 3-4 分

第一等
（下上）

稍具語境意識。
合乎部分寫作文
類應有的格式。

初步整合資料。 未能按題目要求撰
文章，或所寫的內
容與題目無關。

文句欠通順，詞不
達意；組織欠妥。

6-10 分 0-2 分 0-3 分 0-3 分 0-2 分

等外
（下下）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5分或以下

各等級的具體要求如下：

全文字數倘不足要
求，「整合拓展」及

「見解論證」一般不
會獲得上品分數。

在應考綜合卷時，可按以下步驟完成寫作任務：

1
審閱題目，找出預設的情境、

身分、對象、任務等資料。（詳見
「技巧篇．單元 1」）

4
根據寫作文類，以合適的格式、

文句撰寫文章。（詳見「技巧篇．
單元 4」）

3
根據所選身分及立場，提出個

人見解，加以論證。（詳見「技巧
篇．單元 3」）

2
運用不同策略，從聆聽及閱讀

材料中篩選合適資料，加以整合拓
展。（詳見「技巧篇．單元 2」）

中國語文：綜合及聆聽應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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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掌握整合閱讀及聆聽材料的方法

二	 認識宣傳文字的格式

「整合」是指因應題目中的寫作任務，從聆聽及閱讀材料中篩選合適的寫作
資料；而「拓展」則是指在所提供的資料層面上，加強原有的內容。

單元 2 整合拓展（一）
— 學生會內閣選舉

綜觀歷屆公開試，綜合卷的材料包括一至兩段長約 10-13 分鐘的聆聽材料，以及四至六項閱
讀材料。考生要在短時間內理清所有材料，整合可用材料並加以拓展，這就要求有一套高
效的整合材料方法。

一	 如何整合聆聽材料？

1.	 運用表格摘記重點信息

根據歷屆公開試，聆聽材料涉及四至五個人物的對話，資料包括內容重點及所需要撰寫
的文章架構。使用表格摘錄各人的觀點、立場，既能記下重點信息，又能同時整理資料。

留意只能在提供的材料上
拓展，不能憑空設想、虛
構錄音及文字材料。

整合拓展

聆聽材料

閱讀材料

整合

拓展

見解論證
撰寫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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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聆聽材料，可按以下三個步驟進行：

示例

題目：	試以黎國柱的身分撰寫一封信給表弟何守仁，表達對他的關

懷之情，並勸喻他戒掉網癮。

何媽媽： 姐姐，我對守仁這個兒子完全沒了法子。你教教我，
我應該如何做？

黎媽媽： 妹妹，守仁一向勤奮好學，謙恭有禮；小學時，每
年都名列前茅，小六畢業時更取得品學兼優獎，又
有甚麼值得你憂心呢？還記得去年農曆新年，守仁
跟你一起到我家中拜年，他並沒有甚麼異樣。

何媽媽： 姐姐，你有所不知。農曆新年那次守仁與我一起出
外，是自他升上中學以來惟一一次願意陪我外出。
那還是他知道你家中可以上網，而國柱又剛買了一
個新的電腦遊戲，他才跟我一起來。

黎媽媽： 守仁這個年紀是反叛一點的，以前我國柱也是一樣。
你不必太擔心。話說回頭，到底守仁發生了甚麼事？

何媽媽： 唉！就是他整天埋首於電腦中。他好像染上毒癮般，
整個人已經沉迷下去，一日不玩電腦不行，一起牀
就要開啟電腦；沒有玩電腦，就好像中了毒一樣，
整個人都癱軟下來。

聆聽材料

黎國柱的身分撰寫一封信給表弟何守仁，表達對他的關，表達對他的關何守仁
預示人物

一向勤奮好學，謙恭有禮；小學時，每

黎媽媽的觀點

你不必太擔心。話說回頭，到底守仁發生了甚麼事？發生了甚麼事？

整天埋首於電腦中。他好像染上毒癮般，
何媽媽的觀點

1. 畫出表格

綜合卷開考前有 2 分鐘
閱讀題目的時間，要善
用這段時間，畫出表格。

2. 填寫已知資料

填上已知的資料，如題
目中已預示的人物名
稱、身分等。

3. 摘記聆聽資料

聆聽時記下人物的觀
點、立場，以及支持人
物的觀點和立場等資料。用這段時間，畫出表格。 稱、身分等。稱、身分等。用這段時間，畫出表格。 稱、身分等。用這段時間，畫出表格。 稱、身分等。 物的觀點和立場等資料。物的觀點和立場等資料。物的觀點和立場等資料。物的觀點和立場等資料。

聆聽整合聆聽整合 11 22
3

，又
守仁

小學時，每
支持黎媽媽觀

點的理據

一日不玩電腦不行，一起牀
支持何媽媽觀

點的理據

中國語文：綜合及聆聽應試訓練（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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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小學
第二學期考試成績表

姓名：何守仁	 班別：六甲	 班號：16

科目 成績 滿分

中國語文 94 100

英　　文 89 100

數　　學 98 100

常	 	 識 92 100

電　　腦 100 100

普	通	話 94 100

音	 	 樂 A- A

視覺藝術 B+ A

體	 	 育 A- A

操行：	A

評語： 品學兼優，勤奮好學

獎項： 校際音樂節個人獨唱銅獎

	 校際足球比賽冠軍

支持黎媽媽觀

點的理據

人物 觀點 理據 閱讀材料

黎國柱

何守仁

黎媽媽 守仁勤奮、有禮
小學名列前茅、小六畢業取得
品學兼優獎

一

何媽媽 守仁過分沉迷電腦
一起牀便玩電腦、不玩電腦便
癱軟下來

畫出表格，並先

填上已知的人物

聆聽錄音時記下各人的觀點（已知

及錄音中新出現的人物），並摘記

支持其觀點的資料

瀏覽閱讀材料時，在表格

中標示哪篇閱讀材料中有

相關理據或補充資料

聆聽前 聆聽中 聆聽後

閱讀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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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話語的關鍵字詞抽取重點信息

聆聽錄音的表達形式，一般包括對話、講座、交流會或論壇的討論，以
及個人的獨白等。聆聽時可透過關鍵詞抽取有用的資料，加以整理後撰
寫答案。

示例 1 理清對話中的人物身分

人物身分：
老師

林老師，剛才的辯論比賽
很精彩⋯⋯

關鍵詞句

1. 對話開始時對人物的介紹
2.	 對話中互相稱呼的身分或名字

示例 4 抽取講座、交流會、論壇中的人物身分

人物身分：
明德中學老
師關惠貞及
學生林浩志

歡迎各位老師和同學出
席今天的交流會，我是主
持人沈若飛。今天榮幸邀
請到明德中學 關惠貞老
師、林浩志同學⋯⋯

關鍵詞句

1. 邀請到⋯⋯
2.	 出席嘉賓是⋯⋯

討論話題：
辯論技巧

林老師，你有十年教授辯
論技巧的經驗，你真的要
指點一下我們。

關鍵詞句

1. 真的要指點一下我們⋯⋯
2.	 你好像對XXX有一點認識。

示例 2 抽取對話中討論的話題

人物立場：
讚賞

剛才的電視廣告，挺配合
年青人的口味！

關鍵詞句

1. ⋯⋯挺配合⋯⋯
2.	 如果能做到⋯⋯
3.	 我覺得⋯⋯
4.	 我正想聽聽某某的意見⋯⋯

示例 3 抽取對話中人物的立場、觀點、論據

根據公開試，聆聽錄音除
了提供內容重點外，也提
示了文章的架構，如格式
要求、措辭語氣等。

中國語文：綜合及聆聽應試訓練（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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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試以明德中學學生唐嘉儀的身分撰寫一篇宣傳文字，以刊登
於學生會的月報上。（全文不得少於 50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
內。）

聆聽材料：中國文化雙週籌辦小組會議

旁　白：	明德中學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雙週」快將舉行，籌辦小組主席唐
嘉儀、組員徐澤豐、張美美及陳學年正討論活動細節，另有金秀英
老師列席會議。

唐嘉儀：	好了，我們正式開始今天的會議。金秀英老師會列席這次會議，而
袁俊傑則因病缺席。麻煩學年整理好會議紀錄，讓俊傑參考。

陳學年：	好的，嘉儀。

唐嘉儀：	今年的中國文化雙週得到各位籌辦小組成員的衷誠合作，準備工作
已經完成大半。澤豐還構思了宣傳海報，大家手上已有這張海報的
初稿，上面列出了我們暫時定下的內容。不如先由澤豐講一講，然
後大家看看有甚麼需要修改的。

徐澤豐：好的，嘉儀。中國文化雙週的舉辦日期，現訂於 9 月 19 日至 30
日。至於比賽活動，暫定有毛筆書法比賽、硬筆書法比賽、普通話
歌唱比賽及徵文比賽。另外，上次會議已決定在中國文化雙週的最
後一天舉行頒獎典禮，頒發比賽的各個獎項。而當日除了頒獎典禮
外，也有舞獅表演及中樂欣賞。

唐嘉儀：謝謝澤豐的介紹，大家有沒有補充？

陳學年：我建議把舉行日期改為 10月下旬。因為按歷年經驗，9月剛開學，
同學都忙於準備新學年，會減卻他們參與的意欲。

張美美：我贊成學年的提議。不如改為 10 月 17 日至 28 日舉辦如何？我昨
天跟學生會了解過，這段時期本校暫沒有其他的大型學會活動。

徐澤豐：我跟美美一樣，也贊成學年的提議。而且我們可以有多點時間籌
備，把活動舉辦得更好。

唐嘉儀：	既然大家都贊成，那就決定在 10 月 17 日至 28 日舉辦「中國文化
雙週」。接着，對於比賽項目方面，大家有沒有意見？

陳學年：	我想取消普通話歌唱比賽。記得去年的文化雙週也有舉辦這項活
動，但反應並不熱烈。

徐澤豐：	但是歷屆的文化雙週都有舉辦這項活動，而且推廣普通話是弘揚
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我反對取消這項比賽。

抽取活動的舉辦日期。

抽取活動項目加以整
合，包括：
•	 比賽項目
•	 頒獎典禮
•	 舞獅表演及中樂欣
賞

題目沒有提示宣傳文字
的內容重點，須從聆聽
及閱讀材料中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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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意識：
✓	標題與主題相符。
✗	 未有配上副標題。薪火相傳　弘揚文化

本校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雙週」活動將於 10 月隆
重舉行。今年，我們把主題定為「薪火相傳，弘揚文化」，
藉着舉辦多項與主題相關的中國文學及藝術活動，宏揚
中國文化。

為配合中國文化雙週的活動，籌辦小組已準備多項
精彩的比賽活動，讓有興趣的同學參與，包括：毛筆書
法比賽、硬筆書法比賽、徵文比賽等。同學可按自己的
興趣，參與不同的比賽。另外，為增加同學間的合作氣
氛，我們也將舉辦班際中國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為了隆重其事，我們將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舉行
中國文化雙週頒獎典禮，並邀請了中華文化協會主席孫
傲年先生作主禮嘉賓。除了頒獎禮外，我們還邀得校內
舞獅隊表演梅花高樁，以及曾日瑜同學表演琵琶。

另外，中國文化雙週期間，也將舉辦「中國文物展
覽」，展出二百多件實物展品，包括：石器、青銅器、
兵馬俑仿製品、唐三彩瓷、景泰藍、石刻、木雕、雙面
刺繡、剪紙、紫砂茶壺、紙筆墨硯、書畫、中式樂器及
常見中藥等。而場內更特設三百多幅有關絲綢之路的圖
片及五十多件相關實物，讓同學參觀欣賞。

最後，我們將於 10 月 17 日舉行開幕典禮及文化講
座。屆時會由王啟湘校長擔任主禮嘉賓，包承志教授擔
任演講嘉賓，講述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一些被忽視了
的優良中國傳統文化。

有關各活動的詳情，請留意宣傳海報。

整合拓展：
✓	指出活動主題。
✗	 沒有指出活動日期。

整合拓展：
✓	指出比賽活動、閉幕活
動的安排、文物展覽內
容、開幕活動安排。

✗	 沒有說明各項比賽活動
的文化意義、舞獅及琵
琶表演的吸引之處、展
品的陳列地點及展品的
珍貴之處。

見解論證：
✓	提出班際活動。
✗	 沒有指出同學從各項比
賽活動及文化講座中有
何得益。

✗	 沒有呼籲同學踴躍參加
各項活動。

表達組織：
✓	每項重點項目敍述詳略
均等。

✗	 沒有以活動的時間順序
鋪排段落。

✗	 沒有以小標題標示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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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意識 ✗	 未有配上副標題。 ✓	創作一句與主題相關的副標題。

整合拓展

✗	 沒有指出活動日期。
✗	 沒有說明各項比賽活動的文化

意義。
✗	 沒有突出舞獅表演及琵琶表演

的吸引之處。
✗	 沒有說明展品的陳列地點及展

品的珍貴之處。

✓	加上活動的舉辦日期。
✓	說明各項活動項目與中國文化

的關係。
✓	說明舞獅表演隊及琵琶表演者

的成就，提高表演的吸引之處。
✓	說明展品的陳列地點及展品有

何珍貴之處。

見解論證

✗	 沒有指出同學從各項比賽活動
及文化講座中有何得益。

✗	 沒有呼籲同學踴躍參加各項活
動。

✓	具體指出同學從各項活動中有
何得益。

✓	呼籲同學踴躍參加各項活動。

表達組織
✗	 沒有以活動的時間順序鋪排段

落。
✗	 沒有以小標題標示內容重點。

✓	段落鋪排，以活動的時間順序
或以總 ─ 分 ─ 總形式鋪排。

✓	加插小標題引示要點內容。

評分準則 ✓（升級策略）✗（未做到）

中國文化雙週 10 月啟動

薪火相傳　弘揚文化

各位同學引頸以待，本校一年一度的重點活動─
「中國文化雙週」，將於 2010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8 日
隆重舉行。今年的主題是「薪火相傳，弘揚文化」，藉着舉
辦多項與主題相關的中國文學及藝術活動，提升同學的文
化知識，同時宏揚中國文化。

開幕典禮暨文化講座

2010 年 10 月 18 日，於禮堂舉辦開幕典禮暨文化
講座。我們邀得王啟湘校長主持儀式，並由香江大學中
文系包承志教授為我們主講「我眼中的中西文化差異」，
讓同學了解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一些被忽視了的優良 
中國傳統文化，希望同學從中學會怎樣捨西方文化之短，
取中方文化之長。

語境意識：
✓	標題與主題相符。
✓	以副標題作引旨。

整合拓展：
✓	提出活動名稱、日期、
主題。

整合拓展：
✓	扼要講述每項活動特
點，並說明與中國文化
的關連。

✓	重點帶出表演者的個人
之處，吸引讀者注意。

中國語文：綜合及聆聽應試訓練（第一冊）

52



一	 如何根據題目的關鍵詞，確定考問要求及找出答案的提示處？
題目中的關鍵詞，往往提示了尋找答案的方向。

示例 1 　

題目（參照 2007 年題 3）

一心說香港素有「文化沙漠」的美譽，意思是：

A	 香港完全欠缺文化設施
B	 香港政府不鼓勵文化發展
C	 香港沒有文化特色可言
D	 香港人從不重視文化發展

示例 2 　

題目（參照 2010 年題 12）

據有關討論內容，曾提及下列食物的哪些項目。（請在適當的方格內以「✓」
表示，每道分題的答案可多於一個「✓」。答案全對，該分題才能給分。）（6分）

由來 味道 受歡迎程度

1 菠蘿油

2 蛋撻

3 鴛鴦

示例 3 　

題目（參照 2008 年題 3）

有容回應修端的建議時，語氣帶有：

A	 感慨
B	 不滿
C	 讚賞
D	 揶揄

	 A	 B	 C	 D
	 	 	 	

	 A	 B	 C	 D
	 	 	 	

1人物：一心
2主題：「文化沙漠」
3方向：分析背後含意

2 主題：菠蘿油、蛋撻
及鴛鴦

3 方向：有否提及其由
來、味道及受歡迎程
度

審題題
11

22
3

1圈出人名 2圈出主題 3圈出考問的方向

題目（參照 2007 年題 3）

一心說香港素有「文化沙漠」的美譽，意思是：
1

2

題目（參照 2007 年題 3）

「文化沙漠」 意思是：

食物的哪些項目。（請在適當的方格內以「✓」

2

3
項目

題目（參照 2008 年題 3）

有容回應修端的建議時，語氣帶有：

題目（參照 2008 年題 3）

修端的建議時，
1人物：有容、修端
3 方向：分析有容回應
修端建議時的語氣

語氣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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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題目：  （參照 2010 年題 1；考核分析話語內容能力） 

根據對話內容，判斷下列的資料是否正確、錯誤還是未曾提及。
（每題限選一個答案；多選者該分題 0分。）（4分）

一	 如何分析及綜合話語內容？	
分析及綜合話語內容是過往公開試中最常見的考問，也是聆聽能力考核的基礎。

參照過往公開試，從題目的關鍵詞可見其主要考核分析及綜合話語內容或話語重點，舉例
如下：

年份題號 關鍵詞 題型 考核重點

2008 題 7
⋯⋯他們各有甚麼⋯⋯？又憑甚
麼⋯⋯？

填表題
找出錄音中各人的考驗及克服困
難的憑藉。

2009 題 5
下列各項事件⋯⋯請按事件先後
次序排列⋯⋯

排序題
按錄音內容，把列出的事件按先
後次序排序。

2009 題 14
⋯⋯指出以下各事項是否屬於
⋯⋯？ 

填表題
按錄音內容，判斷列出的事件是
否屬於「自我實現的預言」。

2010 題 1
⋯⋯判斷下列⋯⋯是否正確、錯
誤還是未曾提及？ 

填表題
按錄音內容，判斷列出的資料屬
於正確、錯誤，還是未曾提及。

2010 題 5 ⋯⋯有沒有提及下表所列⋯⋯？ 填表題
判斷列出的內容有哪些是錄音內
容提及過的。

（參照 2010 年題 1；考核分析話語內容能力）

是否正確、錯誤還是未曾提及。

要求判斷列出的資料屬於正確、錯誤
或未曾提及
要求判斷列出的資料屬於
1

（每題限選一個答案；多選者該分題 0分。）（4分）
留意題目清楚限定每題答案為一個，
不要多選
留意題目清楚限定
2

正確 錯誤 未曾
提及

1 淪陷時，香港市民不能同時使用香港
及日本郵票。

2 香港郵票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得
以重新為香港市民服務。

3 香港郵票曾多次被禁用。

中國語文：綜合及聆聽應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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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錯誤 未曾
提及

1 淪陷時，香港市民不能同時使用香港
及日本郵票。

2 香港郵票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得
以重新為香港市民服務。

3 香港郵票曾多次被禁用。

允行：	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攻香港，並於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攻佔香港，開展了香港三年零
八個月的淪陷時期。香港郵票自此就不能使用，只能以各
種日本郵票作投寄哩！

家寶：	是的。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隨着日本宣佈無條件
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宣告結束。香港郵票才得以重新
為香港巿民服務。

向華：	原來香港郵票也曾有被禁用的時候。

草稿欄

IIWW ， Jan ➔ HK
41/12/25
淪陷 / HK stamp ✗
✓ Jan stamp

45/8/15   Jan ✗

✓ HK stamp

曾被禁用

聆聽資料

根據對話內容，判斷下列的資料是否正確、錯誤還是未曾提及。
（每題限選一個答案；多選者該分題 0分。）（4分） 篩選及提取合適資料：

1 香港郵票在淪陷時的情況 ➔ ✗使
用➔答案錯誤

2二次大戰後，香港郵票 ➔ ✓使用
➔答案正確

3 香港郵票被禁用的次數 ➔未曾提
及

篩選及提取合適資料：
3

示例 2 　

題目：  （參照 2010 年題 3；考核綜合話語內容能力） 

網絡成癮症有何	病徵？

1 缺乏自我約束力

2 不懂與他人溝通

3 自信心較弱

4 經常失眠

5 離線後感到失落

A	 1 4 B	 1 3 5

C	 2 3 4 D	 1 2 3 5

 A	 B	 C	 D
    

（參照 2010 年題 3；考核綜合話語內容能力）

有何 病徵？
要求歸納網絡成癮症的病徵要求
1

5 離線後感到失落

A	 1 4 B	 1 3 5

C	 2 3 4 D	 1 2 3 5

A	 B	 C	 D1 3 5

回答選擇題先剔除肯定錯誤的選擇，
逐一縮小合適答案範圍
回答選擇題
2

（參照 2010 年題 3；考核綜合話語內容能力）

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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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根據錄音內容，為梁可欣的展覽會撰寫一個既可概括內容，又富
吸引力的主題。（標題不可多於 20字。）（3分）

▲20

梁可欣的展覽會撰寫一個既可概括內容，又富

要求：
•	 人物：梁可欣
•	 綜合重點：撰寫一個既能概括內
容，又具吸引力的展覽會標題

要求：
1

不可多於 20字。）（3分）

留意題目要求：
•	不可多於 20字
➔	一定要在 20字內
➔	可不用寫標點符號

留意題目要求：
2

展覽會 概括內容 富

主持：	很多謝可欣來到展覽現場。這次個人展覽你選出了哪些物
件與歌迷影迷分享呢？可以跟我們說說嗎？

可欣：	除了一些個人的唱片及電影劇照外，我還特別挑選了三件
自己最珍惜的物件。一是我第一次獲得的「最佳女主角」
獎座，它代表我的表演事業和努力第一次獲得肯定；二是
一本由我的歌迷製作的剪報冊，裏面收集了我從出道至今
的所有新聞剪報，紀錄了我演藝生涯中的每個里程碑。三
當然是「香江十大傑出青年獎」，因為它才有這次展覽，
它代表了我的工作得到其他社會人士的認同，也是十分珍
貴的。

草稿欄

主：exhibit display

L：最珍惜 ➔

1 最佳女主角 ➔1st 肯定

每個里程碑

3 TOYPS ➔ 其他社會
人士認同

2 newspaper cutting ➔

➔ 展覽起因

聆聽資料

答案：	答案：	

篩選及提取合適資料：
挑選的原因：1st	認同	+	代表每個里程碑	+	
其他社會人士認同
概括	➔	重要里程碑的記錄，努力的肯定

篩選及提取合適資料：
3

重 温 演 藝 路

分 享 喜 與 樂 ▲20

清楚點出展覽既代表梁可欣的重要里程碑記錄，也反映了她所付的努

力獲得肯定。

•	 只平鋪直敍提到展
覽會，未能回應展
覽的特點及起因

•	 未有盡用字數

中國語文：綜合及聆聽應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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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 付 出 獲 得 肯 定

可 欣 與 你 回 顧 演 藝 路 ▲20

用詞可再活潑一點，增加吸引力。

•	 能點出展覽的主題
代表梁可欣重要里
程碑的記錄及所付
的努力獲得肯定

•	 能盡用字數

三	 如何聽出說話者的語氣及情感？	
要得知說話者的語氣及當下的情感，方法如下：

留意人物何時

提高聲量

留意人物的

語速變化

要得知說話者的語氣及當下的情感，方法如下：要得知說話者的語氣及當下的情感，方法如下：

留意人物

何時會用

重音

參照過往公開試，從題目的關鍵詞可見其主要考核聽出說話者的語氣及情感，舉例如下：

年份題號 關鍵詞 題型 考核重點

2007 題 5 甲及乙⋯⋯的表現是：⋯⋯ 選擇題 聽出甲及乙當下的情感。

2008 題 3
甲說乙好像⋯⋯的模樣時，語氣
帶有：⋯⋯

選擇題
分析甲說乙好像⋯⋯的模樣時，
語氣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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