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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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題
	 (ii)	讀寫（閱讀、寫作）測驗：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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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 10分鐘
閱讀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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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入學前  香港學科測驗

中文科
模擬試卷（攻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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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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此欄摘錄要點1.	「城市疾走」和「戶外障礙賽」有甚麼共通點？
	 A.	 兩者都是比賽。
	 B.	 兩者都是在城市內進行。
	 C.	 兩者都是高難度的活動。
	 D.	兩者都需要越過不同的障礙物。

2. 話語中沒有提及以下哪一項？
	 A.	「城市疾走」的起源。
	 B.	「城市疾走」的好處。
	 C.	「城市疾走」的活動規則。
	 D.	「城市疾走」的注意事項。

3. 「城市疾走」需要參加者有應變能力和克服恐懼與困難的意
志，因為

	 A.	參加者需要面對的障礙物都很難翻越。
	 B.	 參加者需要快速地完成不同的高難度挑戰。
	 C.	 活動要求參加者用不同的方法翻越障礙物。
	 D.	參加者須制訂適合自己的方法跨越障礙物。

4. 「城市疾走」受到年輕人歡迎的主要原因是
	 A.	 它能在任何場地進行。
	 B.	 它的變化多端，趣味無窮。
	 C.	 它是一項新興的潮流玩意。
	 D.	它是一項挑戰難度及體能的活動。

5. 進行「城市疾走」前，參加者需要做甚麼才能確保安全？	
（3分）

摘錄兩個項目的特點，兩者有甚麼
相同之處？

「城市疾走」吸引了怎樣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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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測驗

下面第 10 和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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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近月流感肆虐，病毒在社區廣泛地（	 	 	 	 ），令人防不勝防。
	 A.	 分佈
	 B.	 流行
	 C.	 傳播
	 D.	傳染

11.	這部電影講述一個貧困青年奮鬥的故事，情節賺人熱淚，真是十分（	 	 	 	 ）
呢！

	 A.	醉人	 B.	怡人
	 C.	 誘人	 D.	感人

細閱下面第 12 至第 15 題的句子，然後依照指示作答。（每題 1 分，合共 4 分）

12. 「這間食店不僅假日座無虛席，連在平日光顧也要大排長龍，店內座位沒有一
分鐘是空着的。」

	 上面一句主要寫食店的客人
	 A.	 門可羅雀。
	 B.	 門庭若市。
	 C.	 絡繹不絕。
	 D.	蒸蒸日上。

13. 「冬風凜冽，天氣寒冷，漫山遍野寂靜無聲，動物們都躲進泥土或洞穴裏，靜
待温暖的春季再次到臨。」

	 上面一句主要寫
	 A.	 四周非常冷清。
	 B.	 寒冬降臨大地。
	 C.	 冬風吹得很猛烈。
	 D.	動物都躲起來過冬。

各個選項的詞語意思有甚麼地方相
近？又有甚麼地方不同？

各個選項的詞語所描述的對象是甚
麼？

選項內容能否概括全個句子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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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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至第 32 題。（31 分）

篇章一 （選擇題每題 2 分，本部分合共 17 分）

「游泳不單是一項能夠強身健體的運動，更是一項重要的求生技能呢！」
這是媽媽鼓勵我學習游泳時常說的話。

學懂游泳能否使人身體強健？我不太肯定，我只知道自己快要升讀中一，
卻還要與一羣年紀比我小很多的「同學」一起學習游泳，這讓我真正明白「羞
恥」二字的意思。在游泳館空曠的場地裏，充滿着孩童歡樂的嬉笑聲，可是我
卻笑不出來。小孩們雀躍地在池邊熱身、談天，有的更迫不及待地跳進泳池內
嬉水，好不快樂，而我卻獨自坐在池邊的長椅上，恍如與世隔絕似的。

「大家好！我姓陳，是初級游泳班的導師。」經過簡單的熱身運動後，導
師指示我們逐一跳進水中，熟悉一下水性。看着清澈見底的池水，我像個失靈
的機器人，動也不動，腦中不禁想起小時候第一次跟爸爸媽媽到沙灘遊玩的片
段。那時候我的年紀還小，不知道「欺山莫欺水」的道理，沒有聽從爸爸媽媽
的勸告，在不懂游泳的情況下便擅自跳進水中，冷不防被海浪捲走。幸好，盡
責的救生員迅速把我救起來。然而，當時被海水嗆到的滋味，還有爸爸媽媽憂
心忡忡的樣子卻刻進我的心裏，這件事也成了我一直不願學習游泳的原因……

「嗶！嗶！嗶！」響亮的哨子聲把我帶回現實。「相信不少同學會對水感到
害怕。其實，我小時候也曾害怕游泳的，但經過多番練習後，我不但不再害怕，
更成為游泳教練呢！請你們記住，沒有人天生懂得游泳，也沒有不給水嗆過便
學會游泳的人，但只要我們克服對水的恐懼，努力掌握泳術的要訣就行了，沒
有人會學不懂游泳的。」	陳導師的話雖然簡單，卻使我恍然大悟。我不就是因
為恐懼，所以一直對游泳敬而遠之嗎？

「大哥哥，可以幫我一下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池中練習踢水嗎？」身旁
的小男孩仰着頭對我說道。我點點頭，戰戰兢兢地牽着他的手走到泳池中開始
練習。來到泳池的中央，我發覺自己不再害怕，高興得大笑起來。

其實，只要我們勇於嘗試，就可以衝破恐懼，多大的困難都能克服！

20. 游泳館內充滿着歡樂的嬉笑聲，但作者卻笑不出來，原因是
 A.	他想到海邊游泳。
 B.	 游泳館的場地太空曠。
 C.	 沒有媽媽陪伴令他感到害怕。
 D.	到了這個年紀才學習游泳，令他感到羞愧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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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基本步寫作基本步

審題：	細心閱讀題目，弄清題目的意思和要求。

立意：	根據題目要求確定文章的主題和寫作方向。

策略 	拆解題目三部曲	................................................ P.3

1

構思：	圍繞文章主題，構思及選取合適的寫作材料。

組織：	列出寫作大綱，劃分段落大意及內容要點。

策略 	思維策略第一式	—	樹狀分類	.................... P.4
	 	思維策略第二式	—	全面因素	.................... P.5
	 	思維策略第三式	—	特徵列舉	.................... P.6

表達：	在大綱的基礎上豐富和深化文章內容，運用不同的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使文章富美感、具說服力。

修訂：	細閱內容，檢查錯漏，並作出修正。

策略 	行文結構三層式	................................................ P.7
	 	修訂文章五部曲	................................................ P.8

審題立意

2構思組織

表達修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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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試分類精練

（強化版）

HKAT中文科中文科HKAT教圖

模擬試卷模擬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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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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聆聽理解」設有兩段錄音，話語題材內容包括生活對話、科普資料、時事議論、故事寓言等，分為獨白
及對話兩種表達形式，每段錄音各設 4至 5道題目。

•	 題目類型一般為選擇題、排序題、填充題、短答題及開放式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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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性格特徵、事件的因果關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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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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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選答案。
•	 回答短答及開放式題目時，注意觀點表達要明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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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語中沒有提及以下哪一項？
 A.	 含羞草的特點。
 B.	 含羞草的原產地。
 C.	 含羞草的種植方法。
 D.	 含羞草的藥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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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題目的類型為選擇題，關鍵字詞是「沒有」、「提及」，四個選項的聆聽重點分別為「特點」、

「原產地」、「種植方法」和「藥用價值」。
•	 聆聽時，根據每個選項的聆聽重點，快速摘記有關的內容。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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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話

語內容有提及，用「7」代表話語內容沒有提及。
•	 回憶話語內容，比較筆記與題目選項，找出正確答案。
答案：	 A、B和 D的內容在話語中均有提及，排除A、B和 D；話語中雖有提及「它容易種植」、

「不少地方將含羞草當作野草種植」，但並未提及種植的方法，故正確答案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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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近義詞的用法。
•	 掌握詞語搭配的習慣。
•	 理解句子的意思和情境。

•	「詞義辨析」一般設 2題，每題 1分。
•	 每題設一個未完成的句子，考生須從四個互為近義詞的選項中選一個最適當的詞語，使句子通順完整。

•	 考生未能解讀句中關鍵字詞的含義。
•	 考生未能掌握各選項詞語的感情色彩、語意輕重、使用範圍等。

•	 讀一讀整個句子，找出句中的關鍵字詞，掌握句子大意。
•	 辨別各選項詞語的意思，從詞語的感情色彩、語意輕重、使用範圍等方面分辨它們之間的細微差異。
•	 把各個選項詞語代入括號內，結合詞語的搭配習慣和句意，選出正確的答案。
•	 建議作答時間：1至 2分鐘。

下面題目的括號內，應該填入哪一個最適當的詞語？
他處理事情十分（      ），只聽了兩個人的片面之詞就下了結論。
A.  武斷
B.  果斷
C.  堅決
D.  堅定 

詞義辨析

•	 讀一讀整個句子，句子的關鍵字詞是甚麼？
答案：	「片面之詞」。

•	 辨別各選項詞語的意思，並從詞語的感情色彩入手，找出它們之間的細微差異。
答案：	「武斷」帶貶義，意思是只憑個人的主觀感覺作判斷；形容言行主觀片面。
	 「果斷」帶褒義，意思是果敢決斷、不猶豫。
	 「堅決」帶褒義，意思是確定不移、不猶豫。
	 「堅定」帶褒義，意思是穩定堅強、不動搖。

•	 結合關鍵字詞與句意，選出合適的答案。
答案：	 句子的關鍵字詞提示了應用一個貶義詞來形容「他」處理事情的作風，四個選項中只有選項

A帶貶義，故正確答案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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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第 1至第 6題每題的括號內，應該分別填入哪一個最適當的詞語？

1.  弟弟在好奇心的（        ）下，把貼了封條的箱子打開了。
A. 驅使  B.  驅逐  C.  驅除  D. 驅散
(a) 讀一讀題目的整個句子，把句子的關鍵字詞圈起來。
(b) 辨別各選項詞語的意思，把適當的答案用直線連起來。

    A. 驅使•  •除掉。
    B.  驅逐•  •推動；強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
    C.  驅除•  •消除；使散開。
    D. 驅散•  •趕走。

(c)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2.  這羣居民為了（        ）自己應有的權益，到政府總部請願。
A. 維護  B.  袒護  C.  保護  D. 防護
(a) 讀一讀題目的整個句子，把句子的關鍵詞句圈起來。根據句中的關鍵詞句推斷， 
正確答案的感情色彩應為 （ 褒義 ╱ 中性 ╱ 貶義 ）。

(b) 辨別各選項詞語的感情色彩，在正確答案的方格內打 3。
    A. 維護   褒義   中性   貶義
    B.  袒護   褒義   中性   貶義
    C.  保護   褒義   中性   貶義
    D. 防護   褒義   中性   貶義

(c)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3.  學生像小樹苗，在老師的（        ）下茁壯成長。
A. 養育  B.  哺育  C.  教育  D. 贍養
(a) 讀一讀題目的整個句子，所選詞語應用來形容   之間的關係。
(b) 辨別各選項詞語的適用關係，把適當的答案用直線連起來。

    A. 養育•  •老師對學生、家長對子女。
    B.  哺育•  •父母對子女。
    C.  教育•  •母親對子女。
    D. 贍養•  •子女對父母。

(c)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