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入學前  香港學科測驗

中文科
模擬試卷一

�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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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第 4 題最適當的答案，
以及回答第 2 題和第 5 題。（選擇題每題 2 分，本部分合共 11 分）

1.	 根據語語，種植梅花需要下列哪一項條件？
	 A.	肥沃的土地。
	 B.	 適中的濕度。
	 C.	 寒冷的氣候。
	 D.	適當的水分。

2.	 話語中提及梅有甚麼醫藥功效？試寫出其中一項。（2分）

3.	 話語中提及梅能陶冶性情，是因為
	 A.	它能存活上千年。
	 B.	 它的果子有營養價值。
	 C.	 它啟發出很多音樂作品。
	 D.	它能在嚴寒環境中開出花朵。

4.	 本話語主要說明
	 A.	梅的特徵及作用。
	 B.	 梅的品種與香氣。
	 C.	 梅是中國藝術的創作泉源。
	 D.	梅花與其他花朵的不同之處。

5.	 為甚麼研究梅花能了解中華文化？試結合話語內容加以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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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家白先勇為了（	 	 	 	 ）崑曲文化，退休後仍不斷改編崑曲劇目，培訓
年輕演員，他那宏揚傳統文化的精神叫人敬佩。

	 A.	傳承	 B.	 繼承
	 C.	 保存	 D.	得到

12.	叔叔無奈地說：「疫情令公司出現龐大的虧損，這筆補助金猶如（	 	 	 	 ），
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A.	九牛一毛
	 B.	 滄海一粟
	 C.	 杯水車薪
	 D.	抱薪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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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睡似乎是無傷大雅的習慣，但會影響日常生活的精神狀態，降低學習及工
作效率，更容易釀成亞健康狀態。」

	 上面一句主要說明晚睡
	 A.	對身體有害。
	 B.	 影響日常表現。
	 C.	 對人的壞影響。
	 D.	容易導致嚴重疾病。

14.	「為了支援香港的運動員，例如青少年運動員、職業運動員及殘疾運動員，香
港體育學院設立了『香港運動員基金』，藉募集的款項資助運動員教育、生活，
以及退役後的轉型發展，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上面一句主要寫「香港運動員基金」的
	 A.	設立目的。
	 B.	 運作情況。
	 C.	 資助對象。
	 D.	支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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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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我懷着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參加人生第一次歷奇活動。歷奇活動着重離
開個人的舒適區，在陌生和高難度的環境下接受不同的挑戰，我是一個運動健
將，這種活動正合我的心意。到了歷奇場地，我看到那些懸在半空的木頭、繩
索，便感到興奮莫名。

同學中最瘦弱的君華看了看繩網陣，雖然沒說甚麼，但我看到他的雙腳微
微顫抖，真是個沒膽鬼！在活動開始前，教練先教導我們一些安全知識，然後
安排我們進行不同的挑戰，例如攀登石牆、跨越車胎陣等，身手了得的我很快
就完成了，君華則在車胎上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到達終點。

最後教練協助我們分成兩人一組，以小組形式挑戰繩網陣。原來繩網陣分
成五個關卡，其中兩關必須要二人合力完成。繩網陣上有幾位工作人員，除了
保護參加者的安全外，還會為我們記錄完成時間，組員的個人時間相加，就是
小組時間了。個人和小組的完成時間都會寫在偌大的「挑戰者壁報板」上。我
正磨拳擦掌，可是教練竟然安排我和君華一組，令我的心情跌至谷底。君華膽
怯地走近，我只冷冷地跟他說：「別拖累我！」

我看着弱不禁風的君華，心想挑戰最佳小組時間已無望了，於是改以爭取
最佳個人時間為目標。幸好合作的關卡只在頭兩道：第一關是「分叉繩索」，
二人要分別走在兩條愈來愈闊的橫行繩索上，靠握着對方的手來支撐平衡；第
二關是「天空階梯」，是一道由繩索和木頭組成的梯子，由於木頭相距很遠，
同伴要互相幫助才能向上攀登。闖關時，我常常要等君華取得平衡後才可緩緩
前進，為此我不時露出不耐煩的神色。一過了合作關卡，我馬上撇下君華，向
下一關衝去。少了累贅，甚麼平衡木、攀爬牆都難不到我，不久後我便到達終
點敲響象徵完結的銅鐘。紀錄員說我的個人完成時間是全班最快的，我看到壁
報板上記下的時間，不禁喜形於色。當我回過神來，聽到同學笑說：「你們好
像來自兩個星球！」這時我回頭一望，原來君華在平衡木上失足掉下，一臉茫
然的他最後無法走畢全程。

然而，隨後我看着其他同學輪流挑戰，他們都沒有在意時間，反而互相幫
助與鼓勵，一起快樂地敲鐘。這時我再看看壁報板，我的組別只記錄了一個時
間，讓我不禁臉紅耳赤。我最終鼓起勇氣，請教練多給我們一次挑戰的機會。
教練說：「只要你的同伴願意就可以了。」我連忙跑過去跟君華道歉，並提出
邀請。君華先是錯愕，但很快便笑着點頭。我心中充滿感謝，便牽着他的手，
向起點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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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簡介（2014 年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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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21

10
分
鐘

填充題
概括話語內容，在橫線上填上適當
的詞語。

2020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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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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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21

40
分
鐘

句義
辨析

從四個選項中選出與句義最相符的
選項。

2014 － 2021

段義
理解

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能歸納段落大
意的選項。

2014 － 2021

篇
章
理
解

選擇題 理解、概括文章的內容。 2014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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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 2021

開放題
根據文章內容，提出自己的立場或
意見，並說明原因。

2014 － 2017 、
2021

詞語 
運用

從文章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回答問題。 2014 － 2021

寫作 短文寫作

1. 選擇項目，說明原因。 2014 、 2017

2. 根據個人經驗提出想法、記述經
歷，並說明原因、抒發感受。

2014 、 2016 、
2018 、 2020 、
2021

3. 就假設的情況說明想法。 2015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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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四周温習時間表

時間 建議完成項目

考前四周 模擬試卷一

考前三周 模擬試卷二及模擬試卷三

考前二周 模擬試卷四及模擬試卷五

考前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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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漏做或不會做的題目，以及檢查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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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擷取填充題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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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完成詞句段的題目；10 分鐘篇章理解；15 分鐘
短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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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源
詞義 水的源頭，比喻知識、感情、力量等的來源，或事物發生的緣由。

例句	他認為助人是快樂的泉源，所以每逢假日都會參與義工服務。
卷一

2. 裝潢
詞義 物品的裝飾、設計或擺設。「潢」粵音「黃」。

例句	從這間酒店奢華的裝潢，可以看出它的房價十分高昂。
卷一

3. 造詣
詞義 學業及專門技術達到的水平、境界。「造詣」粵音「燥藝」。

例句	他從事插畫行業三十餘年，造詣之高在本地數一數二。
卷一

4. 功效
詞義 功用、效能。

例句	這瓶抗皺面霜功效顯著，所以推出市場第一天就賣光了。
卷二

5. 念頭
詞義 心中的想法、打算。

例句	天上忽然烏雲密佈，哥哥因而打消了外出打球的念頭。
卷二

6. 熱潮 
詞義 蓬勃發展、熱烈高漲的趨勢。

例句	媒體的報道令這個如世外桃源的村落為人所知曉，帶動起一股觀光熱潮。

卷二、

卷三

7. 古董
詞義 古代留傳下來，珍貴罕有的文物。

例句	這盞古董枱燈造工細緻，從中可以窺探昔日人們對物件品質的追求。
卷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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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

9. 漣漪
詞義 水面上細微的波紋。「漣漪」粵音「連衣」或「連綺」。

例句	雨水落在湖面上，激起一個個漣漪。
卷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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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了災難時的眾生相。
卷四

11. 風霜
詞義 比喻旅途上或生活中所經歷的艱難困苦。

例句	縱使臉上的皺紋滿載風霜，但他那雙充滿智慧的眼睛仍是炯炯有神。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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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審題立意
•	 考生經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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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曾參觀過不少展覽活動，例如：書籍展覽、藝術展覽、科學展覽等，試以「令人
驚喜的展覽活動」為題，寫出一次讓你驚喜的經歷和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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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句

展覽活動（主要或
重複出現的名詞）。

	文章寫作主題或
範圍是展覽活動。

參觀（動詞）、驚喜（形
容詞）、一次（數量詞）。

	題目要求記敍一次參觀
展覽活動，感到驚喜的
經歷。

  題目要求考生記敍一次參觀展覽活動時感到驚喜的經歷，並抒發感受。

寫出一次讓你驚喜的經歷和感受。

	題目屬於記敍及抒情性質，文章
內容與生活體會有關，考生需要
敍述參觀的展覽如何令人感到驚
喜，並抒發相關的感受。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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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文章性質及內容的關鍵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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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談」；
	議論性質：	「你同意嗎」、「看法」；
	抒情性質：	「感受」、「情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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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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考生整理
寫作的思路。

主題

特徵 1

特徵 4

特徵 7特徵 5

特徵 2

特徵 3

特徵 6

相信你曾參觀過不少展覽活動，例如：書籍展覽、藝術展覽、科學展覽等，試以「令人
驚喜的展覽活動」為題，寫出一次讓你驚喜的經歷和感受。（建議字數：220至 300字，
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在確定題目的要求後，利用「列舉特徵」整理展覽活動的特徵：
1.	先列舉展覽活動涵蓋的不同元素，如「展覽場地」、「展覽主題」、「展品類型」等。
2.	將列舉出來的東西進行歸類，如「背景資訊」、「主題內容」等。
3.	通過比較、歸納等方法，找出展覽活動中的主要元素，然後作重點描寫。

  重點描述展覽活動的背景資訊及主題內容。

主題內容

背景資訊

商品服務

展覽活動

紀念商品

導賞服務

其他活動

參展機構
展品類型

展覽場地
展出形式

主辦單位
展覽主題

例



2教圖 Pre-S1 HKAT 中文科模擬試卷 2022/23 年版 小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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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題最適當的答案，以及回答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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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為「見笑草」。
 C.	 只生長在美洲熱帶地區。
 D.	 難於種植，需要悉心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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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於種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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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詞，以及話語的聆聽重點。
	題目的類型為多項選擇題，關鍵字詞和聆聽重點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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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特點是……」一類字詞時要特別留意。

•	 根據關鍵字詞的提示和聆聽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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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種植，生命力強」、「有藥用價值」、「具用毒性」等。

•	 根據摘記的要點，比對題目選項，找出正確答案。
	先從選項 (i) 至 (iv) 找出與話語內容相符的內容，然後在 A至 D找出答案。選項 (i) 至 (iv) 均是
含羞草的特點，故答案是D。

2.	 話語中提及含羞草在甚麼情況下會閉合葉面？試寫出其中一項。

3.	 根據話語，含羞草的特點是
 (i)	 生命力強。	 (ii)	具有毒性。
 (iii)	具有藥用價值。 (iv)	多年生草本植物。
 A.	 (i)和 (ii)。
 B.	 (ii)和 (iii)。
 C.	 (i)、 (iii)和 (iv)。
 D.	 以上全部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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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的類型為短答題，關鍵字詞是「情況」、「閉合葉面」、「一項」，聆聽重點為「含羞草在甚
麼情況下會閉合葉面」。

•	 聆聽時，留意話語中與題目相關的關鍵字詞。
	 題目問的是含羞草「閉合葉面」的「情況」，所以在聽到「閉合」、「關上」、「葉面」時要特別留意。
	 題目要求回答「情況」，因此要整理導致含羞草閉合葉面的情形，避免與「原理」等概念混淆。

•	 聽到關鍵詞的提示和聆聽重點，快速摘記相關內容。
	 聽到介紹含羞草「閉合葉面」時，快速記下前後文的內容，並需要摘記準確的字詞。

•	 根據記錄的要點，講者提含羞草閉合葉面的情況有：
	「受到刺激」、「外力作用」、「光線較弱」、「入夜後」。

•	 回憶話語內容，比較摘錄筆記與題目要求，填寫答案。
	 話語提及含羞草在外力作用下會受到刺激，令細胞液開始流動，導致細胞膨脹能力減弱，最後
令葉面閉合。而入夜後光線較弱時，葉面也會自動收縮閉合。

	 題目只要求寫下一種情況，作答時應以印象較深，較為確切的例子作答。如題目沒有要求例子
數量，建議寫出兩個例子，以免因答案不完足而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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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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森對美兒常喝某種飲品有甚麼反應？
A.	疑惑。	 B.	 不屑。
C.	 不滿。	 D.	感慨。
(a) 題目的關鍵字詞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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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根據話語，食物要符合下列哪一項條件才能稱為「低糖」？
A.	不含糖分。	 B.	 糖分少於五克。
C.	 較同類型產品糖分含量低。	 D.	糖分含量低於一定百分比。
(a)	題目的關鍵字詞是	 、 和 。
(b) 細閱各個選項，分析其關鍵字詞：

A：
B：
C：
D：

(c)	聆聽時留意與關鍵字詞有關的話語內容，可知「低糖」指
食物中含 糖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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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的關鍵字詞是： 、 、 和

。
(b) 聆聽時留意關鍵字詞上下文的內容，主要是在說明 。
(c)	按照對話內容，快速記錄關鍵字詞，想想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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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題最適當的答案，以及
回答第 6題。

4.	 在話語中沒有提及下列哪一項有關倉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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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關鍵字詞：
	 A： 	 B：
	 C： 	 D：
(c)	聆聽時留意與選項關鍵字詞有關的話語內容，可知話語內容有提及選項	

；而話語雖提及倉鼠	 ，但未有提及	 。
(d)	在橫線上填上答案： 。

5.	 根據話語，「近視眼」是指倉鼠
(i)	有散光。
(ii)	只能在夜間活動。
(iii)	只能分辨白色和黑色。
(iv)	只能看見物體模糊的形狀。
A.	 (i)和 (ii)。	 B.	 (ii)和 (iii)。
C.	 (i)、 (iii)和 (iv)。	 D.	以上全部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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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為甚麼成年母倉鼠有「英雄母親」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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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