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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yy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yy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yy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yy Section A: choose one task.  Each task is worth [25 marks].
yy Section B: write a personal response to the stimulus provided.  The task is worth [20 marks].
yy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45 marks].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yy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yy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yy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yy Section A : choisissez une tâche.  Chaque tâche vaut [25 points].
yy Section B : exprimez votre opinion personnelle sur la réflexion fournie.  La tâche vaut [20 points].
yy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examen est de [45 points].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yy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yy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yy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yy Sección A: elija una tarea.  Cada tarea vale [25 puntos].
yy Sección B: escriba una opinión personal al estímulo provisto.  La tarea vale [20 puntos].
yy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45 pu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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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is B – Version simplifiée

Chino B – Versión simplificada

3 pages/páginas

M18/2/ABCHI/HP2/CHI/TZ0/XX SIMP



第一部分

从下列题目中选择一题作答。字数在 300 字－ 480 字之间。

1. 文化的多样性

  有人说“居住在国外，必须入境随俗，适应居住国家的规则和习惯。”这是你／
妳们中文班辩论的题目。你／妳是正方一辩，请写出这个辩论的开场白。

2. 风俗与传统

  你／妳的中文班最近办了一次介绍中国饮食的活动。食品的多元化让你／妳印
象深刻，同时有关食品的讯息也很有趣。为你的校刊写一篇对这次活动的评
论。

3. 健康

  一位知名科学家刚发明了一种药，可以使人类的预期寿命延长至 200 岁。作为
记者，你／妳采访了这位科学家，探讨这个发明的好处及其可能发生的危险。
根据采访，为本地报纸写一篇采访稿。

4. 休闲

  你／妳有许多朋友从互联网上非法下载音乐。给校刊写一篇文章，说明这种行为
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提供在网上听音乐的一些可行办法。

5. 科学与技术

  你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其中作者声称在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历
史学）会比自然科学（如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给人类带来更多好处。写一
篇博客讨论这个说法，并提出你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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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根据下面的陈述，提出你个人的看法并说明原因。你可以选用学过的任何一种文本
类型作答。字数在 180 字－ 300 字之间。

6. 手机并没有带给我们自由，却让我们变成了它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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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從下列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字數在 300 字－ 480 字之間。

1. 文化的多樣性

  有人說「居住在國外，必須入境隨俗，適應居住國家的規則和習慣。」這是你／
妳們中文班辯論的題目。你／妳是正方一辯，請寫出這個辯論的開場白。

2. 風俗與傳統

  你／妳的中文班最近辦了一次介紹中國飲食的活動。食品的多元化讓你／ 
妳印象深刻，同時有關食品的訊息也很有趣。為你的校刊寫一篇對這次活動的
評論。

3. 健康

  一位知名科學家剛發明了一種藥，可以使人類的預期壽命延長至 200 歲。作為
記者，你／妳採訪了這位科學家，探討這個發明的好處及其可能發生的危險。
根據採訪，為本地報紙寫一篇採訪稿。

4. 休閒

  你／妳有許多朋友從互聯網上非法下載音樂。給校刊寫一篇文章，說明這種行為
帶來的負面後果，並提供在網上聽音樂的一些可行辦法。

5. 科學與技術

  你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其中作者聲稱在二十一世紀，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和歷
史學）會比自然科學（如化學、生物學、物理學）給人類帶來更多好處。 
寫一篇博客討論這個說法，並提出你自己的意見和理由。

– 2 – M18/2/ABCHI/HP2/CHI/TZ0/XX TRAD



第二部分

根據下面的陳述，提出你個人的看法並說明原因。你可以選用學過的任何一種文本
類型作答。字數在 180 字－ 300 字之間。

6. 手機並沒有帶給我們自由，卻讓我們變成了它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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