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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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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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期的“国际学校杂志”将专题介绍你的学校使用哪些不同的方法帮助学生提
升汉语的沟通能力。写这篇文章。

2. 风俗与传统

  最近阅读了一篇报纸文章，指出随着国家对技术人才需求的增加，学校课程应
着重与实用技能相关的科目，而不是着重学术科目。给报纸总编辑写一封信来
表达你对这个议题的看法。

3. 健康

  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学校大门口上下车造成校门口拥堵，学生的安全问题也成了
大家关心的话题。身为学生会长，给校长写一封建议书，说明目前的危险情况
并建议如何改善。

4. 休闲

  最近你参加了一个电视真人秀演出。在这几个星期，你活在公众的视线里。 
写一篇日记, 把你的心路历程，包括参加这个真人秀的经验和所受到的关注， 
以及它对你个人的影响写出来。

5. 科学与技术

  有些同学没有意识到使用社交媒体时，失去个人隐私所带来的危险。你是学 
生会长，校长请你给同学做一个演讲，说一说这些危险以及同学应如何保护 
自己。写这一篇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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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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爆炸、网络传播的年代，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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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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期的「國際學校雜誌」將專題介紹你的學校使用哪些不同的方法幫助學生提
升漢語的溝通能力。寫這篇文章。

2. 風俗與傳統

  最近閱讀了一篇報紙文章，指出隨著國家對技術人才需求的增加，學校課程應
著重與實用技能相關的科目，而不是著重學術科目。給報紙總編輯寫一封信來
表達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3. 健康

  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學校大門口上下車造成校門口擁堵，學生的安全問題也成了
大家關心的話題。身為學生會長，給校長寫一封建議書，說明目前的危險情況
並建議如何改善。

4. 休閒

  最近你參加了一個電視真人秀演出。在這幾個星期，你活在公眾的視線裏。 
寫一篇日記,把你的心路歷程，包括參加這個真人秀的經驗和所受到的關注， 
以及它對你個人的影響寫出來。

5. 科學與技術

  有些同學沒有意識到使用社交媒體時，失去個人隱私所帶來的危險。你是學 
生會長，校長請你給同學做一個演講，說一說這些危險以及同學應如何保護 
自己。寫這一篇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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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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爆炸、網絡傳播的年代，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 3 – N18/2/ABCHI/HP2/CHI/TZ0/XX TR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