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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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se one task.  Each task is worth [25 marks].
yy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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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sissez une tâche.  Chaque tâche vaut [25 points].
yy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examen est d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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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ja una tarea.  Cada tarea vale [25 puntos].
yy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25 pu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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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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中文班将有一个辩论会，题目是“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学习那个
国家的语言”。你代表正方一辩，说明己方的观点。

2. 风俗与传统

  在最近的一次假期中，你去了一个说中文的地方，在那儿你体验到了一个相当
特别的风俗习惯，跟当地人交谈之后，才了解为什么当地有那样的风俗习惯。
在你的旅行博客中介绍并且说明这个风俗习惯。

3. 健康

  你加入了一个“只买当地生产的食物”的组织，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这个活动，
准备一份传单，介绍购买以及食用当地食物的好处。

4. 休闲

  你刚接到一个好友的电子邮件，他／她抱怨没拿到暑期工读的机会，担心没钱
怎么度过这么漫长的暑假。在回邮中，给一些既省钱又能享受暑假的建议。

5. 科学与技术

  最近在你住的城市里，停了两天的电。在你的日记里，谈谈没有电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以及没电的时候带给你什么不同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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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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中文班將有一個辯論會，題目是「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必須學習那個
國家的語言」。你代表正方一辯，說明己方的觀點。

2. 風俗與傳統

  在最近的一次假期中，你去了一個說中文的地方，在那兒你體驗到了一個相當
特別的風俗習慣，跟當地人交談之後，才了解為什麼當地有那樣的風俗習慣。
在你的旅行博客中介紹並且說明這個風俗習慣。

3. 健康

  你加入了一個「只買當地生產的食物」的組織，為了讓更多人參與這個活動，
準備一份傳單，介紹購買以及食用當地食物的好處。

4. 休閒

  你剛接到一個好友的電子郵件，他／她抱怨沒拿到暑期工讀的機會，擔心沒錢
怎麼度過這麼漫長的暑假。在回郵中，給一些既省錢又能享受暑假的建議。

5. 科學與技術

  最近在你住的城市裏，停了兩天的電。在你的日記裏，談談沒有電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以及沒電的時候帶給你什麼不同的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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