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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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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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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有兴趣上中文课的学生人数很少，学校宣布明年将取消中文课。你不想学
校取消中文课。为了鼓励更多学生选修中文，写一张传单，强调学习中文的乐
趣和好处。

2. 风俗与传统

  你的学校有举行毕业舞会的传统。你希望成为委员会的一员，帮助组织毕业 
舞会。给校长写一封申请信，谈谈你对舞会安排的想法和说明为什么你是加入
这个委员会的合适人选。

3. 健康

  你的学校将举办一个以“跑步就是健康”为口号的活动，希望更多学生和老师
参加。为了宣传这个活动，你将在学校的周会进行演讲，说明选择这个口号的
原因和参加这个活动的好处。写这篇演讲。

4. 休闲

  你参加了一个由国家杂志举办的摄影比赛，希望能赢到大奖，可以到你最喜爱
的城市旅游。不幸地，你没有赢得比赛，所以你失去到这个城市旅游的机会。
写一篇博客，跟网友分享你失去这个机会的感受。

5. 科学与技术

  家人常常说你花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你同意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但不同意
他们认为电脑游戏只有负面的影响。写一篇日记，谈谈玩电脑游戏对个人、 
社交和学习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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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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多样性

  由於有興趣上中文課的學生人數很少，學校宣佈明年將取消中文課。你不想學
校取消中文課。為了鼓勵更多學生選修中文，寫一張傳單，強調學習中文的樂
趣和好處。

2. 風俗與傳統

  你的學校有舉行畢業舞會的傳統。你希望成為委員會的一員，幫助組織畢業 
舞會。給校長寫一封申請信，談談你對舞會安排的想法和說明為什麼你是加入
這個委員會的合適人選。

3. 健康

  你的學校將舉辦一個以「跑步就是健康」為口號的活動，希望更多學生和老師
參加。為了宣傳這個活動，你將在學校的周會進行演講，說明選擇這個口號的
原因和參加這個活動的好處。寫這篇演講。

4. 休閒

  你參加了一個由國家雜誌舉辦的攝影比賽，希望能贏到大獎，可以到你最喜愛
的城市旅遊。不幸地，你沒有贏得比賽，所以你失去到這個城市旅遊的機會。
寫一篇博客，跟網友分享你失去這個機會的感受。

5. 科學與技術

  家人常常說你花太多時間玩電腦遊戲。你同意他們提出的一些觀點，但不同意
他們認為電腦遊戲只有負面的影響。寫一篇日記，談談玩電腦遊戲對個人、 
社交和學習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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