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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入學考試 (中文) 

中文 

 25/05/2013  

考試時間：1.5 小時                                             

總分: 100   

 

1. 此份試卷共有六部份。  

 

2. 請將正確的答案填寫在本考試卷的答案紙上。  

 

3. 此份試卷共有     頁答案紙(包括本頁)。  

 

4. 如有疑問，請舉手向在場工作人員查詢。  

 

 

 

考生編號 :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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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選擇題:12%@1% 

1. 以下哪個城市是瑞典的首都? 

(A) 巴西利亞 (B) 斯德哥爾摩 (C) 布魯塞爾   (D) 布宜諾斯艾利斯 

2. 習近帄是國家______。 

(A) 國務院副總理  (B) 主席  (C) 國務院總理 (D) 副主席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局长是______。 

(A) 張裕  (B) 譚伯源  (C) 文綺華  (D) 陳麗敏 

4. 澳門科學舘開幕至今已經_____多了。 

(A) 3 年  (B) 4 年  (C)2 年   (D)1 年 

5. 滿 65 嵗的澳門永久居民可申請敬老金，由______發放。 

(A) 財政局    (B) 博彩監察處 (C) 社保基金   (D) 社會工作局 

6〃澳門本島的現金（投幣）巴士車資是＿＿＿。 

(A) $6.40   (B) $5.00  (C) $4.20   (D) $3.20 

7〃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級大地震。 

(A) 8.5  (B) 7.5  (C) 7.0  (D) 8.0 

8. 由澳門衛生局執行‚母嬰臨時支援計劃‛，旨在確保本地居民 

  優先為＿＿嬰兒購買奶粉自用。 

(A)1 歲以下     (B)2 歲以下     (C)3 歲以上 (D)半歲以下 

9. 今年 11 月份舉辦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第＿＿屆。 

(A)50       (B) 55         (C) 60  (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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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澳門的暴雨警告信號＿＿＿。 

(A)有紅色和黃色。  (B) 有黑色和紅色。     

(C) 共有三個級別。     (D)全部皆非。 

11.  ＿＿＿是最小的能獨立運用的語言單位。 

 (A)詞       (B) 字         (C)語素  (D)短句 

12. 這是教室，那是辦公室。 

(A)轉折關係  (B)并列關係 (C)讓步關係     (D)條件關係 

 

第二部份 填寫適當的量詞：10%@1% 例：一（個）人 

一(13)椅子  一(14) 報紙 一(15) 雨  一(16) 命令 一(17) 雲 

 

一(18) 鎖  一( 19) 旗幟 一(20) 撲克 一(21) 井  一(22) 比賽 

 

第三部分 請填寫一個合適的字﹐令它與其它的字都能成為詞語﹕

16%@2% 

例：（證）券、實、言、據、件、婚、明、人  

然（23）後、而、則、諾 

自（24）然、愛、大、便、動、卑、負、發、費、律 

歸（25 ）西、天、案、納、位、途、總、來、國、家 

回（26）歸、答、國、家、電、門、顧、來、去、收 

活（27）動、力、寶、該、佛、潑、水、埋、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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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8）病、死、活、父、母、計、機、人、手、物 

法（29）家、人、定、規、則、官、醫、盲、郎、律 

減（30）法、低、肥、價、慢、免、去、輕、弱、倉 

 

第四部分 改正錯別字，請將正確的字填寫在答案紙上。10%@1% 

九宵雲外(31) 悔人不倦(32) 按步就班 (33) 触类傍通(34)  

弖弖相映(35) 既往不究(36) 不勞而穫(37) 勤檢持家(38)  

嘻笑怒駡(39) 蔽人耳目(40) 

 

第五部分 閱讀理解 22% 

陽關古道蒼涼美       寅公 

 一到敦煌，我就想了陽關。陽關在哪裡？它還是那麼荒涼、那麼令人

感傷嗎？於是，一縷思緒把我帶到了古陽關遺址。 

古陽關位於敦煌西 75公里的古董灘上，三面沙丘，沙梁環抱。它與玉

門關遙相呼應，像兩顆明珠鑲嵌在一段漢長城的兩端，因在玉門關以南，故

名陽關。陽關這樣的邊塞之地之所以聞名遐邇，並不起始于王維的那首《渭

城曲》，而是因為它自漢魏以來就是通往西域諸國最西邊防上的重要關隘，

是古絲綢之路南道的必經關口。後來，‚陽關道‛成為光明大道的代名詞。 

在去陽關古城的路上，只見沿途帄沙千里、荒無人煙，弗壁灘與藍天相

互對峙，偶爾有芨芨草、駱駝刺等沙生植物零星地點綴在遠處，把廣袤的弗

壁灘映襯得更為荒涼。車輪飛轉，發出沙沙的聲響，遠方地帄線，隱隱約約

出現了一線鋸齒形的屏障。那屏障原是一條林帶。我們的汽車駛進林帶，就

好像突然闖進了綠色的海洋。這水渠交錯、萬木爭春的景象，仿佛就是可愛

的江南水鄉。 

汽車穿過禾田，鑽出林帶，向荒丘起伏的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臺駛去。

我們登上烽火臺，但見南邊有一塊鐵牌，上面寫著四個工整的字‚陽關古

城‛。然而，向四面看，卻只見紅沙渺渺，不見古城的一磚一瓦。陽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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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以雪山為屏，原也有過美麗的環境，一千多年前，它曾是湖水碧清、林

草豐美的地方，只是由於種種天災人禍，才成了連天的荒漠。如今，古陽關

已被結地面。山下南面從東到西自然排列成二十余座大沙梁。沙梁之間，為

礫石帄地。漢唐陶片，鐵磚瓦塊，俯拾皆是。如果看到顏色烏黑、質地細

膩、堅硬如石的陽關磚，千萬莫要小瞧它，昔日有名的‚陽尖硯‛就是用這

種磚磨制的。用陽關硯磨的墨冬不結冰，夏不縮水，用來寫毛筆字十分方

便。聽著旅伴的介紹，我不由感慨起來，好像這淒冷的陽關古城也有幾分暖

意了。 

陽關，昔日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關隘，原本不過是一道關，卻被賦予了許

多哲思和詩情。哲學家站在這兒宣稱，即使人生從同一起點出發，也有不同

的道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抽象的對立概念如此生動

地寫在陽關之下。詩人站在這兒，與朋友依依不捨，‚勸君更盡一杯酒，西

出陽關無故人‛，道盡多少離愁別緒和萬般無奈。然而，最初在陽關道上留

下足印的並不是哲學家與詩人，而是戍守邊關的將軍和士兵。這陽關古道對

他們來說，無異於是一道生死關，歸鄉的路成了夜晚奢侈的夢，像陽關上的

那彎月，清冷而高遠。他們在這條原本傳播文明的古道，沖衝殺殺……於

是，這些走過生死之劫的將軍和士兵，便成了哲學家與詩人，他們留下的點

滴感慨，震撼著無數人的弖靈。 

自古以來，陽關在人們弖中，總是烽火連天，黃沙穿甲，滿是淒涼悲

惋。然而，今天陽關附近，則已出現柳綠花紅、林茂糧豐的景象。遊人漫步

這裡，既可憑弔古陽關遺址，還可以遠眺綠洲、沙漠、雪峰的自然風光。

‚何必‘勸君更盡一杯酒’，這樣的苦酒何須進，且把它還給古詩人！什麼

‘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樣的詩句不必吟，且請把它埋進荒沙百尺深！‛這

是郭小川的詩句吧！ 

14.根據文意，說說古陽關為什麼聞名遐邇。（5分） 

答：①是通往西域邊防的關隘；②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關口；③王維

《渭城曲》詩中對古陽關的詠歎；④有關‚陽關道‛的民諺廣為流傳。 

15.根據上下文，解釋文中畫線句子的含意。（5分） 

（1）就好像突然闖進了綠色的海洋。 

答：寬廣的綠色林帶與沙漠弗壁的反差巨大，是我突然產生了驚喜之

感。 

（2）好像這淒冷的陽關古城也有幾分暖意了。 

答：城磚磨制的陽關硯，蘊含著歷史文化氣息，是我對陽關古城的感覺

也變得溫暖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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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些走過生死之劫的將軍和士兵，便成了哲學家與詩人。 

答：出生入死的人生經歷，使戍守邊關的將軍和士兵對生活有著深刻而

豐富的感觸，給後人留下了哲理和詩情。 

16.結合文中對陽關古道的描述，談談你對‚蒼涼美‛的理解。（6分） 

答：①古代的軍事重鎮和交通要道，如今已是帄沙千里，廣袤雄渾；②

昔日‚林草豐美‛的陽關古城，如今已是紅沙渺渺，蒼涼悲壯；③古人對生

死離別的感慨，道盡人間滄桑，淒涼悲惋。 

17.文章末尾引用郭小川的詩句，表現了作者什麼樣的情感？這樣寫有

什麼作用？（6分） 

答：.第一問：表現了作者的豪情壯志和對今天美麗富饒的陽關的讚

美。 

第二問：回應文章開頭的提問，使文章前後照應，並強化了作者的觀

點。 
 

 

 

第六部分 作文 ﹕談金錢  30% （字數要求:5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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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紙 

1 B 2 B 3 C 4 A 5 D 

6 D 7 C 8 A 9 C 10 D 

11 A 12 B 13 把 14 份/張 15 場  

16 道 17 朵/片 18 把 19 面 20 幅 

21 口 22 場  23 然 24 自 25 歸 

26 回 27 活 28 生 29 法 30 減 

31 霄 32 誨 33 部 34 旁 35 印 

36 咎 37 獲 38 儉 39 嬉 40 避 
 

4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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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金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