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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
•
•
•
•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Choose one task. Each task is worth [25 marks].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25 marks].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
•
•
•
•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Choisissez une tâche. Chaque tâche vaut [25 points].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examen est [25 points].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
•
•
•
•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Elija una tarea. Cada tarea vale [25 pu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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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学校举办了“国际文化嘉年华”的活动。活动中有不同的文艺表演和售卖
各种纪念品。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谈谈当天活动的情况及你的感想。

2.

风俗与传统
社区报新增了一个名为“美味生活”的栏目。写一篇文章投稿，介绍一些现代
人喜欢的中国传统美食。

3.

健康
一位有名的运动员到学校推广“全民运动日”，说明体育运动对健康生活的重
要性。你是校报的记者，负责采访这名运动员。用问答方式来写这篇访谈。

4.

休闲
现今的社会，不少人喜欢选择自助旅游的方式到外国游览观光。请写一份自助
旅游小册子，说明自助旅游的好处及必须注意的事项。

5.

科学与技术
因为手机的普遍使用，让许多人能方便地用发短信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你对人
们经常用手机发短信的影响有一些想法。写一篇日记，记录你对这个现象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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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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學校舉辦了「國際文化嘉年華」的活動。活動中有不同的文藝表演和售賣
各種紀念品。寫一封信給你的朋友，談談當天活動的情況及你的感想。

2.

風俗與傳統
社區報新增了一個名為「美味生活」的欄目。寫一篇文章投稿，介紹一些現代
人喜歡的中國傳統美食。

3.

健康
一位有名的運動員到學校推廣「全民運動日」，說明體育運動對健康生活的重
要性。你是校報的記者，負責採訪這名運動員。用問答方式來寫這篇訪談。

4.

休閒
現今的社會，不少人喜歡選擇自助旅遊的方式到外國遊覽觀光。請寫一份自助
旅遊小冊子，說明自助旅遊的好處及必須注意的事項。

5.

科學與技術
因為手機的普遍使用，讓許多人能方便地用發短信的方式來進行溝通。你對人
們經常用手機發短信的影響有一些想法。寫一篇日記，記錄你對這個現象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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