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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评分要点，仅作为提供更多的评分考量。请记住，除了这些要点以外，
也同时必须考量学生对中文的了解，词汇句型是否运用得当，以及考生个人的
意见是否充分体现写作要求。
语言： 250–400 字，低于 250 字扣一分。
分数
0
1–2

水平细则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总体说来，没有适当掌握所学语言。
所使用的词汇非常有限，有许多基本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经常是不清晰的。

3–4

对所学语言掌握得有限，总体说来不够有效。
所使用的词汇有限，有许多基本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有时清晰。

5–6

总体说来，对所学语言的掌握尚令人满意，尽管
有许多不够准确之处。
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有许多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大都清晰。

7–8

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尽管有一些不够准确之
处。
准确地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仍有一些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都清晰。
充分和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准确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词汇，很少出现严重错
误。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一些复杂句结构。

9–10

备注
没有掌握所学语
言，词汇非常有
限，有许多错误，
简单句结构不清
晰。
错误很多，词汇有
限，简单句结构有
时清晰，常常得猜
作者的意思。
可以看得懂，虽然
有许多不太准确之
处，一定范围的词
汇有许多错误，简
单句大都清晰。
能大致明白作者的
意思，词汇有些不
太准确，简单句大
都运用恰当。
充分有效掌握所学
语言，很少出现严
重错误，清晰有效
地使用一些复杂句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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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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讯息:
A. 地点，时间，文化嘉年华的简介。
B. 描述活动中看到的文艺表演和具有特色的纪念品。（情况）
C. 内容应重点提及活动中所呈现的多元文化特色。（感想）
备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内容。
[7–8 分] 有以上 B、C 的内容。
[5–6 分] 有 A、B 或 A、C 的内容。
[3–4 分] 有 A、B、C 的其中一个。
[1–2 分]与写作要求无关。

格式／形式:
A. 半正式到非正式语气皆可。
B. 遵照私人信件的格式，包含以下六个要素：
1. 称呼（如亲爱的 XX /或直接写友人名字，不冠上姓。要顶格写，加上
冒号：）
2. 问候（另起一行，空两格）
3. 正文（说出活动的情况以及个人感想）
4. 祝词（祝身体健康等）
5. 写信人署名（名字，不冠上姓）
6. 写信的日期（中国的年月日顺序）
备注：
[5 分] 标准：有以上 A 与 B 1–6 的正确格式。
[4 分] 标准：有 A 与 B 的 1–6 大致格式。
[3 分] 标准：大致可以辨识是跟人沟通的格式。（例：电邮）
[2 分] 标准：难于辨识。
[1 分] 标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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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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讯息:
文章包含三个部分： 开头、发展、结尾
A. 回应题目，简单介绍写作的背景，引入主题。介绍各种现代人喜欢的中
国传统美食。
B. 引申、发展主题，提出意见，达到写作目的。简单介绍一些相关美食的
由来／材料或者做法。
C. 作简单总结，概括文章的内容以及个人感受。为什么仍然受现代人欢迎
的原因。
备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内容。
[7–8 分] 有以上 A、B 的内容。
[5–6 分] 有 B、C 的内容。
[3–4 分] 有 A、B、C 的其中一个。
[1–2 分] 与写作要求无关。

格式／形式:
A. 正式或半正式语气。
B. 对象是社区人士。
C. 得有标题。（标上作者的名字，附上日期可以接受）
D. 文章包含三个部分：开头、发展、结尾。
备注：
[5 分] 标准：有 A、B、C、D
[4 分] 标准：有 A、B、D
[3 分] 标准：有 A、B
[2 分] 标准：难于辨识
[1 分] 标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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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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讯息:
A. 采访者简单介绍访谈的背景、受访者的身份以及谈话主题。
B. 采访：对话的提问与回答的内容必须符合题目的要求，以体育运动为
主，达到写作目的。条理清晰，围绕主题。
C. 作简单总结，感谢受访者接受采访。
备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内容，一定得是一问一答的采访方式。
[7–8 分] 有以上 A、B、C 的内容。
[5–6 分] 有 B、C 的内容。
[3–4 分] 有 B 的内容。
[1–2 分] 与写作要求无关。

格式／形式:
A. 正式或者半正式语气。
B. 一问一答。
C. 访谈包含三个部分：开头、采访、结尾。
D. 欢迎受访者以及结束的谢谢接受采访。
E. 语调自然，语言配合说话人的身份。
备注：
[5 分] 标准：有 A、B、C、D、E
[4 分] 标准：有 A、B、D、E
[3 分] 标准：有 A、B
[2 分] 标准：难于辨识
[1 分] 标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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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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讯息:
A. 到国外自助旅游的特点、好处。
B. 自助旅游必须注意的事项。
C. 资料丰富、详尽，内容清楚，结构简单具条理。
备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内容。
[7–8 分] 有以上 A、B 的内容。
[5–6 分] 有 A 或 B 的内容。
[3–4 分] 有 A 的内容。
[1–2 分] 与写作要求无关。

格式／形式:
A. 正式或半正式的语气。
B. 可适当运用点列方式，让人一目了然。
C. 语言准确，分段清晰、连贯，引导读者了解小册子提供的资料。
备注：
[5 分] 标准：有 A、B、C
[4 分] 标准：有 A、C
[3 分] 标准：有 A、B
[2 分] 标准：难于辨识
[1 分] 标准：看不出

–7–
5.

N14/2/ABCHI/SP2/CHI/TZ0/XX/M S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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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讯息:
A. 回应题目，着重在用手机发短信的沟通方式。
B. 经常用手机发短信的负面影响。
C. 记录对这个发短信影响的意见。
备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内容。
[7–8 分] 有以上 B、C 的内容。
[5–6 分] 有 A、B 或 A、C 的内容。
[3–4 分] 有 B 或 C 的内容。
[1–2 分] 与写作要求无关。

格式／形式:
A. 非正式的语气
B. 使用第一人称（我）来写
C. 开首一行写（年）月、日／星期
D. 写上天气情况
备注：
[5 分] 标准：有 A、B、C、D
[4 分] 标准：有 A、B、C
[3 分] 标准：有 A、B 知道是日记
[2 分] 标准：难于辨识
[1 分] 标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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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評分要點，僅作為提供更多的評分考量。請記住，除了這些要點以外，
也同時必須考量學生對中文的瞭解，辭彙句型是否運用得當，以及考生個人的
意見是否充分體現寫作要求。
語言：250–400 字，低於 250 字扣一分。
分數
0
1–2

3–4

5–6

7–8

9–10

水平細則
寫作沒有達到以下細則描述的任何標準。
總體說來，沒有適當掌握所學語言。
所使用的詞彙非常有限，有許多基本錯誤。
簡單句的結構經常是不清晰的。

備注

沒有掌握所學語
言，詞彙非常有
限，有許多錯誤，
簡單句結構不清
晰。
對所學語言掌握得有限，總體說來不夠有效。
錯誤很多，詞彙有
所使用的詞彙有限，有許多基本錯誤。
限，簡單句結構有
簡單句的結構有時清晰。
時清晰，常常得猜
作者的意思。
總體說來，對所學語言的掌握尚令人滿意，儘管 可以看得懂，雖然
有許多不夠準確之處。
有許多不太準確之
使用了一定範圍的詞彙，有許多錯誤。
處，一定範圍的詞
簡單句的結構大都清晰。
彙有許多錯誤，簡
單句大都清晰。
有效地掌握了所學語言，儘管有一些不夠準確之 能大致明白作者的
處。
意思，詞彙有些不
準確地使用了一定範圍的詞彙，仍有一些錯誤。
太準確，簡單句大
簡單句的結構都清晰。
都運用恰當。
充分和有效地掌握了所學語言。
充分有效掌握所學
準確地使用了範圍廣泛的詞彙，很少出現嚴重錯 語言，很少出現嚴
誤。
重錯誤，清晰有效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一些複雜句結構。
地使用一些複雜句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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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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訊息:
A. 地點，時間，文化嘉年華的簡介。
B. 描述活動中看到的文藝表演和具有特色的紀念品。（情況）
C. 內容應重點提及活動中所呈現的多元文化特色。（感想）
備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內容。
[7–8 分] 有以上 B、C 的內容。
[5–6 分] 有 A、B 或 A、C 的內容。
[3–4 分] 有 A、B、C 的其中一個。
[1–2 分] 與寫作要求無關。

格式／形式:
A. 半正式到非正式語氣皆可。
B. 遵照私人信件的格式，包含以下六個要素：
1. 稱呼（如親愛的 XX / 或直接寫友人名字，不冠上姓。要頂格寫，
加上冒號：）
2. 問候（另起一行，空兩格）
3. 正文（說出活動的情況以及個人感想）
4. 祝詞（祝身體健康等）
5. 寫信人署名（名字，不冠上姓）
6. 寫信的日期（中國的年月日順序）
備注：
[5 分] 標准：有以上 A 與 B 1–6 的正確格式。
[4 分] 標准：有 A 與 B 的 1–6 大致格式。
[3 分] 標准：大致可以辨識是跟人溝通的格式。（例：電郵）
[2 分] 標准：難於辨識。
[1 分] 標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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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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訊息:
文章包含三個部分： 開頭、發展、結尾
A. 回應題目，簡單介紹寫作的背景，引入主題。介紹各種現代人喜歡的中
國傳統美食。
B. 引申、發展主題，提出意見，達到寫作目的。簡單介紹一些相關美食的
由來 / 材料或者做法。
C. 作簡單總結，概括文章的內容以及個人感受。為什麼仍然受現代人歡迎
的原因。
備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內容。
[7–8 分] 有以上 A、B 的內容。
[5–6 分] 有 B、C 的內容。
[3–4 分] 有 A、B、C 的其中一個。
[1–2 分] 與寫作要求無關。

格式／形式:
A. 正式或半正式語氣。
B. 對象是社區人士。
C. 得有標題。（標上作者的名字，附上日期可以接受）
D. 文章包含三個部分：開頭、發展、結尾。
備注：
[5 分] 標准：有 A、B、C、D
[4 分] 標准：有 A、B、D
[3 分] 標准：有 A、B
[2 分] 標准：難於辨識
[1 分] 標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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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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訊息:
A. 採訪者簡單介紹訪談的背景、受訪者的身份以及談話主題。
B. 採訪：對話的提問與回答的內容必須符合題目的要求，以體育運動為
主，達到寫作目的。條理清晰，圍繞主題。
C. 作簡單總結，感謝受訪者接受採訪。
備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內容，一定得是一問一答的採訪方式。
[7–8 分] 有以上 A、B、C 的內容。
[5–6 分] 有 B、C 的內容。
[3–4 分] 有 B 的內容。
[1–2 分] 與寫作要求無關。

格式／形式:
A. 正式或者半正式語氣。
B. 一問一答。
C. 訪談包含三個部分：開頭、採訪、結尾。
D. 歡迎受訪者以及結束的謝謝接受採訪。
E. 語調自然，語言配合說話人的身份。
備注：
[5 分] 標准：有 A、B、C、D、E
[4 分] 標准：有 A、B、D、E
[3 分] 標准：有 A、B
[2 分] 標准：難於辨識
[1 分] 標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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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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訊息:
A. 到國外自助旅游的特點、好處。
B. 自助旅游必須注意的事項。
C. 資料豐富、詳盡，內容清楚，結構簡單具條理。
備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內容。
[7–8 分] 有以上 A、B 的內容。
[5–6 分] 有 A 或 B 的內容。
[3–4 分] 有 A 的內容。
[1–2 分] 與寫作要求無關。

格式／形式:
A. 正式或半正式的語氣。
B. 可適當運用點列方式，讓人一目了然。
C. 語言准確，分段清晰、連貫，引導讀者了解小冊子提供的資料。
備注：
[5 分] 標准：有 A、B、C
[4 分] 標准：有 A、C
[3 分] 標准：有 A、B
[2 分] 標准：難於辨識
[1 分] 標准：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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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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回答:
信息／訊息:
A. 回應題目，著重在用手機發短信的溝通方式。
B. 經常用手機發短信的負面影響。
C. 記錄對這個發短信影響的意見。
備注：
[9–10 分] 有以上 A、B、C 的內容。
[7–8 分] 有以上 B、C 的內容。
[5–6 分] 有 A、B 或 A、C 的內容。
[3–4 分] 有 B 或 C 的內容。
[1–2 分] 與寫作要求無關。

格式／形式:
A. 非正式的語氣
B. 使用第一人稱（我）來寫
C. 開首一行寫（年）月、日/星期
D. 寫上天氣情況
備注：
[5 分] 標准：有 A、B、C、D
[4 分] 標准：有 A、B、C
[3 分] 標准：有 A、B 知道是日記
[2 分] 標准：難於辨識
[1 分] 標准：看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