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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试卷是遵照《大学先修班华文课程标准》的相关教学

目标及教学内容而编制的。 

 

       根据《大学先修班华文课程标准》，修订后的高中 H2 华

文与文学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学赏析能力。

在语文课程方面，学生能够读懂与个人、家庭、学校、社区、

国家和世界等课题相关的书面文本，并推断其中的隐含信息。

此外，学生也能够读懂多种类型的文本如文学、哲理散文、报

章评论、杂志期刊文稿、博客文章等，能够分析、综合、评论

及比较不同书面文本的内容。在文学课程方面，学生能够理

解、分析、综合、比较、评论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 

 

1 考试目标 

本科试卷按《试卷蓝图》编制。考试目标如下： 

1.1 考生能够根据题目的要求，写出不同文体的文章，即记叙

文、抒情文、说明文和议论文。 

1.2 考生能够分析、综合、比较和评论不同书面文本的内容，

并阐释词句的意思。 

1.3 考生能够分析、综合和归纳生活语料的内容，如报章、杂

志、博客文章、网上论坛、电邮等平台上他人提出的观

点，并作出回应或评论。 

1.4 考生能够运用文学的知识与概念，理解作品的内容，分析

作品的艺术形式。 

1.5 考生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归纳、比较、综合和评价文学作

品。 
 



          35 分

2 试卷格式 

本科考试包括下列三个试卷：

2.1 试卷一 [语文卷] 
第一部分：作文                                  1 小时 15 分钟

考生必须从四道试题中任选一题，字数不得少于 600。 
考查的文体包括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

和议论文。

写作时，考生可以使用考评局所规定的词典。

第二部分：语文理解与应用                1 小时               35 分       
这份试卷包括综合填空和阅读理解。

综合填空

考生根据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的意思，选出正确的

答案。

阅读理解

考生根据所提供的篇章，回答问题。

2.2 试卷二  [语文卷] 
语文理解与应用（电子版考试）         1 小时               30 分       

阅读理解

考生根据所提供的篇章，回答问题。

其中一道试题是短评，字数不得超过 200，占 15 分。 

2.3 试卷三  [文学卷]                            3 小时               100 分 
这份试卷共有 A、B、C、D 四组。 

考生必须从A、B、C、D 四组中各选答一题，共答 

四题。 

考试以开卷形式进行，考生作答时可以使用所规定 

的文本。 



 
 

 

3  试卷蓝图 
 

3.1 试卷一：语文 
第一部分：写作（35 分）                               

序数 考查项目 方式 范围 题数 分数/比重

一 作文 开放式 记叙文 

抒情文 

说明文 

议论文 

4 选 1 35/17.5%

共 1 35/17.5%
 

3.2 试卷一：语文 
第二部分：语文理解与应用（35 分）                                 

序数 考查项目 方式 题数 分数/比重

一 综合填空 多项选择式 5 5/2.5% 

二 阅读理解 开放式 5 30/15% 

共 10 35/17.5%
 
 
 
 
 
 
 
 
 



 
 

 

3.3 试卷二：语文 
语文理解与应用（电子版考试）（30 分）                               

序数 考查项目 方式 题数 分数/比重

一 *阅读理解 开放式 4 30/15% 

共 4 30/15% 

*阅读理解根据两个生活语料设题，如报章社论、新闻报道、通

告、广告、海报、报告书、建议书、网上论坛贴文、博客文章、

电邮等，其中一道试题是短评。 

 

3.4 试卷三：文学（100 分）                                                       

序数 考查项目 方式 范围 题数 分数/比重

一 古文 开放式 新课程指定文

言文 6 篇 
2 选 1 25/12.5%

二 韵文 开放式 新课程指定诗

词 10 首 
2 选 1 25/12.5%

三 现当代小

说 
开放式 新课程指定短

篇小说 3 篇及

武侠小说《天

龙八部》节选 

2 选 1 25/12.5%

四 现代戏剧 开放式 新课程指定现

代戏剧 2 部：

郭宝崑戏剧

《㗝呸店》、

《傻姑娘与怪

老树》 

2 选 1 25/12.5%

共 4 100/50%
 



 
 

 

指定文学作品包括： 
a. 文言文 

序号 作品 作者 备注 
1.  《邹忌讽齐王纳谏》 - 先秦 
2.  《前出师表》 诸葛亮 蜀汉 
3.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宋 
4.  《六国论》 苏洵 宋 
5.  《柳敬亭说书》 张岱 明 
6.  《岳飞》 毕沅 清 

 
b. 诗词 

序号 作品 作者 备注 
1.  《行路难》（其一） 李白 唐诗 
2.  《旅夜书怀》 杜甫 唐诗 
3.  《燕歌行》  高适 唐诗 
4.  《雨霖铃》（寒蝉凄切） 柳永 宋词 
5.  《念奴娇》（大江东去） 苏轼 宋词 
6.  《声声慢》（寻寻觅觅） 李清照 宋词 
7.  《心跳》 闻一多 新诗 
8.  《错误》 郑愁予 新诗 
9.  《惠安女子》 舒婷 新诗 
10.  《来生你若再为芙蕖》* 曹沫 新诗 

 
c. 现当代小说 

序号 作品 作者 备注 
1.  《药》 鲁迅 短篇小说 
2.  《一把青》 白先勇 短篇小说 
3.  《白香祖与孔雀图》* 孙爱玲 短篇小说 
4.  《天龙八部》节选（第 41 回至

第 43 回） 
金庸 武侠小说 

 



 
 

 

d. 现代戏剧 
序号 作品 作者 备注 
1.  《㗝呸店》* 郭宝崑  
2.  《傻姑娘与怪老树》* 郭宝崑  

 
*本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