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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大马教育文凭华文预考试卷一参考答案 

 
 
甲组： 
 
（一）试以修齐中学校友会主席林治平名义，致函母校校长，邀请该校醒狮  
            团参与新春联欢晚会的演出。 
 
内容： 
 
1. 举办活动的目的 
2. 晚会日期、时间和地点 
3. 赞语 
4. 写信目的 
5. 要求回函/致谢 
 
 
（二）试以修齐中学校长林治平名义，拟一则通告吁请学生申请贫寒子弟助

学金。 
 
内容： 
 
1. 发放助学金的目的 
2. 申请条件 
3. 申请方法 
4. 截止日期 
5. 呼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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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大马教育文凭华文预考试卷二参考答案 

 

1. 坎福特大学欲聘任一名工作人员（1 分），评选小组经过筛选后（1 分），决
定让西奥（1 分）和亚当斯（1 分）于三天之后进行公开演讲（1 分）来定优
劣（1 分）。那三天里（1 分），西奥专心赶写讲稿（1 分），不料讲稿写好后
（1 分）竟遭亚当斯窃走（1 分），并当成自己的作品（1 分）宣读（1 分）。
西奥无法另开新路（1 分），只得重复（1 分）对手的演讲内容（1 分）。所幸
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 分），了解真相（1 分），终于聘任了他（1 分）。   
 
01.  坎福特大学欲聘任一名工作人员（1）， 
02.  评选小组经过筛选后/评选小组经过面试后（1）， 
03.  决定让西奥（1）和亚当斯（1）于三天之后进行公开演讲（1）来定优 

 劣（1）/来选择录用谁（1）。 
04.  那三天里（1），西奥专心赶写讲稿（1）。 
    那三天里（1），西奥努力赶写讲稿（1）。 
    那三天里（1），西奥寸步不离房间，废寝忘食,日夜赶写讲稿（1） 
    那三天里（1），西奥寸步不离房间，赶写讲稿（1） 

那三天里（1），西奥废寝忘食地赶写讲稿（1） 
05.  不料讲稿写好后（1）竟遭亚当斯窃走（1），并当成自己的作品（1）宣 

 读/宣读（1）。 
06.  西奥无法另开新路（1），只得重复（1）对手的演讲内容（1）。 
    西奥一时无法想出新内容（1），只得重复（1）对手所讲过的（1）。 

西奥无法另开新路（1），只得背出自己所写的演讲内容（1）。 
07.  所幸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了解真相（1），终于聘任了他（1）。 

所幸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知道他才是演讲稿的撰写者（1），终于聘 
任了他（1）。 

    所幸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了解实情（1），终于聘任了他（1）。 
所幸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知道他确有真材实力（1），终于聘任了他 
（1）。 

    所幸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知道他有实力（1），终于聘任了他（1）。 
所幸小组经过开会讨论（1），大概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1），终于聘任 
了他（1）。 

 
（内容：18 分    行文：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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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因牵挂一个严重烧伤的九岁病患（1 分），而吃不下饭（1 分），睡不好觉
（1 分）。 
 

3. 不要给女孩受到任何打扰和刺激（1 分），让她熬过一天（1 分），那么女孩
便可存活下来/才可得救（2 分）。 
 

4. a 无奈（2 分） 
b 她已经尽了力（1 分），还是无法遵照作者的指示（1 分），阻止院长和市

长探视女孩（2 分）。 
 

5. 院长是一个自私（2 分）的人。他为了提高医院的声誉（2 分），而不顾女孩
的死活。同时，他清楚女孩的病情，但是为了讨好市长/由于不敢得罪市长

（2 分），还是让市长探视女孩。 
 

6. 尽管这样，还是不停地有黄水向外渗出。（2 分） 
 

7. 不忍鱼儿受苦/同情鱼儿/可怜鱼儿（2 分）/后悔把鱼儿买下（1 分），如果
鱼儿仍能活命（1 分），孩子企求作者放生鱼儿（2 分）。 
 

8. 悲痛欲绝/万分悲痛/无比悲痛（2 分） 
悲痛/伤心/痛心（1 分） 
 

9. 为无故遭到砍伐的树木（1 分）作出补偿（2 分），并表示对生命的尊重（2
分）。 
 让树魂有个寄托的地方（2 分）。 
 让树魂寄托（1 分）。 
 有一座让树魂寄托的碑，因树林无故遭到砍伐。这样的补偿，确有庄严

意义（1 分）。 
 

10. 动物也跟人类一样有感情/有七情六欲/有知觉、有情感、有记忆（2 分），劝
勉人类不要再屠杀动物（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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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句话太武断/悲观/主观（2 分）。过去人类虽然因贪婪而对地球造成巨大的
破坏，但是如今人类已经醒悟，开始极力拯救地球/推动环保/节能减排，所
以未必会毁了一切，毁了自己（3 分）。 

或 

我认同这个说法，人类的确贪求高度物质享受，不会满足眼下所享有的/贪
念无穷，汲汲地追求物质享受（3 分），因此不断做出许多破坏地球的行为，
最终毁了地球，也毁了自己（2 分）。 
 

 答案意到即可。 
 我认同这个说法。/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没说明理由：0 分） 

 
12. 人们为取象牙而屠杀大象，为保护农作物而屠杀袋鼠，为减少的渔获而屠杀

海豚，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屠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2 分） 
 

13. 因为梁国人勤劳（1 分），常常灌溉瓜田（1 分），而楚国人却很懒（1 分），
很少灌溉瓜田（1 分）。 
 

14. 楚国人因此嫉恨梁国人的瓜种得比自己好（2 分），于是夜晚偷偷去翻动梁国
人的瓜（1 分），导致梁国的瓜总有枯死的（1 分）/夜晚偷偷去弄死梁国的
瓜（2 分）。 
 

15. a 宋就认为仇怨是祸害的根源（2 分），为人不应该心胸狭窄/为人应该要宽
宏大量（2 分）。 

b 他建议梁国人每晚派人过去楚国，偷偷为他们浇灌瓜田（2 分）。 
 

16. （乃）（谢）以（重）礼，（而）（请）（交）于梁王。 
 

（于是）拿出（丰厚）的礼物，向宋就（表示歉意/谢罪/认错），（并/然后）
（请求/要求/求）与梁王（结交/交往）。 
 

17. 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为（信），（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 
 

楚王就（时常）称赞梁王，认为他（守信用），（因此/所以）梁楚两国的（友
好关系），是从宋就（开始）的。 
 

18. 指暮春季节/指晚春季节/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3 分）。 
百花盛开过后的时节/百花凋谢的时节（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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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当时天色已晚，游人渐渐离去（1 分），音乐与歌声也渐渐消失空中（1 分），
只剩下作者独自一人（1 分），因此让他感到寂寞。 
 

20. ａ 鲁迅 
ｂ 为了栽培下一代而鞠躬尽瘁的精神。 
 

21. 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22. a 一个人要不断地学习，吸取新知识，接受新事物，进而充实自己，提升
自己。 

b 赞颂前一代在培养新一代所做出的贡献。新一代之所以能超越前一代的
成就是因为得到前一代的积极扶持。 

 
 

【译文】 

 

梁国有一个叫宋就的大夫，曾经做过边境县的县令，这个县和楚国边界相邻。梁国

的边境和楚国的边境都种瓜，各有各的方法。梁国人勤劳，常常灌溉他们的瓜，所以瓜

长得很好。楚国人懒惰，很少去浇灌他们的瓜，所以瓜长得不好。楚国县令就因为梁国

的瓜好，生气地责备楚国人没有把瓜种好。楚国人心里嫉恨梁国人的瓜种得比自己好，

于是夜晚偷偷去翻动他们的瓜，所以梁国的瓜总有枯死的。梁国人发现了这件事，于是

哀求他们的县尉，也想偷偷前去报复，翻动楚国的瓜。县尉拿这件事向宋就请示。宋就

说：“唉！这怎么行呢？结下了仇怨，是惹祸的根苗啊。人家使坏你也跟着使坏，怎么

心胸狭隘得这样厉害啊！如果要让我教给你办法，你一定要每晚都派人过去，偷偷地在

夜里为楚国人好好地浇灌他们的瓜，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人就在每个夜晚偷偷

地去浇灌楚国人的瓜。楚国人早晨去瓜园巡视，就发现瓜园都已经浇过水了，瓜也一天

比一天长得好。楚国人感到希奇，就查看这件事，才知是梁国人干的。楚国县令听说这

件事很高兴，于是具体地把这件事报告给楚王知道，楚王听了之后，又忧愁又惭愧，把

这事当成自己的心病。于是告诉主管官吏说：“侦察一下那些到人家瓜田里捣乱的人，

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罪过啊？这是梁国人在暗中责备我们啊。”于是拿出丰厚的礼物，

向宋就表示歉意，并请求与梁王结交。楚王就时常称赞梁王，认为他守信用。所以说，

梁楚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从宋就开始的。 

 

【译文：宋·欧阳修《采桑子》】 

 

百花盛开后的暮春，西湖风景依然美好，遍地是凋残的落花，漫天飞絮迷迷蒙蒙，下垂

的柳条拂着栏杆，整天暖风阵阵。这时，音乐和歌声全消失在空中，游人渐渐离去，我

才感受到暮春的空静寂寞。天晚了，我正要放下窗帘，却看到一对燕子在细细的春雨中

飞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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