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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成绩: 

 

高云地利中文学校 
2018/2019 年度 

第八级普通话班- 上学期考试卷 
 

 

1. 请把以下单字翻译为中文 (Translation) 20 分 
   

1) Company 2) Serious  

3) Attitude 4) Interview 

5) To earn money 6) Career 

7) Course 8) Glass 

9) To deal with;  

     To process 

10) Pollution 

11) Smoking 12) Habit 

13) Influence 14) Sugar 

15) Bicycle 16) Form 

17) Online friend 18) Social network 

19) Free of charge 20) Admission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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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词  (Match the English with the Chinese) 10 分 

＊Note ：There are two extra Chinese words that do not match. 

*注意： 12 个中文单词中有 2 个单词无需配对。 
 

( ) Eating and drinking ( ) Drama class ( ) Box 
( ) Personal details ( ) Recycled  ( ) Internet 
( ) Experience  ( ) Gym  ( ) Oriental 
( ) Nationality 
 

1. 东方的   2. 健身   3. 再生 

4. 箱    5. 认识   6. 互联网 

7. 国家    8. 剧艺班   9. 国籍 

10. 健身房          11. 经验         12. 私人资料 
 

3. 选出正确答案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s)  20 分 
 

1. 要想想我们的将来，不要给（地求 / 地球）制造太多（垃圾 / 垃

级）。 
 

2. 去年夏天，我在我家附近的小学教学生（认真 / 认字）和读英

文。 
 

3. 黄国英去年在一间（时装 / 时妆）店兼职，每星期（公作 / 工作）

一天，做了六个月。 
 

4. Theo 告诉（捕导 / 辅导）老师他地理科和历史科的（成续 / 成

绩）最好，他对学习语言也很有兴趣，还喜欢英国（文字 / 文

学）。 
 

5. Rama 认为（健康 / 建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例如多吃（熟菜 /

蔬菜）水果，多做运动，对身体有益。 
  



3 

4.选词填空(Choose five  correct phrases from below to fill in the blanks)   20 分 
 

a.输了   b.计划   c.压力   d.认为   e.全部 

1.快考试了，你觉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吗？ 

2.黄国文喜欢和他爷爷下棋，可是如果他___________________ 棋，就会很不高兴。 

3.弟弟长大了，他的玩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都可以送给别人了。 

4.黄国英和 Mary _____________一起到美国旅行两个月，但是国英的

妈妈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个月太长了。 

5．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 分 

用中文回答问题 (Read the passage and answer questions in Chinese) 
 

10 月 30 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我准备帮奶奶洗一次脚，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奶奶给我洗脚的。我记得每一次都是奶奶把脚盆拿到

我面前，轻轻地揉着我的脚，那感觉真是太舒服了。 

  晚饭刚吃过，我早就把洗脚盆和毛巾准备好了，准备给奶奶一个惊

喜。这时奶奶走进来了，我立即把洗脚盆和毛巾端到奶奶面前说：“奶

奶，我想为你洗脚。”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开心地说：“好孩子，真是

奶奶的乖孙女!” 
 

1. When did it happ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at was the surprise “I” did for my Grand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Why was grandma so happ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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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写作  Writing                                           20 分 
 

用 120-150 中文写一篇文章房子一个青少年环保的网站，说说你怎样保

护环境 Write an article (120-150 Chinese characters) to post on a youth 
conservation website, outlining what you do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You can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1.What do you do at home? 
2. What do you do at school? 
3. What other things do you do? 

 

            

            

            

            

            

            

            

            

            

            

            

            

            

(试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