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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本试卷分为甲、乙两组，每组各选答一题。 

2. 不必抄题，惟须注明题目号数。 

3. 字体过于潦草或答案不加标点者扣分。 

 

甲组 

[30分] 

（任选一题） 

写一篇应用文，字数不 多 于 120。 

考生必须用以下的地址： 

 

写信人或发通告单位的地址   收信人地址 

288， Jalan Putera,    2，Jalan Lusa, 
Taman Raja.       Taman Patung. 
08000 Sungai Petani.    25000 Muar. 

   Pahang.  
  

 
（一） 试以修齐孤儿院院长林治平的名义，致函国家科学馆馆长陈永浩， 
     请求允许修齐孤儿院工作人员及孤儿参观国家科学馆。 

       
     

（二） 试以新山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林治平的名义，拟一则启事，因水

池受到污染而停止供水向公众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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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 

 
 [ 70分] 

 
 (任选一题) 

 
 
写一篇文章，字数不少于 400。 
 

 
（一）  那一刻，我哭了。 
 
 
（二）  乡下探亲记。 
 
 
（三）  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心理素质。 
 

 
（四）  论宽容是一种美德。 
          
 
（五）  熟能生巧。 
 

  

 
KERTAS SOALAN TAMAT 

 
 

 
Disediakan oleh: 

 
 
 

Disemak oleh: Disahkan oleh: 
 
 
 

(CHAY SIEW YONG) 
Ketua Panitia Bahasa Cina) 

(TEH SU HOOI) 
Guru Bahasa Cina 

(NORIZAN BINTI ITHNIN) 
Ketua Jabatan Ba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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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五预考评阅标准  

（一）试以修齐孤儿院院长林治平的名义，致函国家科学馆馆长陈永浩，
请求允许修齐孤儿院工作人员及孤儿参观国家科学馆。 
 
 
修齐孤儿院 
30,Jalan Kota, 
34000  Taiping, 
Pera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国家科学馆馆长 
陈永浩先生 
1, Jalan Kota, 
34000  Taiping, 
Perak.                                                     2019年6月18
日                                                      
 
 
陈先生： 
 
请允许参观国家科学馆 
 
      [活动目的]                       [活动详情1] 
为了鼓励下一代投入科学领域，本院将于2019年7月28日.(星期三)参观国家科学
馆，预计抵达时间是上午十时。 
 
2   此活动的参观人数为本院的5名工作人员及30名孤儿。[活动详情2]         
 
              [赞语]            [致函目的]         
3   素闻陈先生热衷于栽培科学领域的新秀，故特致此函请您允许本院工作人员及孤
儿参观国家科学馆。 
              [回复]         
4   如蒙应允，敬请早日赐覆。先此致谢。 
 
 
修齐孤儿院院长 
林治平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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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以新山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林治平的名义，拟一则启事，因蓄水

池受到污染而停止供水向公众致歉。 

 

新山国家水务委员会 

30,Jalan Kota, 

34000  Taiping, 

Pera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年6月18日                                                      
 

致歉启事 

[事件起因]                                            

由于有人将不明液体倒入蓄水池，蓄水池水受到污染，导致新山区许多

住宅区停止供水。。 

                                     [解决方案]                   

2.    本会已经向警方报案，相信警方将会在近期内将那些不负责任的

人士逮捕。 

 

3.    本会已经派员尽快处理蓄水池污染问题，预计将在 2019年 6月 22

日后就可以恢复水供。 

4.    对于因为停止供水问题而造成民众在生活上的不便，本会特此致

歉。 

                                     [启事目的]    

            

新山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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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平     启 

 

（三） 最近修齐花园排污系统频阻塞。试以林治平名义，致函国家排污

服局长陈永浩先生。排污系统频阻塞。 

 
林治平 
30,Jalan Kota, 
34000  Taiping, 
Pera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019年6月18
日                                                          

 
国家排污服局长 
陈永浩先生 
1, Jalan Kota, 
34000  Taiping, 
Perak. 
 
陈先生： 
 
投诉排污系统阻塞事宜 
                                      [事件起因]         
最近修齐花园排污系统频阻塞，导致污水溢出住宅厕所、厨房及路面。 
 
2   为了保障居民们的健康，特致此函向贵局作出投诉，希望贵局尽快采取行动。
谢谢。 
[致函目的]         
 
 
 
 
修齐花园居民 
林治平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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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中四） 

人生， 一段积极向上的人生、一段悲观消极的人生、一段万感后悔的人生。不管是乐观的

人生、悲观的人生，还是后悔的人生，这一切一切的人生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独具 一格、谁都

无法替代的人生。在这仅此一次的生命旅途中，我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事物，我们开始接触了

新的事物，开始新的学习，开始面对挫折、困境、失败，开 始成长，开始变得更加成熟、稳

重、懂事。在人生中，我们开心过、伤心过、后悔过、失败过、成长过，这一切一切的经历难

道不正是因为我们当初那一刻、那一 分、那一秒的选择吗？“人的成功与否往往只在于一念之

间”，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今日的选择将决定于明日的我们身在何处，但明日的我们就

无法为今日的我们做出选择了。如果说我们总是相信着我们还有无数个明天，那我们究竟什么

时候才愿意为自己奋斗呢？ 

段落大意 ------- 

1真是 
应该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趁我们还有能力时，好好疼爱、关心、
照顾我们的家人吧！

下判断： 
提出看法 

起

2 是的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每个人的生命都是
有限的，所以请在我们的父母、家人、亲人依然健在时，多花些时
间陪伴在他们身边、多与他们聊聊、多与他们互动，从而增进彼此
间的感情、促进与家人间的关系、收集与家人间点点滴滴的回忆拼
图吧！

顺这说： 
解释意义 

承 

3 因为 因为我们不是神、不是上帝、 也不俱备魔法与超能力，我们无法预
知我们的未来，哪怕只是短短的下一时、下一分、下一秒，所以我
们更应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共享的回忆、共有的记忆；因 为我
们无法预测明日的我们将身在何处，究竟会是在温暖的避风港，还
是寒冷的国外，又或者说一个不小心，我们已经跟神明报道了，所

以我们更应呆在家人的身 边，做他们的保护膜才对啊！也正因为我
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区区渺小至极的平凡人，我们才更应该感恩
与珍惜我们的家人吧！

深一层： 
揭示原因 

承 

4 但是

假如,

只有,

不但

如果说我们永远都只注重自己，永远都只想着父母以后再来照顾的
话，或许我们真的会等不到那天的来临了吧。

换一面： 
反面阐释 

转 

5 总之 所以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照顾家人不应只是明日才想完
成的事情。

回回首： 
呼应总结 

合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事情都抱着这样的心 态，必定是失败者的首要条件。

自古以来，无论是渺小默默无名的平凡人，还是流传万年的伟大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无一不例外的，抱着松懈、怠慢、懒惰习 性的人们都失败了。所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成功是留给愿意付出的人。”只有坚持、努力、永远抱着“今日事，今日毕”的心态而奋斗的那群人，

成功才会是属于他们的。举个例子来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科学家，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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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之父——托马斯·爱尔·爱迪生，直到临死前都依然钻研于物品的发明，想着要为大

众做出 贡献。因为当初他知道成功前都愿意坚持着，所以他实现了他想成功的愿望；因为

当初他不想因为一点点的小挫折、小困境、小难题就甘言放弃，放弃希望、放弃自 己、放

弃一切，因此他才得以为现今的我们做出了那么多贡献；也正因为当初他不愿意浪费任何

一丝一毫的宝贵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才得以让他造福了今天的 世界、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我们啊！假使说，当初他带着怠慢的心态在做研究的话，试问今日的我们还能在黑

夜中不迷失方向吗？如果说，当初他永远只是得过且 过，今天的我们或许就不会立足于此

了吧。因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要是我们仍然抱着这样的心态生活的话，那么失

败就离我们不远了。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趁我们还有时间，好好追 寻我们的梦想吧！我们无法预测明

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可以掌握当下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蓝天、一片风景、一片

充满着梦想的花园景色，但实际上能实现 他们的又是多少亿人中的多少人呢？在现今繁忙

的社会里，大家总是忙忙碌碌、总是为了生计而无时、无刻、无地地拼命，总是、总是为

了更好的物质生活而让全身 上下的肌肉与神经都紧绷着。为了得到更好的物质享受，人们

牺牲了，牺牲了时间、健康、梦想；为了生计，人们不停地忙碌着、一刻也不能停下喘口

气；为了能三 餐温饱，人们最终迫于现实、舍弃梦想、放弃理想，拼了老命工作。但事实

上，这一切奋斗换来的又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快乐吗？是健康吗？都不是。我们拼了命 

工作，日常作息开始没了规律、饮食生活开始变得不固定、精神压力几乎紧绷得快断了，

换来了些许的财富。但代价呢？为了工作，我们几乎成了人类机器人，日夜 不停地工作，

最后丢了健康；为了生计，我们迫于现实，奢求高薪高福利，选了无法令我们自己乐在其

中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犹如活在地狱当中，最后丢了快乐；为了财富，我们以健康与快

乐作为代价，但最后为了医治 被我们自己搞得损坏不堪的生理与心理，赚来的些许财富也

得乖乖奉上。这样的结果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与其如此，为何当初我们不要去追寻我们

的梦想、去开垦 我们心中的那片花圃呢？或许我们不能拥有过多的财富，但至少我们保住

了健康与快乐啊！因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不要沉浸于现实的压力，好好追寻自

己的梦想吧！

总而言之，人的一生仅限一次，如果我们什么都想慢 慢来的话，我们绝对会失去很多宝

贵的事物，无论是家人、成功、健康、快乐、梦想，这一切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明日复

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 什么事，但至少我们把握了现今，有能力去改变

一切，引向我们希望的明天，那就够了，难道不是吗? 



熟能生巧 30 

   "你要多做练习，这样才能加强你的数学，才会熟能生巧......"老师的万年台词又上演了，次数多得我们都朗

朗上口了，可是说到熟能生巧，到底什么才是熟能生巧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老师总是要我们熟能生巧呢?

熟能生巧并不仅仅是多做练习，反复尝试而已，它更重要的是要我们习惯，了解，精通某样事物，就好比数学的

方程式谁都会，但又有多少个人能精准地运用呢?熟能生巧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扮演举轻足重的角色。从最初不会爬

的我们是不是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才能做到今天能走，能跳，能跑的我们难道这一切都不归功于熟能生巧

吗?尽管如此，口上说的容易，但又有多少人在处事，学习，做人时能培养这个习惯呢，让我们来了解熟能生巧的

必备条件吧!  

想要熟能生巧就必须拥有一颗勇敢尝试以及不怕失败的心。每当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是勇气让你果断地

踏出第一步，每当你想要掌握钢琴这门乐器时，是尝试让你突破了你的现状，每当你想要学会骑自行车时，是不

怕失败的心态让你不害怕跌倒的滋味，因为你知道尝试只是熟能生巧的第一步，这第一步也仅仅是我们追梦的旅

程中的起跑点，只有我们动了，跨出这个界线，我们的欲望也才有机会实现。举个例子，美国第 16 任总统------亚

伯拉罕• 林肯想必大家都认识吧?他在还未竞选成功的过程中十分地艰辛，忐忑，辛苦，他一共竞选了六次，但一

次次的尝试都让他跌落了谷底，但他有放弃吗?他有害怕失败吗?他有因一次次命运的挑战而半途而废吗?没有，他

一直都是那么地勇敢，一次次的失败都被他转换成了再度尝试的勇气，最终他成功了，他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他多年来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试想想，林肯他特别吗?他非凡吗?他无敌吗?都不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勇敢尝试，不害

怕失败的不普通人而已，所以想要熟能生巧掌握巧门，就要把欲望付嘱于行动，勇敢尝试吧，或许这一次的尝试

就是让你能熟能生巧的机会。 

 想要熟能生巧，就必须要有一个努力奋斗的精神。是的，在你选择投身于某一方面时，是努力奋斗让你把你想

要做的展现出来，在你勇敢尝试挑战新事物时，是努力奋斗延续了你的热情，在你不怕失败冒险尝试时，是努力

奋斗让你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让你一次又一次的领悟了事情的真谛，让你掌握一门技巧的秘诀。就好比中国

着名作家------张海迪在追梦路途中也是不断地努力，练习，奋斗才能达到她今天的成就，她五岁时因意外而四

肢瘫痪，但她想成功的欲望支持了她，她每天努力自学小学课程到大学课程，每天奋斗着学习外国语言，每天练

习着如何写出好文章的方法。最终，她成功了。是她的努力奋斗让她成功地掌握写作的窍门，让她能够活出不一

样的自己，让她活脱脱的演绎了努力奋斗在熟能生巧究竟占有多大的席位。如果她不努力奋斗，那她是不是也还

在病床上每天自哀自怨地控诉着自己的不公，是不是也只能孤单的角落过生活，那谈什么想要熟能生巧，什么成

功呢?总而言之，想要熟能生巧，就必须努力奋斗，让你的梦想不再只是浮云。 

 想要熟能生巧就必须拥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滴水石穿的精神。每当你在掌握一门技巧遇到瓶劲时是否想

要放弃，是否想要走回头路，是否觉得未来一片迷茫，觉得这门技巧并不适合自己，想要打退堂鼓，可是，你是

否曾想过你缺少了什么精神吗?对，没错，你缺少的就是想要坚持下去的决心，有了坚持，你总会不甘停留在原

地，你总会不想把之前的尝试和努力都白费，你总会愿意再坚持下去，因为你坚信只要再坚持多一步我就能找到

解决方案，我就能创出属于我的一片天地，我就能成为这行业的佼佼者。试想想如果当初爱迪生在发明灯泡不懂

得坚持，只是一味的遇到困难就想放弃，那他还会坚持尝试1000多次，最终让他成功找到适合制成灯丝的材料吗?

那他也还会有今天发明大王的美称吗?不会，如果他不坚持，一切的欲望也只是纸上谈兵，记住，真正的失败不是

跌倒，而是放弃，在你想要拥有熟能生巧这个资格时，放弃是万万不可取的。因此想要熟能生巧，精通某项技

能，就请多多坚持吧，或许下一秒你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综上所述，想要熟能生巧并不是不可能，也并不是很困难，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曾说过:"今天会

很残酷，明天会更残酷，但是后天会很美好，但很多人都死在明天晚上。"因此，想要体会后天美好，就请多尝

试，多努力，多坚持，这是每一个成功的不二的法则，这同时也是你想要熟能生巧的必备条件，缺任何一个条件

都能让你无法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成功掌握技能的荣耀和成功培养熟能生巧所带来的阳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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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能生巧   30 

世界上每天都有人突破了自我，超越了极限，捅破了那一道界限。想问，这一切都是

挥一挥手就能得到的吗？还是用金山银山就能换来的吗？不，他们都是付出了血，付出了

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舞台上，一个又一个突破自我的人们，在台上仅仅有几分钟展示自

己的机会，用尽毕生的努力来换取这一个无敌的荣誉，这一个美名。他们都经历了沒日没

月的练习，才能在台上展现出那么熟练的技巧。这也着实了一句话“熟能生巧“。

在学校里，老师能够行如流水的为我们讲解课本上的生词，生字。他们都不需要翻查

字典。这是为什么？熟能生巧。他们早已习惯了站在学生面前演讲，习惯了不看课文就能

道那一句又一句惊人的名句精华，美言美句。但，在这背后，他们又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也许他们在刚任职的时候，会偷偷在镜子前面练习自己说话的嘴形，会不停地用手机来查

找课文上的资料，还会收集大量参考书，时不时拿出来翻阅，希望能传授课外的知识给我

们。这些都是我们不曾看到的一面，只觉得老师怎么可以那么厉害啊！老师因为不断地努

力，熟悉了这样的教学模式，才能把课本教的那么流畅，才能把那些课文里的大意解释给

我们听。 

 考试时，想必许多学生都会临时抱佛脚吧？每每接近时才甘愿拿起书本来温习，但是

每次都坚持不到半个小时就会禁不住手机的诱惑，拿起手机来玩。手机就像是男女朋友似

的，用了太多温习功课，手机就会生气，导致学生都不能专心温习功课，只能一味的陪着

“女朋友”。想想这一句话都让学生们觉得感同身受吧！但是，考取好成绩，有那么简单

吗？往往这些“手机奴”在考试的前几天都会把生活作息打乱。就像半夜读书读到十二点，

结果还没睡够就四五个小时就起来了，因为他们慌张，他们害怕，怕会留级，又或是进不

到理想的班上课。这样考试时，还能考取好成绩吗？不能，相反地，学校里总会有学霸群，

考试的三四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抱着一大叠厚厚的参考书，书不离手。只要他们在的地方就

看到他们手里的参考书。他们已经把学习当成了习惯，习惯了到哪儿都带着一本书。去到

食堂带着书，逛街也带着书，就连上厕所也书不离手。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他们早已记

清了问题的格式，回答问题的技巧甚至是答案。因为他们都掌握了这些必备的技能，所以

看到题目时，思考不过三秒钟，他们定能把答案一字不漏地写出来。 

 此外，家庭主妇又何尝不是熟能生巧的呢？他们天天打理家务，所以早已把家打理家

务的技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不需要看食谱也能烹调出一道又一道的山珍海味，不需要人

手的帮忙就能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这难道不是熟能生巧吗？即使有山一般高的衣服还

没折，他们也不怕，因为都熟悉技巧，不出一会就能把一座山搞定。 

因为熟能生巧能让老师行如流水，毫不眨眼的就能把课文传授给学生，就因为熟能生

巧让学生能考取好成绩，也因为熟能生巧让家庭主妇把家务事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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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心理素质

体裁:说明文
审题/范国
写出提高青少年心理素质的方法。
关键词
如何(方法);青少年(13至19岁的年轻人);心理素质(泛指人的思想感情)。

大纲建议
声，意味着获得朋友的开头:科技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
然而近年来青少年自杀的新闻时有所闻，证明了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
青少年的抗压性是极度脆弱的。

内容:
① 父母可以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父母应该多开解孩子，让他们明白，心态要积极，
    切莫有负面思维。父母要教育孩子，待人处事要有阳光般的心理素质。

② 老师在学校除了积极推行阅读激励书籍和心灵书本的计划，也须在课堂外为需求 
 助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子。
③ 政府可以举办更多适合青少年参与的户外活动。教育部可以联合相关的部门举办  
 能够提高青少年心理素质的比赛。
④ 媒体应该播放更多正面节目来引导青少年。媒体也能够以简短的广告向青少年
 传达必须要有积极心理素质的讯息);乐趣(使人感到结尾:青少年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是非常重要少年的心理素质，以培育出优秀的国家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