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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电脑游戏有助儿童心智发展
据英国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电脑游戏正使得英国小孩具有相当于顶级运动员一样的
协调能力和专注力，而且只要不是过分沉迷，玩电脑游戏的小孩也比较聪明，容易结交朋友，
也更容易调适生活。
一般的看法以为玩电脑游戏的小孩容易变得与外界隔绝，较不易发展出社交和学业上
的技巧，但是这项研究却不以为然。主持这项研究的人说，玩电脑游戏的人有一小部分沉
迷过度，大多数人还是另有其他的兴趣和社会生活；玩电脑游戏有助于他们在学业等其他
方面表现得更好。
研究人员认为合宜的目标是一星期玩电脑游戏的时间平均不超过十八个小时，原因是
一般小孩在阅读、运动和其他社交方面所花的时间也几乎相当。
这项研究还指出，从电脑游戏里所学到的技巧也可以转移到现实世界，例如有些赛车
高手便觉得电脑游戏上的练习对他们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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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文章中找出与以下词语意思最接近的词语。
例如：注意力集中
回答：专注
(a) 提供资金

( 第一段 )

[1]

(b) 爱好

( 第二段 )

[1]

(c) 看书

( 第三段 )

[1]

(d) 与人交往

( 第三段 )

[1]

(e) 差不多

( 第三段 )

[1]
[总 5 分]

2

用括号中的词语重写下列各句，并保持句子原意。
例如：只要不是过分沉迷，玩电脑游戏的小孩也比较聪明，容易结交朋友。
( 倘若 )
回答：倘若不是过分沉迷，玩电脑游戏的小孩也比较聪明，容易结交朋友。
(a) 电脑游戏正使得英国小孩具有相当于顶级运动员一样的协调能力。
( 与……相同的 )

[2]

(b) 只要不是过分沉迷，玩电脑游戏的小孩也比较聪明，容易结交朋友。
( 不但……而且……)

[2]

(c) 玩电脑游戏的人有一小部分沉迷过度，大多数人还是另有其他的兴趣。
( 然而 )

[1]
[总 5 分]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研究显示，玩电脑游戏对小孩有哪些好处？

[4]

(b) 一般人对小孩玩电脑游戏有什么看法？

[3]

(c) (i) 研究人员认为玩电脑游戏以多长时间最合适？

[2]
[4]

(ii) 他们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什么？
(d) 举例说明从电脑游戏中学到的技巧也可转移到现实世界。

[2]

Quality of Language [5]
[ 总 2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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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上网过度的危险
网络已成为青少年生活的组成部分。网络在学习、娱乐、交往、消费等方面正改变着
青少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愿意进入网络世界，与和自己有着相同志趣、爱好
的人结成一个亲密的社区，甚至跟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好友交谈，就像邻居一样亲近。
但网络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很多青少年由于好奇心强，管不住自己，总想上网，还
有的青少年沉迷于网上互动游戏，患上了“网络病”。
“网络病”最开始表现为精神上的依赖，总想上网，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存在。而后可
发展成身体上的依赖，表现为情绪低落、头昏眼花、双手发抖、全身无力、食欲不好等，
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
同时，目前在校生也因迷恋网络游戏造成学习成绩下降，上课不听讲，甚至旷课、逃
学的现象日益增多。
家长、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协作正确引导青少年，防止他们上网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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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网络正从哪些方面改变着青少年的生活习惯？

[3]

(b) 为什么有的青少年很容易得“网络病”？

[2]

(c) (i)“网络病”在精神上有哪些表现？

[3]

(ii)“网络病”在身体上有哪些表现？

[4]

(d) 在校生沉迷网络游戏造成哪些现象？

[3]
Quality of Language [5]
[ 总 20 分 ]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谈谈电脑游戏和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
(b) 请谈谈你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体验或看法。

[10]
[5]

Quality of Language [5]
[ 总 2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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