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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

IB中文 B的閱讀試卷
  閱讀試卷會考核學生閱讀各種類型文本的能力，文本內容主要圍
繞核心主題：交流與媒體、全球性問題、社會關系。

  SL會考 4篇閱讀材料，HL則為 5篇閱讀材料。

閱讀材料的常見體裁

•	 文章、專欄文章

•	 博客

•	 手冊、傳單、廣告單、小冊子、廣告

•	 議論文

•	 任何形式的訪談

•	 新聞報道

•	 報告

•	 評論

•	 操作步驟說明、工作程序指南

•	 書面通信

•	 短篇小說、長篇小說、詩歌（針對 HL）

考生需具備的閱讀技能

•	 需要理解閱讀內容總體的意思

•	 通過快速閱讀找到題目要求的具體細節

•	 掌握不同文本的結構特點（例如相互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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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文本在情境中的功能

•	 識別交流目的

•	 要求學生掌握與主題相關的詞匯

  SL與 HL的試卷在形式上相似，但 HL的文章比較長，難度也較
高，五篇文章中的一篇會評估學生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詮釋，但不需
要分析。

常見試題類型
•	 填空練習

•	 識別詞語或句子結構的具體所指
 例如：“他”指的是誰？“這些”指的是什么？

•	 識別不同部分的思想觀點有何聯系 

•	 識別文章中的具體內容和主要觀點 

•	 識別轉述文章內容的句子的對 /錯 

•	 識別一段解釋或定義的對 /錯，並從文章中找到支持自己判斷的 
證據

•	 識別文章中人物說話的內容

•	 為不同段落搭配段落大意

•	 為閱讀材料中的詞匯或短語搭配相應解釋

•	 多項選擇題 

•	 簡答題

•	 判斷文章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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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的試題類型

• 從一系列句子中選出符合文章內容的句子 

• 根據文章內容進行清晰的概念推理或計算

 例如：  “有 60%的人認為房價普遍過高。這對剩下 40%的人意味着
什么？”或“受訪的 37%的人同意學校有理由要求學生穿校
服。還有多少人不同意？”

• 根據題目要求，在文章中找到證據或關鍵詞語來支持自己的答案

 例如： 作者在何處說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幾大特點”？

答題技巧

先瀏覽題目，定位信息

	 	 “臺灣熱”近來席捲全球，世界各地旅遊新聞爭相報道，包括美
國的《今日時報》、英國的《新報》、南韓的“首爾電視臺”等，以至
馬來西亞首播的數碼旅遊頻道，無不吹捧臺灣的特色，令臺灣旅遊
業史無前例地興盛起來。

出自 SL 文章《“臺灣熱”為何興起？》

小提示
閱讀文本前，可以先瀏
覽題目，對問題形式和
重點心中有數後再細讀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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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文本體裁

	 	 大眾網寧城 9月 1日電（記者	趙小小）	前天，以親和力和知性
形象受廣大觀眾喜愛的知名主播劉子晴作客大眾網的直播節目，與
網友們分享了自己從事新聞行業 20 年來的心路歷程。劉子晴坦言
自己很滿意如今的職業，“這個工作對我而言很重要，我覺得我之
所以感到滿足，是因為它讓我實現了自我價值”。

出自HL 文章《劉子晴：新聞工作讓我實現自我價值》

尋找題目關鍵字

	 	 近年來隨着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網上購物，網購已
經成為了一種潮流。網絡購物讓人足不出戶就買到各種生活必需
品，既輕松又方便，但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不少困擾。

出自HL 文章《網絡購物利與弊》

小提示
通過全文結構、內容和
功能，以及開頭和結尾
的形式，判斷文本的	
體裁。

小提示
仔細讀題，留意題目中
註明的答案出自哪段，
在相應段落中尋找題目
中的關鍵字，答案會在
關鍵字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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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全部選項

	 	 傳統的購物方式是在實體店或超市裏，而如今網上購物非常方
便。首先，傳統購物在營業時間上有限制，消費者需要親自去店裏
購物；網絡購物會靈活得多，比如，人們能夠全天隨時隨地購買想
要買的商品，並且網絡購物不受地域限制，不需要出門，客戶只要
在家登錄網站，點一點鼠標就可以輕松買到想要的商品，而且送貨
上門，短時間內就可以收貨，為顧客省去大量時間與途中的辛苦。

出自HL 文章《“無現金購物”新趨勢》

小提示
多項選擇題需要瀏覽全
部的選項之後，再逐一
根據原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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