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解析 
51. 参考答案：㉠자전거를 팔려고 합니다/팔고 싶습니다/팔고자 합니다. 打算/想卖自行
车。 
㉡ 새 것이나 다름없습니다. 和新的没区别。 
大意：请买自行车/现在不需要自行车了/所以想把自行车卖给有需要的人/自行车是三个月前
买的/几乎跟新的没区别/也可以直接看了再买/010-1234-6414 
 
52. 参考答案：㉠ 스트레스를 받으면 혼자 있고 싶어한다. 

㉡ 말을 하면서 스트레스를 푸는 것을 싫어한다. 

大意：女人和男人受到压力的时候，彼此的缓解方式不同。女人受到压力的话，不想一个人
待着。相反男人受到压力的话，会想一个人待着。此外，女人喜欢一边说话一边缓解压力。
但是男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缓解压力。因为男人认为越说话压力会越大。 

53. 大意：以下是关于“衣服购买标准”、以 20 几岁和 50 几岁的人为对象实施的调查问卷，
看表格，比较调查结果，写一篇 200~300 字的文章。 

表格大意： 
20 几岁：设计(款式) 40%；价格 28%；衣料 22%；服务 10% 
50 几岁：价格 47%；设计(款式) 26%；衣料 17%；服务 10% 
写作思路：引出主题→对比两个年龄层的购衣标准→总结调查结果 

参考范文：‘옷을 구입하는 기준’에 대해 20대와 50대를 대상으로 설문 조사를 실시했다. 
조사 결과에 따르면 20 대가 가장 먼저 고려하는 기준은 40%를 차지한 디자인인 반면 
50 대가 가장 먼저 고려하는 기준은 47%를 차지한 가격인 것으로 나타났다. 
재미있게도 두 번째 기준으로 20 대의 경우는 가격이며 50 대의 경우는 디자인이다. 
옷감과 서비스의 비율은 두 연령대가 비슷하게 나타났다. 이러한 결과를 통해 젊은 
사람들은 디자인을, 나이가 든 사람들은 가격을 더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54. 大意：我们每天都会看几次广告。这样的广告虽然可以给我们有用的信息，但是也会使
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以以下内容为中心，针对“广告的两面性”写一下自己的想法。 

1. 我们为什么需要广告？ 
2. 广告的正反面是什么？ 
3.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广告？写作思路： 

1. 概述我们为什么需要广告，也就是广告的作用和意义。 

写作素材：获取信息、了解社会趋势、感受时代发展정보를 얻기, 사회의 추세를 알기, 시대 
발전을 느끼기 

比如： 
광고를 통해 필요한 상품 정보를 얻을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사회의 추세를 알 수 있고 
시대의 발전도 느낄 수 있기 때문에 우리에게 광고는 필요하다. 

2. 详述广告的正反两面，可以通过举例说明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 

写作素材： 
正面：引导消费者、有教育意义(公益广告)、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소비자의 안내 역할을 
하다, 교육적 의의가 있다(공익광고의 경우), 신제품과 신기술의 발전을 추진하다(경쟁 
사회) 

反面：虚假信息带来不好的影响、广告夸大的不良影响、引起过度或冲动消费허위 광고의 
부정적인 영향, 과장된 광고의 나쁜 영향, 과도 소비/충동 구매를 일으키다 

3. 阐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广告，表明态度，总结文章。 

写作素材：应确认信息的真伪并理性对待广告 
광고를 맹목적으로 믿으면 안 된다. 
광고의 내용이 정확한지 확인해야 한다. 
이성적으로 광고를 대해야 한다. 

阅读解析 



1.答案: ②表示原因,后面常出现消极的结果。大意:昨天因为读书,所以睡得很晚。 

2.答案: ①担心某事发生  大意:担心迟到,所以比平时早出发了。 

3.答案: ④两者都可用于动作的转换 大意: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朋友。 

4.答案: ①只有.,仅…  大意：每当有难事的时候,你都帮忙,我只有感谢了。 

5.答案: ③花瓶;鞋;碟子;鞋子  大意:很轻、很结实,把好吃的食物装的漂亮 

6.答案: ②图书馆;便利店;电影院;饭店 

大意:一年 365天 24小时随时都很方便的,生活用品,食品饮料都在这个地方【此处应了解韩国便利店文化】

7.答案: ④节省用电;健康管理;保护自然;关心他人 大意:温暖的招呼,打开心扉,互相关心,心墙消失 

8.答案: ①讨论介绍;注册介绍;日常介绍:学习介绍 

大意:我们正在等各位青少年,如果你把你的担忧分享,那么你的压力将减轻一半。 

9.答案: ④选项:申请时间有一周;要在电视台三楼提前申请: 10.26播放节目; 150人可以免费看演出 

大意: DBS电视台秋季音乐会 举办时间: 2015. 10.26 18:00举办地点: DBS 电视台三楼; 申请方法:网上

申请 150人免费入场:申请时间: 10.19-10.23 ;播出时间: 11.21 19:00 

10.答案: ②大意:韩国人经常看到电视节目:电视剧 新闻 教育 教养(消费、财经、法制类电视节目)其他 

11.答案: ④ 大意:不久之前有一个老师在电视上播放了寻找以前学生的广告,毕业的时候这个老师和学

生把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放到一个箱子里,约定十年后大家在一起聚一下并打开箱子,现在十年的约定到

了,所以说他找自己的学生,看了这个广告之后学生于是联系了这位老师,老师又能够见到自己的学生,并

和学生分享宝贵的回忆 

12.答案: ④ 大意:最近人们对于谈话的技巧特别关注,那么事实上和去年相比较的话,今年关于口才类的

书的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 19 以上。主要是 30-40 多岁的上班族购买,根据问卷调查,很多上班族认为自己

的口才和成功是有关系的,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跟口才有关的图书的销量有了增长 

13.答案: ③ 大意:有些公司给员工出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多员工为了解决问题非常努力,但是最终都失败

了。但是公司并没有责备这些职员反而给予了鼓励。通过这样的过程职员们变得不再害怕失败。 

14.答案: ④ 大意:有一个农夫带着一头黑牛和一头黄牛在田地里干活,有一个路人大声的问农夫到底哪

头牛干活干的更好,农夫悄悄的说黑牛干活干的更好,如果大声说的话担心牛会听到。 

15.答案: ② 大意:运动场的土里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细菌,如果在运动中跌倒很容易被这些细菌感染,如

果我们想要预防感染这些细菌,在运动场上撒一些盐就可以,盐就像消毒药一样可以杀掉这些传染疾病的

细菌。 

16.答案: ① 大意:我们最好是根据心情来调整工作,如果心情好的话,思考的范围就会更广,但是注意力

就会下降,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思维的广度就会变小,但是注意力就会提高,因此在心情好的时候适合做一

些需要新的想法的工作,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就做一些需要注意力集中的工作。 

17.答案: ④  大意:很久以来,科学界认为除了人类外动物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动物禁

止起名字,因为起名字意味着把研究的对象当做人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有人提出来应该给作为研

究对象的动物也起名字,因为尊重动物的生命应该努力的去理解动物,所以人们认为应该给动物起名字 

18.答案:② 大意: 生奶因为营养丰富,所以是人们喜欢的食品,但是最近有传闻牛奶对人的身体不太好,

但是这不是牛奶的问题,而是和现代人的营养状态是有关联的,因为丰富的食物导致现在的人们营养过剩,

在加上牛奶的营养的话就会产生成人病。 

19.答案:④转折;不仅如此;索性;正如 20.答案: ③  

大意: 没有电风扇和空调的时代,扇子可谓是夏天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前,人们除了用扇子驱除暑气之外还

把文字写在上面用来背诵。还在扇子上画上美丽的图丽,并且欣赏。还会把想对朋友说的话写在扇子上送

给朋友。像这样,  扇子不仅是除暑的工具,还起到了享受艺术、表达自己想法的作用  

21.答案: ①痛彻心扉:一眼望穿;破口大笑;捏一把汗 22.答案: ③   

大意:从几年前开始,有关心理治疗的书籍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为生活所累的那些人们读了这些书后会得到

安慰  所以说这种书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是,每当内心疲惫、痛苦的时候,也不是非得要读这些书。无论

是哪个领域  的书,阅读书籍,有安慰自己的时间就是好的。 如果喜欢文学,阅读小说或诗歌之类的作品也



是有帮助的。 

23. 答案: ① 24.答案: ①  大意:爸爸喜欢夜间垂钓。每周末都要带着年幼的我去乡下的小湖钓鱼。小

时候觉得去夜间钓鱼很有意思。在夜空中看到闪烁的星星和听到四处传来草从中的声音令我感到很神奇。

不知从何时起,我和父亲的对话渐渐减少, 夜间垂钓也渐渐减少。在安静的湖边和父亲并排坐着,感觉时间

过的很慢。我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直到天亮经常没有任何收获还在等着鱼上钩。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

觉我到了当时的父亲年龄了,去夜间垂钓虽然湖水依旧,但父亲的位置却空着。坐在原地想着父亲。那时的

父亲也许不是等鱼上钩,而是在等跟我说话。 

25.答案: ④ 大意:足球代表队,比赛取得连胜,竞技能力"唏嘘"   

26.答案: ② 大意:适应消费者喜好的商品,消费者的反应非常热烈   

27.答案: ① 大意:地铁运行延迟,上班路上的市民们"咚咚”  

28.答案: ② 大意:和今天类似形态的眼镜起源于古代文献研究的人。起初的眼镜是视力较差的人群的工

具,但是只有贵族们可以使用,因此显示了其身份。随着 15 世纪印刷技术的发展,读书的人越来越多,眼镜

开始大众化。  因为要在日常生活中读懂书籍和文件的事情越来越多.  

29.答案: ② 大意: 19世纪画家샤같的作品《结婚》也是其中之一。男女主人公互相喜欢的男女主人公在

一起喝 茶的场景中出现了这部作品。观众们可以通过在画中身穿白色婚纱露出灿烂笑容的女人来预测女

主人公的幸福结 局。 

30.答案: ③ 大意:人对不能拥有的事物都会有一种迫切的态度。在市场占有率居首位的公司运用这种心

理进行营销。该公司的销售策略是以限制商品数量的方式来刺激购买它的消费者.通过网上有限的时间内,

通过出售定量的物品来调节商品供应。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没有进行特别的宣传,也能创造出可观的销售额。 

31.答案: ① 大意:在迅速处理许多事情的现代社会中,我们追求着高效率的生活。因此,现代人正向着直

线跑道疾驰而去。但有时也有必要沿着蜿蜒曲折的弯道行走。 如果抱着”迟早能到达目的地"的闲暇心情

有时可能引导到达目的地的捷径。   

32.答案: ③ 大意: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从自然界中提取的染色材料。因为大自然造就了美丽的色

彩。  但是大部分产品在个人车间制作,生产量并不多。此外,因过高的价格所以购买的人们感到负担。因

此,为了实现染色产品的大众化,要求制作方法的改革和价格下调   

33.答案: ③ 大意:韩屋是告知古人生活和文化的空间。虽然有这些文化价值,但是此前管理不善的做法确

实是事实。但是最近韩屋对于游客们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体验空间,对管理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大。因此,出

现了专门  从事韩屋的高效管理和运营的人。因此,只有这样,韩屋才能成为提高文化价值和收益的空间。   

34.答案: ④ 大意:通过名字、年龄、职业等能知道的个人信息是有限的。反而像经常光顾的餐厅或主要

使用的地铁时间一样,通过他的行动方式可以得知的信息更多。如果一一收集各种信息,就会形成大量资料,

如果把数据统计成数字,就能发现一个巨大的趋势。最近,借助网络技术和移动设备的发展,这些资料的收

集将更加活跃。 

35.答案: ② 大意:教育界的一部分人建议把以科学、数学等个别”科目”为中心的课程替代为以”主题”

为主的课程。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需要具备综合眼光的人才,但以科目分类知识很难培养这种人才。当然,

也有人提出意见称,该提案不符合目前的教育现状。但是,即使马上很难实现, 未来教育也应该向着培养能

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眼光人才方向来培养。 

36.答案: ③ 大意:当饥饿的时候吃的第一口食物往往是最好吃的食物,越吃越不好吃,因为消费的时候满

足!就会渐渐越少。但是,在世界上,对游戏上瘾的满足感根本不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但也有人说义工活

动或捐赠的话,会越做带来快乐的效果越多。像这样,消费和满足感的关系因人和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37.答案: ④ 大意:在朝鲜时代,因为政治问题,被流放到偏僻的村庄或孤岛上度过一段时间,在一定的时

间生活在一个限定空间中这样的事情是有的。这样的生活虽然对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在历史上

却带来了巨大的幸运。因为很多人在这种孤独的时期反而留下了伟大的业绩。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像

정약용这样的人物埋头读书和写作，足足有 500 多本。 

38.答案: ② 大意:学分购物、独身族等新词概括了这个时代青年的生活。为了积累丰富的工经验去其他

大学著名的讲座,或者为了有效的利用时间,无论是什么都可以独自进行的青年们的激烈人生。忙碌的青年



们的生活随着反映在崭新而又有趣地新词语里。 但这并不仅仅是笑柄。社会语言学者们忠告说,要通过这

些新造词,解读当前我国社会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39.答案: ③ 大意:对于表示一个物质冷热程度的温度的基准点,有很多有趣的提案。有人提出建议,以奶

酪的熔点为标准,或者以人的血液的温度等为基准,以手放在最热的热水里以人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为标

准。学者们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讨论,树立了对温度的客观标准。即,以水的温度(0℃)和沸点(100℃)为基

准的温度单位温度(C  度)。 但是,确定温度标准的问题仍未结束。因为水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低于零度都

不会结冰,或者即使温度超 100℃也不会沸腾。 

40.答案: ② 大意:火车行驶时,其重量和速度使得火车铁路受到重大冲击,这时,位于火车轨道周围的石

子们吸收冲击,起到固定枕木的作用。得益于此,火车的晃动会减少,而且乘车感也会更好。不仅如此,石子

还能防止雨水堆积在一起,而且还能防止铁道周边的草生长。此外,冬季也有防止铁路因霜冻而鼓起的作用。

像这样铺设铁轨的石子在维持线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41.答案: ① 大意: 2015年荣获”年度最佳作家奖"的양수경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真正的幸福》。在这次

散文集  ,与以往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尖锐批判不同,讲述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回忆。作者观察周围

经常能看到的事物和人,从中寻找隐藏的生活意义。而且用细致的笔触再现那些很难找到的旧风景。如果

读者去品味作者回顾的记忆,读者们会不知不觉发现很久以前失去了的价值,并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42.答案: ③ 43.答案: ④ 大意:腌制鸡胸肉很柔软,胡萝卜也很筋道。这时,他一个个想起来以前一起吃

饭的朋友,心灵深处,汹涌波动。突然之间感到天旋地转。桌子上的碟子好像也在移动,好像还在来回动。

整座房子就像在奔跑的地铁里一样轻飘飘的。我放下了勺子,闭上了眼睛。你一个人吃饭不是一两天的事

情吗?又不是小孩。心情于是平复下来。重新拿起了勺子。并且默默地把咖喱、米饭、鸡肉和鸡肉放入口

中。当碟子放在柜子上时,电话铃响了。围上围裙去接电话。"喂? (中略) "没关系吗?" "什么?" “没有

听广播吗?震中是瓮津半岛三十公里左右的地方。“不知道吗?原来如此,是地震啊"你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

事吗?" "猫离开了家,在地震来临之前就出去了。地震来时我还以为是自己贫血。 

44.答案: ① 45.答案: ③  大意:一般来说,生物会通过声音或动作来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在此过程中,

个体们共享信息,增进彼此间的利益。但有时也会根据情况传达不真实信息,特别是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

为了提高自身生存的可能性,使用了欺骗。这种欺骗一般是发生于不同种类间的个体。但是,这种现象在同

类之间也可以找到,即使是一只鸟,在周围没有鹰的情况下,也会向同类发出”周围有鹰”的信号。在这种

情况下,为了独占实物,或者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都有可能利用这种手段。 

46.答案: ① 47.答案:③  大意:通常情况下,员工达到一定年龄后都会退休。随着最近延迟退休年龄的法

案通过,我们也正式进入了”法定 60 岁退休时代”。随着该法案的施行,退休年龄被推迟,个人准备养老保

险的机会也会扩大,因此,老年间的收入不稳定情况将会减少。另外,还可以继续追求自我实现或者维持社

会关系,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找到意义。而且企业可以确保熟练的人力,以此为基础可以有效地进行培训新职

业。另外,国家期待通过这一退休制度,解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的问题。不过,对于该法案的实施,劳

资双方、政府等利害当事者之间的矛盾的呼声很高。因此,为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法案的实施,利害当事人

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48.答案: ④ 49.答案: ④ 50.答案: ③  大意:当今国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蝴蛛网。包括在安保在内的

经济、教育、文化等所有领域,各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明显增加,其关系变得极其紧密。在这种背景下,

为了实现共同目标,最重要的是强调国际合作。世界局势如此严峻,个别国家的问题也很难单独解决。尤其

是超过了国家层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国家和国际机构、非政府  机构、非政府组织(ngo) 、作为世界公民

的个人等都需要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和调节。难民、饥饿、疾病、贫困间  题,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来解决问

题,所以只能要求全社会共同解决问题。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t)为了救助因为战争受害儿童的救

助活动,扩大了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在国际社会的主导作用下,国际社会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国际交流合作框

架的契机,这一点值得肯定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