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一、	以下的字屬於哪一個部首，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字詞。

蝴    鐵    物    放    蚊    艘    企
牠    針    般    趕    個    敬    起

1.  人部︰

2.  牛部︰

  攴部︰

4.  走部︰

5.  虫部︰

6.  舟部︰

7.  金部︰

二、	判斷以下各部首的例子是否正確，全部正確的括號內打 3，圈出不
正確的例子，並在橫線上填上該字的部首。

例 刀部︰ 切、刊、倒  （   ）　　　 人部 　　 

1. 辵部︰ 近、遠、還  （   ）　

2. 水部︰ 永、池、冰  （   ）　

3. 彳部︰ 往、後、得  （   ）　

4. 雨部︰ 雪、雲、需  （   ）　

5. 米部︰ 灰、粒、粗  （   ）　

 禾部︰ 私、利、秀  （   ）　

3.

6.

語基
知識

字 一
學習
重點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句 六

一、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詞語。

果然 　　 變成

1.  媽媽把各種食材 一道道香噴噴的菜餚。

2.  我們循原路尋找， 在地上找到智言的錢包。

3.  昨天天文台預報這周將會進入雨季，今天 下起雨來。

4.  只要花一點心思，一個小小的紙箱也能 漂亮的首飾盒。

  我和文傑  是最佳拍檔，短短兩天我們就把壁報佈置好了。

6.  學習的要訣是把書本的知識融會貫通，然後 自己的學問。

二、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1.  做的　媽媽　既　好吃　蛋糕　鬆軟　又

2.  之間　互相　同學　應該　互相　敵對　不應　幫助

3.  那座　遠方　社區中心　建築物　圖書館　還是　是

4.  好好　我們　地球的　應該　浪費　保護環境　資源　不應

5.  生動　陳老師的　既　又　深受　課堂　有趣　歡迎　學生

 

5.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標點 十

一、	判斷以下句子中的標點符號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3，
不正確的打 ✗。

1.  子強大聲說︰「我沒有犯錯！」  （   ）

2. 「李白」的詩是我國的文學瑰寶。  （   ）

  袐魯 馬丘比丘是世界七大奇跡之一。  （   ）

4.  你知道「香港文化傅物館」在哪兒嗎？  （   ）

5.  圖書館在哪兒？你向左邊一直往前走，看到門上有牌子寫  （   ）
着「圖書館」的就是了。

二、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這句詩的讀法應是「橫眉╱冷對╱千夫指」
A. 、 B. ， C. …… D. 。

2.  沒想到家中那盆一直不願開花的山茶花，在今早突然開花了
A. 。 B. ！ C. ， D. ？

3.  在清朝，不管是康熙   雍正還是乾隆，三代皇帝都十分欣賞青
花瓷的工藝。

A. ，  B. ……  C. ？  D. 、

4.  漢初三傑  張良、韓信、蕭何，輔佐劉邦建立漢朝，是傑出的
政治、軍事人才。

A. ， B. …… C. ︰ D. 、

5.  請注意，由於前方正進行道路維修，所有車輛（包括巴士 小巴
的士 私家車和貨車）都不可以進入。

A. ︰ B. …… C. 、 D. ，

3.



2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一、	以下的句子運用了反復的，在括號內加○；運用了排比的，加△；
兩種都沒有運用的，加□。

  「咯！咯！咯！我要進來了。」  （   ）

2.  那隻小鳥悄悄地飛來，又靜靜地離開了。  （   ）

  看！那邊的青蛙跳起來啦，青蛙跳起來啦！  （   ）

4.  現在快七時半了，為甚麼你還沒有出門上學？為甚麼你總  （   ）
是不能準時出門？

5.   過了這條小路便到達水上活動中心，有的人在玩風帆，有  （   ）
的人在划獨木舟，有的人在滑浪。

6.  那條神祕的小巷，那道彎彎的天橋，那間温暖的小店，所  （   ）
有回憶都隨着市區重建而消失了。

二、	圈出句子中運用了反復的部分；在運用了排比的部分下畫橫線。

1.  不要再說了，他會生氣的，不要再說了！

2.  那是你嗎？在電視節目中接受訪問的受訪者，那是你嗎？

3.  小貓的一天是怎樣度過的？牠有時在睡覺，有時在看風景，有時向
主人撒嬌。

4.  成功了！成功了！經過多個星期的練習，我終於能夠流暢地演奏這
首樂曲了。

5.  紅紅的燈籠，盛開的桃花，到處打折的商店，街上的景物都提醒着
我農曆新年快到了。

6.  為甚麼學校的校隊隊員總是這麼團結？因為他們一起接受訓練，一
起參加比賽，一起面對成功與失敗。

1.

3.

十一修辭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去年冬天，我和家人一起到日本 北海道旅遊。我永遠不會忘
記那兒的漫天雪景，景色美得如詩如畫。

　　旅行的第一天，我們入住當地一間温泉旅館。古色古香的旅
館有着精緻的裝潢，四處點燃着淡雅的線香。由於旅館的位置地
勢較高，從房間的玻璃窗望出去，可欣賞整個温泉區的景色。遠
遠望去，只見周遭的建築物都鋪上了厚厚的雪，就像塗滿了鮮奶
油似的，看起來既浪漫，又「好吃」。

　　我們在温泉旅館待了兩天，除了享受露天風呂外，還吃了一
頓美味的懷石料理。那些擺放講究的食材就像藝術品一樣，精美
得讓我差點捨不得吃呢！

　　之後兩天，我們入住滑雪場的酒店。沒想到入住的第一晚，
北海道颳起了大風雪，所有戶外活動都停止了。還好第二天天氣
轉晴，我們連忙換上滑雪裝備，出發滑雪去。在滑雪場上，一邊
是連綿的高山和森林，一邊是一望無際的雪地，實在太漂亮了！
爸爸媽媽教我怎樣在雪地上滑行，我跌倒了一遍又一遍，還是學
不會。最後，我只好坐在雪橇上，感受滑雪的樂趣。

　　希望我下次重臨北海道時，能一雪前恥，可以順利從山頂上
滑下來，由上而下欣賞沿途的雪景！

閱讀 一
綜合
能力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一寫作

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郊外考察活動的經歷和感受。

1. 仔細閱讀題目，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

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郊外考察活動的經歷和感受。

2. 題目要求寫作一篇甚麼文體的文章？

3. 請選擇一次郊外考察活動的經歷，根據當天的考察路線，完成下面
的筆記。

我的郊外考察

(1) 日期︰ 　　(2) 地點︰

(3) 人物︰

路線︰

(4) 地點一︰ 　

(5) 地點二︰

(6) 地點三︰ 　

(7) 地點四︰

(8) 地點五︰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粵 普

1. 為甚麼敏玲在比賽時感到很有壓力？

 A. 因為她受傷了。

 B. 因為她起跑時落後了。

 C. 因為她一直未能拋離對手。

 D. 因為她的對手獲得眾人支持。

 子樂看敏玲比賽時，心情十分

 A. 平靜。

 B. 緊張。

 C. 恐懼。

 D. 沉重。

3. 下列哪一幅圖符合子樂參加比賽的情況？

  

  A.  B.

  

  C.   D.

2.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聆聽 一



23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三下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說話 一

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說出一個完整
的故事。

　

　

1. 構思故事的內容，想想故事的細節。

(1) 時間：

(2) 角色：

(3) 地點：

(4) 故事的起因：

(5) 故事的經過：

(6) 故事的結果：

2. 舉出一個重要角色所表現的性格︰

3. 運用以上資料，根據圖畫內容，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1 2

3 4



2

20分鐘
限時

語基知識 （50分）

一	 選擇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4分，每題 2分）

1.	 以下哪一個字的部首是「火」部？
A. 巢 B. 令 C. 熱 D. 鳥

2.	 以下哪一個字的部首是「米」部？
A. 采	 B. 粥	 C. 菊	 D. 料

二	 供詞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詞語。（8分，每題 2分）

清澈　清晰 　　 刺耳　悅耳

味如嚼蠟　回味無窮 　　 樂不思蜀　樂而忘返

1.	 媽媽的廚藝了得，把蔬菜弄得色、香、味俱全，讓偏食的弟弟也
。

2.	 這條小溪的水十分 ，旁邊又有大樹遮蔭，環境舒適。

3.	 永儀的歌聲十分 ，令人百聽不厭。

4.	 這遊樂場的設施新穎有趣，讓小朋友 。

三	 判斷 判斷以下句子的標點符號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3，不正確的打 ✗	。（8分，每題 2分）

1.	「港幣」是香港的法定流通貨幣。	 （	 	）

2.	「雪梨歌劇院」是澳洲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	 	）

3.	 只要勝出這場比賽，這支球隊便是「四冠王」了。	 （	 	）

4.	 今天所有高年級的同學，包括四年級、五年級和	 （	 	）
六年級都放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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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鐘
限時

閱讀 （50分）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我的學校門外，是一條十分繁忙的街道，因為在這短短的
路上便有三間小學，每天早上都會停泊着各式各樣的私家車、
校巴，把道路擠得水洩不通。有時，由於交通太擠塞，校巴只
能停在校門的不遠處，學生因此要下車步行回校，往往出現「人
車爭路」的狀況，真是十分危險。

　　這天早上，當我差不多回到學校時，突然聽到刺耳的剎車
聲。原來在隔壁學校門前，有兩輛私家車發生輕微碰撞，尾隨
的校巴司機連忙煞車，還好在撞上私家車前把車剎停了。

　　雖然這次意外中沒有人受傷，但校巴上有不少學生，他們
坐在車上目睹意外，幾乎都嚇壞了，有不少學生更哭了出來，
場面十分混亂。幸好有幾位老師匆匆趕往現場，安慰那些受驚
的學生。

　　仔細一看，這幾位老師是來自不同的學校的呢！而我們學
校的訓導主任陳老師也在其中。別看陳老師平日不苟言笑，總
是板着臉處罰犯錯的學生，這刻陳老師卻和顏悅色，温柔地安
慰隔壁學校的受驚學生。我這才發現，原來陳老師也有和藹可
親的一面呢！

　　目睹這一次交通意外後，我每天上學都會分外小心，過馬
路時會多留意兩邊的車輛，坐校巴時也會扣上安全帶。更重要
的是，我自此更尊敬陳老師，知道他在嚴厲的作風背後，有着
最柔軟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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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
60分鐘
限時

寫作

一	 請根據題目寫慰問卡。（30分）

堂姐希琳轉校後，因未能適應校園生活，考試有兩科不及格。請你

以堂妹家惠的身份，寫一張慰問卡給希琳，表達你對她的慰問和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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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鐘
限時

（30分）聆聽

話語內容分為兩部分，每部分只會播放一次。

	 第一部分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回答第 1至 4題。

1.	 為甚麼偉強會選擇去鳳凰山看日出？
因為他（3分）

	 A.	向來熱愛遠足。	 	 B.	想協助志聰完成專題研習。

	 C.	得到了爸爸和哥哥的鼓勵。	 	 D.	對鳳凰山的日出念念不忘。

2.	 張老師認為志聰和偉強這次活動太危險，因為
（請選擇兩個答案）（6分）

	 A.	鳳凰山不適合遠足。

	 B.	志聰和偉強年紀太小。

	 C.	志聰和偉強沒有遠足的經驗。

	 D.	以為志聰和偉強沒有家長陪同。

	 E.	這幾天的天氣不穩，有風雨和雷暴。

3.	 為甚麼志聰認為這次活動是安全和順利的？因為（3分）

	 A.	他成功看到日出。

	 B.	他有合適的遠足工具。

	 C.	他和哥哥、爸爸一起遠足。

	 D.	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充足的資料。

請聆聽以下話語內容，然後回答第 4題。	
粵 普

4.	 下列哪一項符合張老師說話的語氣？（3分）

	 A.	關心。	 	 B.	取笑。	 	 C.	憤怒。	 	 D.	質疑。

粵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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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 5分鐘
限時

（20分）

一	 請用四分鐘時間準備。

二	 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說出一個
完整的故事。

 

 

筆記欄

~全卷完 ~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