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

1.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是「尸」？
A. 伊 B. 君 C. 戶 D. 尺

2.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是「彡」？
A. 須 B. 順 C. 形 D. 衫

3.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衣」？
A. 表 B. 襲 C. 祕 D. 袁

4.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牛」？
A. 告 B. 牧 C. 牢 D.	牽

5.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虫」？
A. 蟻 B. 蜜 C. 風 D.	蛋

二、	以下的字的部首是甚麼？在表格內填上適當的部首和單字。

或　親　盆　獸　覺　狼

盒　我　覓　戒　盈　狀

部首 單字

1. 盒　2.

見 3.

戈 4.

6.5.

語基
知識

字 一
學習
重點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弟弟做功課時 跑去看電視， 走去吃零食，難怪常常做不完。

A.	儘管……還是……	 B.	尚且……何況……
C.	 一會兒……一會兒……	 D.	雖然……但……

2.	 慧儀熱愛做義工， 經常探訪長者， 時常參加賣旗籌款。

A.	因為……所以……	 B.	不但……也……
C.	 不管……也……	 D.	首先……然後……

3.	 街頭有很多賣藝者在表演， 沒有途人願意停下來欣賞。

A.	不但……而且……	 B.	雖然……但是……
C.	 尚且……何況……	 D.	既……也……

	 這款麪包很難製作， 麪團要夠黏， 發酵時間要夠長，才
能夠做到鬆軟可口。

A.	雖然……但是……	 B.	可惜……只好……
C.	 由於……因此	……	 D.	首先……然後……

二、	以下的句子是轉折複句的，在括號內打 ✓，不是的打 ✗。

1.	 雖然這餐廳裝潢老舊，但食物的質素卻相當高。	 （	 	）

2.	 因為出門時忘了帶錢包，所以我只好走路到學校。	 （	 	）

3.	 這條項鏈的確很好看，不過我已經有另一條了。	 （	 	）

	 這杯茶才剛泡好，還是放涼一點再喝吧。	 （	 	）

5.	 學生一面專注地聽課，一面認真地抄寫筆記。	 （	 	）

6.	 儘管颱風正吹襲香港，救護員還是照常回到工作崗位上。	 （	 	）

4.

4.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句 六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十

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泰國出產很多美味的水果 杧果、菠蘿、荔枝 令人垂涎欲滴。

A. ；。	 B. ：……	 C. ；——	 D. ：！

2.	 除了調味，鹽還有一個想不到的用途 殺菌

A. ，。	 B. ……。	 C. ——。	 D. 「	」

3.	 老師說 明天請帶 給媽媽的信 這本讀物回校上課

A. ：「	《》。」	 B. ；「	〈〉。」
C. ；「	（）	」	 D. ：「		——，。」

二、	以下哪一句的標點符號運用正確？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

	 A. 其	——	其實我	——	我想說的是	——	 （	 	）

B. 其……其實我……我想說的是……
C. 其，其實我，我想說的是……
D.其……其實我，我想說的是	——

2.	 A. 「嘶」的一聲……老鷹在空中飛快地掠過。	 	 （	 	）

B. 「嘶。」的一聲，老鷹在空中飛快地掠過。
C. 「嘶……」的一聲，老鷹在空中飛快地掠過。
D. 「嘶——」的一聲，老鷹在空中飛快地掠過。

3.	 A. 《爾雅》（中國第一部詞典）是經世著作。	 （	 	）

B. 《爾雅》；中國第一部詞典，是經世著作。
C. 〈爾雅〉──中國第一部詞典，是經世著作。
D. 〈爾雅〉──中國第一部詞典──是經世著作。

1.

標點



2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十一

一、	以下的句子是明喻句的，在括號內加○；是借喻句的，在括號內加
△。

1.	 下雨過後，地上鋪了一面面鏡子，倒映着湛藍的天空。	 （	 	）

2.	 路上不少人邊走邊吸煙，像一個個冒煙的火車頭，不禁讓	 （	 	）	
後面的路人眉頭一皺。

3.	 兄弟如手足，你有甚麼困難，儘管跟我說吧！	 （	 	）

4.	 偉傑因為趕着出門，竟然頂着一頭凌亂的大鳥巢。	 （	 	）

5.	 大玉盤似的月亮高掛夜空，把湖面照得閃閃生輝。	 （	 	）

6.	 書架上一個個歷史的傳話筒，向後代的子子孫孫訴說着動	 （	 	）	
人又艱苦的故事。

二、	以下的句子運用了甚麼修辭手法？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

 A. 擬人　　　B. 誇張　　　C. 呼告

1.	 河畔的楊柳向着船上的遊客揮手，祝他們旅途愉快。	 （	 	）

2.	 你們快醒來吧！別再沉浸在失敗的憂傷中，我們重新振作，	 （	 	）
屢敗屢戰！

3.	 這家餐廳做菜的速度真慢，我快餓得前胸貼後背了。	 （	 	）

	 螞蟻鬼鬼祟祟地把地上的糖果搬回家，準備把它當成飯後	 （	 	）	
甜品。

5.	 快哄哄妹妹吧，她的眼淚快能注滿一個大水缸了。	 （	 	）

6.	 天啊！他一生樂善好施，為甚麼祢要把他帶走？	 （	 	）

4.

修辭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今天我參加了學校義工隊，到「動物之家」做義工。

    老師帶我們來到「動物之家」後，負責人洪姑娘來接待我們，
她先給我們解釋工作內容和注意事項，例如：餵飼動物、跟動物接
觸前的準備，再帶我們到小動物居住的地方工作。

    洪姑娘首先帶我們探訪一隻小黑貓，牠叫木子。木子的眼睛是
黃色的，圓圓的貓眼兒在全身黑毛中顯得格外有神。牠靜靜地蹲
着，舔着前爪，但當洪姑娘打開籠子的門時，木子突然「喵」的一
聲向後退，尾巴直直豎起，眼睛狠狠地瞪着我們。洪姑娘提醒我
們，木子的警覺性較高，需要耐心一點，慢慢接近。

    洪姑娘帶我們看另一隻吉娃娃小狗，牠叫德仔。德仔體型嬌
小，尖尖的臉蛋配上一雙大耳朵，非常可愛。牠看到我們走近後，
便馬上走上前，仰起頭來，擺着尾巴看我們。

    洪姑娘隨後把木子和德仔放到後園，並吩咐我們準備好食物，
把飼料盆放在地上，讓木子和德仔各自進食。我小心翼翼地接近木
子，輕輕撫摸着牠，木子漸漸由驚恐變得温柔起來，還瞇着眼睛，
一副很享受的樣子。牠那烏黑亮麗的毛非常柔軟，我的心彷彿給融
化了；相反，德仔卻很活潑，一時走到我的腳邊，一時走到同學的
腳後，像在玩捉迷藏似的，不一會德仔更和我們互相追逐起來，玩
得十分開心。

    雖然這只是一次短暫的相聚，但我覺得能為小動物帶來歡樂，
我也感到很快樂呢﹗

閱讀 一
綜合
能力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你今天參加了動物園的同樂日，接觸了不少動物。請你寫一篇文章，記
述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接觸動物的經歷和感受。

1.  仔細閱讀題目，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

你今天參加了動物園的同樂日，接觸了不少動物。請你寫一篇文
章，記述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接觸動物的經歷和感受。

2.  根據題一的關鍵詞，完成這次事件的相關信息。

(1) 動物： 　　(2) 數量： 　　

(3) 食物： 　　(4) 體形：龐大 � 中等 � 嬌小

(5) 性格：  温馴　  頑皮　  活潑　  貪吃　  兇猛
 遲鈍　  貪睡　  安靜　  熱情　  懶洋洋
 其他：

(6) 特徵：

(7) 牠會發出叫聲嗎？  會　　  不會

(8) 承上題，如果會的話，以下哪些詞語適合形容牠的叫聲？
 咩　  汪　  嗚　  哞　  吱　  咿　  喵
 呦　  啼叫　  鳴叫　  呼嘯　  吼叫　  吠叫
 其他：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一寫作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四下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粵 普

1.  第一屆「地球一小時」在哪個城市舉行？

  A. 倫敦。    B. 紐約。

  C. 悉尼。    D. 香港。

  參與「地球一小時」的人會在特定時間

  A. 欣賞環保燈飾。

  B. 關上電燈和耗電電器。

  C. 被禁止開啟家中電器。

  D. 到街上宣揚保護環境的訊息。

3.  第一屆「地球一小時」有多少人響應參與？

  A. 約二百二十萬人。

  B. 約二百三十萬人。

  C. 約三百二十萬人。

  D. 約三百三十萬人。

  香港首次參與「地球一小時」是甚麼時候？

  A.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B.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C.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D.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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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

請根據以下的題目作口頭報告。

請你報告一次燒烤活動的經歷，仔細描述當時的景象，並表達你的 

感受。

1.  仔細閱讀題目，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關鍵詞。

2.  利用以下的表格，幫助構思說話內容，並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3。

燒烤活動 詳說 略說

地點 (1) 時間 (2)

人物 (3)

景象

(4)

(5)

(6)

你的感受 (7)

3.  描述燒烤活動的景象時，你會運用以下哪些多感官描寫手法？

 視覺描寫

 聽覺描寫

 嗅覺描寫

 觸覺描寫

 味覺描寫

4.  運用以上資料，根據題目的要求作口頭報告。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說話 一



2

20分鐘
限時

語基知識 （50分）

一	 辨析 圈出適當的字詞。（9分，每題 1分）

1.	（	渴　喝	）水	 2.	（	培　陪	）訓	 3.	（	籃　藍	）天

4.	 	羨（	幕　慕	）	 5.	（	嘗　常	）試	 6.	 穿（	載　戴	）

7.	（	凶　兇	）手	 8.	 細（	茵　菌	）	 9.	 貪（	婪　焚	）

二	 辨析 圈出適當的字詞。（9分，每題 1分）

1.	（	哈　唉　喂	）！我終於成功學會搓湯圓（	吧　了　的	）！

2.	（	哼　唉　嗯	）！我才不會再上你的當呢，你還是死心吧。

3.	（	哼　嗯　哎吔	）！我的手臂被蚊子叮了，癢死我（	了　的　吧	）！
你有止癢的藥膏（	嗎　了　的	）？

4.	（	哎吔　喂　嗯	）！你別走那麼快，等等我（	嗎　的　啊	）！

5.	（	喂　哈　嗯	），我忘記帶八達通，你有硬幣借給我嗎？

三	 辨析 辨析以下句子運用的修辭手法，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5分，每題 1分）

A.	 疑問	 	 B.	 反問	 	 C.	 設問

1.	 已經快凌晨了，難道你要通宵工作嗎？	 （	 	）

2.	 你知道珊瑚是動物還是植物嗎？其實它們是動物。	 （	 	）

3.	 機票再加上住宿和保險費，這次的旅費豈不是很昂貴嗎？	 （	 	）

4.	 我覺得一號候選人的觀點更好，你覺得呢？	 （	 	）

5.	 你知道十月四日是甚麼日子嗎？我忘記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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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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居秋暝 1　　王維

	 空山 2新 3雨後，

	 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 4歸浣女 5，

	 蓮動下漁舟。

	 隨意 6春芳歇 7，

	 王孫 8自可留。

注釋：

1暝：日落，天色將晚。
2	空山：空曠、幽靜的山野。
3新：剛剛
4竹喧：竹林中竹葉發出沙沙聲響。
5浣女：洗衣服的姑娘。
6隨意：任憑。
7春芳歇：春天的花草。歇：枯萎，凋零。
8王孫：原指貴族子弟，後來也泛指隱居的人。此處實指詩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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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
60分鐘
限時

寫作

一	 請根據題目寫書信一封。（30分）

一位你喜歡的老師在上個學年離開了學校。請你寫一封書信，問候

老師和分享自己的學習情況和校園生活。（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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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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題。

1.	 下列哪一項符合對冰川的描述？（3分）
	 A.	冰川是重要的海水資源。
	 B.	冰川只分佈在地球的兩極。
	 C.	冰川是指浮着冰塊的大型河川。
	 D.	冰川儲藏了世界上近七成的淡水。

2.	 喜馬拉雅山冰川被稱為「第三極」是因為它是（3分）

3.	 講者以喜馬拉雅山冰川為例，說明冰川融化會導致（3分）
	 A.	河水泛濫。	 	 B.	山泥傾瀉。
	 C.	食水短缺。	 	 D.	食水污染。

4.	 下列哪一項的描述是不正確的？（3分）
	 A.	地球兩極的冰川正快速融化。
	 B.	數千萬人已因冰川融化而流離失所。
	 C.	冰川大規模融化會導致海平面上升。
	 D.	中國西部有超過一半的冰川正在快速融化。

5.	 根據話語內容，全球暖化和冰川融化問題已經（3分）
	 A.	不值一提。	 	 B.	刻不容緩。
	 C.	無可奈何。	 	 D.	回天乏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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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心閱讀題目，然後用一分鐘時間，根據題目作口頭報告。

請報告一次你冒着風雨上學的經歷，並說說你的感受。

筆記欄

~全卷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