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五下

一、	 以下句子中加點字的意思相同嗎？相同的在括號內打 3，不同的打 ✗。

1.	 爸爸在菜市場撞
3

見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於是他們熱烈地交談起來。	（	 	）

這匹受驚的馬兒就像發了瘋似的，在賽道上橫衝直撞
3

。

2.	 永豪奪得了金牌，興奮地在運動場上繞
3

場一周。	 （	 	）

地球的衞星	—	月球是圍繞
3

着地球旋轉的。

3.	 他竟然把募捐所得的善款納
3

入私囊，實在是太可惡了！	 （	 	）

這名司機因為違例泊車，需要向政府繳納
3

罰款。

4.	 媽媽對家傑說：「你既然是哥哥，就應該多讓
3

着妹妹。」	 （	 	）

子媚送了一幅親手畫的水墨畫給我，讓
3

我感到滿心歡喜。

二、	 以下句子中加點字的意思是甚麼？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張經理做事總是親
3

力親
3

為，深得員工的尊敬。	 （	 	）

A.	父母	 B.	 關係密切	 C.	 用嘴脣接觸	 D.	本人的；自己的

2.	 最近，政府向市民提供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津貼
3

。	 （	 	）

A.	補助	 B.	 緊挨	 C.	 黏附	 D.	適切、妥當

3.	 弟弟最近沉迷於玩電子遊戲，無心向學，所以這一次考試的排名倒	 （	 	）	

退
3

了不少。

A.	退休	 B.	 向後移動	 C.	 退出、離開	 D.	取消、解除

4.	 歌唱比賽的結果已經揭
3

曉，美華果然不負眾望地奪得了冠軍。	 （	 	）

A.	高舉	 B.	 掀開	

C.	 公開表露	 D.	把黏附在物體上的片狀物取下

	 自古以來，有多少人能夠留下千秋
3

萬世的好名聲呢？	 （	 	）

A.	秋天	 B.	 某個時期

C.	 一年的時間	 D.	秋天成熟的農作物

5.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字 一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五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句 六

一、	 辨別以下問句的類型，是疑問句的，在括號內填○；是反問句的，填△。

1.	 夏慧生氣地對表妹說：「電影都已經開始了，你今天為甚麼遲到這	 （	 	）

麼久呢？」

2.	 昨天爸爸不是說好周末帶我和弟弟去沙灘游泳嗎？	 （	 	）

3.	 難道遵守秩序不是車廂內每位乘客應盡的責任嗎？	 （	 	）

	 弟弟看着池塘裏的小蝌蚪，一臉疑惑地問：「這些黑乎乎的小蝌蚪	 （	 	）

長大後，真的會變成綠色的青蛙嗎？」

5.	 你怎麼能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翻看我的日記本呢？	 （	 	）

二、	 以下的句子屬於哪一類型？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A. 陳述句 　　 B. 疑問句 　　 C. 祈使句 　　 D. 感歎句

1.	 美好餐廳的菜式別具風味，實在是讓人念念不忘啊！	 （	 	）

2.	 這支樂隊的成員全部都識於微時，因此很有默契，每次演出都能順利	 （	 	）

進行。

3.	 利用節食的方法來減肥對身體的傷害很大，你千萬不要輕易嘗試啊！	 （	 	）

		 飛機的起飛時間已延遲了一個小時，到底甚麼時候才能夠起飛呢？	 （	 	）

三、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鍛煉　郊遊　又能夠　不是　增長　嗎　既　見識　可以　一舉兩得　身體

2.	 明明　難道　已經　不應該　嗎　擺在　我們　事實　眼前　據理力爭

4.

4.

1.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五下

一、	 以下哪一句的標點符號使用正確？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A.	鄰家的老爺爺驚訝地問，咦，欣桐，你怎麼站在家門口不進去呢。

B.	 鄰家的老爺爺驚訝地問：咦，欣桐，你怎麼站在家門口不進去呢？

C.	 鄰家的老爺爺驚訝地問：「咦，欣桐，你怎麼站在家門口不進去呢？」

D.	鄰家的老爺爺驚訝地問，「咦，欣桐，你怎麼站在家門口不進去呢。」

2. A.	昨天還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大地；今天竟烏雲密佈，下起了傾盆大雨。

B.	 昨天還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大地，今天竟烏雲密佈、下起了傾盆大雨。

C.	 昨天還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大地：今天竟烏雲密佈，下起了傾盆大雨。

D.	昨天還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大地（今天竟烏雲密佈，下起了傾盆大雨）。

3. A.	淑賢去完東京旅遊後，畫了一幅畫「一座開滿櫻花的公園」。

B.	 淑賢去完東京旅遊後，畫了一幅畫	—	一座開滿櫻花的公園。

C.	 淑賢去完東京旅遊後，畫了一幅畫：「一座開滿櫻花的公園」。

D.	淑賢去完東京旅遊後	—	畫了一幅畫	—	一座開滿櫻花的公園。

4. A.	下周五：八月十五日是舉行畢業晚會的日子。

B.	 下周五八月十五日（是舉行畢業晚會的日子）。

C.	 下周五「八月十五日」是舉行畢業晚會的日子。

D.	下周五（八月十五日）是舉行畢業晚會的日子。

二、	 圈出句子中錯用的標點符號，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吸蜜蜂鳥「世界上最小的鳥」是古巴特有的鳥類。	

	 這個男孩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海南島。	

3.	 人們對於（水果之王）—	榴蓮的態度可謂褒貶不一。	

4.	 小童軍有的在搭帳篷，預備今晚的棲所；有的在拾柴枝，預備生	

火，有的在準備食材，為大家烹調今天的晚餐。

2.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十標點



2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五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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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對比   B. 反襯   C. 對偶   D. 反復

1.	 下雪了！下雪了！我們終於迎來今年的第一場雪。	 （	 	）

2.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	 	）

3.	 媽媽的微笑，温暖了我受傷的心靈；媽媽的微笑，照亮了我困惑的	 （	 	）

時光。

4.	 這位服務員看到衣着樸實的顧客，就故意怠慢對方；看見打扮光	 （	 	）

鮮的顧客，則馬上殷勤地招呼，這種服務態度，實在是讓人不滿。

	 爸爸看着這張黑白的照片，五彩繽紛的童年回憶便如同潮水一般	 （	 	）

在腦海中浮現。

二、	 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聯結句子。

1.	 這個村落從前繁榮昌盛， （	 	） A.	 休息後才能恢復體能。

2.	 泉水激石，發出泠泠的聲響； （	 	） B.	 惟獨這一座是簇新的。

3.	 春雨啊，你喚醒大地； （	 	） C.	 百鳥爭鳴，織成嚶嚶的樂曲。

4.	 午後的鄉郊一片寧靜，	 （	 	） D.	 只有樹上的蟬一直在吵個不停。

5.	 登山後，大家都累得邁不開腳

步；

（	 	） E.	 每天保持鍛煉的振宇卻仍然健

步如飛，絲毫沒有感到疲累。

6.	 這個古老的城市裏的樓房都十

分破舊，

（	 	） F.	 後來人們都搬到城市生活，這

裏變得愈來愈蕭條。

G.	 春雨啊，你滋潤萬物。

5.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十一修辭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五下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它有一雙圓圓的小眼睛和一個彎曲向上的小嘴巴。它的一雙手臂長

長的，還有一條長尾巴。每當我傷心失意時，便會讓那雙長手臂環抱着

自己的脖子，讓那貼在我下巴的小臉龐靜靜地安撫我流着淚的心。

    它叫「巴小猴」，是一隻陪着我長大的長臂猴布偶。還記得五歲那

一年，有天，爸爸突然告訴我，他第二天要出國公幹，會離開香港一個

星期。從來沒有離開爸爸超過一天的我，淚水頓時奪眶而出。第二天，

在機場送別爸爸的時候，失落的我緊緊地抱着爸爸不放。這時，爸爸像

魔術師般，變出一隻猴子布偶，並對我說：「兒子，我想請你幫忙，在

這個星期好好照顧它。請你陪它玩，陪它睡覺，就像我平時陪你那樣。」

說罷，爸爸就把猴子布偶的長臂圍到我的脖子上，布偶就掛在我的胸前

了。「現在你是它的哥哥，你幫它取個名字吧。」「巴小猴！」這是我馬

上想到的一個名字。

    就這樣，巴小猴陪着我度過了第一段沒有爸爸陪伴的日子。我常常

把巴小猴的手臂圍到脖子上，那感覺就像爸爸在抱着我，讓我安心，給

我勇氣和鼓勵。有時候，爸爸會給我和巴小猴說故事，或帶我和巴小猴

去遊樂場，彷彿巴小猴就是我們家的一分子。爸爸不在身邊時，我會跟

巴小猴聊天，訴說心事。巴小猴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永遠會微笑着用

心傾聽，就像爸爸那樣。

    現在的我長大了，當然明白巴小猴只是一隻布偶。然而，巴小猴的

微笑，還有它的一雙長臂，總能讓心情低落的我平靜下來，然後重新抖

擻精神，面對生活上的各種難題。

閱讀 一
綜合
能力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五下

玩具是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給我們帶來很多美好的回憶。請你以「我

最喜愛的玩具」為題，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喜歡它的原因，並寫出你對它的感受。

1.  仔細閱讀題目，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

玩具是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給我們帶來很多美好的回憶。請

你以「我最喜愛的玩具」為題，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喜歡它的原因，並寫出

你對它的感受。

2.  你最喜愛哪一件玩具呢？試從不同方面寫出該玩具的特點，然後選出合適的描

寫手法，並在方格內打 3。

(1) 我最喜愛的玩具︰

玩具的特點︰

(2) 形狀：
 整體描寫   局部描寫

(3) 顏色：
 整體描寫   局部描寫

(4) 大小：
 整體描寫   局部描寫

(5) 質感：
 整體描寫   局部描寫

(6) 其他：
 整體描寫   局部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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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粵 普

  為甚麼講者最初覺得「星星灘」只是「名過其實」？

因為他覺得

  A. 「星星灘」太難前往。    B. 「星星灘」不是沙灘。

  C. 「星星灘」太接近市區。    D. 「星星灘」上甚麼都沒有。

2.  下列哪一項不是講者在「星星灘」上看到的景象？

  A. 海膽的尖刺隨海浪擺動。

  B.  螃蟹、螺等在走動覓食。

  C.  沙子下埋藏了罕有的貝殼。

  D. 沙灘上有很多海星走過的痕跡。

  講者講述了「星星灘」上各種生物的活動，目的是

  A. 說明「星星灘」上的物種豐富。

  B.  介紹「星星灘」上不同的海洋生物。

  C.  證明在「星星灘」上有講者認識的生物。

  D. 指出「星星灘」不像從遠處看時那麼冷清。

4.  下列哪一項不符合對「星星灘」的描述？

  A. 「星星灘」上只有沙子。

  B. 「星星灘」是一個小沙洲。

  C. 「星星灘」在退潮時才會出現。

  D. 「星星灘」因灘上的海星而得名。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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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

請根據以下的題目作口頭報告。

請報告一份你收過的別具意義的禮物，並說出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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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具意義的禮物：(1) 詳說 略說

禮物的特點

（形狀、顏色、大

小、質感等）

(2) 

禮物背後的故事

（甚麼時候得到？

怎樣得到？為甚

麼會得到？）

(3) 

別具意義的原因
(4) 

你的感受或啟發
(5) 

3.  你會運用以下哪些描寫手法？圈出適當的答案。（可選多於一項）

遠觀描寫 ╱ 近觀描寫 ╱ 整體描寫 ╱ 局部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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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 判斷以下句子中灰色字的讀音是否相同。相同的在括號內打 ✓，不同的
打 ✗。（3分，每題 1分）

1.	 爸爸替我在海洋公園門口，拍了好幾張角度相同的相片。	 （	 	）

2. 政府重申，市區重建計劃能夠使社會有更優質的發展。	 （	 	）

3. 有研究指出，輕快的音樂確實有使人感到快樂的效果。	 （	 	）

二	 以詞代意 選擇最適當的詞語來代替題中畫有底線的文字，在括號內填上代表
答案的英文字母。（2分，每題 1分）

1.	 這位新教練有很多出色的訓練計策、謀略，難怪能夠成功帶領球	 （	 	）

	 隊取得聯賽冠軍。

A. 詭計 B. 陰謀 C. 估計 D. 策略

2.	 志康總是故意挑剔別人細微的過失和缺點，實在是太過分了！	 （	 	）

A. 吹毛求疵 B. 一絲不苟 C. 小題大做 D. 明察秋毫

三	 辨析 圈出適當的字詞。（10分，每題 2分）

1.	 這（	所　間　座　家	）古老的石拱橋經歷了幾百年的風雨，依然屹立不倒。

2.	 明天是聖誕節，爸爸打算帶我和媽媽到餐廳享用一（	趟　陣　個　頓	）豐盛

的聖誕大餐。

3.	 公園裏，兩位頭髮（	花白　潔白　雪白　蒼白	）的老伯伯正在下象棋。

4.	 佳瑩燒菜時沒有把握好火候，結果鍋裏的菜變成（	藍湛湛　黑糊糊　銀閃閃　

碧澄澄	）一片，還散發着燒焦的味道。

5.	 這幾個中學生在圖書館裏（	咕嚕咕嚕　咿咿呀呀　吱吱喳喳　乒乒乓乓	）地

聊天，引起其他讀者的不滿。



4

40分鐘
限時

閱讀 （50分）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我的背包上掛着一個白兔形狀的鑰匙圈，它雖然已經有些褪色，但兔

子的臉上依舊掛着大大的笑容，我每次看到它，心底都會湧起一股暖意。

	 	 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學為了完成專題研習，需要到學校附近進行街

頭訪問。那是我第一次進行街頭訪問，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詢問途人，

希望他們可以接受採訪。可是，每次我剛開口問：「你好，請問你有時

間……」人們便搖搖頭，甚至不予理會，匆匆地離開。這種情況使我十分

難受，但我看到其他同學都在不停地嘗試，便只好硬着頭皮，繼續努力。

	 	 終於，一位老婆婆微笑着答應了我採訪的請求。我立刻按照問卷的內

容，向老婆婆提問。由於她是我的第一位受訪者，令我緊張得心跳加速，

我的臉漲得通紅，說話也變得結結巴巴的。老婆婆始終耐心地聆聽，一邊

微笑着回答問題，這使我的心情漸漸放鬆，發問得愈來愈順暢。

	 	 訪問結束後，我感激地向老婆婆道謝。老婆婆笑着說：「不客氣！」忽

然，她指了指我背包上的兔子圖案，問：「小朋友，你喜歡兔子嗎？」我點

點頭，她便打開手袋，從裏面拿出一個白兔鑰匙圈。

	 	 老婆婆把鑰匙圈遞給我，說：「這個送給你吧！」我感到不好意思，猶

豫着應否接過她的禮物。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說道：「你很認真地對待

訪問，我送這個鑰匙圈給你，是想鼓勵你勇敢一些，再接再厲啊！」她將

鑰匙圈放在我的手上，我連忙向她道謝，她便笑着與我揮手道別。

	 	 後來，街頭訪問順利結束。自此以後，我就把鑰匙圈掛在背包上，每

當我看到它，腦海裏就浮現起老婆婆和藹可親的笑容。這個鑰匙圈雖然小

巧，卻令我受到極大的鼓舞，也時刻提醒我要以善意和勇氣去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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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
60分鐘
限時

寫作

一	 請根據題目寫通告。（30分）

愛賢小學將舉行學校旅行，安排五年級學生前往香港仔郊野公園。請以校長鍾

麗君的身份，寫一張通告給五年級學生的家長，告知他們活動詳情，以及活動

當日的注意事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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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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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鐘
限時

（30分）聆聽
	

粵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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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話語內容，下列哪兩項不是電子書閱讀器的特點？（6分）

	 A.	重量不超過四百克。	 	 B.	 能儲存數千本電子書。

	 C.	 能改變電子書的文字格式。	 	 D.	所有款式都具有朗讀功能。

	 E.	 翻頁的速度比不上紙本書。

2.	 下列哪一項符合電子書閱讀器屏幕的描述？（3分）

	 A.	它會發射光源。

	 B.	 使用它閱讀很容易造成眼睛疲勞。

	 C.	 閱讀起來的感覺與在紙張上閱讀的差不多。

	 D.	它以平板電腦屏幕顯示文字的技術為基礎。

3.	 講者將電子書閱讀器與平板電腦的屏幕作比較，目的是（3分）

	 A.	介紹兩者採用的技術。

	 B.	 解釋電子書閱讀器技術的發展趨勢。

	 C.	 指出使用電子書閱讀器來讀電子書更有利。

	 D.	希望電子書閱讀器的屏幕技術可應用於智能手機。

4.	 講者對電子書閱讀器有甚麼看法？（3分）

講者認為電子書閱讀器

	 A.	會持續改良。

	 B.	 閱讀體驗比不上紙本書。

	 C.	 降低價格才能被大眾接受。

	 D.	必定能令所有愛閱讀人士滿意。



12

說話 5分鐘
限時

（20分）

一	 請用四分鐘時間準備。

二	 請根據以下的題目作口頭報告。

「護身符」是指能夠給擁有者帶來好運、勇氣或力量的物品。請介紹你的一個

「護身符」，並說說你對它的感受。

筆記欄

~全卷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