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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四下）

1 遞進複句
日期：

限時：20 分鐘

運用句式「……尚且……何況……」和
「……不但……反而……」。

「……尚且……何況……」和「……不但……反而……」都是帶有遞進關係的複句。「尚
且……」的前分句用以襯托「何況……」的後分句，使後分句進一層的意思更加突出，
「何況……」具反問成分，語氣更加肯定。「不但……」的前分句表示以為會出現的情
況沒有出現，「反而」的後分句則表示出現了另一個更重要或更意料之外的情況。

一  配對 	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聯結兩邊的句子。 6 分鐘

1.	 這個大木箱大人尚且無法推
動，

2.	 大風不但沒有停下來，
3.	 十米之外的人我尚且看不清
他是誰，

4.	 小男孩不但不承認自己做錯
了事，

5.	 那個經理不但沒有調解下屬
之間的糾紛，

6.	 長者堅持尚且做運動，

（	 	 ）
（	 	 ）
	

（	 	 ）
	

（	 	 ）
	

（	 	 ）	
（	 	 ）

A.	何況我們這些運動健將
呢？

B.	 反而搬弄是非導致他們
大打出手。

C.	 反而說謊來掩飾自己的
錯誤。

D.	何況是小孩子？
E.	 反而愈颳愈猛烈。
F.	 何況是五十米外的人？

二  重組句子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5 分鐘

1.	 處理	 事情	 簡單的	 他	 不會	 尚且	 何況	 事情	 複雜的	 是

	

2.	 成績	 哥哥的	 沒有	 不但	 更差	 比之前	 反而	 進步

3.	 資格	 不但	 他們	 完成	 未能	 反而	 比賽	 評判	 被	 取消	 	
參賽的

4.	 人類	 尚且	 小狗	 知恩圖報	 我們	 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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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句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文字，完成句子。 6 分鐘

反而讓她哭得更厲害	 反而一意孤行地要別人服從她
	反而令我更有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	 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反而和顏悅色地向顧客解釋	 反而變得比之前更寒冷

1.		姐姐不但不聽其他人的意見，
2.		面對顧客的責難她不但沒有發怒，
3. 	春天來了，天氣不但沒有回暖，
4.		老師的批評不但沒有令我難過，
5.	 舅舅不但沒有因為被捉弄而生氣，
6.	 爸爸的安慰不但沒有令妹妹停止哭泣，

四  聯結句子 	 依照例句，聯結句子。 3 分鐘

例	他無法寫一句完整的句子。
	 他無法寫一篇完整的文章。
	 他尚且無法寫一句完整的句子，何況一篇完整的文章？
1.	 姐姐不懂煮方便麪。
	 姐姐不懂弄一整桌的菜餚。

例	弟弟不但沒有得到讚賞。
	 弟弟被媽媽狠狠地責備了一頓。
	 弟弟不但沒有得到讚賞，反而被媽媽狠狠地責備了一頓。

2.	 我未能成功登峯。
	 我連累同伴迷失方向。

y@n sh_ li!n lei  

	 	 ：	表示設法掩蓋真實的情況。 	 	 ：	表示因事牽連別人，使別人受損。



24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四下）

理解篇章中「先總後分」的說明手法。

12 說明性質的文字的特點 ( 二 )

閱讀理解 	 細心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圈出代表答

案的英文字母。 18 分鐘

日期：

限時：18 分鐘

	 	 蛋撻，又名蛋塔，是香港地道美食之一。每次路過餅店或進入茶餐廳，只
要遇上新鮮的蛋撻出爐，不少人都會被那濃濃的蛋香吸引，禁不住買些來品嚐。

	 	 蛋撻是一種以蛋漿作為餡料的西式餡餅，「撻」或「塔」是英文的音譯，指
餡料外露的餡餅。從蛋撻的名字可知它並不是香港發明的食物，原來蛋撻最早
由英國人在中世紀時期發明。1399年，英國國王亨利四世的宴會上便有關於
蛋撻的記載。四、五十年代，蛋撻開始出現於香港的茶餐廳，慢慢演變成具有
香港本土特色的食物之一。自九十年代起，由於兼營麪包和西餅的茶餐廳逐漸
減少，只餘下一些舊式茶餐廳自行烤製蛋撻，其他的則改由麪包工場訂購。

	 	 香港的蛋撻主要分為牛油蛋撻和酥皮蛋撻兩種。牛油蛋撻的撻皮較完整和
光滑，顧名思義，牛油蛋撻充滿牛油的香味，吃的時候感覺像在吃曲奇餅。酥
皮蛋撻的撻皮則以酥皮製作而成，撻皮較厚，內含的蛋漿餡料相對牛油蛋撻較
少。酥皮蛋撻較牛油蛋撻鬆化，口感亦較牛油蛋撻粗糙。

	 	 隨着時代變遷，除了傳統口味的蛋撻，近年不少餅店推陳出新，紛紛為蛋
撻的口味作出不同的嘗試︰鮮奶蛋撻、薑汁蛋撻、巧克力蛋撻……不同口味的
蛋撻為食客的味蕾帶來新的刺激，然而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也許還是那熱烘烘
的傳統蛋香味道。

	 	 蛋撻雖然是從外國傳入的食物，然而它卻慢慢成了其中一款具有香港特色
的地道美食。要是有機會碰上新鮮的蛋撻出爐，可千萬不要錯過一嚐那濃濃蛋
香的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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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 qi~n r& h`ng h`ng

	 	 ︰	表示情況或階段變化轉移。 ︰	表示很熱。

1.	 文中哪個詞語最適合代替着色的文字？
	 姐姐對自己的母校時時刻刻地惦記着。
	

2. 文中哪一個詞語說明餅店推出不同口味的蛋撻？
	

3. 根據本文，以下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A.	蛋撻由英國人發明。
	 B.	 蛋撻是以蛋漿作餡料的中式餡餅。
	 C.	 香港的酥皮蛋撻較牛油蛋撻鬆化。
	 D.	香港的牛油蛋撻的撻皮較完整和光滑。
4. 文中第四段主要是說明
	 A.	香港蛋撻的分類。	 B.	 蛋撻的歷史。
	 C.	 餅店推出新口味的蛋撻。	 D.	製作蛋撻的方法。
5. 文中怎樣說明蛋撻？完成下表。

(1) 第一至二段 總說

蛋撻是香港的地道美食，說
明它由 發明，
於四、五十年代出現在香港
的 。

(2)
第 至
	 段

分說
蛋撻分為 和

；近年餅店推
出不同 的蛋撻。

(3) 第 段 總說
蛋撻成為其中一款具有

的美食。

6. 作者愛吃蛋撻嗎？試簡單說明。
	
	
	

根據文章內容先排除
文中已提及的選項，
從而找出正確的答案。

整理第四段的內容大
意，小心比對選項的
內容並找出正確的答
案。

掌握文章先綜合、後
分項說明，再總結的
結構，根據文章內容
完成表格。

從文章提及的內容判
斷作者對蛋撻的態度，
並根據文章內容加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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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四下）

評估 1
重温訓練 1至 12 的語文學習重點。

一  供詞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詞語。（12%） 4 分鐘

沙沙	 	 滋滋	 	 嘩啦	 	 吱吱喳喳
滴答	 	 嗡嗡	 	 嘟嘟	 	 咕嚕咕嚕

1.	 蜜蜂 地在花叢中飛來飛去。	

2.	 房間內非常安靜，只有時鐘在 地響，好像在提醒人們時
間正在不斷地溜走。

3.	 外面的天氣太熱了，在戶外工作的爸爸一回到家，就 地
喝了一大杯水。

4.	 鍋裏的肉被媽媽煎得 作響，看上去非常美味。

5.	 幾隻小鳥 地說個不停，似是在討論一些重要的事情。

6.	 風吹過，地上的黃葉發出 的響聲，告訴人們夏天已經完
結，秋天將要來臨。

分

二  重組句子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12%） 3 分鐘

1.	 水果	 內	 超級市場	 色彩繽紛的	 擺放了

2.	 毛髮	 溫柔地	 姐姐	 替	 梳理	 小狗

3.	 我	 坐在	 最喜歡	 欣賞	 山頂上	 落霞	 絢麗的

分

日期：

限時：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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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辭辨析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12%） 4 分鐘

1.	「加油！加油！馬上要到終點了！」同學賣力地為運動員打氣。
	 A.	設問	 	 B.	 反問
	 C.	 反復	 	 D.	排比

2.	 懶惰，是後天的惡習，是自己種下的惡果，是果實中的蟲子。
	 A.	排比	 	 B.	 誇張
	 C.	 對比	 	 D.	暗喻

3.	 今年學校數學比賽的冠軍是誰？是鄰班的張家明。
	 A.	反問	 	 B.	 反復
	 C.	 排比	 	 D.	設問

4.	 難道你可以隨意在圖書館內大聲喧鬧嗎？你這樣做一定會騷擾到別的
同學啊！

	 A.	排比	 	 B.	 反問
	 C.	 設問	 	 D.	誇張

分

四  改寫句子 	 依照例句，改寫句子。（8%） 2 分鐘

例	媽媽從貨架拿下音樂盒。
	 媽媽從貨架拿下甚麼？音樂盒。

1.	 哥哥長大後想當消防員。

例	任意丟掉未過期的食物是一種浪費。
	 難道任意丟掉未過期的食物不是一種浪費嗎？

2.	 店鋪盜竊是違法的行為。

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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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四下）

一  配詞完句 	從括號內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完成句子。（10%）

1. 花貓 地躺在沙發上睡覺，看到牠睡得這麼香甜，大家
都不忍騷擾牠呢！(	慢悠悠	/	懶洋洋	)

2.	 我把手一鬆開，	 的氣球一下子就飛到天上去，消失在
無邊無際的藍天裏。(	輕飄飄	/	軟綿綿	)

3.	 自從去年的山林大火之後，山上的植物仍未生長出來，整個山頭仍是
的。(	光禿禿	/	密麻麻	)

4.	 今天早上起來，我 的，連襪子穿了不一樣的顏色也沒
有察覺。(	迷迷糊糊	/	健健康康	)

5.	 弟弟做事總是 ，跟他合作的人常常因此而感到十分焦
躁。(	高高興興	/	拖拖拉拉	)

分

二  聯結句子 	依照例句，聯結句子。（8%） 3 分鐘

例	我沒有足夠的信心。
	 我仍然報名參加朗誦比賽。
	 儘管我沒有足夠的信心，但我仍然報名參加朗誦比賽。

1.	 小老鼠害怕被花貓抓住。
	 小老鼠還是從洞口鑽了出來。

2.	 姐姐已經畢業多年。
	 姐姐仍忘不了校園的快樂時光。

分

3 分鐘

日期：

限時：  35 分鐘評估 2
重温訓練 13至 24 的語文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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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三  以詞代意 	以下着色的文字，可用哪一個詞語代替？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
母。（12%） 3 分鐘

1.	 老師希望我們可以將學到的東西應用於實際，運用各種閱讀策略閱讀
不同的篇章。

	 A.	學而不厭	 B.	學以致用
	 C.	 學淺才疏	 D.	學貫中西

2.	 這次活動辦得生動出色，十分精彩，讓所有參加者樂而忘返。
	 A.	有機可乘	 B.	有始無終
	 C.	 有求必應	 D.	有聲有色

3.	 哥哥的提點令我猛然領悟過來，明白解決問題不止一個方法。
	 A.	百思不解	 B.	半信半疑
	 C.	 恍然大悟	 D.	心領神會

4.	 弟弟十分謹慎，一點也不疏忽地把花瓶內的水倒掉，生怕一不小心就
會把花瓶打破。

	 A.	膽大妄為	 B.	小心翼翼
	 C.	 戰戰兢兢	 D.	粗心大意

分

四  重組句子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8%） 3 分鐘

1.		大聲	 其他人	 不管	 介意	 是否	 喧嘩	 也	 我們	 在	 圖書館	
不應該

2.	 我們	 儘管	 很小心	 已經	 但	 實驗	 失敗了	 還是

	

分



增潤
  練習
增潤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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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四下）

從訓練 1至 24 的「	 	」中選出適當的詞語，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這座建築物充滿歷史價值，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希望
一睹它的真貌。

2.	 爸爸本來打算帶我們去釣魚，可是當看到外面下起滂沱大雨，只好打
消這個 。

3.	 時間一分一秒地 ，所以我們要珍惜光陰，把握身邊出現
的每個機會。

4.	 你怎可以將這個從地上拾到的錢包 ？應該物歸原主才對
啊！

5.	 他的 太快了，我們全都追不上他。

6.	 要是你感到身體不適，就別 自己上學去。

7.	 我不小心弄髒了同學的手帕，所以打算在下課之後到百貨公司買一條
新的給她作 。

8.	 冬日的時候，讓我感到最溫暖的事情就是早上起來，可以喝到一杯
的巧克力。

9.	 哥哥 ，情緒變化大得難以掌握。

10.	大家在樂園玩得 ，捨不得回家。	

11.	完成手術後，奶奶終於 過來，讓我們一家都放下了心頭
大石。

12.	儘管這部小說的內容 乏味，但我還是把它看完。

13.	爸爸常常教導我， 過別人要做的事就一定要辦到，否則
就會失信於人。

詞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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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四下）

一  供詞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詞語。（6%） 3 分鐘

愚蠢  可憐  專制  絢麗  真誠  謹慎  艱巨  膽怯

1.  這個做法實在是太 了，既費時又浪費資源！

2.  的妹妹每次回答老師的問題總是戰戰兢兢的，
雙手更會不斷發抖。

3.  只要你 待人，別人一定願意跟你交朋友的。

4.  爸爸做事十分 ，從不會魯莽行事。

5.  即使任務多 ，我們也有信心完成。

6.  夕陽西下，天邊 的落霞為我們帶來一幅最美麗
的風景畫。

分

二  重組句子 	排列以下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

標點符號。（9%） 3 分鐘

1.  哥哥  儘管  不適  身體  但  仍  他   上學去  堅持

2. 同伴  發生  甚麼  不管  你  事情  也   拋棄  不能

3.  上台  表演了  姐姐的  緊張得  心  狂跳  撲通撲通地  快要

 

分

總評估
重温訓練1至 24的語文學習重點。

日期：

限時：45分鐘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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