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天，天天一家人為了慶祝他的生日，大家決定一起去吃
迴轉壽司。

   「媽媽，為甚麼叫迴轉壽司呢？」天天還沒有吃過呢，帶着好
奇，天天跟爸媽來到了壽司店。

    這裏的桌子很奇怪，天天和爸爸、媽媽並
列坐在一起，所有的顧客都圍成了一個大
圓圈。桌子上面有一條運動的傳送帶，
製作壽司的師傅站在圓圈的中間，他們
把剛剛做好的壽司擺到傳送帶上。傳
送帶上面一碟碟的壽司，好像開着小
火車一樣，慢慢從每一個顧客的面
前經過，你愛吃哪樣就選擇哪樣。

    原來，迴轉壽司就是一列不
停繞圈圈的「小火車」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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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祝賀活動，表示歡慶和紀念。 ：判斷怎樣做。

記
敍 訓練 7

理解文章所記述的事情

找出文章中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情，有助我們掌握
文章的內容大意。

	 月 日

	10 分鐘

邊讀邊猜想

閱讀
小策略

詞句小種子

16



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她是吃蘋果還是香蕉呢？最後，她還是

   吃香蕉。

2.  根據文章的內容，完成下表。
  時間：(1)    地點：(2) 
  人物：(3)  、 和媽媽
  事情：(4) 慶祝   的生日一起去吃 

3.  下列哪一幅圖符合天天吃迴轉壽司的情景？
  A.        B. 

  C.        D. 

4.  為甚麼說迴轉壽司「是一列不停繞圈圈的『小火車』」？
  A. 因為顧客坐在小火車裏吃壽司。
  B.  因為顧客可從傳送帶上拿壽司吃。
  C.  因為壽司慢慢從每一個顧客的面前經過。
  D. 因為運送壽司的傳送帶好像開着小火車一樣。

5.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A. 天天的生日    B.  吃迴轉壽司
  C.  壽司店的小火車  D. 壽司師傅真厲害

根據問句的意思，
找出合適的詞語。

字詞大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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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志成迷上了玩電腦遊戲，放學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玩遊戲，睡覺前，他還要玩半個小時，才肯洗澡睡覺。

    星期天，志成又玩了三個小時的遊戲，媽媽回來看到他睜着
紅紅的眼睛，像一隻小白兔，就說：「眼睛不舒服了吧？你再這
樣玩電腦，就要戴眼鏡了。」

    星期一中文默寫時，志成因為天天玩電腦，所以很多字也不
會寫，可是，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王老師決定要在放學後留
下志成，幫他補習了。

    志成現在才知道玩電腦遊戲的危害，這天放學回家後，他走
到爸爸、媽媽面前說：「對不起，我知道錯了，以後我會少玩遊
戲，保護眼睛，好好學習。」

    爸爸聽了笑了，媽媽聽了也笑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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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評估 1 	 月 日

	25 分鐘

	 	 	 ╱ 50

28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4%)

1.  妹妹沒有拿到一百分，她很   自己太粗心。

2. 小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我們應該好好   牠們。

3. 為甚麼志成的眼睛「像一隻小白兔」？ (3%)

  A. 因為他看到媽媽回來。
  B.  因為他的眼睛不舒服。
  C.  他的眼睛因為戴眼鏡而變得紅紅的。
  D. 他的眼睛因為玩電腦遊戲而變得紅紅的。

4.  王老師要志成放學後留下的原因是 (3%)

  A. 幫志成補習。   B.  補考中文默寫。
  C.  要志成向爸媽道歉。  D. 叫志成少玩電腦遊戲。

5.  根據文章內容，玩電腦遊戲有哪兩項危害？ (4%)

（請選擇兩個答案）
  A. 傷害眼睛。
  B.  影響學習。
  C.  被老師責罵。
  D. 被爸媽取笑。
  E.  父母不再疼愛。

6.  根據文章內容，志成是一個怎樣的人？ (3%)

  A. 友善  B.  細心  C.  貪玩  D. 活潑

7.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4%)

  A. 電腦的危害    B.  電腦的威力
  C.  貪玩的志成    D. 知錯就改的志成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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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班主任在班會上告訴大家，在中國內地，有
很多貧困山區，那裏的小朋友沒有錢上學，那裏的學校沒
有電燈、沒有黑板，小朋友也沒有課本……大家聽了，心
裏都很難過。

    老師說：「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呢？」大家
都七嘴八舌地開始發言了，達明說：「我有一個存錢罐，
裏面都是我的零用錢，我可以捐給這些小朋友。」小娟說：
「我的親戚送了很多文具給我，我可以和山區的小朋友分
享。」穎兒說：「我家裏有很多看過的圖書，可以送給沒
有看過的小朋友看。」

    老師高興地說：「你們真是有愛心的好孩子啊！如果
每個人都獻出愛心，幫助別人，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
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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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HK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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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2%)

  貝貝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他擁有一個   的家。

2. 為甚麼大家「心裏都很難過」（第 3行）？ (3%) 
  A. 因為他們被老師責備。
  B.  因為他們不喜歡聽老師說的事。
  C.  因為他們聽說貧困的小朋友不能上學。
  D. 因為他們不知道怎樣幫助貧困的小朋友。

3.  下列哪一幅圖畫符合貧困山區學校上課的情景？ (3%) 
  A.      B. 

  C.      D. 

4.  同學們想到了哪些幫助貧困兒童的方法？ (6%) 

  (1) 捐獻 
  (2) 捐獻 
  (3) 捐獻 

5.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4%) 
  A. 難過的同學    B.  富有的同學
  C.  有愛心的同學   D. 捐圖書的同學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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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1.  下列哪兩項符合文章的內容？ (4%)

（請選擇兩個答案）
  A. 小宇第一次考試成績理想。
  B.  小宇在第一次考試後心情很差。
  C.  立文並不為小宇的成績感到驕傲。
  D. 立文和小宇現在仍在同一所學校。
  E.  小宇和立文同時在考試中取得了第一名。

    立文和小宇是好朋友，升入同一所小學以後，雖然他們
分在不同的班，但他們仍然常常交流學習中的體會。勤奮努
力的小宇在學校第一次考試後，一直都悶悶不樂，因為他沒
有掌握好考試時間，所以考試成績並不理想。之後，立文一
直都不斷鼓勵他，在第二次考試中，小宇吸取之前的教訓，
不僅在考試前認真温習，而且考試時，抓緊時間，反復檢查，
終於讓他取得了總分全年級第一的好成績。

    立文作為他的好朋友，也為他感到高興和自豪，於是，
他寫下了這張卡片。

小宇：

    恭喜你在學校第二次考試中取得了全年級第一名
的好成績。希望你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好友　　　　
立文　　
五月四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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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哪一項是立文寫這張卡的主要目的？ (3%)

  A. 向小宇請教學習的方法。
  B.  與小宇交流學習中的體會。
  C.  鼓勵小宇不要被失敗打倒。
  D. 對小宇考得第一名表示祝賀。

3. 巧兒的叔叔從小就立志當醫生，他最近完成了醫生的大學課
程，終於當上實習醫生了。巧兒寫了一張賀卡恭喜他，下列哪
一張巧兒寫給叔叔的賀卡是最恰當的？ (4%)

  A.        B. 

  C.      D. 

分數：

親愛的叔叔：

    藥到病除是每
一個醫生的責任，
希望你不要忘記。
恭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親愛的叔叔：

    能夠把夢想變
成自己的事業，真
是了不起。恭喜
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親愛的叔叔：

    你出色的表現
實在令人佩服。希
望你再接再厲。恭
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親愛的叔叔：

    我一直以你為
我學習的榜樣，你
真的沒有讓我失
望。恭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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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解構館

	 理解詞語的意思

示例	 訓練 13  題 1

從文中找出與下列着色詞語意思相近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哥哥十分頑皮，最愛捉弄別人。�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詞語的意思。

答題技巧

	 根據句子上下文的意思，幫助推測詞義。

	 理解事情的因果關係

示例	 訓練 19  題 3

小靜為甚麼寫北京之行？
A.�因為媽媽叫她寫。� B.�因為那次旅行十分難忘。
C.�因為她去年暑假去了北京。� D.�因為北京的夏天非常炎熱。

失分難點

	 未能理解文中的因果關係。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相關的內容，掌握句子間的銜接關係，按上文下理概括出原因。

	 概括文章的主要內容

示例	 訓練 10  題 6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A.�開心的老人� B.�難忘的生日會
C.�同學們的禮物� D.�我們班的生日會

失分難點

	 未能概括出文章的重點。

答題技巧

	 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幫助判斷合適的題目。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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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文章的內容

示例	 訓練 4 題 3

下面哪一幅圖畫中是小貝現在的樣子？
A.� � B.�

C.� � D.�

失分難點

	 未能整合篇章中的關鍵信息。

	 未能識別文章中對場景、人物外貌和動作等細節的描述。

答題技巧

	 仔細觀察圖畫，分辨四幅圖畫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找出文中與圖畫有關的內容，撮取與圖畫相關的信息。

	 對比文章與圖畫內容，排除與文章不符的圖畫，找出正確的答案。

	 掌握文章敍述的順序

示例	 訓練 6 題 4

根據故事的內容，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列各項。
（請把英文字母填在方格內）
A.�在球莖上割許多小口。� B.�在花盆中加入適量的水。
C.�剝掉水仙花球莖外面的皮。� D.�把球莖放入花盆，用小石頭固定好。

�

失分難點

	 未能辨識文章運用的敍事手法。

答題技巧

	 從文中圈出選項所記述的事情。

	 分析文章以哪種敍事手法記述，排列選項的次序。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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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教室

賀卡

格式

	 稱謂

	 	 按發卡人和收卡人的關係而定，為了表示對長輩的尊敬，一般都以關係稱呼，並加上
「敬愛的」、「親愛的」等，例如「親愛的爺爺」。

祝頌語

	 	 另起一行空兩格寫上「祝」，祝福的話則另起一行頂格寫，例如「節日快樂」、「學業進
步」等。祝頌語的內容應按祝賀的事情和雙方的關係而選擇合適的話語。

	自稱、署名和啟告語

	 	 為了表示謙卑，寫給長輩的賀卡，應在左上方用較小的字體寫上自稱，並在署名後空

一格，寫上啟告語「敬上」或「上」。例如「
孫女
曉媛	敬上」。長輩寫給晚輩則不用寫上署名

和啟告語。

親愛的子晴表姐：

� � 恭喜你獲得鋼琴比賽冠軍的好成績，希望你再接再厲，
再創佳績！

� � 祝
琴技進步

表妹　　　　

欣欣　　

十月十日

稱謂

日期

署名

自稱

正文

祝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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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題目的要求判斷正誤

示例	 評估 1三、題 3

巧兒的叔叔從小就立志當醫生，他最近完成了醫生的大學課程，終於當上
實習醫生了。巧兒寫了一張賀卡恭喜他，下列哪一張巧兒寫給叔叔的賀卡
是最恰當的？

A.� � B.�

C.� � D.�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題目的要求，從不同功能的賀卡中選出合適的賀卡。

答題技巧

	 找出題目的關鍵詞，掌握題目的要求。

	 分辨各選項賀卡的功能，找出與題目要求相符的賀卡。

評估重點

親愛的叔叔：

� � 藥到病除是每一個
醫生的責任，希望你不
要忘記。恭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親愛的叔叔：

� � 能夠把夢想變成自
己的事業，真是了不起。
恭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親愛的叔叔：

� � 你出色的表現實在
令人佩服。希望你再接
再厲。恭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親愛的叔叔：

� � 我一直以你為我學
習的榜樣，你真的沒有
讓我失望。恭喜你！

姪女　　　　　
巧兒　敬上
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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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營

邊讀邊想像  訓練	5

找出文章描寫的對象有甚麼特點，並發揮想像力，想想這些特點與文章的內容有甚麼關連之處，幫
助掌握文章的內容。

邊讀邊感受  訓練	9、19

邊讀邊感受文章表達的感情，我們可代入文章的情景，來體會作者的情感。例如文章描寫春天的美
麗景色，表面看是刻劃自然美景，但往往包含了作者對春天的讚美之情。

利用插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2

文章的插圖往往是按文章的內容繪畫，再現文章的內容，補充文字之所不及，閱讀文章時，同時留
意插圖，可以幫助理解內容。

把內容化成圖像  訓練	3

我們可以運用想像力，把文章的內容在腦海中化成畫面，結合自己的知識和生活經驗，感悟文章的
意思。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6、15

找出句子中的關鍵詞，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句子的意思，從而找出文章的重點，幫助我們理解文章的
內容大意。

找出中心句  訓練	18、22

中心句可以在段落的開首、中間或結尾出現。一般在開首的中心句有概括和總述的作用；在中間的
中心句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末尾的中心句則有歸納和總結的作用。找出段落的中心句，有助我們
歸納段落的大意，至於文章的中心句，則可以幫助我們概括文章的主要內容。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24

閱讀時，我們要留意文章是為甚麼而寫的。分析文章的體裁，按文章的寫作目的，可以幫助我們找
出文章的重點。

文體閱讀法  訓練	16、20	

閱讀記敍文的時候，找出文章的記敍要素，可以幫助我們掌握文章的內容。

心理意象

檢查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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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  訓練	10

閱讀文章的時候，如果遇到不認識的字詞時，我們可以嘗試根據上文下理猜測詞語的意思，藉此掌
握句子的意思和文章的內容大意。

利用字形部件推斷詞義    訓練	14、23

閱讀時，有時會遇上一些不認識的詞語。我們可以利用字形部件的含意，幫助推斷詞義。例如「江」
字屬水部，可以猜測和水有關。

利用標題推測內容  訓練	4、21

標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文章的內容。我們閱讀的時候，要先看看文章的標題，通過標題猜測文章的
內容。

邊讀邊猜想  訓練	7

我們如果可以一邊閱讀，一邊猜想故事接下去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然後再檢視自己所推測的內容和
故事情節的發展是不是互相配合，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文章，由此掌握文章的內容大意。

聯繫生活經驗理解內容  訓練	12

文章的內容往往和日常生活相關，如果我們在閱讀時想一想生活中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文章
的內容。

聯繫生活經驗進行聯想  訓練	13

閱讀時，我們可以嘗試聯繫自己的實際生活經驗，對文章中描寫的事物或事件進行不同的聯想，從
而找出文章所描述的內容和事物的特點之間有哪些共通之處，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文章
的內容。

推測文章隱藏的含意  訓練	11

有的時候，作者在行文時會把自己部分的意思隱藏在文章之中，而不直接地表達出來。閱讀這種類
型的文章時，我們可以通過文章中所記述事情的背景、人物的行為和語氣等，再加上自己的生活經
驗，嘗試推論出作者在文章中沒有直接說出來的意思，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掌握文章所包含的的深
層意思。

根據故事內容推測情節發展  訓練	8、17

我們閱讀故事的時候，可以根據已經發生了的故事內容來推測接下來的情節，有助對文章內容的把
握。

字詞解碼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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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堂

古詩是甚麼？

	 	 古詩是用中國古代的語言寫成的詩歌。有些古代的詩歌原來是歌詞，可以配樂演唱，但歌譜多已失
傳。有些詩歌創作時要遵守一些規則，例如每句的字數、整篇詩歌的句數都有所規定。

詠物詩

	 	 《五歲詠花》、《詠梧桐》和《詠鵝》都是詠物詩。詠物詩是描寫事物的詩歌，古代許多詠物詩，其實
都是非常有趣的詩謎，即以一首詩作謎語。你能猜出以下的詩是寫甚麼東西嗎？

謎底

一	竹（《竹》鄭板橋）									二	風（《風》李山喬）									三	公雞（《畫雞》唐伯虎）

一

二

三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

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

　　　　　　　　打一植物

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

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打一自然現象

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

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

　　　　　　　　　　　　打一動物

70



重點詞語表重點詞語表
寫人

外貌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8  美麗 漂亮 醜陋
訓練	5  整齊 整潔 雜亂
訓練	13  燦爛 璀璨 暗淡

語言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8  提醒 指點 —
訓練	11  稱讚 讚美 責罵
訓練	2  講解 解說 —

動作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3  捂 掩 —
訓練	6  剝 脫 —
訓練	3  蹲 — 站
訓練	3  抓住 捉住 放開
訓練	3  悄悄 靜靜 吵鬧
訓練	1  張嘴 開口 閉嘴
訓練	3  躲藏 隱藏 暴露
訓練	7  製作 製造 破壞
訓練	17  擺放 安放 —

寫景

環境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3  周圍 四周 中心
訓練	15  氣氛 氛圍 —
訓練	16  清新 清爽 混濁
訓練	16  寧靜 清靜 嘈雜
訓練	15  熱鬧 熱烈 冷清
訓練	16  整潔 整齊 雜亂
訓練	15  人山人海 萬人空巷 —
訓練	5  五顏六色 五彩繽紛 —

心理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  希望 期望 失望
訓練	19  放棄 捨棄 堅持
訓練	20  孤單 孤獨 熱鬧
訓練	2  幸福 美滿 不幸
訓練	8  思念 想念 忘記
訓練	20  相信 信任 懷疑
訓練	2  喜歡 喜愛 討厭
訓練	14  慚愧 內疚 欣慰
訓練	2  寵愛 疼愛 厭惡
訓練	2  寶貝 心肝 —
訓練	21  捨不得 不捨 捨得
訓練	8  相親相愛 互敬互愛 反目成仇
訓練	20  無憂無慮 無牽無掛 牽腸掛肚

性格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9  孝順 孝敬 忤逆
訓練	19  細心 仔細 粗心
訓練	13  調皮 頑皮 乖巧
訓練	1  膽小 膽怯 勇敢
訓練	14  驕傲 自大 謙虛

天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3  晴朗 清朗 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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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事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7  方便 便利 不便
訓練	6  功勞 功績 過失
訓練	11  永遠 永恆 暫時
訓練	22  本領 才能 —
訓練	12  成功 勝利 失敗
訓練	11  安排 佈置 —
訓練	5  告別 道別 相聚
訓練	7  決定 確定 —
訓練	5  辛苦 辛勞 舒適
訓練	6  固定 穩定 移動
訓練	18  注意 留意 忽視
訓練	19  要求 請求 —
訓練	21  紀念 懷念 忘卻
訓練	8  保留 保存 取消
訓練	18  負擔 負荷 —
訓練	14  速度 速率 —
訓練	9  家務 家事 公務
訓練	14  動人 感人 —
訓練	19  參加 參與 退出
訓練	11  康復 痊癒 惡化

寫物

動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2  縮 退 伸
訓練	4  急忙 連忙 從容
訓練	4  流浪 漂泊 安居
訓練	4  雪白 潔白 烏黑
訓練	4  散步 漫步 快步
訓練	22  敵人 仇人 朋友
訓練	22  靠近 接近 遠離
訓練	22  優點 長處 缺點

植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6  出現 顯現 消失
訓練	14  盛開 綻放 凋謝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4  麻煩 煩惱 順利
訓練	15  順利 便利 麻煩
訓練	16  搜集 收集 分散
訓練	21  節省 節約 浪費
訓練	18  預備 準備 —
訓練	20  照顧 照料 不顧
訓練	10  認為 覺得 誤會
訓練	9  輕鬆 輕易 繁重
訓練	8  團聚 團圓 離別
訓練	1  認識 相識 —
訓練	7  慶祝 慶賀 哀悼
訓練	20  厲害 能幹 平庸
訓練	7  選擇 挑選 —
訓練	21  機會 機遇 —
訓練	13  幫忙 幫助 搗亂
訓練	17  購物 消費 —
訓練	21  聲音 聲響 —
訓練	19  舉辦 舉行 —
訓練	10  難忘 深刻 淡忘
訓練	7  顧客 客人 店主

物品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6  古老 陳舊 新穎
訓練	9  材料 原料 —
訓練	9  垃圾 廢物 寶物
訓練	10  珍貴 寶貴 普通
訓練	17  新鮮 — 腐壞
訓練	10  漂亮 美麗 醜陋
訓練	10  精彩 出色 糟糕
訓練	17  種類 類別 —
訓練	17  豐富 豐盛 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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