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敍 訓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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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10 分鐘

    在一個寧靜的小漁村，有一個小男孩，他叫阿達，這個可憐
的孩子，五歲時失去了父母，既不能講話，也聽不見，村裏的小
孩經常嘲笑他，阿達覺得自己很孤獨。

    一天傍晚，小漁村來了一位「客人」——一條兩歲的海豚，
牠被巨浪沖到了海岸，躺在沙灘上痛苦地張嘴，一動也不能動。

    阿達發現了這條無依無靠的海豚，他覺得牠跟自己一樣可
憐，他要盡最大的力量幫助這條小海豚。夜晚的海灘上，阿達找
來一些小魚餵海豚吃，幫牠補充體力；雖然他不會說話，但他靜
靜地陪在海豚的身邊，撫摸牠，安慰牠，他想：海豚，我就是你
的朋友，你不要害怕，我會一直陪着你，你只要堅持到早上，就
有人來救你了！

    阿達給了小海豚生存的信心和勇氣。於是，海豚也靜靜地望
着這個陌生的小男孩，他們好像已經成為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第二天一大早，在大家的努
力下，小海豚終於可以重返
大海，牠在海裏一邊游泳，
一邊跳躍，似乎在對人們
說謝謝。大家都說，是
阿達的愛給了海豚第二
次生命。

根據作品的線索
作出推論

閱讀
小策略

ch!o xi#o m3 sh$ng

：用說話笑話別人。 ：生疏；不熟悉。

詞句小種子

掌握作者概括出來的道理

從故事裏人物的行為，找出作者通過故事表達了甚麼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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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這隻   的流浪貓一見到人，就

  害怕地躲起來了。

2.  根據故事中的時間線索，完成下表。

一天傍晚 小海豚被沖上 (1) 。

夜晚 阿達 (2) 小海豚。

第二天（一早） 小海豚重返 (3) 。

3.  為甚麼大家都說「阿達的愛給了海豚第二次生命」？（第 19行）
  A. 因為阿達是小海豚的好朋友。
  B.  因為阿達請人來救了小海豚。
  C.  因為阿達獨力幫助小海豚重返大海。
  D. 因為阿達讓小海豚有了生存的信心和勇氣。

4.  下列哪一段記述阿達幫助海豚的情形？
  A. 第一段  B.  第二段
  C.  第三段  D. 第四段

5.  根據文章內容，阿達是一個怎樣的人？
 A. 愚蠢  B.  善良
 C.  勇敢  D. 自私

6.  這篇文章主要告訴我們甚麼道理？
  A. 團結的力量大。
  B.  海豚需要人類的幫助。
  C.  人和動物能成為好朋友。
  D. 動物會感謝人類的幫助。

根據貓的遭遇和表現，
找出適合形容牠的詞語。

字詞大追蹤

從故事中人物的行
為，找出作者想表
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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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的媽媽送了一盆蝴蝶蘭給她，蝴蝶蘭很漂亮，翠綠的葉
子中間，已經開出了兩三朵紫紅色的小花，好像在綠葉間飛舞的
花蝴蝶一樣。

    佳佳很喜歡這盆蝴蝶蘭，每天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
它長得好不好。這天放學，佳佳又像往常一樣放下書包就去看她
的「小寶貝」，誰知，平時嬌豔的花朵，今天都垂着頭，連翠綠
的葉子也都沒精打采地縮在一邊。

    佳佳心想：我幾天沒給花兒澆水，它一定是要喝水了。這時，
正好看見媽媽在廚房洗菜，佳佳靈機一動：咦，昨天的常識課上，
李老師剛好教大家保護環境，從小事做起。節約用水的好方法就
是重複用水啊！

    這時，媽媽已經把菜都洗好了，正準備把水倒掉，佳佳連忙
跑過去，對媽媽說：「媽媽，不要倒，我有用！」媽媽很吃驚：「這
麼髒的水，你有甚麼用啊？」佳佳沒有回答，只是神祕地一笑，
然後用洗過菜的水讓蝴蝶蘭痛痛快快地喝了個飽。

    媽媽這下全明白了，她稱讚佳佳：「你比媽媽還細心，真是
一個節約用水的好孩子。」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評估 1 	 月 日

	25 分鐘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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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4%)

1.  我們要少看電視， 自己的眼睛。

2.  琪琪做事很 ，從不會犯粗心大意的錯誤。

3.  文中「小寶貝」（第 6行）是指 (3%)

  A. 佳佳的書包。  B.  佳佳的蝴蝶蘭。
  C.  媽媽的洗菜水。  D. 綠葉間的花蝴蝶。

4.  蝴蝶蘭垂着頭的原因是 (2%)

  A. 它缺少水分。  B.  它那天沒精打采。
  C.  它想佳佳給它水喝。  D. 它想佳佳節約用水。

5.  第四段主要是記述 (3%)

  A. 佳佳不許媽媽倒掉洗菜的水。
  B.  佳佳不願意回答媽媽的問題。
  C.  佳佳利用洗菜的水給花澆水。
  D. 媽媽不知道佳佳要髒水做甚麼。

6.  下列哪一項不符合文章的內容？ (2%)

  A. 佳佳很喜歡媽媽送她的蝴蝶蘭。
  B.  佳佳因為蝴蝶蘭而變得沒精打采。
  C.  佳佳在常識課上學習過怎樣節約用水。
  D. 佳佳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她的蝴蝶蘭。

7.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3%)

  A. 佳佳愛種花  B.  媽媽的稱讚
  C.  節約用水的佳佳  D. 佳佳的花快枯了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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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裏要舉辦才藝比賽，小動物們
聽說這個消息，都積極地報名。

    蝴蝶們天天都在練習舞蹈，她們想在比賽那天給小動物們表
演一次大家從沒看過的芭蕾舞；小猴子每天都反復練習高空跳
躍，他想在比賽時表演「連連跳」——一次連跳二十棵樹；小鴨
子們都在池塘馬不停蹄地練習游泳，他們想這次的表演能打破動
物游泳紀錄……

    大家都忙着準備的時候，只有小豬不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
他想學蝴蝶練跳舞，但是他的身材太胖了，跳了一天，怎麼也跳
不起來。他又想學小猴子練習高空跳躍，但是他試了半天，連一
棵樹也爬不上去，更不要說在大樹上面跳了。「不如學游泳吧，
連小鴨子也會，難道我就不會嗎？」小豬自言自語，來到池塘邊，
「噗通」一聲，小豬剛剛跳進池塘，手和腳就胡亂揮動起來，小豬
很慌張，他想叫救命，可是叫不出來，只能大口大口地喝水……
幸好被正在一旁練習的小鴨子們看見了，大家齊心協力把小豬救
了起來。

    灰心的小豬坐在池塘邊，想：到底我應該練習甚麼才藝呢？

二、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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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4%)

1.  觀眾欣賞了我們的 後，都熱情地為我們鼓掌。

2.  她很害羞，不敢跟別人說話，總是 。

3.  第二段主要是記述 (3%)

  A. 蝴蝶準備表演舞蹈。  B.  小猴子準備表演跳躍。
  C.  小鴨子準備表演游泳。  D. 小動物們在準備比賽。

4.  根據文章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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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小豬爬不上大樹上。
  B.  小動物們積極地練習。
  C.  小豬被小鴨子們救了起來。
  D. 小動物們報名參加才藝比賽。

               

5.  為甚麼小豬總是失敗？ (3%)

  A. 因為他太慌張。
  B.  因為他不夠勤奮。
  C.  因為他沒有掌握好技巧。
  D. 因為他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才能。

6.  這篇文章主要告訴我們甚麼道理？ (3%)

  A. 要經過失敗，才會成功。
  B.  只要勤奮練習，便能成功。
  C.  瞭解自己長處的人，才會成功。
  D. 我們不應驕傲，要虛心向別人學習。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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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頁 每日一練 聯絡我們「我愛香港」兒童朗誦比賽

目的
•發揮兒童的想像力
•鼓勵兒童用語言表達對香港的熱愛之情
比賽組別
•活力兒童組：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
•陽光少兒組：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參賽規則
•參賽者必須選擇一項比賽指定朗誦題材
•參賽者可選擇獨誦或集誦，集誦人數不得超過八人
•參賽者以廣東話進行朗誦
重要日期
•報名日期：8月 1日至 8月 20日
•比賽日期：獨誦 10月 5日；集誦 10月 12日
•公佈結果：比賽結束立即公佈
報名方法
•報名表格可於本網站下載
•�報名表格郵寄至旺角上海街 13號愛港會。信封請註明「『我愛
香港』朗誦比賽（獨誦或集誦）」
評選
•參賽者表演由評審小組評選
•每組分別設獨誦冠、亞、季軍一名及優秀獎十名
            集誦冠、亞、季軍一名及優秀獎三名
獎品

冠軍：可獲頒發獎狀及 $400書券亞軍：可獲頒發獎狀及 $200書券

季軍：可獲頒發獎狀及 $100書券優秀獎：可獲頒發獎狀

其他
•得獎表演於 10月 13日上載至本網站供大眾欣賞

三、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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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愛香港』朗誦比賽」的目的是（請選擇兩個答案）(4%)

  A. 發揮兒童的創造力。
  B.  發揮兒童的想像力。
  C.  用語言表達對香港的熱愛之情。
  D. 用圖畫表達對香港的熱愛之情。
  E.  用語言表達對香港的思念之情。

2.  二年級的學生應該參加哪個組別的比賽？ (2%)

  他們應該參加 。

3.  二年級甲班有六個同學準備一起報名參加比賽，按照比賽規
則，他們應該參加（ 獨誦 ／集誦 ）的比賽。他們比賽的時間
是 。 (4%)

4.  下面哪一項符合對「『我愛香港』朗誦比賽」的描述？ (2%)

  A. 報名表格可向學校索取。
  B.  所有參賽者都將獲得一座獎杯。
  C.  學生可以獨誦或集誦的方式參加比賽。
  D. 學生可於比賽當日在網上欣賞到獲獎者表演。

5.  二年級甲班有六個同學準備報名參加比賽，請替他們填寫信封
資料。 (4%)

分數：

寄：

   

註：

$1.7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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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解構館

	 理解詞語的意思

示例	 訓練 5  題 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比賽就要開始了，你作好 了嗎？

失分難點
	 未能按照題目的語境找出合適的詞語。
	 未能掌握詞句之間的搭配。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問題中的句子，猜測所需填寫的詞語的大概意思。
	 從文章中篩選合適的詞語，檢視所填的詞語與句子的詞語是否搭配。

	 推斷句子的深層意義

示例	 訓練 16  題 2

爺爺說文熙一家人是他「最好的藥」（第 10行）是指
A.	文熙一家人有藥的作用。
B.	文熙一家人帶來了安慰。
C.	文熙一家人帶來了最好的藥。
D.	文熙一家人能治好爺爺的病。

失分難點
	 未能聯繫上下文的內容，掌握句子的深層意思。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相關的段落，聯繫題目前後文的內容，掌握句子的含意。

	 概括段落大意

示例	 訓練 13  題 3

下列哪一段記述軒軒在扶手電梯亂衝亂撞？

第 段

失分難點
	 未能把握段落在篇章的作用。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題目所示的段意，找出關鍵詞。
	 根據關鍵詞，在文章中找出對應的段落。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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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文章敍述的順序

示例	 訓練 18  題 6

根據文章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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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解答子晴的疑問。
B.	子晴看到一大片綠色的菜地。
C.	爸媽帶子晴去幸福農莊遊玩。
D.	子晴和爸媽在幸福農莊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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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文章的內容

示例	 訓練 22  題 3

下列哪一幅圖是鉛筆小姐的模樣？
A.	 	 B.  C.  D.

失分難點
	 未能識別文章中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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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之處。
	 找出文中與圖畫相關的內容，排除與文章內容不符的圖畫，找出正確的答案。

	 歸納文章的主要內容

示例	 訓練 11  題 6

這篇文章主要告訴我們甚麼道理？
A.	我們要誠實做人。	 B.	我們要聽媽媽的話。
C.	我們要以媽媽為榜樣。	 D.	我們要算清楚找回的零錢。

失分難點
	 未能從文章記述的事情，概括出文章帶出的事理。

答題技巧
	 概括文章記述的事情，從事件中歸納作者帶出甚麼道理。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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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教室

親愛的伯父：
	 	 我們想邀請你們一家到我家天台燒烤，慶祝我們新居入
伙，詳情如下：

日期：十一月八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集合地點：粉嶺港鐵站 A出口

姪

子俊	上

十月三十日

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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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爺爺」。若收卡人並非親友，應在收卡人的全名後加上「先
生」、「小姐」、「女士」等尊稱。

正文

	 	 要清楚交代活動舉行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署名和啟告語

	 	 長輩寫給晚輩不用寫上署名和啟告語。若活動的規模較大，場面較莊嚴的，可在署名後
寫上啟告語「謹邀」、「敬約」等。

稱謂

自稱

署名及啟告語

日期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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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題目的要求判斷正誤

示例	 評估 2  題三、 3

志軒獲得了「全國奧數金獎」，主辦單位將於下星期舉行頒獎典禮。志軒想
邀請校長出席頒獎典禮。下列哪一張志軒寫給校長的邀請卡是最恰當的？
A.

	

林校長：
	 	 相信您已知道我獲得
了「全國奧數金獎」，頒
獎典禮將於下星期舉行。
我很高興您會抽空出席，
頒獎典禮詳情如下：
日期：四月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九龍大會堂演奏廳

二甲班學生
志軒
四月四日

	

B.

	

林校長：
	 	 我獲得「全國奧數金
獎」，頒獎典禮將於下星
期舉行，相信您能於百忙
之中出席和我拍照留念。
頒獎典禮詳情如下：
日期：四月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九龍大會堂演奏廳

二甲班學生
志軒
四月四日

C.

	

林校長：
	 	 我獲得「全國奧數金
獎」。為了這個獎項，我
付出了不少的努力。現誠
邀您出席下星期的頒獎典
禮，為我鼓掌！頒獎典禮
詳情如下：
日期：四月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九龍大會堂演奏廳

二甲班學生
志軒
四月四日

	

D.

	

林校長：
	 	 告訴您一個好消息，
我已獲得「全國奧數金
獎」。主辦單位將於下星期
舉行頒獎典禮，我希望邀
請您出席，給予我鼓勵和
支持。頒獎典禮詳情如下：
日期：四月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九龍大會堂演奏廳

二甲班學生
志軒
四月四日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題目的要求，從不同功能的邀請卡中選出合適的卡片。

答題技巧

	 找出題目的關鍵詞，題目的要求。
	 分辨各選項邀請卡的功能，找出與題目要求相符的卡片。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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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營

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  訓練	3

遇到不認識的字詞時，我們可以根據上文下理猜測詞語的意思。

利用字形部件推斷詞義  訓練	9、23

我們可以通過部件猜測不認識的字的意思。例如「江」字屬水部，可以猜測和水有關；「鵪」字屬鳥
部，可以猜測和鳥有關。

把內容化成圖像  訓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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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生活經驗理解內容  訓練	24

文章的內容往往和日常生活相關，如果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可以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會對理解文章
有一定的幫助。

聯繫生活經驗進行聯想  訓練	4

聯繫實際生活對文章中描寫的事物進行聯想，理解文章的內容。

抓住事物的特點理解內容  訓練	22

通過找出作者從哪方面描寫事物，抓住事物的特點，就更容易掌握文章的內容了。

推測文章中隱藏的含意  訓練	18

有的時候，作者會把部分意思隱藏在文章中，而不直接說出來。我們可以通過文章所記述事情的背
景、人物的行為和語氣等，加上自己的生活經驗，推論出作者沒有直接說出來的意思。

根據故事內容推測情節發展  訓練	15

我們可以根據故事中已開展的情節和線索，推測下文的發展，猜想故事的內容。

根據故事情節發展預測結局  訓練	5

掌握故事情節的發展，邊讀邊推測故事的結局。

根據作品的線索作出推論  訓練	19

我們可以按文章的線索，預測文章情節發展的方向和結局。

字詞解碼

心理意象

推論

利用概念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13

我們可以利用概念圖整理文章的內容，掌握文章記述的事情。

文體閱讀法  訓練	2

閱讀記敍文的時候，找出文章的敍事六要素，可以幫助我們清楚掌握文章的內容。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0

找出文章的關鍵詞，幫助我們理解文章的內容大意，我們可以從文章的開頭或結尾處入手，也可以
留意在文章中反復出現的詞語。

找出關鍵句  訓練	7、14

關鍵句是能揭示段落重點的句子，找出段落的關鍵句，有助我們掌握段落的重點。

找出中心句  訓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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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重點段  訓練	20

文章中的重點段往往反映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和作者的寫作意圖，找出文章的重點段可以幫助我們快
速歸納文章的主要內容。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12

留意文章是為甚麼而寫的，按文章的寫作目的而找出文章的重點。

邊讀邊思考  訓練	6、16

按文中的情節邊讀邊思考，聯繫生活經驗和已有知識，幫助掌握文章的內容。

代入角色  訓練	17

角色是指文章中記述的人物。作者創造的每一個角色，都有本身的特色以及不同的思想感情。我們
如能代入角色的處境及想法，對理解文章的情節和內容會有很大的幫助。

提問基本問題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21

利用提問的方式幫助理解文章的內容，閱讀時邊帶着問題邊閱讀，如文章記述了甚麼事情？文章記
述的事情帶出甚麼道理？

利用六何法理解內容  訓練	1

我們可以通過六何法理解文章的內容。「六何」指的是何事（發生了甚麼事）、何人（事情中的人物）、
何時（事情發生的時間）、何地（事情是在哪裏發生的）、為何（事情發生的原因）和如何（事情是如
何結局的）。

結構

檢查

提問

68



利用概念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13

我們可以利用概念圖整理文章的內容，掌握文章記述的事情。

文體閱讀法  訓練	2

閱讀記敍文的時候，找出文章的敍事六要素，可以幫助我們清楚掌握文章的內容。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0

找出文章的關鍵詞，幫助我們理解文章的內容大意，我們可以從文章的開頭或結尾處入手，也可以
留意在文章中反復出現的詞語。

找出關鍵句  訓練	7、14

關鍵句是能揭示段落重點的句子，找出段落的關鍵句，有助我們掌握段落的重點。

找出中心句  訓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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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重點段  訓練	20

文章中的重點段往往反映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和作者的寫作意圖，找出文章的重點段可以幫助我們快
速歸納文章的主要內容。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12

留意文章是為甚麼而寫的，按文章的寫作目的而找出文章的重點。

邊讀邊思考  訓練	6、16

按文中的情節邊讀邊思考，聯繫生活經驗和已有知識，幫助掌握文章的內容。

代入角色  訓練	17

角色是指文章中記述的人物。作者創造的每一個角色，都有本身的特色以及不同的思想感情。我們
如能代入角色的處境及想法，對理解文章的情節和內容會有很大的幫助。

提問基本問題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21

利用提問的方式幫助理解文章的內容，閱讀時邊帶着問題邊閱讀，如文章記述了甚麼事情？文章記
述的事情帶出甚麼道理？

利用六何法理解內容  訓練	1

我們可以通過六何法理解文章的內容。「六何」指的是何事（發生了甚麼事）、何人（事情中的人物）、
何時（事情發生的時間）、何地（事情是在哪裏發生的）、為何（事情發生的原因）和如何（事情是如
何結局的）。

結構

檢查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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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堂 重點詞語表重點詞語表

古詩的朗讀節奏

	 	 弄清楚古詩的朗讀節奏，可以幫助我們讀出詩歌的感情。適當的停頓能讓我們掌握朗讀的節奏。

	 	 停頓有兩種：一是句子後的停頓，就是根據標點符號來確定句與句之間停頓的長短，語調的抑揚；
一是句中短暫停頓，它是以詞或短語為單位，根據句子成分來劃分。

	 	 學會劃分古詩的節奏，可以提升我們朗讀古詩的能力。古詩朗讀節奏的劃分有以下兩種方法：音節
劃分法和意義劃分法。

音節劃分法

	 	 五言詩節奏一般為「二二一」或「二一二」。

例 牀前 /明月 / 光，
疑是 / 地上 / 霜。
舉頭 / 望 / 明月，
低頭 / 思 / 故鄉。

	 《靜夜思》李白

	 	 七言詩節奏一般為「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

例 少小 /離家 / 老大 / 回，
鄉音 / 無改 / 鬢毛 / 衰。
兒童 / 相見 / 不 / 相識，
笑問 / 客從 / 何處 / 來。

	 《回鄉偶書》賀知章

意義劃分法

	 	 有時有些詩句從音節上劃分是行不通的，例：「牧童遙指杏花村」，不能劃分成「牧童 / 遙指 / 杏花 /
村」。這時就要根據詩句的意義來判斷，也就是說劃分為「牧童 / 遙指 / 杏花村」，這才是正確的。我們
不能將一個有完整意義的詞劃分開，否則會讀破詞語。在實際運用中，我們要以意義劃分法為主，以音
節劃分法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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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詞語表重點詞語表
寫人

外貌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  疲倦 勞累 精神
訓練	8  痛苦 痛楚 快樂
訓練	21  傻乎乎 笨兮兮 活靈靈
訓練	20  圓鼓鼓 圓滾滾 —
訓練	16  沒精打采 有氣無力 神采奕奕
訓練	10  得意洋洋 趾高氣揚 垂頭喪氣

語言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5  介紹 推介 —
訓練	17  安慰 慰問 打擊
訓練	7  告訴 告知 隱瞞
訓練	7  指示 指導 誤導
訓練	20  宣佈 宣告 —
訓練	3  商量 討論 爭論
訓練	13  道歉 賠罪 —
訓練	1  答應 應承 拒絕
訓練	11  誇獎 稱讚 責罵
訓練	19  嘲笑 取笑 鼓勵
訓練	9  悄悄話 竊竊私語 高談闊論
訓練	3  七嘴八舌 議論紛紛 異口同聲
訓練	17  吞吞吐吐 支支吾吾 直言不諱

動作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2  摔 扔 —
訓練	5  佈置 安排 —
訓練	4  奔跑 奔馳 步行
訓練	16  看望 探望 —
訓練	11  發抖 顫抖 鎮定
訓練	2  微笑 淺笑 哭泣
訓練	19  撫摸 觸摸 —
訓練	13  大喊大叫 大吵大鬧 不聲不響
訓練	18  東張西望 左顧右盼 目不轉睛
訓練	20  哇哇大叫 大喊大叫 —

心理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6  入迷 着迷 清醒
訓練	1  失望 灰心 希望
訓練	19  可憐 不幸 幸福
訓練	6  好奇 — 冷漠
訓練	19  陌生 生疏 熟悉
訓練	11  奇怪 古怪 平常
訓練	16  孤獨 寂寞 熱鬧
訓練	1  後悔 懊惱 無悔
訓練	5  故意 有意 無意
訓練	10  害怕 恐懼 無畏
訓練	10  高興 愉快 難過
訓練	20  羞愧 慚愧 自豪
訓練	15  着急 焦急 平靜
訓練	15  慌張 慌忙 沉着
訓練	13  憤怒 生氣 欣喜
訓練	6  樂趣 趣味 苦惱
訓練	16  擔心 憂慮 放心
訓練	18  興奮 開心 愁悶
訓練	15  鎮定 冷靜 驚慌
訓練	8  難受 難過 好過
訓練	1  大吃一驚 大驚失色 鎮定自若
訓練	15  不知所措 手足無措 從容不迫

性格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7  勇敢 勇猛 膽怯
訓練	9  淘氣 調皮 乖巧
訓練	1  頑皮 淘氣 乖巧
訓練	16  懂事 明理 無知
訓練	6  了不起 了不得 平凡
訓練	10  粗心大意 粗枝大葉 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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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事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3  分享 共享 獨佔
訓練	3  仍然 依然 不再
訓練	21  忙碌 繁忙 悠閒
訓練	13  危險 危急 安全
訓練	11  收穫 成果 損失
訓練	7  防止 制止 —
訓練	21  阻擋 攔阻 放行
訓練	7  刻苦 勤奮 懶惰
訓練	17  冠軍 桂冠 —
訓練	17  突然 忽然 逐漸
訓練	22  消失 磨滅 出現
訓練	10  連忙 趕緊 慢慢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6  貢獻 奉獻 —
訓練	8  假裝 冒充 —
訓練	5  準備 預備 —
訓練	17  準確 確切 偏差
訓練	22  愛護 珍惜 破壞
訓練	8  認真 用心 馬虎
訓練	15  嘗試 試圖 放棄
訓練	11  榜樣 模範 —
訓練	22  親密 親近 疏遠
訓練	21  優美 美好 醜陋
訓練	14  簡單 平凡 特別

寫物

物品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3  生動 活潑 呆板
訓練	4  柔軟 鬆軟 堅硬
訓練	5  特別 特殊 普通
訓練	21  堅固 結實 鬆散
訓練	14  乾淨 清潔 骯髒
訓練	4  懶洋洋 懶散 勤勞

食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0  美味 可口 難吃
訓練	8  津津有味 大快朵頤 味同嚼蠟

植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4  吸收 吸取 發散
訓練	14  足夠 充足 缺乏
訓練	2  害羞 怕羞 大方
訓練	18  栽種 種植 砍伐

動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  悠閒 清閒 忙碌
訓練	9  熱烈 熱鬧 冷靜
訓練	2  懶惰 懶散 勤勞
訓練	19  無依無靠 孤苦伶仃 相依為命

寫景

天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8  和暖 溫暖 寒冷
訓練	4  舒服 舒適 難受
訓練	9  照耀 照射 —

氣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9  炎熱 酷熱 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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