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訓練 7
理解文章中的論點、論據和論證過程

掌握作者在文中提出的主張和觀點，留意文中支持論點
的證據和論證的過程，幫助理解文章的主要內容。

	 月 日

	15 分鐘

    近年社會上有一句話很流行，許多人都會掛在口邊，那就是「贏在起跑線」。不
管是補習社，還是興趣班，只要在宣傳時提到這句話，不少父母都會乖乖付鈔。因此，
補習社和興趣班的負責人都笑逐顏開，叫口號時便更加響亮。甚麼是「贏在起跑線」？
簡單來說，就是希望孩子盡早做好準備，爭取日後的勝利。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
聽到「贏在起跑線」這句話，怎會不動心？

   「贏在起跑線」的哲學很簡單：孩子考上好的幼稚園，就能升上理想的小學，
報讀一流的中學、大學，然後到大企業工作，一躍成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一帆風
順……如意算盤就這樣打，但事實是否如此？這實在值得反思。

    有些人自幼便很優秀，做甚麼事都很出色。有些人在童年時卻毫不起眼，但一旦
找到發揮的機會，就會變成另一個人。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奪得諾貝爾物理學
獎，成就之高，有目共睹。但又有誰知道，他小時候是一個「笨蛋」？他三歲時還不
會說話，父母甚至擔心他是啞巴，帶他到醫生處檢查。上小學時，愛因斯坦除數學外，
其他各科都平平無奇。愛因斯坦沒有「贏在起跑線」，但他最後卻成為現代物理學之
父。

    反過來說，「贏在起跑線」的人，卻不一定能跑畢全程。宋代文學家王安石曾說
過一個有關神童方仲永的故事：方仲永天資卓越，小小年紀便懂得寫詩，有些人甚至
送上財物，專誠請他寫詩。方仲永明顯「贏在起跑線」，可惜他的父親卻把他視作搖
錢樹，沒有好好栽培他。方仲永長大後，他的天賦消失得無影無蹤，跟普通的人沒有
分別。「贏在起跑線」，只代表起步的時候佔了一些優勢，卻不代表長大之後必定會
成功。

    人生不是短跑比賽，在漫長的生命裏，不同階段都充滿了各種挑戰和難關。我們
常常着眼於起點的地方，卻忽略了未能跑畢全程，仍在跑道上猶豫不決的人。不問情
由，把三、四歲的孩子送往補習社及各式各樣的興趣班，美其名是為他們着想，其實
是揠苗助長，隨時帶來反效果。別再被「贏在起跑線」迷惑了，讓孩子快樂、自由地
選擇合適的賽道奔跑，或許才是真正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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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哪個詞語最適合代替橫線上的文字？
  哥哥花了不少時間為朗誦比賽作準備，今天終於在比賽中取得佳績，成績的確是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

 

2.  為甚麼補習社和興趣班負責人叫「贏在起跑線」的口號時會「更加響亮」？
  A. 他們想招徠更多生意。
  B. 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C. 他們希望父母為子女做好準備。
  D. 他們深信「贏在起跑線」這個口號。

3.  文中第二段的內容主要是
  A. 解釋「贏在起跑線」的方法。
  B. 指出「贏在起跑線」與事實有差距。
  C. 解釋「贏在起跑線」值得反思的原因。
  D. 指出「贏在起跑線」已經成為社會現象。

4.  文中舉了哪些例子證明作者的論點？完成下表。

論點
「贏在起跑線」只代表起步的時候佔了一些 (1) ，卻不代表長
大之後必定會 (2) 。

論據

以愛恩斯坦小時候的表現 (3) ，長大後卻成為 (4)
為例，指出童年的表現平凡，長大後亦可以擁有驕人的成就。

以方仲永天資 (5) ，小時候已懂得 (6) ，
長大後 (7) 卻消失得無影無蹤為例，指出童年的表現優
秀，長大後亦可以變得跟普通人沒有分別。

5.  根據文章內容，下面哪一個最適合作為本文的題目？
  A. 贏在起跑線
  B. 輸在終點站
  C. 贏輸不在起跑線
  D. 贏輸不在終點站

6.  你認同作者在末段中說揠苗助長會隨時帶來反效果嗎？為甚麼？

從段落中找出作者的觀點，
概括段落的主要內容。

根據段落的重點概括文
章的主要內容，找出能
說明作者觀點的題目。

結合文中所述和自己的生
活經驗，說明被迫參加補
習社及興趣班帶來的影響。

開放題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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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城小學校際朗誦比賽冠軍是杏壇小學的張衍東同學！」聽到司儀讀出我
的名字，我呆了一呆，坐着不動。這是夢境嗎？旁邊的人輕輕一拍我的肩膀，
提示我上台領獎。我故作鎮定，步向頒獎台，眼角瞥見洪老師的身影，淚水不
由自主地盈滿眼眶……

    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不少頒獎典禮，雖然得到的獎項各有不同，然而每位
得獎者總是站在台上捧着獎座，眼泛淚光，感謝許多的人。看着他們細細碎碎
地感謝一個又一個我不認識的名字，我總猜疑他們言不由衷，不過是在說應酬
話。但此刻回想起洪老師的悉心指導，我才明白得獎者的心情，迫不及待想要
上演這個「指定動作」。

    六年級的上學期，我獲老師推薦，參加「香城小學校際朗誦比賽」。別人視
這為榮耀，我卻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許多人都說我咬字清楚，聲音洪亮，充
滿自信，天生就是朗誦的好手。老實說，老師不推薦我參加校際朗誦比賽，還
可以推薦甚麼人？那時的我目空一切，直到洪老師出現，我才明白自己是多麼
的無知。

    洪老師是新來的中文科老師，學校特別安排他來指導我。第一次見面，洪
老師先要我朗誦唐代詩人李白的《靜夜思》，我滿懷自信地大聲地唸：「牀前明
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洪老師聽過我的朗誦後，只是
皺着眉頭不說話，我只覺有如冷水澆頭。

    洪老師緩緩地說：「朗誦講求的不僅是聲音嘹亮，
咬字準確，還有的就是感情。你知道《靜夜思》的意
思嗎？」我臉紅耳赤，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洪老師說：
「這首詩說的是詩人在異鄉，看到牀前的月光，以為
是霜雪。他抬頭看到皎潔的明月，就想到故鄉的親人。
你唸這首詩時，應表現出詩人那種寂寞難過的感情。」
聽到洪老師的解釋，我好像悟出了甚麼道理。自此之
後，我每天都會準備一首唐詩，小息時到音樂室唸給
洪老師聽。然後，洪老師就會跟我細心分析每首詩的主題和寫作手法，再指導
我如何把握朗誦時的感情。經過日復一日的苦練，我漸漸悟出朗誦的竅門。

    今天，我成功了！我站在台上高舉獎座，大聲地說：「洪老師，謝謝您！」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評估 1 	 月 日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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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哪個詞語最適合代替橫線上的文字？ (2%)

  哥哥自以為了不起，瞧不起人，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終於引起大家不滿。

 

2.  當「我」知道自己得獎的消息，「我」感到 (2%)

  A. 無可奈何。      B. 理所當然。
  C. 難以置信。      D. 手忙腳亂。

3.  文中第二段「迫不及待想要上演這個『指定動作』」，句子中「指定動作」是指下列
哪個意思？ (2%)

  A. 在頒獎台上痛哭流涕。
  B. 捧着獎座，眼泛淚光。
  C. 在頒獎台上向洪老師道謝。
  D. 接過獎座後說言不由衷的話。

4.  以下哪一項不是「我」認為自己是天生朗誦好手的原因？ (2%)

  A. 「我」的聲音響亮。
  B. 「我」的咬字準確。
  C. 「我」的個性自信。
  D. 「我」的感情豐富。

5.  為甚麼「我」看到洪老師皺着眉頭不說話，會感到有如冷水澆頭？ (2%)

  A. 因為「我」沒有認真地朗誦《靜夜思》。
  B. 因為「我」以為洪老師會讚賞我的表現。
  C. 因為洪老師出言批評「我」的朗誦技巧。
  D. 因為洪老師聽不懂「我」朗誦的詩歌的內容。

6.  這篇文章主要是 (2%)

  A. 說明朗誦所需要的各種技巧。
  B. 指出「我」是天生的朗誦好手。
  C. 記述「我」掌握朗誦技巧的方法。
  D. 表達「我」對洪老師的感激之情。

7.  從文中第五段作者接受洪老師的指導而改善自己的朗誦技巧這件事，可以看出作
者的性格是怎樣的？試舉例說明。 (5%)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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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人們便歌頌太陽，總覺得太陽是不平凡的。例如南美的印加人就有崇拜太陽
的文化。時至今天，許多國家的國旗都可以找到太陽的蹤影。可是，太陽的所謂不平
凡，或許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想法。

    從浩瀚的宇宙看來，太陽只是一顆平凡的恆星。單是銀河系的恆星就已經數以
千億計。太陽的表面溫度約 6000攝氏度，內部溫度約為 1500萬攝氏度。宇宙之內，
比太陽溫度更高的恆星多的是，質量較大的恆星，其表面溫度可高達 5000萬攝氏度
以上。光度方面，科學家估計太陽比銀河系 85%的恆星都要光亮，但宇宙的恆星有
如恆河沙數，只要人類的科技繼續進步，說不定會找到更多比太陽光亮的恆星。

    太陽其實是一個非常熾熱的氣體球，直徑約為 139萬公里，體積是地球的 130萬
倍，質量則是地球的 33.34萬倍，約佔太陽系總質量的 99.86%。從化學組成元素來
看，太陽的化學元素大約有四分之三是氫，剩下的氦，氧、碳、氖、鐵等重元素的
質量少於 2%。自古人類便崇拜太陽，然而對它展開的科學研究卻起步較慢。直至 19
世紀初期，傑出的科學家才對太陽的物質組成和能量來源有一點認識。

    雖然說太陽只是一顆平凡的恆星，但它對於身處地球的人類而言卻極其重要。太
陽是位於太陽系的中心天體，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圍繞着它旋轉。太陽的內部不斷進行
原子核反應而產生大量的熱能，它毫不保留地把光和熱送給地球。在地球這個擁有約
45.5億年歷史的行星上，數之不盡的動物、植物世世代代繁衍，孕育了無數的生命。
要是地球這個年老的孩子離開了發熱發光的母親，它就會喪失所有生命力。

    太陽對人類而言非常重要，然而你又可有想過，太陽也會死亡？就像所有生命一
樣，太陽也有誕生、成年、衰老和死亡這四個階段。如今的太陽有 46億歲，已屆中
年，到衰老時，它就會像其他恆星一樣向外膨脹。當太陽膨脹至足夠大時，地球就會
化為一團氣體。當然，這個情況還要在幾十億年後才發生，活在當下的我們，實在毋
須杞人憂天，而我們人類可以做的，就是利用高度的智慧，努力去揭開太陽更多神祕
的疑團。

二、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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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在文中用了哪個詞語，指出宇宙間恆星的數目眾多？ (2%)

 

2.  文中第二段從哪兩方面說明太陽只是一顆平凡的恆星？ (6%)

  (1) 

 (2) 

3.  根據上文，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2%)

  A. 太陽的主要化學元素是氫。
  B. 科學家無法比較地球和太陽的體積。
  C. 地球的質量約佔太陽系總質量九成以上。
  D. 人類在 19世紀初期對太陽已有豐富的認識。

4.  文中第四段的內容主要是 (2%)

  A. 強調太陽對地球非常重要。
  B. 說明地球圍繞着太陽旋轉。
  C. 比較太陽和地球的生命力。
  D. 指出太陽是太陽系的中心天體。

5.  作者說「活在當下的我們，實在毋須杞人憂天」，主要是因為 (2%)

  A. 地球很快會化為一團氣體。
  B. 太陽還有幾十億年才步入衰老期。
  C. 太陽會像其他恆星一樣向外膨脹。
  D. 太陽神祕的疑團已經被人類解開。

6.  根據文章內容，下面哪一個最適合作為本文的題目？ (2%)

  A. 永恆的太陽
  B. 非凡的太陽
  C. 宇宙最耀目的恆星——太陽
  D. 平凡卻重要的恆星——太陽

7.  你贊同作者說人類應該繼續對太陽進行科學研究嗎？為甚麼？ (5%)

分數：
31



1.  林老師寫便條給余立忠的主要目的是甚麼？（請選出兩個正確的答案）(4%)

  A. 告訴余立忠支票抬頭資料有誤。
  B. 呼籲余立忠捐助「支援山區學童基金會」。
  C. 感謝余立忠對「支援山區學童基金會」的支持。
  D. 告訴余立忠「支援山區學童重返校園」計劃的正式名稱。
  E. 請余立忠另向「支援山區學童基金會」發一張新的支票。

2.  下列哪兩項是余立忠寫給林老師的便條的主要信息？ (4%)

  A. 請林老師點收現金捐款。
  B. 告訴林老師自己的支票簿用完。
  C. 向林老師解釋自己捐款的原因。
  D. 通知林老師以現金代替支票捐款。
  E. 請林老師更正「支援山區學童基金會」的名稱。

    余立忠的兒子余大成就讀杏壇小學六年級甲班。余立忠響應校方舉辦的「支援山區學
童重返校園」籌款活動，請兒子轉交一張面額一百元的劃線支票給班主任林老師。今天，
余立忠收到了林老師的便條。

三、	閱讀下面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兩天後，余立忠請兒子把便條交給林老師，交代有關捐款的事。

余先生：
    日前收到你的劃線支票，但支票抬頭「支援山區兒童基金會」的「兒」字應改作
「學」字。因抬頭資料不對，支票未能兌現，現經余大成同學退還支票。若你仍有意
支持是次籌款活動，請於下周二前交來另一張劃線支票。謝謝！

六甲班班主任　　　　　　
林若蘭
十一月八日早上十時

林老師：
    我的支票簿剛好用完，無法發出新的支票。現經小兒送上信封，內有現金一百
元正，用作捐贈「支援山區學童基金會」，資助山區兒童重返校園，敬請點收。

家長　　
余立忠
十一月十日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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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斌和表妹麗珠參加了社區中心的「香城兒童才藝表演」。活動結束後，麗珠先
離開，少斌其後在禮堂後台拾獲麗珠不慎遺下的鑰匙。少斌請媽媽把鑰匙交還給
麗珠，並寫了一張便條給她，提醒她下星期日一同擔任「社區中心開放日」的義
工。下列哪一張少斌寫給麗珠的便條是正確的？ (4%)

 

A.

 

麗珠表妹：
    今天我在禮堂後台拾到一串鑰匙，我認得那個機器貓鑰匙扣是你的。
現在物歸原主，你以後要小心留意自己的私人物品。下星期日社區中心會
舉辦開放日，屆時一定會十分熱鬧，你也會參加嗎？

表哥
少斌　
即日下午二時

 

B.

 

麗珠表妹：
    今天我在禮堂後台拾到一串鑰匙，我認得那個機器貓鑰匙扣是你的。
現在物歸原主，你以後要小心留意自己的私人物品。下星期日社區中心會
舉辦開放日，志榮、燕玲那天會當義工，屆時我們可以好好一聚。

表哥
少斌　
即日下午二時

 

C.

 

麗珠表妹：
    今天我在禮堂後台拾到一串鑰匙，我認得那個機器貓鑰匙扣是你的。
現在物歸原主，你以後要小心留意自己的私人物品。下星期日社區中心會
舉辦開放日，我那天會在一時前回到社區中心，希望屆時能看到你。

表哥
少斌　
即日下午二時

 

D.

 

麗珠表妹：
    今天我在禮堂後台拾到一串鑰匙，我認得那個機器貓鑰匙扣是你的。
現在物歸原主，你以後要小心留意自己的私人物品。下星期日社區中心會
舉辦開放日，你記得當天我們要當義工嗎？先約你一時在社區中心集合。

表哥
少斌　
即日下午二時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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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解構館

	 理解詞語的意思

示例	 訓練 5  題 1

作者在文中用了哪個詞語，形容人們看到照鏡潭時的反應？

失分難點

	 未能從前後文推敲詞義，掌握篇章中詞語的意思。

答題技巧

	 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掌握需從文中找出的詞語的意思。
	 題目的關鍵詞提示尋找文中合適詞語的位置，閱讀時找出形容人們反應的詞語。

	 理解文章的內容

示例	 訓練 16  題 4

以下哪一項有關艾菲爾鐵塔的描述是不正確的？
A.	鐵塔有高、中、低三層瞭望台。
B.	遊客可在鐵塔內看電影和寄信。
C.	登上鐵塔可看到凱旋門和蒙馬聖心教堂。
D.	鐵塔最低層瞭望台可看到最美的巴黎景色。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篇章的脈絡，理解文章的內容。

答題技巧

	 在文章中尋找有關題目對象的描述，運用排除法，排除不正確的選項。
	 一般而言，非文章內容的選項，大多是時間或人物資料具細微錯誤，因此，在作
答此類題目時，需留意文章細節，辨析選項與文章內容的些微差別。

	 概括人物的態度

示例	 訓練 4  題 5

當「我們」看到機器人再次出現，「我們」感到 。

A.	難過	 B.	興奮	 C.	恐懼	 D.	舒適

失分難點

	 未能從文中所述的事件及對人物的描寫整理出人物的態度。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人物的行為及說話，理清文章的內容。
	 通過分析人物相關行為背後的動機，概括人物的態度。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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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句子的深層意思

示例	 訓練 21  題 3

文中第三段「我太過不上心」，句子中「不上心」是指下列哪個意思？
A.	「我」不關心歷史的真相。
B.	「我」不贊成爺爺對三國歷史的分析。
C.	「我」對電視劇《三國演義》不感興趣。
D.	「我」堅信《三國演義》記錄了歷史真相。

失分難點

	 未能聯繫上下文的內容，掌握句子隱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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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作者的寫作目的

示例	 訓練 1  題 6

作者主要藉本文
A.	講述妹妹受傷的經過。
B.	指出妹妹已經忘記受傷一事。
C.	抒發「我」對妹妹受傷一事的感受。
D.	解釋「我」沒有受到妹妹責怪的原因。

失分難點

	 未能概括文章內容，掌握作者傳達的信息。

答題技巧

	 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內容，掌握文章的內容大意。
	 分析作者的寫作目的，歸納出作者通過文章所傳達的信息。

	 按文章的內容表達意見

示例	 訓練 20  題 7

你贊同作者說家長為子女報讀興趣班時應考慮子女的興趣嗎？為甚麼？

失分難點

	 未能對作者的觀點提出意見。

答題技巧

	 找出題目的關鍵詞，確定要表達關於甚麼事情的看法。
	 回答開放意見題時，應結合文章的內容及個人經驗作答。先表述個人的立場，再
以例子支持自己的論點。
	 注意只需舉一個例子，可從自身經驗出發，舉的例子應為容易被理解的事情。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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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教室

子怡表姐：
	 	 你借我的故事書很精彩，本想親手還給你，可惜你不在。
下次有機會再訪你家，我們一同分享其他有趣的課外書，好嗎？

樂欣表妹
即日下午三時

便條

格式

正文

	 	 用語應盡量簡潔，把要交代的事情說清楚。

自稱

	 	 按雙方的關係寫上自己的姓名，如「孫女曉晴」，若寫給朋友或同學，可只寫上名字，
如「子健」。

日期和時間

	 	 如對方於寫便條當日看到便條，日期只寫「即日」便可。時間可視乎需要決定是否寫上。

稱謂

自稱

日期和時間

	 辨識寫作目的

示例	 訓練 12  題 2

廖老師寫便條給楊天柱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A.	吩咐楊天柱為楊嘉兒多買一套校服。
B.	通知楊天柱校方會酌情處理楊嘉兒沒穿校服回校的事。
C. 請楊天柱根據學校規定為楊嘉兒換好校服才可以回校。
D.	告訴楊天柱學生要得到老師批准才可以不穿校服回校。

失分難點

	 未能理解便條的主要信息，從而判斷其寫作目的。

答題技巧

	 閱讀便條時，找出作者寫便條的背景和原因，幫助掌握便條的主要信息。
	 從便條的主要信息，歸納便條的寫作目的是甚麼。

評估重點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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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題目的要求，判斷便條的主要信息

示例	 訓練 12  題 3

少巧參加了由香城文化中心舉辦的「我愛香城作文比賽」，獲得第三名。今
天，她參加了頒獎禮，並獲大會頒贈三張價值五十元的書券。少巧決定把
其中一張書券送給表弟博文。剛巧媽媽到姨母家探望外祖母，她託媽媽把
書券交給表弟，並寫了一張便條給他，請他儘快歸還《孫悟空傳奇》。下列
哪一張少巧寫給博文的便條是正確的？

A.	 博文表弟：
	 	 早前我參加「我愛香城作文比賽」，僥倖獲得第三名並得到書券三
張。你向來喜歡閱讀，現轉贈一張給你。《孫悟空傳奇》是一本好書，
我最喜歡豬八戒，你最喜歡的又是哪一個角色呢？希望有機會能跟你交
流一下心得。

表姐　　　　　　
少巧　　　　
即日下午四時

B.	 博文表弟：
	 	 早前我參加「我愛香城作文比賽」，僥倖獲得第三名並得到書券三
張。你向來喜歡閱讀，現轉贈一張給你。多閱讀，寫作才會有進步，我
早前借給你的《孫悟空傳奇》也很有參考價值，你不妨多多學習。

表姐　　　　　　
少巧　　　　
即日下午四時

C. 博文表弟：
	 	 早前我參加「我愛香城作文比賽」，僥倖獲得第三名並得到書券三
張。你向來喜歡閱讀，現轉贈一張給你。前陣子我借給你的《孫悟空傳
奇》，不知你看完了沒有？若已看完，請儘快還給我，我想以這本書撰
寫讀書報告。

表姐　　　　　　
少巧　　　　
即日下午四時

D.	 博文表弟：
	 	 早前我參加「我愛香城作文比賽」，僥倖獲得第三名並得到書券三
張。你向來喜歡閱讀，現轉贈一張給你。中文科老師要我們撰寫讀書報
告，我正為選讀哪本書而感到煩惱。你認為《孫悟空傳奇》是否適合？

表姐　　　　　　
少巧　　　　
即日下午四時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題目的要求，誤選未能傳遞主要信息的便條。

答題技巧

	 閱讀題目，找出題目中的關鍵字詞，幫助掌握題目的要求。
	 掌握便條的主要信息和功能，找出與題目要求相同的答案。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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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營

利用字形部件推斷詞義  訓練	10

遇上不認識的字，可通過字詞部件的含意，幫助推測大概的詞義。

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  訓練	11、23

文言詞語往往可以一詞多解，借助上下文猜測詞義的策略，有助我們理解詞語的意思。

運用推理揣摩字詞的比喻含意  訓練	3

閱讀文章時，我們有時會發現一些具象徵意義的詞句，要理解這些詞句的比喻含意，我們可以結合
前文後理，推測詞句的意思。

邊讀邊感受  訓練	1

想想文章哪些地方令你最感動、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些地方加上標注。抓住這些段落，往往能幫
助我們掌握文章的重點。

把內容化成圖像  訓練	6、14

把文字的描述具像化，在腦海裏形成相關的畫面。

聯繫生活經驗理解內容  訓練	19

我們可以聯繫自己的生活經驗，幫助理解作者說明的事理。

抓住事物的特點理解內容  訓練	18

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特點，閱讀說明事物的文章時，抓住作者從事物的哪些特點作說明，有助我們
理解文章的內容。

推測文章隱藏的含意  訓練	22

作者有時候會把部分意思隱藏在文章中。憑着文章的線索作出推論，便能找出作者隱藏的含意。

根據作品的線索作出推論  訓練	21

線索能把文章中不同情節和場面連接起來。留心文章的線索，有助我們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掃讀  訓練	24

掃讀幫助我們快速找出所需的資料。回答問題時，我們可以掃讀文章：集中注意力，眼睛由上而下，
由左而右掃視，不要回視，讓我們迅速發現與需回答的問題有關的內容，然後再仔細閱讀。

字詞解碼

心理意象

推論

閱讀速度

利用概念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5、15

利用概念圖整理作者行文的路線和描寫的對象，有助我們掌握文章的主要內容。

列表格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17

列寫整理說明對象相關的內容的表格時，先找出作者從哪方面說明事物，把關鍵詞寫在表格上，然
後填上相關的內容。

文體閱讀法  訓練	7

我們針對文體的特點來閱讀。閱讀議論文時，我們可以先找出文章的論點、論據和論證，整理文章
的脈絡，從而掌握作者的觀點。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6

抓住文章中的關鍵詞，有助我們快速把握描寫對象的特點。

找出關鍵句  訓練	20

通過找出文章的關鍵句，掌握作者的論點。

找出過渡句  訓練	2

過渡句即是在文章中有承上啟下作用的句子，它往往把前後內容緊密地連起，使文章銜接自然。過
渡句也具有轉接或將意思變得深入的作用。

找出中心句  訓練	8

中心句是文章中最重要的句子，找出中心句可總結文章的主要內容。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12

便條傳遞的信息大多明確簡要，通過辨識其寫作目的，判斷哪些是重要的內容，有助我們掌握便條
的主要信息。

邊讀邊思考  訓練	9

邊讀邊思考文章的內容，有助我們掌握文章所說明的道理。閱讀時以圈點畫線作筆記，或把段落的
關鍵句改成問句，再從文章中尋求答案，如同跟作者對話，幫助思考。

提問基本問題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4

我們可以利用提問的方式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內容，例如閱讀記敍文的時候，可設定以下的問題：
文章的敍事六要素是甚麼？作者運用了甚麼敍述手法？閱讀文章時，邊帶着問題邊閱讀。

提問評鑒問題幫助投入閱讀  訓練	13

通過提問評鑒問題如「人物的做法是否恰當？」、「人物的行為表達了甚麼思想感情？」、「作者運
用了甚麼手法描寫人物？」等來加深我們對人物的瞭解，從而更能理解文章的深層意思。

結構

檢查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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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概念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5、15

利用概念圖整理作者行文的路線和描寫的對象，有助我們掌握文章的主要內容。

列表格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17

列寫整理說明對象相關的內容的表格時，先找出作者從哪方面說明事物，把關鍵詞寫在表格上，然
後填上相關的內容。

文體閱讀法  訓練	7

我們針對文體的特點來閱讀。閱讀議論文時，我們可以先找出文章的論點、論據和論證，整理文章
的脈絡，從而掌握作者的觀點。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6

抓住文章中的關鍵詞，有助我們快速把握描寫對象的特點。

找出關鍵句  訓練	20

通過找出文章的關鍵句，掌握作者的論點。

找出過渡句  訓練	2

過渡句即是在文章中有承上啟下作用的句子，它往往把前後內容緊密地連起，使文章銜接自然。過
渡句也具有轉接或將意思變得深入的作用。

找出中心句  訓練	8

中心句是文章中最重要的句子，找出中心句可總結文章的主要內容。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12

便條傳遞的信息大多明確簡要，通過辨識其寫作目的，判斷哪些是重要的內容，有助我們掌握便條
的主要信息。

邊讀邊思考  訓練	9

邊讀邊思考文章的內容，有助我們掌握文章所說明的道理。閱讀時以圈點畫線作筆記，或把段落的
關鍵句改成問句，再從文章中尋求答案，如同跟作者對話，幫助思考。

提問基本問題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4

我們可以利用提問的方式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內容，例如閱讀記敍文的時候，可設定以下的問題：
文章的敍事六要素是甚麼？作者運用了甚麼敍述手法？閱讀文章時，邊帶着問題邊閱讀。

提問評鑒問題幫助投入閱讀  訓練	13

通過提問評鑒問題如「人物的做法是否恰當？」、「人物的行為表達了甚麼思想感情？」、「作者運
用了甚麼手法描寫人物？」等來加深我們對人物的瞭解，從而更能理解文章的深層意思。

結構

檢查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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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堂

送別詩

	 	 送別詩，是抒發詩人離別之情的詩歌，詩題為宴別、贈別、送某人、別某人、留別等等，都是送別
詩的範圍。古時候由於交通不便，通信極不發達，親人朋友之間往往一別數載也難以相見，再會難期，
所以古人特別看重離別的相送，餞行贈詩的風氣十分盛行。古人與親友離別，常常會出現以下的情景：

飲酒餞別	 例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王維

唱歌送別	 例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贈汪倫》李白

折柳惜別	
例 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

近來攀折苦，應為離別多。	 	 	 	 	 《送別》王之渙

	 	 古人折柳相送，因為「柳」和「留」諧音，折柳有挽留、惜別和不捨之意。而且柳枝有隨地而生的習
性，折柳相贈還有祝願友人在異地生活順利的意思。

	 	 掌握古人送別的風俗，有助理解送別詩的內容，感受詩人所表達的思想感情。

文言虛詞：其、之

	 	 文言文的詞彙以單音節為主，可以分為實詞和虛詞兩類。實詞是指有實在意義的詞語，虛詞是指沒
有實在意義的詞語。學習文言虛詞時，我們要辨識字詞大致相當於白話文的哪個詞語。

	 	 「其」可作代詞、副詞和連詞，其中一個用法為人稱代詞，指第三人稱代詞：他、他的、她、她的或
它（們）、它（們）的，也可用於第一人稱（我、我的）或第二人稱（你、你的）。

	 	 「之」可作代詞和助詞，其中一個用法為人稱代詞，指第三人稱代詞：他、她或它（們），也可用於
第一人稱（我）或第二人稱（你）。

例
	 	 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
尾，乃化為龍矣。
	 《鯉躍龍門》李昉

    在上文中，「之」即是「它」，指登上龍門的鯉魚。「其」是「它的」的意思，
指登上龍門的鯉魚的。

重點詞語表重點詞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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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人

外貌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5  安詳 從容 緊張
訓練	13  殘廢 殘疾 健全
訓練	15  魁梧 高大 瘦小
訓練	13  神色自若 從容不迫 驚慌失措
訓練	15  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其貌不揚
訓練	7  笑逐顏開 眉開眼笑 愁眉苦臉
訓練	18  淚如泉湧 淚流滿面 捧腹大笑
訓練	22  淚珠盈眶 潸然淚下 笑容可掬
訓練	14  啞然失笑 忍俊不禁 哄堂大笑
訓練	9  愁眉苦臉 愁眉不展 眉開眼笑
訓練	22  瘦骨伶仃 骨瘦如柴 肥頭大耳

心理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4  冷落 冷漠 關心
訓練	18  茫然 困惑 清晰
訓練	1  無聊 沒趣 有趣
訓練	4  噁心 厭惡 舒心
訓練	18  蔑視 鄙視 重視
訓練	1  顧慮 憂慮 放心
訓練	3  引以為戒 引以為鑒 不足為訓
訓練	8  忍辱負重 卧薪嘗膽 忍無可忍
訓練	5  怦然心動 動人心魄 無動於衷
訓練	9  怨天尤人 怨天恨地 樂天知命
訓練	17  掉以輕心 不以為意 小心翼翼
訓練	17  莫名其妙 不明所以 恍然如悟
訓練	21  情有獨鍾 情之所鍾 三心二意
訓練	14  聞風喪膽 心驚膽戰 泰然自若

性格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6  沽名釣譽 欺世盜名 實至名歸
訓練	13  義薄雲天 正氣凜然 薄情寡義
訓練	2  潔身自愛 獨善其身 同流合污
訓練	15  驍勇善戰 有勇有謀 貪生怕死

行為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0  喘 吸 呼
訓練	14  坐視 放任 干涉
訓練	6  妥善 妥當 失當
訓練	8  肩負 擔負 推卸
訓練	7  忽略 疏忽 注意
訓練	22  依偎 挨近 疏離
訓練	4  糾纏 轇轕 解脫
訓練	14  迷惑 迷惘 清楚
訓練	13  訪尋 尋找 拋棄
訓練	4  視線 視野 —
訓練	13  款待 招待 虐待
訓練	4  調停 排解 挑撥
訓練	9  鑽研 探究 涉獵
訓練	16  力排眾議 一言為定 人云亦云
訓練	20  本末倒置 捨本逐末 以一持萬
訓練	7  有目共睹 眾所周知 鮮為人知
訓練	1  有板有眼 有條有理 馬虎了事
訓練	17  自作自受 咎由自取 嫁禍於人
訓練	8  自討苦吃 自尋煩惱 禍從天降
訓練	2  爭妍鬥豔 爭奇鬥妍 —
訓練	19  姍姍來遲 緩不濟急 捷足先登
訓練	8  推崇備至 尊崇 鄙夷
訓練	14  煞有介事 若有所失 若無其事

語言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3  自詡 自誇 自卑
訓練	16  抨擊 攻擊 稱頌
訓練	22  搭腔 搭訕 —
訓練	19  目不識丁 胸無點墨 滿腹經綸
訓練	22  自說自話 自言自語 唯命是從
訓練	22  滔滔不絕 口若懸河 沉默寡言

重點詞語表重點詞語表

71



寫景

地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5  陡峭 崎嶇 平坦

環境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6  盎然 充沛 虧缺
訓練	5  稠密 密集 疏落

氣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7  朦朧 隱晦 清晰
訓練	17  籠罩 瀰漫 消散

建築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6  拆卸 摧毀 安裝
訓練	6  修葺 修繕 拆卸
訓練	16  竣工 落成 動工

寫事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7  天賦 天資 —
訓練	16  功勛 貢獻 過錯
訓練	20  划算 合算 吃虧
訓練	21  拖沓 拖拉 利落
訓練	5  洗滌 清洗 —
訓練	19  原則 規矩 —
訓練	20  莘莘 芸芸 —
訓練	2  混淆 混同 澄清
訓練	18  深奧 高深 淺薄
訓練	3  崩潰 瓦解 組成
訓練	2  景況 情形 —
訓練	5  舒緩 緩慢 急促
訓練	5  遜色 失色 出色
訓練	3  疑團 懸念 清楚
訓練	2  賦予 給予 索取
訓練	1  縈迴 縈繞 —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  癒合 痊癒 裂開
訓練	19  顛倒 反常 正常
訓練	9  關鍵 要害 枝節
訓練	15  一枝獨秀 桂林一枝 百花齊放
訓練	18  大同小異 伯仲之間 天壤之別
訓練	21  子虛烏有 海市蜃樓 千真萬確
訓練	3  史無前例 前所未有 史不絕書
訓練	16  名過其實 名不副實 名副其實
訓練	20  名垂青史 萬古流芳 遺臭萬年
訓練	7  如意算盤 一廂情願 事與願違
訓練	22  好景不常 好事多磨 否極泰來
訓練	21  突如其來 出乎意料 不出所料
訓練	9  家財萬貫 腰纏萬貫 身無分文
訓練	14  鼎鼎大名 赫赫有名 默默無聞
訓練	19  顯而易見 不言而喻 模稜兩可

寫物

物品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6  矚目 注目 —
訓練	6  賞心悅目 心曠神怡 觸目驚心

動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3  龐大 巨大 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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