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型 析分

理解文章隱藏的含意

示例

四上  練習 2 應試練習 題 6
作者想：「真是太小看我了。」（第 22行）是指甚麼？
	A. 燈謎太過簡單。
	B. 禮品不夠吸引。
	C. 燈謎的數量不多，不夠作者猜。
	D. 工作人員發獎品的態度不夠熱情。

評估重點

  理解文章隱藏的含意。

學生難點

  聯繫上下文理解文意。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相關的段落，聯繫題目所問語句的上下文，理解文句背後的意思。

分析因果關係

示例

四上  評估 1 題二、4
作者給龍貓取名淘太郎的原因是
	A. 牠活潑好動，十分淘氣。
	B. 牠吃東西的樣子非常有趣。
	C. 牠長得既像兔子，又像松鼠。
	D. 牠是爺爺從寵物店買回來的。

評估重點

  理解簡淺敍述性文字語段間的關係。

學生難點

  辨別語段間的關係。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相關的內容，結合上下文分析語段間的關係。
  文章中的關聯詞如「因此」、「所以」、「由於」、「為了」、「從而」等能幫助我們辨別語
段間的關係。

閱讀理解與策略 四上4



歸納段落大意

示例

四上  練習 8 應試練習 題 6
文中第四段主要是記述
	A. 各種各樣奇怪的細菌。
	B. 細菌的三種分類方法。
	C. 人們不知道如何區分細菌。
	D. 細菌的大小和喜好都不相同。

評估重點

  概括自然段的段落大意。

學生難點

  辨別段落的主要意思，作分析和綜合。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段落，找出主要記述的內容。想想哪幾句話的意思相近，可以合在一起看作一層，
把該段落分層。
  找出段落每層的意思，把它們連起來，抓住段落的要點，概括段落的大意。最後比較各個
選項，找出正確答案。

分析寫作目的

示例

四上  評估 2 題一、6
作者舉出哈利法塔的瞭望台可以把整個杜拜的景色盡收眼底，目的是
	A. 介紹哈利法塔的瞭望台的功用。
	B. 說明哈利法塔成為杜拜的熱門旅遊景點的原因。
	C. 說明當地工人建造哈利法塔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
	D. 抒發在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的瞭望台上觀景的喜悅之情。

評估重點

  找出作者的寫作目的。

學生難點

  概括作者的寫作目的。

答題技巧

  找出文章主要的內容，仔細閱讀相關的段落。
  想想文章的內容大意是甚麼，幫助判斷作者的寫作目的。
  概括出作者的寫作目的，歸納出作者通過文章所傳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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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實 答題技巧

書信

格式

姑姑：

　　自從你移民去了加拿大，我們已經快半年沒有見面了。
你是不是已經適應了加拿大的生活？有沒有想念我呢？

　　姑姑，我多了一個小夥伴，牠是上個星期媽媽給我買
的玩具貴婦狗，名叫巧克力。巧克力體形嬌小，非常可愛，
每天我放學回家，牠都會熱情地在門口迎接我。要是你見
到牠，也一定會喜歡的。

　　我還有好多新鮮事想跟你說呢，真希望快到新年，那
樣我們就可以當面痛快地聊了。

　　祝
生活幸福

侄女
樂玲
十月二日

稱謂

自稱

日期

祝頌語

署名

正文

向姑姑介

紹我的小

狗巧克力。

寫出發信人和收信人的名稱

示例

四上  評估 2 題二、4
這封信是	 	寫給	 	的。
（必須在線上寫上人名）

評估重點

  掌握書信的格式。

學生難點

  分清發信人和收信人的名稱。

答題技巧

  信件是發信人寫給收信人的，學生應在答案線上寫上署名和稱謂中的名字。
  填寫答案時要注意寫上人物的名字而非稱謂或自稱。

閱讀理解與策略 四上6



選出合適的祝頌語

示例

四上  練習 7 應試練習 題 7

如果為麗萍補寫祝頌語，應在信中	 	的部分填寫下列哪一項？
	A. 學習進步
	B. 生日快樂
	C. 早日康復
	D. 馬到功成

評估重點

  掌握書信的格式。

學生難點

  按發信人和收信人的關係和書信內容，選出合適的祝頌語。

答題技巧

  可先刪去與書信內容無關的祝頌語。
  因應發信人和收信人的關係，判斷祝頌語是否得體。

掌握書信的內容

示例

四上  練習 7 應試練習 題 6
下列哪兩項符合這封信的內容？
	A. 患了大病的詩慧正在住院。
	B. 詩慧很快就能回到學校上課。
	C. 麗萍希望能在環保周見到詩慧。
	D. 詩慧是去年環保周活動的負責人。
	E. 志強是今年環保周活動的負責人。

評估重點

  理解書信的內容大意。

學生難點

  理解書信中隱藏的含意。

答題技巧

  運用排除法，先刪去未能在文章中找到相關內容的選項。
  仔細閱讀有關餘下選項的段落，閱讀時不要只單看書信內容的表面意思，掌握書信所記述
的事情的線索，例如：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再加上我們的生活經驗，便不會誤解書信
內容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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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5
日期：

學習重點：認識動態和靜態描寫的手法
閱讀策略：把內容化成圖像

靜態描寫是對處於靜止狀態中的景物或人物的描寫。動態描寫是對處於活動、變化狀態中

的景物或人物的描寫。

閱讀時，我們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將文章中關於景物的靜態或動態描寫化成靜止或活

動的畫面，幫助理解文章的內容。

閱讀下面的文字，把文章的內容化成圖像，然後回答問題。

　　世間的花朵千姿百態，但我喜歡的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夏天到了，池塘裏，荷葉像撐開的綠傘，一把挨着一把，連成一片，將池
塘遮得嚴嚴實實。荷花調皮地從綠傘之間的縫隙中冒出來，筆直地站着。一朵
朵潔白的荷花，有些已經完全盛開，柔嫩的花瓣簇擁着中心黃色的花蕊，讓人
不禁想起了傳說中觀音的蓮花寶座；有些還沒有完全盛開，最外層的花瓣散
開，中間的花苞格外飽滿，看上去就像健美的鴿子展開了翅膀；有些還是花骨
朵，花瓣層層疊疊、緊緊地裹在一起，就像蘸了顏料的畫筆頭，又像弦上的箭。
微風吹起，一陣陣清香撲鼻而來；荷葉隨風飄舞，荷花微微顫動，就像一羣仙
女在跳舞，姿態優雅動人；荷葉上晶瑩的露珠，這時便會打幾個滾，然後悄然
滑落⋯⋯

　　我愛那冰清玉潔的荷花。

　　我家的小貓，渾身長滿了雪白、柔軟的長毛，牠
愛蜷縮在沙發上睡覺，看上去就像一頂漂亮、暖和的
白帽子。每當我回到家，牠總會跑到我腳邊，用身體
蹭我的小腿，朝我喵喵地叫，就像一個撒嬌的孩子。
每當我拿球逗牠玩，牠總會歪着頭，興奮地伸出前爪
不停地揮舞，想把小球搶過來。我家的小貓真可愛！

靜態描寫：描寫小貓的外貌及牠睡覺時的樣子。

動態描寫：描寫小貓撒嬌和玩球時的神情、動作、叫聲等。

閱讀理解與策略 四上24



1.	找出文中對荷花的描寫，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景物 具體形態 靜 ／動 圖畫

荷葉

荷葉像撐開的綠傘，	

微風吹起，	

荷	
花

全開的 柔嫩的花瓣	

未全開的 最外層的花瓣	

花骨朵 花瓣	 靜 C

露珠

2.	以上的描寫是靜態描寫還是動態描寫？在表格內填上正確的答案。

3.	把文中對荷葉和荷花的靜態描寫化為圖像，選出與描述相配的圖畫，在
上面的表格內填上答案的代表字母。

 
A.

  
B.

  
C.

  
D.

  

根據以上的文章和表格，回答問題。

1.	為甚麼作者對荷花情有獨鍾？

	 作者喜歡荷花	 、	

	 	的品質。

2.	文中第二段主要描寫	
 

第二段描寫了哪些景物，從哪些方面描寫了這些景物的形態？

作者以哪些詞語總述

荷花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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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閱讀時限：8分鐘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秋天不知不覺來了。這幾天天氣怡人、天朗氣清。一大早，我不經意
抬頭望望那蔚藍色的天空，幾朵輕柔的白雲自由自在地飄浮着，十分好
看，不禁觀賞起天空中的美景來。

　　你瞧，白雲是一位技藝高超的魔術師，正在不停地變換着各種各樣的
戲法。他們時而變成了活潑可愛的小兔子，時而變成笨拙強壯的狗熊，時
而變成了奔跑的高頭大馬，時而又變成了低頭吃草的奶牛⋯⋯白雲與白雲
組成的圖畫也形態各異。左邊，白雲相連成連綿起伏的高山；右邊，白雲
又疊加成一棵茁壯挺拔的大樹；中間，白雲繪出一羣孩子玩耍的畫面，他
們顯得那麼快樂，那麼有活力⋯⋯秋天的雲，真是變幻莫測，千姿百態，
令人目不暇給。

	 	 漸漸地，太陽升到最高點，射出萬道刺眼的金光。在這金光的映襯
下，那姿態萬千的白雲就顯得更加分明了，甚至連柳絮般絲狀的紋理也看
得清清楚楚。有時，太陽被白雲遮住，雲朵的邊緣部分就會變得格外清
晰、透亮，可中心部分卻似抹了暗沉的陰影，顯得有些厚重，似乎要墜下
來，給大地蓋上厚厚的棉被⋯⋯

	 	 最美的雲彩當屬太陽快要下山時，西沉的太陽發出柔和的光芒，把雲
彩都浸透了，天空由藍色變成了紫色。熱情的橘和濃烈的紫相互輝映、交
錯，將整片天空渲染得朦朧神祕，瑰麗華美，就像一幅讓人捉摸不透的油
彩畫，又像是仙女五彩的裙擺，讓人忍不住想輕輕觸摸，感受它的柔軟綿
密⋯⋯

　　眼前的美景使人陶醉，我願意化作天邊那自由、美麗的雲霞，用自己
的熱情擁抱太陽，擁抱生活。

閱讀理解與策略 四上26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至 2題的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1.	一陣風兒吹過，路旁的蒲公英似一把把白色的小傘， 	
在空中。

2.	大海上的天氣	 ，陰晴不定，一會兒烈日當空，一會兒
大雨傾盆。

3.	文中哪個詞語寫出因為雲朵的姿態很多，讓眼睛來不及觀看？

	

4.	文中第二段，為甚麼作者說「白雲是一位技藝高超的魔術師」？
	  A.	因為白雲把天空裝扮得非常美麗。
	  B.	因為秋天的雲變幻莫測，千姿百態。
	  C.	因為秋天的雲自由自在，讓人羨慕。
	  D.	因為秋天的雲似油彩畫般朦朧神祕。

5.	文中第三段主要描寫
	  A.	清晨天空變幻的雲彩。
	  B.	中午天空分明的雲彩。
	  C.	黃昏天空瑰麗的雲彩。
	  D.	夜晚天空厚重的雲彩。

6.	為甚麼作者願意化作天邊的雲霞？
	  A.	因為天邊的雲霞富有藝術氣息，千姿百態。
	  B.	因為天邊的雲霞自由又美麗，充滿熱情，非常美好。
	  C.	因為天邊的雲霞自由地飄浮，給人無限神祕的感覺。
	  D.	因為天邊的雲霞善於變幻出不同的姿態，呈現不同的面貌。

7.	作者寫這篇文章主要是
	  A.	通過描述秋天天空的美麗，表達對秋天的喜愛。
	  B.	通過描述天空色彩的變化，表現自然風光的美好。
	  C.	通過描述秋天天空雲朵的變化，說明大自然擁有神祕的力量。
	  D.	通過描述秋天美麗的雲彩，表達對自由的嚮往和生活的熱愛。

找出表現事物特點的
關鍵詞語，概括原因。

27



評估 2
日期：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 然後回答問題。

	 	 隨着時代的發展，城市內的高樓大廈愈來
愈多。現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是位於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	杜拜的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原名杜拜塔，又叫做杜拜大廈。
這座摩天大樓足足有 828米高，共 160層，比
香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還要高 435米。為了
展現當地的文化特色，哈利法塔的底座周圍採
用了六瓣的「沙漠之花」這種幾何圖形，讓整
座高塔的外形具有時代感之餘，還富有伊斯蘭
的建築風格。

	 	 從地面往上看，哈利法塔高聳入雲，建造這樣一座大樓一定花費了不
少金錢和人力。實際上，這座世界最高樓花了 6年的時間興建，總投資超
過 70億美元。在建哈利法塔的過程中，總共使用了 33萬立方米混凝土、
3.9萬公噸鋼材及 14.2萬平方米玻璃。為了修建這座高樓，當地政府共調
動了大約 4000名工人和 100台起重機，可謂耗資巨大。

	 	 一般的超級摩天大樓都會有一個觀景台——如香港	環球貿易廣場的
「天際 100」，哈利法塔亦不例外。當遊客在這座大廈的第 123層瞭望台眺
望遠方時，不僅可以把整個杜拜的景色盡收眼底，就連大約 97公里之外
的地方都可以清楚看到。正因如此，它已成為當地的地標，也是熱門的旅
遊景點之一，吸引不少遊客慕名前來。除了可以觀景，哈利法塔和一般的
商業大樓一樣，也設有酒店、辦公室和住宅公寓。另外，由於具有高度上
的優勢，哈利法塔還設有氣象台和廣播信號傳送站。總而言之，它是一座
集觀光、商業、公用等多用途的大樓。

閱讀理解與策略 四上56



分數：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至 2題的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6%）

1.	甲隊在這場球賽中盡佔	 ，還未到半場，所得的分數就已大
幅拋離對手。

2.	古時候的詩人很喜歡在中秋佳節，憑欄	 	明亮的圓月，思念
遠方的親人。

3.	文中第二段說明了	 （4%）

4.	作者除了從建築風格和成本來介紹哈利法塔外，還從哪兩方面作說明？
（4%）

	  A.	高度
	  B.	形狀
	  C.	顏色
	  D.	用途
	  E.	象徵意義

5.	作者舉了哪兩個例子說明建造哈利法塔花費了不少人力和物力？（6%）

	 (1)	

	 (2)	

6.	作者舉出哈利法塔的瞭望台可以把整個杜拜的景色盡收眼底，目的是
（4%）

	  A.	介紹哈利法塔的瞭望台的功用。
	  B.	說明哈利法塔成為杜拜的熱門旅遊景點的原因。
	  C.	說明當地工人建造哈利法塔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
	  D.	抒發在世界第一高樓哈利法塔的瞭望台上觀景的喜悅之情。

7.	文中哪一段說明哈利法塔具觀光、商業和公共用途？（4%）
	  A.	第一段
	  B.	第二段
	  C.	第三段
	  D.	第四段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