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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概括段意的能力。

•	「段義理解」設有 4題，每題設四個選項，考生需從中選取一個能概括段落大意的選項。

•	 考生未能正確理解、概括或歸納段落的意思。

•	 仔細閱讀段落，弄清每個句子的意思。
•	 分析段落的首句、尾句或中間的句子，看看有沒有中心句。
•	 找出句子之間的聯繫，看看段落是圍繞哪幾層意思來寫的，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甚麼。
•	 歸納段義的時候要全面，如果只是歸納了段落中某一小部分的內容，不能算是正確答案。

當發生火警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嚇得手足無措。其實，這個時候，無論情況有多麼嚴重，
火勢有多麼兇猛，我們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靜。然後趕緊去衞生間把毛巾用水打濕，捂住口
和鼻，再確定安全門的位置，打開安全門後就迅速從安全通道離開。記住，離開時千萬不能
搭乘電梯。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說明發生火警時
A.	 人們的反應。	 B.	 不能乘電梯。
C.	 應該怎麼做。	 D.	 要保持冷靜。	

•	 段落中有沒有中心句？
	 答案：	沒有。
•	 段落可以劃分為幾層意思？
	 答案：	三層。第一層：講述發生火警時大多數人的反應；第二層：講述發生火警時最重要的是

保持冷靜；第三層：發生火警時應該怎麼做。
•	 排除錯誤選項，從而選出正確答案。
	 答案：	選項 A 只說出了段落的第一層意思，排除 A；選項 B只說出了第三層的部分意思，排

除B；選項D只說出了段落的第二層意思，排除D，所以正確答案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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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喜歡吃苦瓜，特別是小孩子，他們總是對餐桌上那翠綠的苦瓜敬而遠之。其實，
小小的苦瓜可是一個寶貝呢。它含有豐富的營養，還有增進食欲、明目、幫助消化、清涼解
毒、利尿的作用。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說明
A.	 吃苦瓜有甚麼好處。	 B.	 小孩子不喜歡吃苦瓜。
C.	 苦瓜有豐富的營養。	 D.	 小孩子對苦瓜敬而遠之的原因。	

和成人不同，小孩子是通過感知來判斷一件事情的對與錯。比如，大人阻止小孩子說「別
碰那個杯子，裏面的水很燙」時，他總會想用手去摸一下杯子。大人愈阻止，反而愈讓他感
興趣。當終於有一次他的手被杯子裏的開水狠狠地燙了一下，他就會知道，手被燙了很痛，
也才真正知道了不能用手去碰裝有開水的杯子。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說明
A.	 小孩子都很倔強。	 B.	 小孩子都不喜歡聽大人的話。
C.	 小孩子喜歡用手去碰裝開水的杯子。	 D.	 小孩子通過感知來判斷事情的對錯。	

•	 段落中有沒有中心句？
	 答案：	有，「小小的苦瓜可是一個寶貝呢」。
•	 段落可以劃分為幾層意思？
	 答案：	三層。第一層：講述很多人不喜歡吃苦瓜；第二層：指出苦瓜是一個寶貝；第三層：苦

瓜營養豐富，並且有很多藥用價值。
•	 排除錯誤選項，從而選出正確答案。
	 答案：	選項 B只說出了段落的第一層意思，排除 B；選項 C只說出了第三層的部分意思，排

除C；段落中未提及選項D的意思，排除D，所以正確答案是 A。

•	 段落中有沒有中心句？
	 答案：	有，「和成人不同，小孩子是通過感知來判斷一件事情的對與錯。」
•	 段落的結構是怎樣的？
	 答案：	段落的首句是段落的中心句，總述了段落的大意，後面的句子是說明中心句所帶出的事

理的例子。
•	 根據中心句的內容，選出正確答案。
	 答案：	段落的中心句總述小孩子通過感知來判斷事情的對與錯，所以正確答案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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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下面第 1至第 4題的一段文字，然後依照指示作答。

1.

	

現在，愈來愈多的大樓採用玻璃作為外牆。玻璃外牆看起來簡潔、大方，
可以有各種各樣的顏色，還可以做林林種種的造型，給城市增添亮麗的風景
線。可是，玻璃會吸熱，還會反光，會產生大量的光污染，給污染本來就嚴
重的城市更增加了一份不小的負擔，令城市裏生活和工作的人們愈來愈困擾。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說明
A.	大樓採用玻璃外牆的好處。
B.	 大樓採用玻璃外牆的好處與弊端。
C.	 大樓採用玻璃外牆會帶來哪些弊端。
D.	採用玻璃外牆會帶來污染，應該棄用。
(a)	段落中每個句子的意思是甚麼？
	 第一個句子：說明城市愈來愈多大樓用	 	做外牆。

	 第二個句子：說明玻璃外牆的	 。

	 第三個句子：說明玻璃外牆會給城市帶來哪些	 。
(b)	段落中有沒有中心句？	
(c)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2.

	

過去，人們喜歡用書信的方式交流感情，表達問候。到了現在，愈來愈
多的人習慣用短信、電郵、視頻等來交流，人們早已忘記了還有書信這樣的
交流方式。這些現代化的方式雖然比過去的書信更加快捷、方便，卻再也體
會不到寫信時的那份認真，盼信時的那份期待，讀信時的那份感動和興奮了。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
A.	說明人們不再喜歡寫信。	 B.	 指出今昔交流方式的不同。
C.	 比較今昔交流方式的優劣。	 D.	指出人們交流的方式有了變化。
(a)	段落中每個句子的意思是甚麼？
	 第一個句子：講述過去的人喜歡用	 	來交流。

	 第二個句子：講述現在的人喜歡用哪些	 	來交流。

	 第三個句子：講述現在的交流方式有甚麼	 	和	 。
(b)	段落中有沒有中心句？	
(c)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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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是一隻多麼勇敢，多麼忠誠的小狗啊！牠寧可冒着被狼咬死的危險，

也不願意拋下自己的主人，獨自逃生。這種精神難道不值得我們讚歎，不值
得我們欽佩嗎？如果我也擁有這樣一隻小狗，我將感到無比自豪。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寫
A.	這隻小狗非常勇敢和忠誠。
B.	 作者對這隻小狗的讚歎和欽佩。
C.	 作者想要一隻勇敢和忠誠的小狗。
D.	作者認為這隻小狗勇敢和忠誠的原因。
(a)	段落中每個句子的意思是甚麼？
	 第一個句子：感歎這一隻小狗很	 	和	 。

	 第二個句子：講述小狗	 	的事跡。

	 第三個句子：以反問句來強調小狗值得我們	 	和	 。

	 第四個句子：說出自己	 。
(b)	段落中 ( 有	╱	沒有 ) 中心句，第	 	句是中心句。
(c)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4.

	

雖然現在西方國家的足球隊實力較雄厚，但足球的發源地卻是在中國！
早在兩、三千年以前，中國就有「蹴鞠」這項運動，這就是足球運動的雛形。
有很多史書和文獻記載了蹴鞠的形式和發展，《水滸傳》裏就有描寫「蹴鞠」
的場面。北宋時期的高俅就是因為是蹴鞠高手而得到了宋徽宗的賞識，最後
官至太尉，這足以證明蹴鞠在當時是貴族間最流行的運動。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
A.	講述歷史上有關蹴鞠的故事。
B.	 說明高俅能夠官至太尉的原因。
C.	 說明現代足球和古代蹴鞠的區別。
D.	介紹足球的起源及有關蹴鞠的記載。
(a)	段落中有沒有中心句？	
(b)	整個段落圍繞甚麼來寫？中國古代的	
(c)	段落中的主要資訊和次要資訊是甚麼？
	 次要資訊：蹴鞠在古代曾經很	 	。
	 主要資訊：中國是足球的	 、 	中對蹴鞠的記錄。
(d)	在橫線上填上題目的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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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下面第 1至第 6題的一段文字，然後依照指示作答。

1.

	
俗話說「家有家規」，更何況是一所學校呢？如果沒有校規，學生的行

為就沒有了準則，人人想幹甚麼就幹甚麼，那學校豈不是亂了套嗎？學生們
又怎樣學習，又怎樣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習慣呢？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說明
	 A.	校規是甚麼。
	 B.	 校規存在的必要。
	 C.	 沒有校規會怎麼樣。
	 D.	校規能夠起到甚麼作用。	

2.

	

志賢對爸爸說：「爸爸，您經常外出公幹，即使留在香港也是早出晚歸，
我們平常連見一面都很難得。我知道您工作繁忙，承受的壓力也很大，但是
爸爸，您能每天留給我們一點時間嗎？哪怕只是晚上睡前短短的時間也可以
了！」

	 志賢說這些話的目的是
	 A.	向爸爸發發牢騷。
	 B.	 要求爸爸放棄工作。
	 C.	 希望爸爸知道自己很關心他。
	 D.	希望爸爸能夠稍微抽點時間給家人。	

3.

	

露珠雖然生命很短暫，但它卻是不平凡的。它白天在空氣中隱藏，夜晚
在黑暗中工作。當夜幕降臨時，它像慈母一般滋潤着禾苗；當黎明來臨時，
它又最早睜開那不知疲倦的眼睛。它日以繼夜地工作，把畢生的心血都貢獻
出來，這是多麼偉大呀！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
	 A.	說明露珠日夜在幹甚麼。
	 B.	 說明露珠一生都很忙碌。
	 C.	 指出露珠生命非常短暫。
	 D.	慨歎露珠生命短暫卻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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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在愈來愈多的小孩子都有懶惰、嬌氣的毛病，他們不會幫忙做家務，
連自己的事情也會讓別人來做，一點苦也吃不了。他們出門連坐公共汽車都
不願意，要麼乘計程車，要麼坐私家車，甚至連散個步都會叫累。對「王子
病」和「公主病」日益嚴重的趨勢，家長們是否應該反思自己教導子女的方法
是否正確呢？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寫
	 A.	甚麼是「公主病」。
	 B.	 現在的小孩子很多都患病。
	 C.	 現在很多小孩子又懶惰又嬌氣。
	 D.	家長應該反思子女又懶惰又嬌氣的原因。	

5.

	

大米中的各種營養素含量雖不是很高，但因其食用量大，也能夠起到營
養功效，是補充營養素的基礎食物。大米是提供 B族維生素的主要來源，是
預防腳氣病、消除口腔炎的重要食療。米粥具有補脾胃、清肺的功效。而米
湯則有益氣、養陰、潤燥的功能，能刺激胃液的分泌，有助於消化，並能促
進脂肪的吸收。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
	 A.	介紹大米中含有哪些營養素。
	 B.	 說明大米是身體必需的基礎食物。
	 C.	 說明大米是補充營養素的基礎食物。
	 D.	介紹米粥和米湯分別含有哪些營養素。	

6.

	

矗立在美國	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的真正名稱是自由照耀世界之神。它是
美國的國家紀念碑，被視為美國的象徵。自由女神像的形象來源於羅馬神話
中的自由女神，她身披長袍，右手高舉火炬，左手的冊子上寫着美國《獨立
宣言》發表的日期：1776年 7月 4日，腳下環繞着斷裂的鎖鏈。這座自由女
神像是法國人民送給美國的禮物。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
	 A.	說明自由女神像的名稱。
	 B.	 描述自由女神像是甚麼樣的。
	 C.	 介紹美國	自由女神像的概況。
	 D.	指出自由女神像是美國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