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一、	 以下句子中的形容詞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3；不正確的，圈出

句子中的形容詞，在括號內填上正確的答案。

1.	 一向孝順的康樹竟然對老師說謊，實在教人難以置信。	 （　　　　　）

2.	 原來浩然和哥哥吵了架，怪不得他最近對哥哥這麼冷淡。	 （　　　　　）

3.	 妹妹看到蟑螂後，痛苦得高聲尖叫，並躲在媽媽的身後。	 （　　　　　）

4.	 家明做事絕不會馬馬虎虎，所以大家都放心委託他辦事。	 （　　　　　）					

5.	 姊姊吃飯時斯斯文文的，你要跟她學習，別老是狼吞虎嚥。	 （　　　　　）

	 春天到了，公園裏百花齊放，到處開滿了面紅耳赤的花朵。	 （　　　　　）					

7.	 圖書館內嚴禁喧嘩，所以館內冷冰冰的，連一根針掉在地上	 （　　　　　）	

的聲音也清晰可聞。

二、	 圈出適當的詞語。

1.	 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不妨與家人或朋友（	商量　辯論　計劃　合謀	），一

起找出解決方法，共渡難關。

2.	 上體育課時忽然下起大雨來，張老師連忙指示全體學生離開室外籃球場，排隊

（	下來　走出　進入　退下	）室內操場。

3.	 頒獎台上高舉着冠軍獎杯的子傑（	吸引	 掌握	 帶領	 擒獲	）了所有觀眾的

目光，大家紛紛向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4.	 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往往只在危急關頭（	發生　成長　出現　產生	），他們平

日會偽裝成普通人，隱藏在都市中生活。

5.	 一輛私家車突然在公路上拋錨，司機連忙打電話給拖車公司，讓人把車拖到修

車廠，並加以（	整理　修理　預備　管理	）。

	 哥哥不是一個挑食的人，平時幾乎甚麼東西都吃，他惟一（	厭煩　鄙視　憎恨

討厭	）的食物就只有苦澀中帶點青草味的苦瓜。

6.

6.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詞 一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一、	 依照例句，把以下的陳述句改寫成疑問句。

例	你一定偷看了我的日記，不然你不會知道我昨天和亦敏爭吵。

	 倘若你沒有偷看我的日記，你怎麼會知道我昨天和亦敏爭吵？

1.	 昨晚必定下過雨，否則今早地面不會佈滿凋零的落花。

2.	 你肯定抄錯算式，不然你不可能計算出這樣古怪的答案。

3.	 她們想必不是真的情誼深厚，否則不會頻頻表示要和對方絕交。

	 達文一定曾努力練習朗誦，否則他不能隻字不差地把誦材背出來。

5.	 弟弟在機械編程方面肯定有才能，不然他不會獲選為機械人製作隊伍的成員。

二、	 運用提供的詞語及句式「既……也……」造句。

1.	 哥哥　　　圍棋　　　國際象棋

	

2.	 運動會　　　短跑　　　跳遠

	

3.	 火龍果　　　維生素　　　花青素

	

	 寫生畫　　　觀察力　　　素描技巧

	

4.

4.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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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一、	 	以下句子中的間隔號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3；不正確的打 ✗。

1.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是唐代的著名詩人。	 （	 	）

2.	 我們帶着泳衣和浮板，前往九龍公園．游泳池，參加游泳班。	 （	 	）

	 李．小龍是世界知名的華人武術影星，他年輕時已在多部香港武	 （	 	）	

術電影中亮相。

4.	 美國的第一任總統是喬治．華盛頓，位於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	 （	 	）	

便是為了紀念他而命名的。

5.	 史蒂芬．霍金是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對宇宙研究作出了重大	 （	 	）	

的貢獻，尤其推動了黑洞理論的發展。

二、以下的句子運用了引號或括號，分辨它們屬於哪一種用法，在括號內填上代

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A. 解釋字詞 　　　 B. 解釋句子 　　　 C. 表示反語

D. 引用人物的話語 　　　 E. 	引用古詩、名言或諺語

1.	 秀萍說：「我希望小學畢業後能升讀區內的育泉女子中學。」	 （	 	）

	 你上次考試不及格，這次考試又不及格，能成功「保持水準」呢！	 （	 	）

3.	 老師送我一張印有「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書簽，鼓勵我平日多	 （	 	）	

開卷閱讀。

4.	 洛杉磯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即加州），是美國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	 	）	

僅次於紐約市。

5.	「為免被太陽曬傷，我還是戴上草帽去遠足吧！」加薇看了看窗外	 （	 	）	

猛烈的陽光，喃喃自語道。

6.	 祖母每次看到塑膠水桶，就會想起當年天天提水上樓的辛酸事。	 （	 	）	

（香港曾實施制水，市民需要帶備塑膠水桶從街喉取水。）

3.

2.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標點 十



2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一、	 辨析以下句子運用的修辭手法，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A. 	排比      B. 層遞

1. 這首古典樂曲以弦樂器的樂聲最為突出，而弦樂器之中又以	 （	 	）	

小提琴的樂聲最為清亮。

2.	 入口處是一道古老的石門，步上斜路，沿途有一個青翠的竹	 （	 	）	

園，再踏入中庭，庭院裏有一座大型的水池。

3.	 志峰倚靠過人的體力，憑藉無比的耐力，仰賴超羣的反應能	 （	 	）	

力，最終在運動會上贏得七項冠軍，破了大會紀錄。

4.	 豪華大宅的窗戶點綴着一塊塊色彩繽紛的玻璃，牆壁上掛着	 （	 	）	

一幅幅精緻的油畫，天花板懸吊着一盞盞奢華的水晶燈。

	 半夜忽然之間下起了傾盤大雨，雨聲先是嘩啦啦如浪濤，繼	 （	 	）	

而潺潺似流水，臨近天亮時便漸漸只剩下滴漏般的滴滴答答	 	

之聲。

二、	 運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完成以下的句子。

1.	 鳥兒時而在草叢中尋找食物，

	

2. 表姐的髮型多變，有時候會束起麻花辮，

	

3. 機場裏有許多旅客，有的正在翻閱旅遊書籍，

	

	 這個袋子裏放着即將丟棄的衣服，它們有的不合穿，

	

5.

4.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修辭 十一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班際乒乓球比賽的冠軍戰正在上演，宣平和永興平日是校隊的戰友，

但此刻卻為了爭奪金牌而各不相讓。只見兩人左右躍動，並靈活地揮拍，

操縱乒乓球來回飛舞。場館內的擊球聲和膠底球鞋磨擦地面的「吱吱」聲

此起彼落，大家都不禁屏息觀戰。

　　第一局比賽在哨聲中結束，宣平險勝永興一分。小休時，宣平拍了拍

永興的肩膀，以示鼓勵。永興拿起水瓶，喝了一口水，說：「接下來我不

會再大意，儘管放馬過來！」宣平發現永興扭開瓶蓋時的動作小心翼翼，

跟往常不同。永興瞞得過旁人，但熟悉永興的宣平一眼便看出他的手腕扭

傷，恐怕是剛才反手扣球時引致的。宣平皺了皺眉，暗自為永興擔心。

　　宣平深知永興好勝，他肯定不會向裁判報告傷勢，主動棄權。果然，

永興若無其事地繼續進行第二局比賽。起初，永興擊球的動作雖然稍慢，

但他眼神專注，渾身流露出一股強烈的鬥志。可是，時間一久，永興漸漸

敵不過痛楚，他握着球拍的手腕開始發抖，額角不斷冒出冷汗，就連面色

也蒼白了幾分。作為一個運動員，宣平怎會不同情永興的遭遇？他在電光

火石間下了決定：永興受了傷還那麼拼命，就讓他奪冠吧！ 

　　最後，表現失準的宣平得了亞軍，而永興則贏得金牌。兩人在更衣室

相遇，宣平笑着恭賀永興，沒想到永興聞言後，滿臉陰霾，他沉聲地問：

「為甚麼你不盡全力比賽？你是不是知道我扭傷手腕，才故意退讓？」宣平

一愣：「你……你拿到冠軍，還不高興？」「只有憑自己實力取得的勝利，

才值得高興，這面金牌不是屬於我的。」永興重重地放下獎牌，轉身離開。

　　「我實在太愚蠢了！既然我能發現永興的不適，他自然也能察覺我暗

中相讓。對他來說，這場『勝利』意味着對手的憐憫，和侮辱無異。」宣平

羞愧地拾起金牌，那閃耀的金光，這一刻竟變得那麼刺眼。

閱讀 一
綜合
能力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一名外星人正在地球旅行，他發現地球有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請你寫一個故事，

記述外星人在地球旅行的經歷。

1.  仔細閱讀題目，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

一名外星人正在地球旅行，他發現地球有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請你寫一

個故事，記述外星人在地球旅行的經歷。

2.  根據題 1的關鍵詞，設定故事的背景和人物。

(1)時間

(2)地點

(3)人物

3.  構思外星人的形象，然後完成以下的檔案。

外星人檔案

(1) 名　　字：

(2) 性　　別：

(3) 所屬星球：

(4) 外形特點：

 

(5) 性　　格：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一寫作
搶分
策略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粵 普

1.  秦始皇下令通緝張良，原因是

  A. 張良企圖刺殺秦始皇。

  B.  張良違反秦始皇的命令。

  C.  張良出身於被消滅的諸侯國。

  D. 張良改名換姓，以假身份生活。

  為甚麼張良最後會替老伯穿鞋？

  因為張良

  A. 擔心自己被老伯責備。

  B.  希望得到老伯的報酬。

  C.  不想和老伯斤斤計較。

  D. 找不到其他人幫助老伯。

3.  老伯第一次見張良後，對張良有甚麼看法？

  A. 佩服。

  B.  懷疑。

  C.  不滿。

  D. 欣賞。

  老伯約張良清早在橋上見面，直到第幾次才感到滿意？

  A. 第二次。

  B.  第三次。

  C.  第四次。

  D. 第五次。

2.

4.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聆聽 一



23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六上

請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1.  仔細觀察圖畫，構思故事的內容，想想故事的細節。

(1) 時間：  　　　(2) 地點： 

(3) 人物：

(4) 故事的起因：

(5) 故事的經過：

(6) 故事的結果：

2.  你會怎樣描述圖畫的內容？ 

  我會代入   這個角色，並運用   的語氣講述事情的經過。

3.  運用以上資料，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說話 一

HKEP



2

20分鐘
限時

語基知識 （50分）

一	 辨析  圈出適當的字詞。（4分，每題 1分）

1.	 只要我們意志堅定，即使受到壞朋友（	慫恿　鼓勵　勸告　指揮	），也絕不

會做出偷竊這種犯法的事。

2.	 媽媽笑得（	傻乎乎　慢吞吞　甜絲絲　兇巴巴	）的，原來是因為她收到了弟

弟親手製作的母親節禮物。

3.	 爸爸把切割好的木板組裝起來，再用槌子把最後一（	支　個　塊　枚	）釘子

固定，我的新書櫃便完成了。

4.	 這個（	精雕細琢　金碧輝煌　亭台樓閣　鬼斧神工	）的宴會廳到處金光閃閃，

裝修既華麗，又有氣派，難怪舅父會在這裏舉辦婚宴。

二	 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詞語。（4分，每題 1分）

　　「你讀過《長腿叔叔》嗎？ 1.	 	本書記述了孤兒茱蒂的大學

生活和感情經歷，內容十分感人。」家希說。「我沒有讀過，但我知道《長

腿叔叔》是美國名作家珍．韋伯斯特的代表作，如果你買了這本書的話，

可以把 2.	 	 借給我讀一讀嗎？」嘉莉問。家希搖搖頭，並告訴	

嘉莉他是在圖書館裏借閱《長腿叔叔》的。嘉莉於是問：「你知道最近的圖書

館在 3.	 	嗎？」家希連忙點頭，說：「我經常去圖書館，讓我教你該	

4.	 	走吧！」

三	 改正  圈出句子中錯用的字詞，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10分，每題 2分）

1.	 美思的外表看起來很冷漠，卻她是個熱情的人。	

2.	 孩子健康和快樂地成長，就是給父母更好的禮物。	

3.	 今天欠交功課的人共有偉超一個，他感到萬分慚愧。	

4.	 弟弟收到得獎的消息後，才興奮地跑去通知爸爸和媽媽。	

5.	 姐姐上次做的黑森林蛋糕失敗了，她決定今天還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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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鐘
限時

閱讀 （50分）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學校的弦樂團成員首次參加「全港校際弦樂比賽」，他們在音樂廳的舞

台上圍成扇形，面向負責指揮的何老師而坐。準備就緒後，一支支琴弓架在

提琴的弦上，一觸即發。子欣和家琳並肩坐在前排，她們同屬小提琴第一聲

部，數月來努力不懈，天天相約練琴，互相鼓勵，因此成為了好朋友。

　　何老師輕輕揮動指揮棒，優美的弦樂聲瞬間傳遍了整個音樂廳。子欣和

家琳全神貫注地拉着小提琴，然而意外毫無預警地發生了。「咯吱」一聲響

起，子欣和家琳面前的譜架猛然鬆動，連同樂譜歪倒在地上。子欣和家琳驚

恐地對望了一眼，可是她們已經沒有時間多想，因為這一節的音樂剛結束，

下一節旋即就要開始。指揮台上的何老師看到後不禁皺眉，但他也愛莫能助。

　　子欣和家琳無奈之下，只能自行應變。子欣心想：「我還沒有記熟樂譜，

如果勉强拉下去，一旦出錯，就會擾亂其他人。」於是，她只得顫抖地放下

小提琴，中止演奏，並強忍淚水，竭力不去看台下竊竊私語的評判和觀眾。

家琳起初也嚇壞了，腦中一片空白，後來她漸漸冷靜下來，便跟着節拍，重

新拉動琴弓。原來，家琳早已熟記曲子，不用樂譜也能繼續演奏下去。

　　演奏完畢後，全體樂團成員起立鞠躬，子欣和家琳連忙扶正譜架，撿起

樂譜，匆匆隨隊退場。一返回後台，子欣就抱着家琳大哭：「我為這次比賽

練習了那麼久，現在都白費了，還拖累大家……」家琳緊緊地握着子欣的手，

心有餘悸。何老師安慰她們說：「子欣能為大局着想，果斷放棄演奏；家琳

熟記樂譜，堅持到曲終，都是正確的抉擇。」

　　公佈比賽結果時，大概連何老師也沒有料到，學校的弦樂團竟能勇奪銀

獎。評判在賽後評語中特別提到：「樂團成員遇事後處變不驚，使演奏未受

影響，我們一致表示讚賞。」子欣和家琳聽到後，都喜極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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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
60分鐘
限時

寫作

一	 請根據題目寫日記。（30分）

今天你在一項比賽中表現不佳。請你寫一篇日記，記述今天發生的事情和你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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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鐘
限時

（30分）聆聽
	

粵 普

話語內容分為兩部分，每部分只會播放一次。

	 第一部分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回答第 1至 5題。

1.	 睿希最初對於「死亡漩渦」有甚麼看法？（3分）

	 A.	天災前的徵兆。	 	 B.	 一種自然災害。

	 C.	 螞蟻的作戰方式。	 	 D.	破壞環境的惡果。

2.	 表姐提到軍隊在作戰時的地面活動，目的是說明（3分）

	 A.	行軍蟻的覓食方式。

	 B.	 行軍蟻的名字由來。

	 C.	 行軍蟻的外形特點。

	 D.	行軍蟻沒有固定巢穴。

3.	 表姐講述行軍蟻強大的例子，不包括以下哪方面？（3分）

	 A.	身體構造。	 	 B.	 蟻羣數量。

	 C.	 組織能力。	 	 D.	行進速度。

4.	 領軍蟻分泌出「費洛蒙」是為了（3分）

	 A.	指引行軍蟻前進。

	 B.	 吸引行軍蟻聚集。

	 C.	 擾亂獵物的嗅覺。

	 D.	判斷前進的方向。

5.	 下列哪一項符合對「死亡漩渦」中行軍蟻的描述？（3分）

	 A.	增強攻擊的力量。	 	 B.	 集體攻擊領軍蟻。

	 C.	 有機會全部死亡。	 	 D.	能加速殺死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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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 5分鐘
限時

（20分）

一	 請用四分鐘時間準備。

二	 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筆記欄

~全卷完 ~

HK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