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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4
掌握事情的起因、經過和結果

閱讀記述事件的文章，要注意事情是怎樣開始的、中間
經過了甚麼以及最後的結果是怎樣的。

詞句小種子

	 月 日

	10 分鐘

記
敍

根據故事情節發展
預測結局

閱讀
小策略

    今天體育課上，老師教我們跳馬。老師先示範了一下動作，然後叫我
們試着跳。跳馬的動作一點都不簡單，首先要快速地小跑幾步，然後踏準
地上的踏板，雙臂撐着長方形的馬箱向前跳，而跳過馬箱後還要穩穩地停
落在地上。同學們看了示範後都說很難學，但是老師卻說跳馬看上去雖然
難，但只要大膽去試，就會成功。大家聽了都摩拳擦掌，紛紛準備試跳。

    果然，在老師的指導下，排在我前面的同學都成功地跳過了馬箱。輪
到我了，我鼓起勇氣小跑到馬箱前，然而正當我要踏上踏板的那刻，我卻
忽然感到一陣緊張。我想：如果我跳不過去，豈不是變成全班的笑話？這
樣想着，我就在踏板前停下了腳步。真不出我所料，全班同學都大笑起
來。老師看着我難為情的樣子，鼓勵着說：「不要緊，再來一次。」

    第二次我深深吸了一口氣，開始了小跑，而且順利地踩上踏板，用力
一跳。啊！由於我跳上馬箱的動作不對，我竟然不是跳過，而是一屁股坐
在馬箱上了！同學們看到我狼狽的樣子，笑得更加大聲了，我的臉感到像
是火燒般熱辣辣的。看到我羞紅了的臉，老師堅定地對我說：「這次有進
步，還差一點就跳過了。來，大膽地再試一次 !」

    我第三次嘗試跳過馬箱。有了前兩次的經驗，我不再緊張，不再害
怕。我一邊跑，一邊默念着：鎮定、大膽、跳！馬箱就在我的面前了，我
用雙臂撐在馬箱上，奮力一跳……

10



根據句子的意思，想想
爸爸會對「我」做甚麼？

字詞大追蹤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爸爸       我要積極面對失敗，迎接

  下次的挑戰。

2. 第二段主要是記述 
  A. 「我」第一次跳馬失敗。
  B. 「我」被全班同學取笑。
  C.  同學們成功地跳過了馬箱。
  D. 老師鼓勵「我」要大膽嘗試。

3. 為甚麼「我的臉感到像是火燒般熱辣辣的」？（第 13行）
  A. 因為老師可能會責備「我」。
  B. 因為「我」跳馬失敗，被同學嘲笑。
  C. 因為「我」認為自己不可能學會跳馬。
  D. 因為「我」跳馬的時候不小心把臉弄傷了。

4. 根據文章的內容，完成下表。

歸納段落記述了甚麼事情，
找出事情的重點。

5.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A. 跳馬的樂趣      B. 討厭的體育課
  C. 我學會跳馬了    D. 我是個失敗者

事情 「我」學習（1） 。

事情的起因 學校體育課，老師要「我們」學習（2） 。

事情的經過

看過老師的示範後，同學們都能（3） 。
「我」第一次試跳（4）（  失敗  ╱  成功  ）：因為緊張，
在踏板前（5） 。
「我」第二次試跳（6）（  失敗  ╱  成功  ）：因為
（7） ，坐在馬箱上面了。
「我」第三次試跳：不再（8） ，用
雙臂撐在馬箱上，奮力一跳。

事情的結果
「我」第三次試跳會（9）（  失敗  ╱  成功  ），因為
（10） 。

概括各個段落的大意，
幫助找出文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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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喬的媽媽快生小妹妹了，小喬摸着媽媽圓滾滾的肚子，問道：「妹
妹甚麼時候才出來啊？我好想跟她玩啊！」媽媽摸着小喬的小臉蛋說：「別
心急，醫生說下個星期妹妹就出世啦。」

    小喬等啊等，終於過了一個星期。這天晚上，媽媽說自己肚子疼了，
爸爸聽了馬上拿着媽媽的幾件衣物和生活用品，把媽媽送到醫院。小喬因
為年紀太小，還不能到醫院，所以只好和瑪麗亞姐姐留在家裏。到了半夜
的時候，爸爸從醫院打電話回家報喜。電話裏的爸爸興奮地對小喬說：「你
現在已經是姐姐了，你有一個樣子跟你一模一樣的小妹妹。」這天晚上，
小喬做了一個夢。在夢裏有一個跟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子，她們兩個人
親熱地手拉着手一起上學，一起游泳，一起彈鋼琴。小喬在睡夢中開心地
笑出聲來。

    過了三天，小喬放學回家，看到媽媽坐在沙發上休息。三天沒見媽
媽，小喬飛奔到她身旁撒嬌。媽媽摟着小喬說：「我這幾天和小妹妹在醫
院裏，你在家乖不乖？」小喬親了媽媽一口說：「當然乖啦，我每天都很
聽瑪麗亞姐姐的話。」說完，她忽然想起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問媽媽說：
「小妹妹呢？」媽媽拉着小喬邊走邊回答：「在房間睡覺呢。我們去看她，
不過可別把她吵醒啊。」

    媽媽和小喬走到小妹妹的牀前，看着牀裏臉圓圓胖胖的嬰兒，小喬心
想小妹妹現在才這麼小，那還要等多長時間才能跟我一起上學、游泳和彈
鋼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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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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2%)

  美華和小芳兩個好朋友一個月沒見，一見到面就      地抱
作一團。

2. 小喬不能去醫院的原因是 (2%) 
  A. 小喬第二天要上學。
  B.  瑪麗亞姐姐不讓小喬去。
  C.  小喬年紀太小，不能去。
  D. 小喬肚子疼得去不了醫院。

3. 為甚麼小喬「在睡夢中開心地笑出聲來」？ (4%) 
  A. 因為小喬很想和小妹妹一起玩。
  B.  因為小喬夢到自己的好朋友了。
  C.  因為小喬知道媽媽快要回來了。
  D. 因為小喬很喜歡彈鋼琴和游泳。

4. 文中最後一段主要是記述 (4%)

  A. 小喬在夢中看到妹妹了。
  B. 小喬覺得妹妹的臉又胖又圓。
  C. 小喬和媽媽到小妹妹的牀前看她。
  D. 小喬希望妹妹可以快點長大和自己玩耍。

5. 根據文章內容，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列各項。 (4%)

  （請把英文字母填在方格內）
  A. 小妹妹回家了。
  B.  媽媽的肚子圓滾滾的。
  C.  爸爸送媽媽到醫院去。
  D. 小喬做了一個有關妹妹的夢。

               

6.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4%) 
  A. 小妹妹長大了    B. 小喬做姐姐了
  C. 夢中的小妹妹    D. 媽媽生了小妹妹 D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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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每個星期天，爸爸總會帶我和哥哥到黃大仙奶奶家。奶奶今
年六十多歲了，看上去卻一點也不老。她一頭濃密的黑髮，身材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無論穿上甚麼衣服都顯得很精神。有的時
候奶奶和爸爸一起出去，還會被人以為是兩姐弟呢！

    我和哥哥最喜歡去奶奶
家，因為每次奶奶都會為我
們準備一大桌的美食。奶奶
是個很會做飯的人，有時我
們一起在外面的餐廳吃到了
好吃的菜式，到了星期天，
奶奶的一雙巧手就會把那些
菜式做出來，而且味道和樣
子看上去和餐廳的也差不
多。奶奶說她年輕的時候跟
一個有名的廚師學過廚藝，
還曾經打算當一個大廚，但

是後來和爺爺結婚後就放棄這個想法了。

    爸爸說，奶奶是個既能幹又很能吃苦的人。當爸爸和姑姑還
在上中學的時候，爺爺因為意外去世了。家裏一下子失去了經濟
支柱，爸爸和姑姑都說不再上學，要出來工作養家。奶奶一口拒
絕了他們的提議，並用家裏僅餘的一點錢買了些雜貨，做起了街
邊小販，每天起早摸黑地到外邊擺賣，直到爸爸和姑姑讀完大學，
出來工作。

    前些年，爸爸說黃大仙的屋子舊了，奶奶一個人在那裏也會
很孤獨，所以想把她接回家住，可是無論如何奶奶也不願意搬離
舊樓。奶奶說那裏有認識了幾十年的老鄰居，還有許多和爺爺一
起生活的美好回憶。爸爸、哥哥和我說好，下次星期天到奶奶家
時，一定要再勸她搬到我們家住，一直勸到她同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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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2%)

  舊區裏的老人子女都不在身邊，只剩下自己      地生活。

2. 下列哪一幅圖畫是奶奶的模樣？ (3%) 
  A.  B. 

  C.  D. 

3. 文中第三段主要是 (4%) 
  A. 寫奶奶怎樣售賣自己的雜貨。 
  B.  寫爺爺因為意外去世的經過。
  C.  寫奶奶既能幹又能吃苦的特點。
  D. 寫爸爸和姑姑以前貧困的生活。

4. 文中「經濟支柱」（第 19行）是指 (4%)

  A. 奶奶。
  B. 爺爺。
  C. 爸爸。
  D. 姑姑。

5. 下列哪項不符合對奶奶的描述？ (4%)

  A. 奶奶做的菜很好吃。
  B. 奶奶一個人住在舊樓裏。
  C. 奶奶到現在仍在街邊擺攤。
  D. 奶奶不讓爸爸和姑姑停學，出來工作養家。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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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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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 表弟：

    你好！收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到西安玩得那麼開心，我心裏
很羨慕啊。你信中問到我在北京大學的生活，我就跟你說說我在
這裏的感受吧。

    這裏的校園很大，剛來的時候，我老是迷路，有好幾次我一
大早出門上課，但直到第一節下課了我還沒找到課室呢，真不知
道是校園太大，還是我認路的能力太差。後來，我沒課的時候就
在校園裏走走逛逛，總算對校園的環境熟悉了，才發現原來這個
校園裏的風光竟是十分的宜人。

    在這個大學裏，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未名湖一帶了。未名湖
是校園裏的一個大型的人工湖，湖水清澈透亮，岸邊栽滿了枝繁
葉茂的樹木，離湖不遠處還有一座三十多米高，造型古樸的博雅
塔。有時候我在學校餐廳吃完晚飯後，會到湖邊散一圈步，欣賞
湖面博雅塔秀麗的倒影。

    我說了這麼多這裏好的地方，你大概以為我在這裏是無憂無
慮的吧？其實不是的，我在這裏每天都要應付非常繁重的功課，
而且成績也還不及其他的同學。你也知道，能到這裏上學的，都
是全國各地最優秀的學生，雖然我以前中學的時候成績也不錯，
但是到了這裏卻又算不得是甚麼了。不過你不用擔心，我有信心，
只要我繼續努力，就一定可以提升自己的成績。只不過這一年裏
我大概也不會有時間去香港探望你們了，我倒提議你有時間的話，
到北京來找我，我一定帶你在這兒好好玩玩。

    祝
學業進步
     
    芷華
    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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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封信是      寫給     的。 (2%)

  （必須在橫線上寫上人名）

2. 為甚麼芷華剛到大學的時候經常迷路？ (2%) 
  A. 因為上課的時間太早了。
  B. 因為學校的校園太大了。
  C. 因為校園的風景太美了。
  D. 因為芷華功課太繁重了。

3. 下列哪一幅圖畫是表姐在北京大學拍的照片？ (3%) 
  A.  B. 

  C.  D. 

4. 如果為發信人補寫自稱，應在   的部分寫上甚麼？ (2%)

  A. 表姐
  B. 表弟
  C. 堂姐
  D. 姐姐

5. 發信人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 (4%)

  A. 邀請子明到北京玩。
  B. 介紹北京大學的美麗風景。
  C. 說說自己在北京大學的生活。
  D. 解釋自己不能到香港探望對方的原因。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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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解構館

	 理解文章的內容

示例	 訓練 1 題 3

下列哪兩項符合文章的內容？	
（請選擇兩個答案）
A.	芷詩很喜歡看《小飛俠》。
B.	英語角的書可以帶回家看。
C.	《小飛俠》是一本英文故事書。
D.	媽媽為了書的事情責罵芷詩一頓。
E.	 劉老師和欣欣都在追看《小飛俠》。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篇章的脈絡，理解文章的內容。
答題技巧

	 圈出各選項的關鍵詞，然後對比文章中相關的內容，判斷正誤。
	 非文章內容的選項，大多是資料具細微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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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文章的因果關係

示例	 訓練 19 題 5

古代埃及的皇帝把「獅身人面像」建在金字塔旁邊目的是甚麼？
A.	希望「獅身人面像」不受破壞。
B.	希望「獅身人面像」保護自己的陵墓。
C.	希望「獅身人面像」成為金字塔的迎賓大使。
D.	希望「獅身人面像」提醒來往的旅人金字塔的位置。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篇章的脈絡，聯繫文章各部分，理清事件的因果關係。
答題技巧

	 要從文章的內容細節理清因果，理解句子間的銜接關係，按上文下理概括出答案。

	 概括人物的性格

示例	 訓練 3 題 5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A.	勤奮好學	 	 B.	驕傲自大	 	 C.	知錯能改	 	 D. 謙虛有禮

失分難點

	 未能從文中所述的事件及對人物的描寫中整理出人物的特點。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人物的行為和說話，從而理解人物的性格特徵。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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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斷句子的深層意義

示例	 訓練 20 題 4

文中「我們在餐廳裏美美地飽餐了一頓，然後才離開了這座『大迷宮』」（第
17行），「大迷宮」是指
A.	尖沙嘴。	 B.	印度餐廳。
C.	很大的迷宮。	 D.	餐廳所在的舊式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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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題 2

第二段主要是記述
A.	「我」第一次跳馬失敗。	 B.	「我」被全班同學取笑。
C.	同學們成功地跳過了馬箱。	 D.	老師鼓勵「我」要大膽嘗試。

失分難點

	 未能整理出段落的主要內容。

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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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內容是甚麼。
歸納段落大意的時候要全面，如果只歸納了段落某部分的內容，不能算是正確答
案。

	 歸納文章的主旨

示例	 訓練 21 題 5

這篇文章主要
A.	描寫了天后古廟裏的情況。
B.	指出筲箕灣	東大街既窄且短。
C.	描寫了筲箕灣	東大街的情況。
D.	介紹了筲箕灣	東大街出名的餐廳。

失分難點

	 未能概括文章的主要內容，找出作者傳遞的信息。

答題技巧

	 分析各段落的大意，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內容，歸納文章的主旨。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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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教室

書信

格式

稱謂

問候語

稱謂

	 	 按發信人和收信人的關係而定，發信給平輩，可以只寫上對方的名字或加上關係，例如「曉晴」、「子
俊表哥」。

祝頌語

	 	 另起一行空兩格寫上「祝」，祝福的話則另起一行頂格寫，例如「節日快樂」、「學業進步」等。祝頌
語的內容應按祝賀的事情和雙方的關係而選擇合適的話語。

署名和啟告語

	 	 發信給平輩可不用寫上啟告語，長輩寫給晚輩則不用寫上署名和啟告語。

親愛的爺爺：

	 	 您好嗎？您是否已適應加拿大的生活？有沒有
想念我呢？

	 	 爺爺，我最近參加了到四川服務的交流團，參
觀了地震遺址，還與兒童村的孤兒一同玩遊戲。他
們的生活環境和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但他們仍然積
極地生活，讓我不禁想到要珍惜和身邊的人好好相
處的機會。

	 	 我還有好多事想跟您說，真希望快到農曆新
年，那樣我們就可以見面，痛快地聊了。

	 	 祝
身體健康

	 孫女

	 	 美怡	 上
	 	 四月二日

署名和啟告語

日期

自稱

正文

祝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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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書信的格式

示例	 訓練 12 題 1

這封信是	 		 	寫給	 		 	的。
（必須在橫線上寫上人名）

失分難點

	 未能分清發信人和收信人的稱謂。

答題技巧

	 信件是發信人寫給收信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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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合適的祝頌語

示例	 訓練 12 題 4

如果為發信人在	 	補寫祝頌語，下列哪一項最為恰當？
A.	學業順利	 B.	聖誕快樂
C.	連生貴子	 D.	早日康復

失分難點

	 未能按發信人和收信人的關係和書信的內容，選出合適的祝頌語。

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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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書信的目的

示例	 訓練 12  題 5

發信人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
A.	請表姐再來香港玩。
B.	分享自己在西安旅行的感受。
C.	希望表姐分享她在北京大學的生活。
D.	表示贊同對方說西安是個令人着迷的地方。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發信人的寫作目的。

答題技巧

	 找出書信中以最多篇幅記述的事情，概括書信的主要內容。
	 通過歸納書信的主要內容，分析發信人的寫作目的。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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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營

根據已有知識理解內容  訓練	10

閱讀時，我們如果可以聯繫自己對文章所寫的事物的已有知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掌握文章的內
容。

聯繫生活經驗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24

閱讀的文章內容如果是自己所熟悉或經歷過的事情，可以代入文章的角色和情境，設身處地想想他
們的感受，幫助理解文章的內容。

抓住事物的特點理解內容  訓練	22

在閱讀文章的時候多留意事物的特點，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內容。我們可以在描寫事物
特點的字詞旁邊作記號，方便整理有關的內容。

推測文章隱藏的含意  訓練	9

作者很多時候會把部分意思隱藏在文章中，而不直接說出來。掌握文章中的線索，並聯繫已有的生
活經驗，我們便可以推論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了。

根據故事內容推測情節發展  訓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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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掌握故事情節的發展，邊讀邊推測故事的結局。

利用概念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11、21

閱讀描寫文的時候，我們可以嘗試利用概念圖，幫助整理文章中所描寫的內容，分析文章運用的寫
作手法。

列表格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6、8、20

利用表格整理文章的內容，可以幫助我們掌握文章的寫作手法，理清文章的脈絡。

文體閱讀法  訓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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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論

結構

邊讀邊想像  訓練 19

我們閱讀描寫事物的文章時，可以嘗試多加運用自己的想像力，把描寫的內容活現在自己的腦海之中。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3、18

在閱讀的時候，嘗試在段落中找出關鍵詞，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概括段落的大意，掌握文章所描寫
的內容。

找出關鍵句  訓練	14

通過找出關鍵句，掌握文章內容的敍述順序。

找出中心句  訓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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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章中的重點段往往是作者行文的着力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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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出文章的重點段，首先要給文章分清段落層次，
再判斷哪一段或哪幾段是文章的重點段。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17

閱讀文章的時候，我們可以根據文章的體裁，嘗試判斷作者的寫作目的，從而找出文章的重要內容。

宏觀命題法：摘取、加工聯繫、建構  訓練	15

閱讀各自然段，找出各段的重要事件，刪除段中不相關的信息、重複的語句，然後作歸納，寫出段
意。若文章的段落較多，我們可把內容相近的自然段合併，劃分成不同的意義段，幫助掌握文章的
內容大意。

提問基本問題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7、12

我們可以利用提問的方式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內容，例如：文章的主要內容是甚麼？作者的寫作目
的是甚麼？閱讀文章時，邊帶着問題邊閱讀。

利用六何法理解內容  訓練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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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意象

檢查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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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讀邊想像  訓練 19

我們閱讀描寫事物的文章時，可以嘗試多加運用自己的想像力，把描寫的內容活現在自己的腦海之中。

找出關鍵詞  訓練	13、18

在閱讀的時候，嘗試在段落中找出關鍵詞，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概括段落的大意，掌握文章所描寫
的內容。

找出關鍵句  訓練	14

通過找出關鍵句，掌握文章內容的敍述順序。

找出中心句  訓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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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章中的重點段往往是作者行文的着力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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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出文章的重點段，首先要給文章分清段落層次，
再判斷哪一段或哪幾段是文章的重點段。

按目的判斷重要內容  訓練	17

閱讀文章的時候，我們可以根據文章的體裁，嘗試判斷作者的寫作目的，從而找出文章的重要內容。

宏觀命題法：摘取、加工聯繫、建構  訓練	15

閱讀各自然段，找出各段的重要事件，刪除段中不相關的信息、重複的語句，然後作歸納，寫出段
意。若文章的段落較多，我們可把內容相近的自然段合併，劃分成不同的意義段，幫助掌握文章的
內容大意。

提問基本問題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7、12

我們可以利用提問的方式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內容，例如：文章的主要內容是甚麼？作者的寫作目
的是甚麼？閱讀文章時，邊帶着問題邊閱讀。

利用六何法理解內容  訓練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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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意象

檢查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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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堂 重點詞語表重點詞語表

初春小雨	 韓愈

天街小雨潤如酥，

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煙柳滿皇都。

古詩的對偶

	 	 對偶是字數相等，結構相同或相似的兩個句子。對偶能讓詩句看起來整齊美觀，讀起來節奏鏗鏘，
易於記誦。

古詩的押韻

	 	 詩句的最後一個字常常會是讀音相近的字，稱為押韻，使詩歌讀起來更動聽。

《詠梧桐》	 薛鄖、薛濤

例

例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河流。

《登鸛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寫遠景：夕陽依傍着西山慢慢地沉。詩人由遠到近，
寫「黄河入海流」滔滔黄河朝着東海洶湧奔流，景象壯闊。

寫景詩

	 	 本書訓練 22《初春小雨》和《小雨》都是寫景詩。寫景詩是通過描寫景物來表現詩人情感的詩歌，是
古詩中常見的一類，數量眾多。讀寫景詩時，要留意詩人觀察和描寫景物的角度，如高、低、遠、近等。

	 	 除了描寫景物的角度，我們也可從詩怎樣描寫景物的顏色、形態、聲音等方面去理解詩歌的內容。
例如楊萬里《小雨》：「雨來細細復疏疏」，寫出了雨的形態。

	 	 理解詩歌描寫的景物，可以幫助我們從中掌握詩人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例如王之渙《登鸛雀樓》開首
寫登樓時所見的壯闊景象，把握了詩歌所寫的景色，才能領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積極進取的
思想感情。

例

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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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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充沛 充足 不足
訓練	18 	修長 細長 矮胖
訓練	9 	眼眶 眼圈 —
訓練	18 	結實 紮實 鬆軟
訓練	19 	鬍鬚 鬍子 —
訓練	8 	奄奄一息 岌岌可危 生氣勃勃
訓練	9 	聚精會神 全神貫注 心不在焉

語言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5 	建議 提議 —
訓練	8 	詢問 咨詢 答覆
訓練	4 	鼓勵 勉勵 打擊
訓練	20 	歡呼 喝采 悲歎
訓練	16 	自言自語 喃喃自語 默不作聲
訓練	6 	結結巴巴 吞吞吐吐 出口成章
訓練	5 	竊竊私語 交頭接耳 高談闊論

動作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1 	並肩 並排 錯落
訓練	13 	指揮 指點 —
訓練	9 	滾落 滾下 —
訓練	9 	觀察 察看 —
訓練	4 	摩拳擦掌 躍躍欲試 —

寫景

天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1 	猛烈 劇烈 溫和

氣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0 	黑漆漆 黑沉沉 明晃晃
訓練	1 	熱辣辣 熱乎乎 冷冰冰

心理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5 	悶 煩 —
訓練	5 	不屑 輕視 重視
訓練	1 	主意 想法 —
訓練	1 	打算 計劃 —
訓練	6 	同意 贊成 反對
訓練	13 	佩服 敬佩 不服
訓練	3 	狠狠 重重 輕輕
訓練	4 	狼狽 尷尬 從容
訓練	3 	掛念 想念 忘懷
訓練	5 	嫌棄 厭惡 喜歡
訓練	13 	慌亂 慌張 鎮定
訓練	6 	願意 樂意 不願
訓練	7 	懷念 思念 忘卻
訓練	10 	歡迎 迎接 驅逐
訓練	16 	興沖沖 樂滋滋 灰溜溜
訓練	19 	望而生畏 望而卻步 勇往直前
訓練	6 	豁然開朗 恍然大悟 百思不解

性格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8 	出色 優秀 遜色
訓練	18 	聰明 伶俐 愚笨
訓練	3 	發脾氣 耍性子 和顏悅色
訓練	8 	多管閒事 多事生非 漠不關心

環境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1 	古樸 樸素 新潮
訓練	11 	吸引 招引 排斥
訓練	11 	宜人 怡人 擾人
訓練	21 	荒廢 荒蕪 興旺
訓練	2 	簡陋 粗陋 豪華
訓練	20 	雜亂無章 亂七八糟 井井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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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事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8 	及時 即時 延誤
訓練	17 	功用 效用 ─
訓練	2 	可惜 惋惜 值得
訓練 4 	示範 演示 ─
訓練	1 	忽然 突然 逐漸
訓練	9 	果然 果真 不然
訓練	5 	供養 贍養 拋棄
訓練	14 	呵護 愛護 糟蹋
訓練	17 	祖先 祖宗 後代
訓練	15 	負責 肩負 —
訓練	13 	按照 依照 違背
訓練	17 	原始 遠古 文明
訓練	17 	記憶 印象 遺忘
訓練	2 	排列 陳列 亂放
訓練	15 	責任 義務 權利
訓練	21 	隊伍 行列 ─
訓練	1 	規則 規矩 ─

寫物

物品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0 	合身 稱身 —
訓練	19 	陵墓 皇陵 —
訓練	10 	款式 樣式 —
訓練	10 	裝飾 點綴 —
訓練	19 	精巧 精美 粗劣
訓練	2 	鮮豔 豔麗 暗淡
訓練	17 	驚人 震驚 —
訓練	10 	變化 改變 不變
訓練	20 	形形色色 五花八門 千篇一律
訓練	19 	龐然大物 碩大無朋 小巧玲瓏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5 	接送 接載 ─
訓練	3 	統統 全部 僅僅
訓練	2 	添置 添購 ─
訓練	18 	動聽 悅耳 刺耳
訓練	14 	發現 發覺 埋沒
訓練	7 	跟隨 追隨 遠離
訓練	4 	經驗 經歷 ─
訓練	7 	演出 表演 ─
訓練	7 	聞名 著名 無名
訓練	15 	繁忙 忙碌 悠閒
訓練	3 	檢查 查看 ─
訓練	21 	繼續 不斷 停止
訓練	13 	另眼相看 刮目相看 一視同仁
訓練	6 	名列前茅 首屈一指 名落孫山
訓練	8 	無時無刻 時時刻刻 三年五載
訓練	21 	遠近馳名 馳名中外 鮮為人知
訓練	7 	數一數二 首屈一指 無足輕重

植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4 	巨大 龐大 細小
訓練	14 	脆弱 軟弱 頑強
訓練	14 	嫩綠 翠綠 枯黃

食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6 	焦糊 焦黑 —
訓練	16 	腥氣 — 香氣
訓練	20 	飽餐 大吃 絕食
訓練	16 	淡而無味 味同嚼蠟 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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