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氏小樹蛙」是香港的原住民──它首先在香港被人們發現，在大嶼山、赤鱲
角、南丫島、蒲台島等地接近溪流或池塘的樹林中可以找到牠的蹤影。

    盧氏小樹蛙雖是「原住民」，但牠卻不是有一個中文姓氏「盧」。這種小樹蛙又稱
為「盧文氏樹蛙」，以牠的發現者約翰．盧文的姓氏命名。 1952年，自然學家盧文遠
足時，在南丫島一個山洞中首次發現牠。然而，那山洞於翌年意外倒塌，讓大家都以
為小樹蛙已經絕種。直至三十年後，離島居民分別在幾個地方再次找到牠們，才知道
這種當時全球數量不過千隻的小樹蛙，仍然生活在鋼筋森林之中。

    盧氏小樹蛙是全港體型最細小的兩
棲類動物，牠平均身長 1.5至 2厘米，
長度大約是成年人尾指的一半，雌性的
體型比雄性的稍大。小小的樹蛙沒有如
毒蛇、蜜蜂般強大的「武器」，卻會隱身
術保護自己。牠的背部呈褐棕色，有一
個約半厘米大的深色交叉型花紋，佈滿
小痣粒，讓牠可以隱藏在樹林地面的枯
葉中，避開天敵的襲擊。

    盧氏小樹蛙跟其他樹蛙一樣，前後
肢上均有吸盤，讓牠可以在樹枝和樹葉
上穿梭自如。不過，身為樹蛙的牠卻不
愛爬樹，牠的吸盤發展得不太健全，所以牠喜歡往地面上的枯葉堆裏鑽，方便捕食小
昆蟲。

    隨着城市的發展，小樹蛙的棲息地也受到破壞，不得不搬家。 1990年代初，因
為赤鱲角興建新機場，為了不讓小樹蛙給泥土活埋，生物學家們嘗試把小樹蛙遷往新
界和港島生活，選定了八個保育區讓牠繼續繁衍，受本港《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保護。
小樹蛙雖然成功搬家，但仍受生態環境破壞的威脅。現今僅存的野生樹蛙數量不多，
如不加以保護會有絕種的可能，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紅皮書》中屬「瀕危」物種。看
來要保護這種瀕臨絕種的小動物，我們着實要好好愛護大自然，趕緊為小樹蛙留下一
片可棲息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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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9

聯繫生活經驗理
解內容

閱讀
小策略

	 月 日

	15 分鐘

理解文章中的數據說明

掌握文章利用哪些數據去說明事物，可以幫助我們具體
地理解說明的內容。

：蹤跡形影。 ：突然打擊。

詞句小種子

說
明

（盧氏小樹蛙相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濕地公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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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在文中用了哪個詞語，指出樹蛙在樹上活動的情況？ 

 

2.  文中第一段「『盧氏小樹蛙』是香港的原住民」，句子中「原住民」是指下列哪個意
思？  

  A. 盧氏小樹蛙在香港首先被發現。
  B. 盧氏小樹蛙有一個傳統的中國姓氏。
  C. 盧氏小樹蛙在接近溪流或池塘的樹林中出沒。
  D. 盧氏小樹蛙在赤鱲角、南丫島、蒲台島等地棲息。

3.  根據上文，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A. 盧氏小樹蛙的發現者姓盧。
  B. 盧氏小樹蛙曾經一度絕種。
  C. 盧氏小樹蛙因興建新機場，所以被遷移到其他地方棲息。
  D. 盧氏小樹蛙常常爬樹，最愛在樹枝和樹葉上捕食小昆蟲。

4.  盧氏小樹蛙有甚麼特徵？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平均身長    (4) 身上有一個  型花紋

  (2) 雄性的體型比雌性的    (5) 前後肢上都有    

  (3) 背部一般是   色的

5.  文中第五段，作者舉了盧氏小樹蛙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紅皮書》中被列為「瀕
危」的例子，主要是指出 

  A. 小樹蛙會馬上絕種。
  B. 保護小樹蛙的行動刻不容緩。
  C. 現時香港小樹蛙的數量有很多。
  D. 小樹蛙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保護。

6.  上文的主要內容是   
  A. 說明盧氏小樹蛙的特徵。
  B. 介紹盧氏小樹蛙的棲息地。
  C. 說明盧氏小樹蛙的珍貴之處。
  D. 講述盧氏小樹蛙被發現的經過。

7.  你贊同為盧氏小樹蛙設立保育區嗎？為甚麼？  

概括主旨時要全
面，別誤把部分的
內容作為主旨。

想想設立保育區有哪
些優缺點，幫助思考
作答方向。

開放題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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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票選全世界最可愛的動
物，小海獺一定名列前茅。別看牠一
副傻乎乎的樣子，牠可是一種很聰明
的動物呢。

    海獺是海洋中體型最小的哺乳類
動物，一般身長只有約七十厘米。海
獺常常被拍到兩隻小爪在揉臉，惹人
喜愛。這是因為牠花相當多的時間來
理毛，那可算是牠的「終生事業」。
海獺「梳粧」不是為了打扮自己，而
是為了生存。如果毛皮亂蓬蓬的，或
者沾上了污穢，海水就會直接浸透皮
膚，把身體的熱量散失掉，海獺會因
而凍死。為了保持毛皮調節體温和防
水的能力，海獺只好經常梳理毛髮。

    別以為海獺用手捂眼睛是因為牠害羞，其實是牠的爪掌心不長毛，感到冷的時
候，就會用手捂暖和的眼睛，樣子討人喜歡。除了鼻尖與爪掌心，海獺全身覆蓋着濃
密的毛，每平方厘米有毛十二萬五千根，所以海獺皮被稱為毛皮中的「王中之王」。
由於人類覬覦牠的皮毛，大量捕殺，使海獺曾一度瀕臨滅絕，現在海獺已被列為受保
護動物而嚴加保護了。

    海獺大部分時間也待在水中，愛吃海膽、貝類和螃蟹，這些動物都有很堅硬的外
殼，靠牙齒是絕對咬不開的，聰明的海獺就想到了用石頭打開硬殼。牠從海底取一塊
大而平的石頭，放在胸前當砧板，然後用前肢抓住獵物使勁往石塊上砸，直至殼裂肉
露為止。由於合適的石板不容易遇到，吃飯的「工具」會好好藏在皮囊中，即使海浪
衝擊也不會失落。

    浮在海面上睡覺是海獺的絕技，牠們將海藻纏繞在身上，然後手牽着手，枕浪而
睡，這樣就不怕在睡夢中被海浪沖走或沉入海底了。海藻是海獺的牀，而海獺也是海
藻的守護者。海膽會吞食海藻，而海獺最愛獵食海膽，海獺繁衍壯大，可以控制海膽
的數量，讓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海藻茁壯生長。

    會使用工具的海獺又聰明又可愛，想不到更是阻止全球暖化的衞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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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評估 1 	 月 日

	35 分鐘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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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在文中用了哪個詞語，形容海獺用小爪揉臉？ (2%)

 

2. 文中第二段提到「海獺『梳粧』不是為了打扮自己」中「梳粧」是指 (2%)

  A. 理毛。
  B. 掉毛。
  C. 喬裝。
  D. 化粧。

3. 為甚麼海獺用手捂眼睛？ (2%)

  A. 因為牠害羞。
  B. 因為牠用眼睛暖手。
  C. 因為牠想讓爪掌心長毛。
  D. 因為牠想樣子討人喜歡。

4. 文中第三段，作者舉了海獺每平方厘米有毛十二萬五千根的例子主要是指出 (2%)

 A. 海獺的毛十分濃密。
  B. 海獺的皮毛能調節體温。
  C. 海獺為甚麼經常梳理毛髮。
  D. 海獺的鼻尖與爪掌心不長毛。

5. 作者從哪兩方面說明海獺的聰明？ (4%)

  A. 海獺是海藻的守護者。
  B. 海獺用石頭打開食物的硬殼。
  C. 海獺愛吃海膽、貝類和螃蟹。
  D. 海獺大部分時間也待在水中。
  E. 海獺睡覺時將海藻纏繞在身上。

6. 這篇文章主要是 (2%)

 A. 說明海獺的可愛和聰明。
  B. 指出海獺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動物。
  C. 指出海獺是阻止全球暖化的衞士。
  D. 說明海獺被列為受保護動物的原因。

7.  海獺哪一個特點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請詳細說明你的理由。 (5%)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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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菜市場是我最喜歡流連的地方。不單是因為和奶奶去買菜，更
是因為菜市場有各式各樣新奇的事物，等着我去冒險。

    菜市場裏總是那麼熱鬧，
狹窄的小街道擠得水泄不通。
每次聞到熟食攤傳來的撲鼻
香味，我都饞得口水直流，
嚷着要奶奶買魚丸給我邊走
邊吃。我美滋滋地吃着魚丸，
牽着奶奶的手，隨着人潮走
到水果攤。水果攤上擺滿了
林林總總有趣的水果，散發
着清甜的果香。火紅的火龍

果像披着一身龍鱗，毛茸茸的獼猴桃像獼猴的後腦勺，紅彤彤的天桃像一個
個掛着的鈴鐺……

    除了外形怪異的水果，還有絢麗多彩的蔬菜。蔬菜攤上五顏六色的蔬菜
看得我眼花繚亂，絳紫的椰菜、雪白的茄子、嫣紅的甜椒、翠綠的豆角、澄
黃的南瓜，大自然斑斕的色彩讓人不得不驚歎造物的奇妙。

    魚攤是菜市場裏最「刺激」的地方。記得有一次，我看着池裏的魚兒嘴
巴一張一合，像在跟我說話似的，我便伸手去摸摸牠。想不到魚兒竟然輕輕
咬了我一口，嚇得我慌忙把手縮回來。我喜歡蹲在水盆邊，看着一幕幕的海
洋奇觀：魚兒活蹦亂跳，濺起陣陣的水花。螃蟹吹着泡泡，發出噗嚕噗嚕的
響聲。花蛤慢慢張口，伸出小舌頭噴水柱。魚兒撲通撲通的蹦跳聲，魚販的
吆喝叫賣聲，顧客們的討價還價聲，交織成一首激盪人心的協奏曲。

    奶奶買菜殺價，總是讓我驚心動魄。奶奶要買魚，先出軟招跟魚販
說：「可以便宜一點嗎？」魚販答：「不行。」於是奶奶用硬招，大聲地說： 
「四十五塊，不行我就不買了。」魚販想了想，說：「四十八塊，最底價了。」
當奶奶拉着我的手準備走的時候，魚販急着說：「四十五塊就四十五塊吧。」
就這樣，奶奶笑盈盈地買走了這尾鮮魚。

    這個我以往常常轉悠的菜市場快要遷拆了，那裏會建一座新式的大型超
級市場。菜市場和我的童年一樣，隨着歲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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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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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哪個詞語最適合代替橫線上的文字？ (2%)

  驅車前來海灘的市民把停車場堵得嚴嚴實實，車子動也不能動。

 

2. 以下哪一項有關水果攤的描述是不正確的？ (2%)

  A. 獼猴桃的表皮帶毛。
  B. 火龍果外表像龍的鱗片。
  C. 金黃色的天桃像掛着的鈴鐺。
  D. 水果攤上的水果散發着清甜的果香。

3. 為甚麼作者驚歎造物的奇妙？ (2%)

  A. 「我」看到雪白的茄子。
  B. 「我」看到林林總總外形怪異的水果。
  C. 「我」看到螃蟹吹泡泡，覺得很好奇。
  D. 「我」看到五顏六色的蔬菜，覺得很神奇。

4. 作者說「魚攤是菜市場裏最『刺激』的地方」，主要是因為 (2%)

 A. 「我」喜歡蹲在水盆邊。
  B. 「我」可以伸手去摸魚兒。
  C. 「我」看到一幕幕的海洋奇觀。
  D. 「我」聽到魚兒撲通撲通的蹦跳聲。

5. 文中第五段的內容主要是 (2%)

  A. 記述奶奶買魚殺價。
  B. 說明怎樣買魚殺價。
  C. 指出奶奶能軟硬兼施。
  D. 描述菜市場讓「我」驚心動魄。

6. 根據文章內容，下面哪一個最適合作為本文的題目？ (2%)

 A. 菜市場的消失
  B. 有趣的菜市場
  C. 我和奶奶去買菜
  D. 菜市場和超級市場

7.  作者在文中第四段從聲音描寫菜市場，試找出一個例子，並說出他這樣描寫有甚
麼好處？ (5%)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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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十月十七日至十月二十三日

    這星期的活動真使我獲益良多，讓我明白了只要用樂觀積極的態度看人
生，世上並沒有解決不了的事。

    星期二的班主任課上，老師向我們宣佈，學校將與社區中心合辦一個名
為「愛心慈善毅力行」的活動。這是一個步行籌款活動，我們學校的學生會
和社區內的傷健人士一起遠足，籌得的善款會捐助傷健人士購買儀器。我一
向喜歡參與社區公益活動，於是我二話不說就拉着好友小智報名參加了。

    星期四的下午，我和小智到社區中心參與工作坊。聽過導師們的簡介
後，我不禁有點擔心，傷健人士不是行動不便的嗎？他們怎樣完成這次遠足
呢？不過，小智告訴我：「別胡思亂想吧！只要遵從導師的指示，一定能完
成這次活動的。」

    星期六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我們帶了充足的水和少量的食物，坐車到
西貢去。大家都顯得很雀躍，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和傷健人士一起參與活
動，而且在行善之餘，也能到郊外呼吸新鮮的空氣。

    到達了西貢之後，我們依照老師與遠足導師的指示，走到郊遊徑的起
點。沿途綠樹成蔭，加上秋風送爽，使我
們精神大振。我最喜歡親近大自然，
又怎麼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呢？於
是我和小智急不及待向前方奔跑，
走了一會，小智拍拍我的胳膊，
跟我說：「健峯，別忘記這次步
行籌款的意義呢！」我恍然大悟，
想起了出發前老師跟我們說的
話，漸漸放慢了腳步。不久，大
隊也徐徐地跟上來了。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伯伯一瘸一拐地和我並肩而行，跟我說：「謝謝你
們！我很久沒離開過自己的社區了，難得有機會到郊外遠足。」大家一起說
說笑笑，沒多久我們便一起走到了終點。

    經過這次活動，我明白了傷健人士雖然身體上有殘缺，但心靈卻比我們
更堅強。即使遇到甚麼困難，只要樂觀面對，人生根本沒有甚麼障礙是不能
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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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2%)

  本來我還不明所以，但聽過爸爸的教訓後，我才 過來，意
識到自己的錯誤。

2. 本文是屬於哪一類的實用文體？ (2%)

  本文是一則 。

3. 文中第二段的內容主要是記述 (2%)

  A. 步行籌款活動的意義。
  B. 「我」報名參加步行籌款活動。
  C. 「我」喜歡參與社區公益活動。
  D. 學校將和社區中心合辦步行籌款活動。

4. 這星期發生了甚麼事情令作者覺得有點擔心呢？ (2%)

 A. 「我」和小智走在大隊的前面。
  B. 「我」報名參加了步行籌款活動。
  C. 小智勸告「我」要遵從導師的指示。
  D. 「我」參與工作坊後，擔心傷健人士不能完成遠足。

5. 為甚麼作者後來放慢了腳步？ (2%)

  A. 「我」的氣力不繼。
  B. 「我」怕傷健人士走丟。
  C. 「我」領悟到活動的意義是傷健同行。
  D. 「我」想起了老師和遠足導師出發前說的話。

6. 老伯伯向「我們」道謝是因為 (2%)

 A. 「我」和他一起說說笑笑。
  B. 這次活動讓他得到新的儀器。
  C. 這次活動讓他有機會離開自己的社區。
  D. 「我」跟着他的步伐走，和他並肩而行。

7.  作者覺得這一星期的經歷使他獲益良多，是因為 (2%)

 A. 「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B. 「我」明白了要樂觀面對困難。
  C. 「我」對傷健人士有了新的看法。
  D. 「我」能到郊外呼吸新鮮的空氣。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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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解構館

	 理解文章的內容

示例	 訓練 8 題 4

文中提及莫高窟壁畫的特色，請寫出其中三項。
(1)   (2)   (3)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篇章的脈絡，理解文章的內容。

答題技巧

	 找出題目中的關鍵詞，然後仔細閱讀文章中相關的段落。
	 填答案時可抄錄關鍵詞句，其他內容應用自己的文字概括寫出。

	 掌握句子的深層意思

示例	 訓練 13  題 2

文中第一段「可我卻不想爸爸新買給我的模型車被弟弟『摧殘』」，句子中
「摧殘」是指下列哪個意思？
A. 浪費 B. 保管 C. 把玩 D. 弄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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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文章的因果關係

示例	 訓練 2 題 2

作者說「讓人不禁感歎世事，物換星移」，主要是因為
A. 小島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B. 小島始終保持着原始天然的魅力。
C. 小島由往昔的熱鬧至今日渺無人煙。
D. 小島令「我」流連忘返，想一遊再遊。

失分難點

	 未能理清文章的前後聯繫，判斷段落之間的關係。

答題技巧

	 結合前文後理分析段落之間所包含的因果關係。
	 留意文中的關聯詞如「由於」、「因此」等，幫助我們整理段落間的關係。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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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段意

示例	 訓練 15  題 3

文中第四段的內容主要是
A. 描述維港夜景的璀璨迷人。
B. 記述遊人忙於拍攝維港美麗的夜景。
C. 描述遊人陶醉於「幻彩詠香江」的表演。
D. 說明欣賞維港夜景的遊人來自不同的地方。

失分難點

	 未能整理出段落的主要內容，把局部信息誤作為段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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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句子間的聯繫，看看段落圍繞哪幾層意思來寫，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甚麼。
	 歸納段意的時候要全面，別誤把段落中某一小部分的內容作答案。

	 歸納文章的中心思想

示例	 訓練 22  題 4

根據文章內容，下面哪一個最適合作為本文的題目？
A. 論節儉 B. 物質和精神
C. 我看消費主義 D. 談月光族的利與弊

失分難點

	 未能概括出文章的重點。

答題技巧

	 分析各段落的大意，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內容。
	 留意首段及尾段具總結作用的句子，把握作者的寫作目的。

	 按文章的內容表達意見

示例	 訓練 10  題 6

文中第三段，作者指出使用指紋鎖的住客不用帶鑰匙便能進出家門，你認
為這是優點還是缺點？請舉一個日常生活例子支持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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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只需舉一個例子，可從自身經驗出發，先表述個人的立場，再以例子支持自
己的論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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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教室

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

  這個星期三是姐姐的生日，
我們一家都感到很開心。

  星期一放學後，媽媽和我到
文具店買畫紙。買完回家，我立
刻拿出彩筆，在畫紙上畫生日卡
給姐姐。我在畫紙的左上角畫了
一個太陽，太陽下有一羣小豬，
牠們有大有小，姿態各異。我把
牠們每隻都畫得十分可愛，數一
數，總共畫了十隻，正好代表了
姐姐今年生日的歲數。

日期

正文

周記

  星期三晚上，也就是姐姐生
日的那天，我把親手繪畫的生日
卡送給姐姐。姐姐自小就很喜歡
豬，因此一看到以豬為主 題
的生日卡，就高興得
跳起來，姐姐感激
我的心意，更用力
地親了我一下。看
到姐姐那樣開心，
我們全家都非常高興。

格式

	 掌握周記的內容

示例	 評估 1 題三、4

這星期發生了甚麼事情令作者覺得有點擔心呢？
A. 「我」和小智走在大隊的前面。
B. 「我」報名參加了步行籌款活動。
C. 小智勸告「我」要遵從導師的指示。
D. 「我」參與工作坊後，擔心傷健人士不能完成遠足。

失分難點

	 未能掌握周記記述的事情。

答題技巧

	 從周記相關的文段中找出重要的信息，利用排除法，刪去不相關的選項。
	 檢查餘下的選項是否與題目的要求相符。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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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周記的特點

示例	 訓練 12  題 3

本文屬於哪一類的實用文體？
本文是一則 。

失分難點

	 未能分辨日記和周記。

答題技巧

	 按實用文的格式，判斷文章的體裁，留意文章開首的日期，並仔細閱讀文中所記
述的到底是一周的事情，還是一天中發生的事情。
	 小心整理文中記述事件發生的時序，判斷文章的體裁。

	 掌握作者的心情變化

示例	 訓練 12  題 4

下列哪一個詞語最能形容作者星期三的心情？
A. 忐忑不安 B. 欣喜雀躍
C. 如釋重負 D. 心事重重

失分難點

	 未能理清周記的脈絡，概括作者的心情轉變。

答題技巧

	 圈出形容心情和日期的關鍵詞，利用概念圖梳理作者的心情變化，找出正確的答案。

	 掌握周記的重點

示例	 評估 1 題三、7

作者覺得這一星期的經歷使他獲益良多，是因為
A. 「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B. 「我」明白了要樂觀面對困難。
C. 「我」對傷健人士有了新的看法。
D. 「我」能到郊外呼吸新鮮的空氣。

失分難點

	 未能抓住周記記述的事件的重點。

答題技巧

	 概括周記的內容，抓住事件的重點，把一周發生的事聯繫起來，從事件的整個過
程中找出線索，回答問題。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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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營

利用標題推測內容  訓練	11

標題能顯示文章的內容或作者的主要觀點，我們根據標題推測文章的內容，有助掌握文章的內容大
意。

聯繫生活經驗理解內容  訓練	9、24

我們可以聯繫自己的生活經驗，想想以往遇到相關的事情和物件，幫助理解作者說明的事物，或掌
握文章中重要的內容。

抓住事物的特點理解內容  訓練	5

我們可以藉由事物的特點區別它與其他事物間的分別，例如同是水果，西瓜的果皮有白綠相間的花
紋，而青黃色的哈密瓜的果皮上，則有如網狀的花紋。事物各有本身的特質、構造、形狀和作用。
閱讀的時候，我們要抓住事物的特點，才能對描寫的對象產生具體而清晰的印象，加深對文章的理
解。

推測文章隱藏的含意  訓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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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故事的情節往往會依着清晰的線索發展，例如故事一開始提及一場球賽，情節便會圍繞這場球賽發
展下去。因此邊閱讀邊推測情節的發展，有助我們理解故事的內容之餘，亦有助判別我們是否能正
確理解故事的情節。

利用概念圖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3、21

利用概念圖梳理文章中描寫或議論的內容，可以幫助我們掌握描寫對象的特點，或作者的觀點和理

據。

列表格幫助理解內容  訓練	6、10、17

利用表格把文章描寫或說明的內容整理好，從而對描寫或說明的人物或事件有更全面的瞭解，藉此
掌握文章的內容。

文體閱讀法  訓練	7、22

我們要根據文體的特點採用針對性的閱讀方法來閱讀，先弄清文章的體裁，按該類文體的特點去理
解文章的內容。例如讀記敍文要找出文章的記事要素和敍述的次序；議論文要掌握文章的論點、論
據和論證方法。

推論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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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內容化成圖像  訓練	1

我們可運用想像力，把文章描寫的景物和場面，以及人物的活動化為具體的圖像，幫助理解文章的
內容。

找出關鍵詞  訓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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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中最具概括性的詞語往往是關鍵詞，
某些反復強調同一內容特點的詞語也可能是關鍵詞。

找出關鍵句  訓練	4、14

通過找出標示時間或地點的關鍵句，掌握文章內容的敍述順序。抓住這些關鍵句，我們便能理清文
章的脈絡，掌握事情的發展。

找出中心句  訓練	8、18

中心句是能夠概括段落主要內容的句子。中心句一般會出現在段落的開頭，有時也會放在中間或末
尾。閱讀時，如能找出段落的中心句，可有助我們快速及準確地抓住段意，進而理解整篇文章的內
容。

找出重點段  訓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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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命題法：摘取、加工聯繫、建構  訓練	19

閱讀各自然段，找出各段的重要事件。我們先分辨段落中哪些是重要的信息，接着刪除段落中不相關
的信息、重複的語句，並把相近的概念作概括，然後作歸納，寫出段落的大意。若文章的段落較多，
我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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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文章的
脈絡。

代入角色  訓練	23

找出作者寫了哪些景物，發揮想像，代入作品中的人物，設身處地，想像他們的處境及想法，感受
作者所表達的思想感情。

利用六何法理解內容  訓練	12

周記記錄的往往是一周中某件特別和有意義的事。閱讀周記的時候，我們可以留意六個與「何」有關
的重點：「何人」、「何事」、「何時」、「何地」、「如何」、「為何」，以便我們更快瞭解周記的重點，
掌握周記所記述的事情的發展。

心理意象

檢查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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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堂

邊塞詩

	 	 邊疆是靠近國界的地方，在中國古代北方和西北邊疆地區，聚居了多個少數民族。為了抵禦這些外
族的入侵，古人在交通險要或邊境出入的地方設置守衞處所，邊塞詩就是以邊疆風光與軍民生活為題材
的詩。

	 	 邊塞詩寫邊塞風光，如：

例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涼洲詞》王之渙

	 	 除了風景，邊塞詩也有寫保家衞國的愛國情懷，如：

例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其四 王昌齡

	 	 控訴戰爭帶來的苦難，如：

例 古來征戰幾人回。 《涼洲詞》王翰

文言實詞的一詞多義

	 	 文言文是中國古代的書面語，隨着時代的變遷，文言文的用語、句型和語法和我們現在所用的白話
文很不一樣。

	 	 單音節詞是一個音節組成的詞，即一個音節表示一定的意義，例如「聽」、「車」等。雙音節詞是兩
個音節組成的詞，例如「美麗」、「比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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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走」、「道」；虛詞是指沒有實在意義的詞語，如「其」、「也」。

	 	 文言實詞一個詞常有好幾個意義，也就是「一詞多義」，有些詞語的意思與現今的也不同。閱讀文言
文時，應根據篇章的語境確定詞語在句子中的意義。

例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 《夸父追日》

    文言實詞「走」可解作跑、逃跑、奔向，在以上的句子中，「走」是跑的意思。
「逐走」即指賽跑。

	 	 在文言文中，文言實詞是主要的語言材料，掌握常用的文言實詞的意思，積累文言詞彙，是培養文
言文閱讀能力的關鍵，也是我們閱讀文言文最重要的基礎。如何積累和掌握文言文中的常用實詞呢？當
我們學習一個常用實詞時，可以想一想在其他的文言文中是否見過，如果曾見過，再想一想在這篇文言
文和之前的文章中出現的這同一個詞，用法是否相同。若用法不同，便留意不同之處，嘗試概括出可循
的規律，一步一步去積累所學到的文言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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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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疲憊 疲倦 精神
訓練	6  凶神惡煞 窮凶極惡 和藹可親
訓練	6  汗流浹背 汗如雨下 —
訓練	6  橫眉豎眼 橫眉怒目 和顏悅色

語言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7  家喻戶曉 眾所周知 默默無聞

動作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0  吮 吸 —
訓練	18  摟 抱 —
訓練	16  踱步 慢步 疾步
訓練	7  顫抖 哆嗦 —
訓練	19  慢騰騰 慢吞吞 急巴巴
訓練	18  卧病在牀 卧病於榻 身強力壯
訓練	18  悶不吭聲 默默無言 滔滔不絕
訓練	16  嘀嘀咕咕 咕咕噥噥 大喊大叫

寫景

天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4  絢麗 瑰麗 暗淡
訓練	15  緋紅 深紅 —
訓練	4  皓月當空 明月高懸 烏雲蔽月

氣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9  凜冽 凜凜 炎熱

地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  峭壁 懸崖 平原
訓練	4  浩瀚 宏大 渺小

心理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9  愣 呆 活
訓練	13  委屈 委曲 坦然
訓練	16  怦怦 嘣嘣 —
訓練	7  愧疚 內疚 無愧
訓練	13  心無旁騖 專心致志 心不在焉
訓練	19  哭哭啼啼 哭天抹淚 嘻嘻哈哈
訓練	13  痛哭流涕 聲淚俱下 喜笑顏開
訓練	6  戰戰兢兢 小心翼翼 處之泰然

性格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2  奢侈 揮霍 節儉
訓練	22  貪婪 貪心 知足
訓練	16  光明磊落 光明正大 別有用心
訓練	1  截然不同 天淵之別 一模一樣
訓練	17  鍥而不捨 堅持不懈 半途而廢

地象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5  蜿蜒 曲折 筆直
訓練	2  嶙峋 崎嶇 平坦
訓練	2  磅礴 澎湃 渺小
訓練	14  蕩漾 動蕩 平靜
訓練	1  聳立 矗立 傾倒
訓練	2  洶湧澎湃 驚濤駭浪 風平浪靜
訓練	15  流光溢彩 燦爛奪目 黯淡無光
訓練	1  鬼斧神工 巧奪天工 粗製濫造
訓練	4  微波粼粼 波光蕩漾 波濤洶湧
訓練	4  煙波浩渺 煙霧瀰漫 煙消霧散
訓練	1  蔚為奇觀 宏偉壯觀 平平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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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事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2  弘揚 發揚 抵制
訓練	4  佇立 鵠立 蹲坐
訓練	21  呼籲 號召 遏制
訓練	21  忽視 漠視 重視
訓練	2  俯瞰 俯視 仰望
訓練	7  掙扎 反抗 服從
訓練	22  消耗 花費 積累
訓練	10  揭示 揭露 掩飾
訓練	8  開鑿 開闢 填塞
訓練	5  馳騁 奔馳 停滯
訓練	17  僥倖 幸運 倒霉
訓練	14  憧憬 嚮往 絕望
訓練	5  縈繞 繚繞 擺脫

寫物

物品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14  玲瓏 精巧 粗糙
訓練	5  純粹 純正 混雜
訓練	10  紋理 紋路 —
訓練	8  瑰寶 珍寶 糞土
訓練	8  璀璨 燦爛 黯淡
訓練	5  銳利 鋒利 遲鈍
訓練	15  鑲嵌 裝配 拆卸
訓練	15  目不暇給 眼花繚亂 一目了然
訓練	8  栩栩如生 活靈活現 死氣沉沉
訓練	20  眼花繚亂 頭昏眼花 一目了然
訓練	3  琳琅滿目 美不勝收 滿目瘡痍
訓練	14  顧名思義 望文生義 名實不副

食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0  膩 油膩 清淡
訓練	20  黏糊糊 黏乎乎 稀溜溜
訓練	3  大快朵頤 大吃大喝 粗茶淡飯
訓練	20  回味無窮 耐人尋味 索然無味
訓練	5  沁人心脾 沁人肺腑 令人作嘔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7  隱沒 消失 出現
訓練	9  蹤影 蹤跡 —
訓練	9  襲擊 攻擊 保衞
訓練	22  未雨綢繆 有備無患 臨渴掘井
訓練	21  刻不容緩 迫在眉睫 —
訓練	16  刻骨銘心 念念不忘 過眼雲煙
訓練	2  物換星移 寒暑易節 一成不變
訓練	22  負債纍纍 債台高築 腰纏萬貫
訓練	18  宣之於口 直言不諱 心照不宣
訓練	14  鼎足而立 分庭抗禮 合而為一
訓練	22  暴殄天物 煮鶴焚琴 廢物利用
訓練	17  嶄露頭角 嶄露鋒芒 不露圭角
訓練	16  鴉雀無聲 萬籟俱寂 人聲鼎沸

植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5  綻放 怒放 凋謝
訓練	5  姹紫嫣紅 萬紫千紅 殘花敗柳

動物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9  繁衍 滋生 滅絕
訓練	9  瀕危 臨危 平安
訓練	20  懾人 驚人 平凡

建築

近義詞 反義詞

訓練	2  迂迴 曲折 平直
訓練	9  倒塌 傾倒 聳立
訓練	1  陡直 筆直 蜿蜒
訓練	8  剝落 脫落 黏合
訓練	2  人跡罕至 渺無人煙 人來人往
訓練	15  火樹銀花 燈火輝煌 黑燈瞎火
訓練	9  穿梭自如 來去自如 寸步難行
訓練	3  絡繹不絕 接踵而至 門可羅雀
訓練	3  熙來攘往 絡繹不絕 人跡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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