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型 析分

填詞成句

示例

一上  練習 8 應試練習 題 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  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高年級的大哥哥和我們  讀書的心得。

評估重點

  能理解所學詞語。

學生難點

  未能掌握問題需填上的詞語與句子中詞語的搭配。

答題技巧

  仔細閱讀問題中的句子，猜測所需填寫的詞語的大概意思。
  從文章中篩選合適的詞語，檢視所填的詞語與句子的詞語是否搭配。

排序

示例

一上  練習 1 應試練習 題 3
根據詩歌內容，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各項。

（請把英文字母填在  內）
A. 媽媽鼓勵小狗過橋。
B. 小狗走到媽媽那邊。
C.	小狗開開心心地走上橋。
D. 大風把吊橋吹得左搖右擺，小狗不敢繼續走。
    

評估重點

  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敍事件。

學生難點

  未能理清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答題技巧

  從文中圈出選項所記述的事情。
  按圈出的內容排列選項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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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實 答題技巧

心意卡

格式

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謝謝你經常教我寫作業，幫我複習，細
心地照顧我。以後有機會的話，我也一定會
好好照顧你的！

  妹妹
    小芳 上
    七月七日

稱謂

正文

自稱

署名及啟告語

日期

掌握心意卡的格式

示例

一上  練習 6 應試練習 題 7

如果為玲玲補寫自稱，應在心意卡中  的部分填寫下列哪一項？
 A.	女兒
 B.	學生
 C.	同學
 D.	朋友

評估重點

  能掌握心意卡的格式。

學生難點

  未能分辨發卡人和收卡人間的關係。

答題技巧

  找出收卡人的稱謂，運用排除法，先删去不合適的選項。
  判斷發卡人和收卡人間的關係，選出合適的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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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日期：

要理解詩歌的內容大意，我們可以通過聯想，聯繫對身邊事物的觀察，掌握詩歌的

意思。

春天和我捉迷藏，
躲在
柔軟的小草中，
躲在
粉紅的櫻花樹上，
躲在
溫暖的陽光裏，
輕輕地、輕輕地走進
大家的心裏去。

若我們能結合日常對春天景物的觀察，便明白為甚麼春天會躲在小草、櫻花樹和陽

光裏。

閱讀詩歌時，找出詩歌描寫的對象有甚麼特點，並發揮想像力，想想這些特點與詩

歌的內容有甚麼關連之處，幫助掌握詩歌的內容。

冬天
是個小氣鬼
看不過
紅色的楓葉太豔麗
就把它們通通摘下來
看不過
綠色的小草太清新
就用雪花把大地蓋上

1
學習重點：理解詩歌的內容大意
閱讀策略：邊讀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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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
是個小霸王
最討厭
熱鬧的公園太擁擠
就派冷冷的北風
看守公園
把大家趕回家
讓他獨個兒盡興地玩

詩人根據冬天的甚麼特點，把他想像成「小氣鬼」？在  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冬天的景象

紅葉掉下來

白雪覆蓋大地

想像

1. 冬天摘下 。

2. 冬天用  蓋住大地。

根據以上的詩歌，回答問題。

1. 為甚麼說「冬天是個小霸王」？

 冬天要（ 一個人 ╱ 與其他人 ）在公園玩，於是請北風把小朋
友（ 趕出公園 ╱ 帶到公園）。（圈出正確答案）

2. 為甚麼詩人把冬天想像成「小霸王」？

 詩人把冬天天氣 ，沒有人到公園玩的景象，想像為

冬天請  趕走到公園玩的小朋友。

3. 你認為冬天是怎樣的？寫一寫。

 根據冬天的特點作聯想。

想想北風帶來怎樣的天氣，按上下文推測「小霸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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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日期：

1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稻草人站在稻田裏看守稻子，只要一有麻雀要來偷
吃，它就會揮動自己的衣袖，把牠們趕走。

  麻雀首領飛到稻草人面前，裝出可憐的樣子說：「尊
貴的稻草人啊，我們只是些可憐的鳥，請你允許我們借一
點稻子吃吧。」稻草人說：「你們只會吃稻子，卻從來不
會還稻子，那怎麼能叫『借』呢？」

  麻雀聽了又討好地說：「尊貴的稻草人啊，您看您身
上的衣服，袖子也破了，釦子也掉了，完全不符合您高貴
的身分。我打算送你一件漂亮的新襯衣，希望你能接受。」
稻草人冷漠地回答說：「請你不用費心了吧，你送我東西，
無非是希望我可以讓你們偷吃稻子。人類信任我，讓我在
這裏看守他們的糧食，我怎麼可以做些損害他們利益的事
呢？」接着，他揮動破衣袖，把麻雀首領趕走了。

28 閱讀理解與策略 一上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 至第 2 題的  上，使句子
的意思完整。（6%）

1. 自私的人往往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  別人，我們千萬
不能這樣做。

2. 哥哥要到美國升學去了，我們全家去機場送他。在機場裏，他 

 雙手向我們告別。

3. 根據文章內容，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各項。
 （請把英文字母填在 內）（4%）
 A. 麻雀首領裝出可憐的樣子。
 B. 稻草人把麻雀首領趕走了。
 C. 稻草人拒絕接受麻雀的禮物。
 D. 麻雀首領提議送一件襯衣給稻草人。

	 	   

4. 麻雀送禮物給稻草人是希望稻草人可以 ，
稻草人認為這樣是不對的，所以拒絕了麻雀的禮物。（6%）

5.	下列哪一項符合文章內容？（4%）
  A.	麻雀要吃稻田裏的稻子。
  B.	麻雀向稻草人借到了稻子。
  C.	稻草人穿着一件漂亮的襯衣。
  D.	稻草人的工作是趕走借稻子的人。

6. 根據文章內容，稻草人是一個怎樣的人？（4%）
  A.	貪心
  B.	善良
  C.	盡責
  D.	冷漠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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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說日日很貪吃。

　　日日從小就很喜歡吃東西，每天課間休息的時候，其
他小朋友吃完點心都在玩耍了，日日還在不停地吃。起初
大家以為日日可能是吃得慢，所以別人玩耍的時候，他只
好默默地、慢慢地吃。後來日子久了，大家才注意到日日
每天也帶很多點心回來，而且吃光自己的點心後，有時還
會問其他小朋友有沒有點心分給他。不過，小朋友總是向
他說：「我媽媽教我，喝過的水或吃過的點心，不要和其
他人分享。」

　　日日的鼻子特別靈敏，每次和爸爸、媽媽逛街，總是
他第一個聞到食物的味道。而一聞到食物的味道，他便會
拉着媽媽向味道的方向奔去。日日吃完一處，往往過不了
一會，又會說聞到更好味的食物在前面。結果往往要爸爸
叫停，日日才不敢再吵着要吃東西。

 
建議閱讀時限：8分鐘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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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 至第 2 題的  上，使句子
的意思完整。

1. 高年級的大哥哥和我們  讀書的心得。

2. 爸爸喜歡在家中看書，很少外出 。

3.	下列哪兩項符合文章內容？
  A.	日日吃得很慢。
  B.	日日很喜歡吃。
  C.	日日很喜歡逛街。
  D.	日日很喜歡和同學玩。
  E.	日日會向其他小朋友討吃的。

4.	為甚麼大家以為日日吃點心較其他小朋友慢？
  A.	因為日日默默地吃點心。
  B.	因為其他小朋友不肯分食物給日日吃。
  C.	因為其他小朋友在玩時，日日還在吃點心。
  D.	因為日日問其他小朋友有沒有點心分給他吃。

5. 為甚麼其他小朋友不肯分食物給日日吃？

 因為小朋友的媽媽教他們不要 

6. 日日逛街時特別留意甚麼？
  A.	食物的香味。
  B.	空氣的味道。
  C.	好玩的玩具。
  D.	商店的方向。

7.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
  A.	堅強的日日
  B.	貪吃的日日
  C.	肥胖的日日
  D.	日日的童年

本文主要表現了日日甚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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