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型 析分

填詞成句

示例

二上  練習 1 應試練習 題 1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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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過後，天空變得十分 。
2. 一陣風吹過，大樹上的樹葉  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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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詞語的搭配。

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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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人物的特點

示例

二上  練習 5 應試練習 題 7
根據文章內容，陳小姐是一個怎樣的人？

 A.	自私自利
 B.	只重外表
 C.	富有愛心
 D.	關愛動物

評估重點

  能概括人物的特點。

學生難點

  未能掌握文章中人物所做的事情，概括人物的特點。

答題技巧

  列出人物做了甚麼事情，根據事件概括人物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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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實 答題技巧

邀請卡

格式

美美：

  星期五我家會開一個聖誕派對，我誠意邀請
你參加。
日期：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六點至八點
地點：北角美好城三座四樓 F 室
  友
   日日
   十二月十二日

稱謂

自稱

署名

日期及時間

正文

掌握邀請卡的格式

示例

二上  練習 6 應試練習 題 4

如果為陳莉莉補寫自稱，應在文中  的部分填寫下列哪一項？
 A.	姐姐
 B.	同學
 C.	學妹
 D.	朋友

評估重點

  能掌握邀請卡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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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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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大多有相類的結構模式，掌握這種結構模式，並在讀故事時找出故事要素，有

助我們理解故事的內容。

  小老虎在森林裏迷路了，他的肚子餓得
咕咕地叫。眼看天快要黑了，小老虎怕得坐
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這時，正在森林裏採
蘑菇的黑熊媽媽聽到小老虎的哭聲，就把小
老虎帶回自己家裏，為他做了一頓美味的晚
餐，待第二天一早便帶小老虎回家。

HKEP

人物：小老虎、黑熊媽媽。

場景：森林裏、黑熊媽媽的家。

事件：小老虎迷路了，黑熊媽媽帶他到自己家裏。

結局：黑熊媽媽做晚餐給小老虎吃，並於第二天帶小老虎回家。

閱讀故事的時候，我們可以利用故事框，幫助整理故事要素。

  一個小男孩家裏很窮，沒有錢給他買玩
具，爸爸只好用破布碎做了一隻風箏給他。小
男孩每天都帶着風箏上學，放了學，就到小山
坡上放風箏。風箏是小男孩的好朋友。

  一天，小男孩又去小山坡，他看到學校的
幾個小夥伴也在放風箏。小夥伴們的風箏用七

彩的玻璃紙做成，又大又漂亮，有的像美麗的蝴蝶，有的像威猛的老
鷹，小男孩看看自己的那隻破布風箏，心裏很不是味兒。

4
學習重點：掌握故事要素
閱讀策略：利用故事框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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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男孩不明白為甚麼同伴們都能有好看的風箏，自己卻沒有。他
愈想愈生氣，狠狠地把風箏往地下一扔。一陣風正好刮來，把風箏愈
吹愈高，愈吹愈遠，一直吹到白色的雲朵旁。看着離自己而去的好朋
友，小男孩後悔得哭了起來。小男孩於是追啊追，追過了山坡，追過
了樹林，追過了草地，終於追上了風箏。小男孩愛惜地把風箏抱在懷
裏，說：「我錯了，你是我的好朋友，現在我們一起回家吧。」

根據故事內容，完成以下故事框。

人物 小男孩、爸爸、小男孩的同伴們。

場景

事件

結局

根據以上的文章，回答問題。

1.  是小男孩的好朋友。

2. 為甚麼小男孩會把風箏往地下扔？
  A.	因為他看不起自己的風箏。
  B.	因為他沒有朋友和自己放風箏。
  C.	因為他的風箏不能飛到天上去。
  D.	因為他放風箏的位置被同伴搶去。

3. 小男孩最後愛惜地把風箏抱在懷裏，這說明小男孩學會了

 

根據小男孩和風箏間發生了的事情，以及故事的結局，幫助推想男孩的心情。

小男孩看到甚麼情景
後，把風箏往地下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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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日期：

1

  暑假期間，我們一家到美國去探望叔叔。在美國的
大部分時間，都是叔叔陪我們出去的，只有一次，媽媽
叫我和哥哥自己到附近替她買些東西。哥哥對我說：「有
個大商場離這兒不遠，走着去只要十五分鐘，我帶你去
逛逛。」我高高興興地跟着哥哥出門。

  哥哥帶着我走啊走，走了二十多分鐘，還沒到達那
個大商場，我忍不住問哥哥：「我們甚麼時候才到啊？」

「快到了，快到了！」哥哥不耐煩地回答。我們又走了
二十分鐘，還沒有看見商場的影子。我小聲地說：「我
們不會是迷路了吧？」哥哥紅着臉說：「我們好像是迷路
了。」「你不是帶着地圖嗎？趕快拿出來看看吧！」我提
議。「我出門口的時候把地圖放在茶几上，忘記帶出來
了。」哥哥的聲音小得簡直聽不見。

  在沒有辦法之下，我們只好
用叔叔給我們的手機打電話給爸
爸求救。兩分鐘後，爸爸從前面
不遠處的一棟屋子裏急急忙忙地
跑出來。原來我們走了四十多分
鐘，居然繞了一個大圈，繞回家
來了！以後在陌生的地方，我可
不再讓哥哥帶我出門了。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	然後回答問題。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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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在沙漠中容易認不清方向而 。

2. 一輛貨車和巴士相撞，巴士乘客馬上打電話報警 。

3. 下列哪一項符合文章內容？（4%）
  A.	「我」和哥哥自己能走回家。
  B.	哥哥把地圖放在車子裏，沒有帶出來。
  C.	「我」和哥哥繞了一個大圈，走到家的附近。
  D.	「我」和哥哥去的大商場離家四十分鐘路程。

4. 文中哪一段記述「我」發現自己和哥哥迷路了？（4%）

 第  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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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出門來接我們。
 B. 「我」和哥哥打電話回家。
 C. 「我」和哥哥出門到商場去。
 D. 「我」知道哥哥忘記帶地圖。

	 	   

6. 「我」說以後在陌生的地方，不再跟哥哥出門是因為
 （5%）

7. 請替本文選出一個最合適的題目。（5%）
  A.	迷路記
  B.	美國之旅
  C.	電話求救
  D.	冒失的哥哥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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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子很頑皮，最喜歡到外面玩。兔爸爸擔心小兔
子，總是寸步不離地跟着他。小兔子走到那裏，兔爸爸就
跟到那裏。有一天，小兔子對爸爸說：「爸爸真討厭，我
不要爸爸跟着我！」兔爸爸耐心地告訴小兔子：「孩子，
這個世界有很多危險的東西，你太小，還不懂得怎樣避開
危險呢……」話還沒說完，小兔子就一下子跑到森林裏。

  在森林裏真自由，小兔子一會兒採朵花聞聞，一會兒
跳上小石堆看看，甚麼都很新鮮，甚麼都很好玩。不知不
覺，天色暗了下來，四周變得陰森森的，小兔子開始害怕
了。入了夜，森林的路不再像白天那麼容易走，小兔子認
不清回家的方向，只好胡亂地一直往前走。

  忽然，小兔子看到不遠處的草叢中有兩點亮光，還一
閃一閃的，嚇得哭着說：「嗚嗚……不要吃我，我一點都
不好吃，嗚……」亮光愈來愈近，但小兔子除了哭，一點
辦法都想不出來。

  「我找了你一整天，原來你跑到這裏來！」傳來一把熟
悉的聲音，原來是兔爸爸！小兔子緊緊地拉着爸爸的手，
再也不敢放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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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題的  上，使句子
的意思完整。

1. 奶奶將和叔叔一家移民海外，她  不習慣外國的生活。

2. 郊外的空氣特別 ，讓人不禁深呼吸了一下。

3.	麻雀的翅膀雖小，但卻可以在天上  地飛翔。

4. 下列哪一項符合文章內容？
  A.	小兔子喜歡一個人出去玩。
  B.	小兔子在森林裏遇上野獸。
  C.	白天的森林讓小兔子感到害怕。
  D.	小兔子喜歡兔爸爸整天跟着自己。

5. 兔爸爸對小兔子寸步不離的原因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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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小兔子跳上小石堆。
 B.	小兔子跑到森林裏。
 C.	兔爸爸找到小兔子。
 D.	小兔子看到兩點亮光。

	 	   

7. 小兔子在森林裏看到的兩點亮光是  的眼睛。

8. 文中「小兔子緊緊地拉着爸爸的手，再也不敢放開了。」（第 17
行）是表示

  A.	小兔子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B.	小兔子會永遠都跟着爸爸。
  C.	小兔子學會避開危險的東西了。
  D.	小兔子再也不敢不聽爸爸的話。

留意兔爸爸對小兔子
有甚麼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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