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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字成詞：選出適當的字，填在（　）內。

嗚　鳴 籍　藉 符　乎

1	 (1)	（ ）咽 2	 (1)	憑（ ） 3	 (1)	合（ ）

	 (2)	（ ）謝 	 (2)	書（ ） 	 (2)	（ ）合

釜　斧 糟　遭 至　致

4	 (1)	（ ）底抽薪 5	 (1)	（ ）遇 6	 (1)	（ ）敬
	 (2)	（ ）頭 	 (2)	（ ）糕 	 (2)	（ ）於

二	 選字完句：選出適當的字，填在 	  上。

嬌　矯　僑

1	 陳叔叔是印尼華 ，雖然長年客居異鄉，但每逢清明節，都會回鄉掃墓。

2	 爺爺雖然年屆七十，但是步伐 健，走起路來臉不紅、氣不喘。

3	 表妹從小 生慣養，因此舅母想她參加童軍夏令營，學習獨立。

萃　粹　卒

4	 香港是個文化薈 的地方，你可以在這裏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5	 這碗湯是用多種珍貴藥材熬成的，是整頓飯的精 ，你一定要試試。

6	 他身先士 ，帶領下屬衝出重圍，最後凱旋而歸。

砭　貶　眨

7	 天真無邪的小弟弟 了一下明亮的大眼睛，使人忍不住想逗他玩。

8	 他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針 時弊的文章，由於見解獨到，因此很受網民歡迎。

9	 他喜歡 低別人，抬高自己，因而人緣不大好。

「請把這遍文章讀一篇。」句子中哪兩個字應該對調？

答案是「遍」和「篇」。「遍」，部首是「辵」（粵音
「卓」），意思是從開始到結束的動作。「篇」，部
首是「竹」，古時候，書本是用竹簡製成的。我們
可以從字的部首推測它的意思呢！

1 形近字和同音字
•	 辨別形近字和同音字。

辨別形近字和同音字時，可以先配詞，
然後從整個詞語的部首考慮。

扁

辶 ⺮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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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三	 填充：在 	  上填上一對形近字或同音字。

1	 春秋時期，各國諸 擁兵自重，等 吞併其他國家的時機。

2	 爺爺是大學教授，他 學態度認真，閒來還會練習書法陶 性情。

3	 俊皓的文章運用了借 抒情的手法，使文章更有意 。

4	 「樑上的燕子一去不 返了。」奶奶重 地說着這句話。

5	 這個官員草率處理案件，草 人命，當局應該好好規 。

6	 我們 上帽子，在老師的 領下出發到香港濕地公園。

7	 她遠 重洋，在異鄉漂泊了近半個世紀， 過了一個又一個寒暑。

四	 錯別字改正：圈出下列句子的錯別字，並在 	  上改正。

1	 最近有不法分子以假鈔票付款，企圖混水摸魚，市民要慎防受騙。	

2	 春雨棉棉的三月，正是杜鵑花吐豔的日子，雨中的杜鵑花顯得特	 	
	 別堅強。

3	 特技人的演出技驚四座，令觀眾目登口呆，紛紛站起來鼓掌。	

4	 爸媽從小就向我貫輸積極的人生觀，告訴我遇到困難時不要輕易	
	 放棄。	

5	 爸爸最近工作忙碌，每天都加班至零晨才回家，難怪消瘦了不少。	

試為「台」字配上不同的部首，
看看可以組成哪些字？你可以
寫出多少個？

台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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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對：把下列文字適當地聯結起來，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雖說「家庭」只是兩個簡單的字，

2	 	雖說治療急性腦炎的難度極高，

3	 	妹妹努力裝出勇敢的樣子，

4	 	梵蒂岡是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5	 	雖說手機方便我們傳遞信息、獲
取資訊，

6	 	春天到了，山下的原野已換上了
春裝，

A	 	但過度倚賴手機並非好事。

B	 	但包含了千絲萬縷的情感關係。

C	 	雖然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

D	 雖然寒冬的積雪還依戀着山峯。

E	 	雖然她心裏很害怕。

F	 	但新的治療方法有助減低手術
風險。

1	 　　2	 　　3	 　　4	 　　5	 　　6	

二	 句式填充：選出適當的句式，填在 	  上。

……雖然……　　儘管……但……　　……不過……
……可是……卻……　　儘管……還是……　　……雖然……但是……

1	 天兒面對陌生人時頗害羞， 她在熟悉的朋友面前開朗健談。	

2	 新一任總統上台， 提出了多項新政策， 成效是未知之數。

3	 父母都希望子女出類拔萃， 期望過高，可能會弄巧反拙。

4	 那位影星在內地捐款興建學校， 他為人低調，不想被傳媒追訪。

5	 	顧老師的兩個兒子是雙胞胎， 他們的性格 截然不同。

6	 漫畫家手塚治虫已離世三十年，他的作品 深受漫畫迷喜愛。

「蛋糕很美味，雖然香噴噴」這個句子為甚麼不是轉折複句呢？

因為句子沒有轉折的意思，「轉折複句」是後句與前句
的意思相反或相對，而兩句的句意構成明顯的轉變。句
子可以改成「雖然蛋糕香噴噴，但我飽得吃不下了。」

14 轉折複句•	 學習句式：「雖說……但……」、「……雖然……」。
•	 複習各種轉折複句的句式。

轉折複句中轉折語氣較重的，常用「雖
然……但是……」、「否則」等；轉折語氣
較輕，用「不過」、「卻」、「只是」等。

前句 ( 雖說 )

後句 ( 但 )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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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三	 排句成段：	重新排列下列句子，組成一段通順的文字，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

	

1	 A	 當他們經歷痛苦和憂患時，

	 B	 依然對畫畫不離不棄，畫出一幅幅流傳後世的名畫。

	 C	 但沒有阻礙他們追求理想。

	 D	 梵谷和蒙克兩位畫家的生命都充滿悲劇色彩。

	 E	 雖然他們的生命中充滿不如意的事情，

	 	➔	 		➔	 	➔	 	➔	

2	 A	 為讀者帶來新鮮感。

	 B	 推陳出新，注入不少科學知識的元素，

	 C	 東野圭吾是著名的日本小說家，

	 D	 早期以清新的校園推理小說嶄露頭角，

	 E	 不過他的作品逐漸突破傳統推理框架，

	 	➔	 		➔	 	➔	 	➔	

四	 續寫句子：根據提供的文字，把下列句子續寫成轉折複句。

1	 	儘管攀上珠穆朗瑪峯無比艱辛，

。

2	 	孫校長的工作雖然非常忙碌，

。

3	 	雖然冬夜寒風刺骨，

。	

4	 	演唱會原定今晚八時舉行，歌手剛才綵排時，

。

樣本



日期：　　　　　　　

成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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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挑戰站

一	 錯別字改正：圈出下列句子的錯別字，並在 	  上改正。（６分）

1	 爸爸完成了這個星期繁忙的工作，終於可以竭息一下了。	

2	 梓賢平日辦事小心僅慎，這次居然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	

3	 	三國時期的周瑜氣宇軒昂、風度遍遍，娶得當時的江南美女	 	
小喬為妻。

 分

二	 副詞填充：選出適當的副詞，填在 	  上。（８分）

還　竟　又　其實　僅僅　已經　非常　一定

1	 	祖父沒有到過加拿大，這次出國可以探望孫兒， 可以順道到

當地旅遊呢。

2	 	 	廷燁的英文成績一向在班中名列前茅，他竟然在校際英語

比賽中落敗，叫人大感意外。

3	 	這套漫畫 絕版了，想不到表哥 收藏了一套，看來他

「漫畫迷」的稱號真是名不虛傳。

4	 	繼十年前的測試，這次太空船載人任務 失敗了，再次令全國

上下感到 失望。

5	 	這裏的糧食 夠三個家庭，真是杯水車薪，我們共有二十個家

庭需要糧食，這個情況 要儘快解決。

 分

•重温練習1至練習20的內容。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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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詞義辨識：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4分）

1	 	何主任的建議既能顧全公司的體面，又能解決同事之間的紛爭，難怪得到
上司的（ ）。

	 A	 援助	 B	 支持	 C	 支援	 D	 支撐

2	 	那名間諜因為向敵軍（ ）我的軍機密，正被軍官下令全城通緝。

	 A	 吐露	 B	 暴露	 C	 泄露	 D	 泄密

3	 	醫藥界最新研發的藥物，較現時採用的標靶藥更少副作用，而且能（ ）
癌症病人的痛楚。

	 A	 放緩	 B	 舒展	 C	 舒緩	 D	 抒解

4	 	陸地的天然能源越來越稀少，雖然海底的可燃冰能解決（ ），但只是治
標不治本，要從環保減廢着手才行。

	 A	 刻不容緩	 B	 危在旦夕	 C	 十萬火急	 D	 燃眉之急

 分

四	 短文填充：選出適當的動詞和形容詞，填在 	  上。（８分）

逛逛　待一待　瞟一瞟　冷冰冰　捐助　亂糟糟　關懷　髒髒

評估重點

•	辨識形近字、同音字、副詞、近義詞、動詞、	
形容詞、兼類詞和成語。
•運用標點符號、排比和反復修辭手法。

•	掌握條件複句、並列複句、假設複句、轉折複句
和因果複句。	
•理解便條和文章的內容。

　　一名家財萬貫的富豪打算做一個實驗，測試人們是否都以貌取

人。他穿了一身❶ 的襯衫，頭髮也❷ 的，

走到一家餐廳的門前。他在門外❸ ，觀察人們對他的

態度，街上的行人都對他投以睥睨的目光。當他走進餐廳，一名侍

應❹ 他，不僅沒有端上清水和餐牌，還❺

地說：「別站在這裏，❻ 也不可以。」他很難過，於是決

心把❼ 別人的信息傳揚開去。他決定❽ 社

區內的貧困人士，讓他們也獲得尊重。

 分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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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閱讀理解：閱讀下文，然後回答問題。（17分）

　　山嶺、湖泊、古堡、農舍和羊羣，純樸而寧靜，彷彿童話故事裏的小鎮。

這裏到處都有線條清晰的風景，山水沒有絲毫人工雕琢的痕跡，悠然地躺卧在

大地上。隨意輕按照相機的快門，就是一張張不需要修飾的明信片。這裏是別

具風情的蘇格蘭。

　　蘇格蘭位於歐洲的西北部，約有五百萬人口，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連綿不斷的山脈和廣袤的湖泊。這裏有名聞

遐邇的經典名勝——尼斯湖，每隔一段時間，報章上就會

刊登遊客在尼斯湖看見水怪的照片，因此，這個地方的曝光率頗高。有人說，

要描繪蘇格蘭，照相機比任何文字更稱職，因為這裏有太多富靈氣的美景，生

硬的文字在美景當前，都會顯得笨拙。神祕的尼斯湖使蘇格蘭在人們心中常留

一個位置，但數當地最美的地方，要算是高原上的雪峯尼維斯山，高原風雲變

幻，巍峨的雪峯卻「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依然以頂天立地之姿傲視同儕，使

人不禁讚歎大自然的神奇，地球上竟然還有一塊保存得這麼好的原始聖地。

　　蘇格蘭的陰鬱天氣也是很有名的，這種陰鬱正是蘇格蘭的吸引之處。她彷

如一位捧心皺眉的少女，雖沒有可掬的笑容，卻別具氣質。沛然的陽光也許會

使眼前的風景更加賞心悅目，人也神清氣爽，可是，生活需要一些陰影，讓人

沉澱下來，思考過去、思考未來。塵封的古堡與陰鬱的天氣

更是絕配，陰影烙印在斑駁的石牆之間，彷如電影中陳舊的場

景，使整個蘇格蘭顯得內斂、莊嚴。

　　現代化的浪潮席捲全球，不少景色優美的地方，一旦被世人發現，就馬上

變得熙熙攘攘，繼而被踐踏得體無完膚。蘇格蘭是現今少數能保持原來面貌的

地方。當火車沿着海岸線北上的時候，你似乎可以看到眼前略過的草地帶着絲

毫沒有半點污染的露珠。稀稀落落地散佈在丘陵上的小村落，升起的裊裊炊

煙，都使人有時光倒流的感覺，幾百年前的教堂站立在堅實的大地上，依然煥

發着懾人的氣勢。

　　在蘇格蘭的農舍喝一口清茶，遠眺湖光山色，使人非常愜意，頓時有遠離

繁囂的感覺。大地雖沉默不語，卻像古老的詩篇，淨化人們的心靈。

「袤」粵音「茂」。廣袤，
意思是土地面積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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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 	 	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我把文章給哥哥過目，豈料被他批評得 ，使我無地自容。（2分）

2	 文中哪個詞語與「遠近馳名」的意思相同？ （2分）

3	 	文中第二段主要是

	 （3分）

4	 為甚麼作者認為尼維斯山是蘇格蘭最美的地方？（3分）

	 	因為

	

5	 作者描寫蘇格蘭的天氣時，運用了甚麼手法？在正確的	 	內加✓。（2分）

	

	

	

	

6	 承上題，試根據文章內容，加以分析。（3分）

	

	

7	 下列哪一項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2分）

	 	 A	介紹蘇格蘭是個遠離繁囂的地方。

	 	 B	批評現代化的浪潮席捲全球。

	 	 C	指出人們不應該開發地球上的原始聖地。

	 	 D	希望人們好好愛護地球上的資源。

 分

	誇張

	擬人

	暗喻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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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閱讀理解（三）
	說明

　　閱讀理解就是通過閱讀文章，理解文章的內容，掌握
文章的主旨。主旨是指作者想帶給讀者的信息。有些文章
不會直接道出主旨，而是隱藏在文章的內容當中，我們閱
讀文章時要留意。

	 小提示

閱讀說明事理的文章時，要注意：
1		文章的特點：清楚表達事理的概念和特點，客觀地剖析，

使讀者了解某種信息。

2		說明順序：要留意文章多按照事理的邏輯順序說明，例如
先寫原因，再寫結果，突顯過程的發展；或者由主要的部
分寫到次要的部分，突顯事理的重點。

邏輯順序 例子
(1)		事件發生的原因 香港人棄置固體廢物的情況嚴重。

(2)	事件的結果 政府應該立法規管，加強源頭減廢。

(3)		從事件帶出事理 以治本的方法解決棄置垃圾的問題。

3		說明手法：要注意不同的說明目的，有不同的說明手法。
	 (1)		比較說明：「香港每人每日平均製造1.36公斤垃圾，比

東京、台北、首爾等鄰近城市多一至兩倍。」
	 (2)		舉例說明：「我們應避免製造不必要的垃圾，例如減少

使用外賣飯盒、即棄餐具、塑膠購物袋等。」
	 (3)		數字說明：「香港每日棄置的垃圾超過九千公噸，相等

於約六百輛雙層巴士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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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表

22 《載欣載奔語文知識•滿分温習小冊子》六上

詞語 意思

精粹 事物最精華的部分。

嚮導 帶路的人。嚮，粵音向。

步履 步行、行動。履，粵音理。

巨匠 在文學、藝術領域有極大成就的人。

熱忱 熱情。忱，粵音岑。

同儕 平輩或等級相同的事物。儕，粵音柴。

名詞

詞語 意思

嗚咽 低聲哭泣。

磋商 商議，交換意見。磋，粵音初。

駐足 停下腳步。

呼籲 請求大眾援助、支持。

糾纏 煩擾。糾，粵音九。

修繕 修補、修理建築物。繕，粵音善。

睥睨
斜着眼睛看，通常表示傲視或輕視。睥，粵
音「批（第六聲）」；睨，粵音藝。

眺望 從高處遠望。

端視 仔細地看。

慕名 仰慕別人的名氣。

緬懷 深深地懷念以前的人事。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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