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練習 範疇 課題 學習重點 題型 頁次

1 字詞 近義詞
	 掌握近義詞
	掌握由近義字組成的複合詞

配字成詞、詞語辨析、
詞義辨析

4

2 句子 轉折複句

	 掌握轉折句式：
	 「……可是……卻……」、
	 「儘管……但……」

供詞填充、句義辨析、
改寫句子、排句成段

6

3 標點 標點符號
（一）

	 掌握引號和雙引號
	掌握破折號和省略號

辨析、填充 8

4 句子 並列複句和
承接複句

	 掌握並列句式：
	 「時而……時而……」
	掌握承接句式：
	 「……於是……」

聯結句子、供詞填充、
詞語辨析、不供詞填充

10

5 字詞 副詞
	 學習程度副詞：更、比較、格外
	掌握語氣副詞：莫非、也許

擴寫句子、供詞填充、
詞語辨析、判斷

12

6 修辭 修辭（二）
	 學習對偶和對比的手法
	複習排比、明喻和暗喻

判斷、聯結句子、
修辭辨析、改寫句子

14

7 句子 擴寫句子和
改寫句子

	 掌握運用形容詞擴寫句子
	掌握「把」字句和「被」字句

擴寫句子、判斷、
改寫句子

16

評估（一） 複習練習	1-7	的內容
詞義辨析、擴寫句子、
標點符號、供詞填充、
修辭辨析、 讀理解

18

8 字詞 成語和
四字詞

	 運用成語和四字詞
	辨析成語的褒貶色彩

供詞填充、判斷、
詞義辨析

22

9 句子 條件複句和
選擇複句

	 掌握條件句式：
	 「無論……都……」
	掌握選擇句式：
	 「不是……就是……」

聯結句子、詞語辨析、
供詞填充、改寫句子

24

10 句子 遞進複句

	 掌握遞進句式：
	 「不只……更……」、
	 「尚且……何況……」

聯結句子、供詞填充、
排句成段

26

11 句子 假設複句

	 掌握假設複句：
	 「倘若……就……」、
	 「即使……也……」

聯結句子、供詞填充、
句義辨析、改寫句子

28

五年級五年級

樣本



練習 範疇 課題 學習重點 題型 頁次

12 句子 雙重否定句 	 學習雙重否定句
判斷、句義辨析、
擴寫句子、改寫句子

30

13 字詞 數量詞
	 掌握數詞
	掌握量詞：物量詞和動量詞

詞語辨析、供詞填充、
擴寫句子、不供詞填充

32

14 句子 直述句和
轉述句

	 掌握直述句和轉述句
判斷、不供詞填充
供詞填充、改寫句子

34

評估（二） 複習練習	8-14	的內容
供詞填充、詞語辨析、
改寫句子、排句成段、
段義理解、 讀理解

36

15 字詞 歎詞和
擬聲詞

	 掌握歎詞：歎詞表達的語氣
	掌握擬聲詞

判斷、供詞填充、
詞語辨析

40

16 字詞 褒義詞和
貶義詞

	 辨析褒義詞和貶義詞
判斷、以詞代意、
詞義辨析、供詞填充

42

17 字詞 多音字和
形近字

	 辨析多音字和形近字
多音字辨析、
形近字辨析、
錯別字改正

44

18 標點 標點符號
（二）

	 掌握分號、括號、破折號和省略號 判斷、辨析、填充 46

19 修辭 修辭（二）

	 學習連續反復和間隔反復的運用
	辨析正襯和反襯
	掌握誇張、對比和對偶

判斷、修辭辨析
改寫句子

48

20 句子 多重複句

	 掌握多重複句：
	 「如果……即使……也……」、
	 「為了……不但……還……」、
	 「雖然……只要……就……」

聯結句子、詞語辨析、
供詞填充、改寫句子

50

21 句段 排句成段
	 學習掌握句子和段落的結構
	學習掌握段落的中心意思

重組句子、排句成段
段義理解

52

評估（三） 複習練習	15-21	的內容
詞語辨析、以詞代意、
標點符號、重組句子、
修辭辨析、 讀理解

54

總評估 複習練習	1-21	的內容

不供詞填充、詞義辨析、
標點符號、改寫句子、	
排句成段、段義理解、	
讀理解

58

詞語速遞 62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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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下列句子中着色字的近義詞，填在橫線上，使與旁邊的字組成詞語。

	例：	這條山路原本崎嶇不平，經過修築後變得平	 坦 。	

	1.	 位於河南省的龍門石窟是中國其中一個	 	老的石窟。

	2.	 賊人在街上	 	奪老婆婆的手袋，幸好有途人經過，幫忙制伏了賊人。

	3.	 	瑋晴在舞台上表演芭蕾舞，時而旋轉，時而跳	 ，每個動作都非常優美。

	4.	 	這家商店出售的肥皂全是人工	 	造的，採用天然材料，可避免皮膚過敏。

	5.	 	樹木在夜間吸收二氧化碳，然後在日間進行光合作用，把氧氣	 	放出來。

二	 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視察	 	 監察	 	 考察

	1.	 風災後，總統立刻趕到災場	 	救災情況，並慰問災民。

	2.	 	常識科老師帶我們到三棟屋博物館	 ，讓我們了解本地的圍村文化。

	 	 指控	 	 指責	 	 指正

	3.	 偉聰一味	 	別人，卻沒有給予中肯的意見，難怪沒有人理會他。

	4.	 	當我犯錯時，爸爸不會嚴厲地責罵我，反而	 	我的錯處，並給我改

過的機會。

	 	 信念	 	 觀念	 	 概念

	5.	 	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只要有	 ，堅持自己的想法，甚麼困難都能克服。

	6.	 	媽媽一直向我灌輸「守時是美德」的	 ，培養我成為一個守時的人。

近義詞

近義詞
例 1：街上的乞丐央求路人給他一些錢。

例 2：弟弟懇求媽媽讓他跟朋友一起去露營。

1
忘記了？温一温！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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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補給站

三	 選出適當的詞語，把代表字母填在括號內。

	1.	 科學家經過多年的（ ），終於研究出治療痢疾的療法。

	 A.	 探討	 B.	 探索	 C.	 摸索	 D.	 索求

	2.	 警方對緝捕竊匪的部署十分（ ），必定能把匪徒繩之於法。

	 A.	 周密	 B.	 茂密	 C.	 緊密	 D.	 嚴密

	3.	 仲其匆匆地跑往典禮場地，他趕到時，只聽到他（ ）喘氣的聲音。

	 A.	 急忙	 B.	 急促	 C.	 緊急	 D.	 急躁

	4.	 雖然這個島（ ）大量石油，但人類肆意開採，已令石油存量驟減。

	 A.	 珍藏	 B.	 隱藏	 C.	 蘊藏	 D.	 匿藏

	5.	 采妍寫的文章不但內容有趣，而且行文（ ），所以在作文比賽中奪冠。

	 A.	 順利	 B.	 流利	 C.	 暢通	 D.	 流暢

	6.	 	梁太太含辛茹苦養育兒子成人，如今兒子成為了一名傑出的醫生，創出一番

（ ），她感到非常欣慰。

	 A.	 成功	 B.	 成就	 C.	 成果	 D.	 成名

四	 把下列着色詞的近義詞填在橫線上。

	1.	 我邀請嘉兒跟我去做義工，她毫不猶豫，一口答應了。	

	2.	 北京被霧霾籠罩，空氣污染情況嚴重，影響市民的健康。	

	3.	 我問李老師：「申請『模範生獎學金』需要具備甚麼資格？」	

	4.	 如果同學有意參加親子廚藝班，可以到校務處領取報名表格。	

	5.	 	《清明上河圖》把北宋時期的城市風貌刻劃得非常精細，難怪	 	
會聞名中外。

HKAT

龍門石窟：石窟是人工在堅硬的山崖上開鑿的洞窟，通常石窟裏會有大型佛像。龍門石窟
開鑿於北魏時期，規模宏大、雕刻精細。二零零零年，龍門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