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級六年級

練習 範疇 課題 學習重點 題型 頁次

1 字詞 副詞
	掌握和運用副詞：幾乎、完全、已經、   
立刻等

詞語辨析、供詞填充、  
擴寫句子 4

2 字詞 形容詞和 
動詞

	掌握形容詞：形容人物神態
	掌握和運用動詞
	學習趨向動詞：過去、進來、上去
	掌握形容詞重疊：ABB、AABB、ABAB

詞語辨析、判斷、
以詞代意、擴寫句子 6

3 句子 因果複句和
目的複句

	掌握因果句式：「既然……就……」
	掌握目的句式：「為了……」

詞語辨析、改寫句子、
聯結句子、重組句子 8

4 標點 標點符號
（一）

	掌握破折號、括號、引號和雙引號 辨析、改正、填充 10

5 句子 條件複句和
假設複句

	掌握條件句式：「不管……反正……」
	掌握假設句式：「倘若……就 / 那麼……」

聯結句子、供詞填充、
改寫句子 12

6 字詞 近義詞和 
反義詞

	學習近義複合詞
	學習辨析近義詞和反義詞

配字成詞、詞語辨析、
供詞填充、不供詞填充 14

7 句子 否定句和 
雙重否定句

	辨析否定句和雙重否定句
判斷、句義辨析、
聯結句子、改寫句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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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 字詞 數量詞 	掌握數詞和量詞
供詞填充、詞語辨析、
擴寫句子、不供詞填充 22

9 字詞 擬聲詞 	運用擬聲詞
供詞填充、詞義辨析、
擴寫句子 24

10 字詞 關聯詞
（一）

	運用表示不同關係的關聯詞：表示並列、
承接、選擇和遞進

聯結句子、句子辨析、
供詞填充、不供詞填充 26

11 修辭 修辭（一） 	學習借喻和層遞
判斷、修辭辨析、
改寫句子 28

12 句子 遞進複句
	掌握遞進句式：「……還……」、「不
但……而且……」

詞語辨析、聯結句子、
改寫句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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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範疇 課題 學習重點 題型 頁次

13 句子 選擇複句和
轉折複句

	掌握選擇句式 :「與其……不如……」
	掌握轉折句式 :「雖然……但……」

詞語辨析、聯結句子、
改寫句子 32

14 句子 擴寫句子和
改寫句子

	掌握和運用形容詞
	掌握句型：學習改寫設問句和反問句

擴寫句子、判斷、
改寫句子 34

 評估（二） 複習練習 8-14 的內容
詞語辨析、供詞填充、
聯結句子、修辭辨析、
閱讀理解

36

15 字詞 成語 	運用成語
以詞代意、供詞填充、
詞義辨析、句義辨析 40

16 字詞 關聯詞（二）
	運用表示不同關係的關聯詞：表示條件、
假設、因果、目的和轉折

聯結句子、詞語辨析、
供詞填充、改寫句子 42

17 字詞 褒義詞和 
貶義詞

	辨析詞語的褒貶義
詞語辨析、以詞代意、
詞義辨析 44

18 句子 多重複句
	學習多重複句 :「無論……還是……也 /
都……」、「為了……不但……還……」

聯結句子、判斷、供詞
填充、改寫句子 46

19 標點 標點符號
（二）

	學習間隔號
	掌握分號、省略號和括號

改正、辨析、填充 48

20 修辭 修辭（二）
	學習正襯和反襯
	掌握對比和對偶

判斷、修辭辨析、
聯結句子、改寫句子 50

21
句子
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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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詞填充、修辭辨析、
標點符號、改寫句子、
排句成段、閱讀理解

54

總評估 複習練習 1-21 的內容
供詞填充、詞義辨析、
標點符號、修辭辨析、
改寫句子、閱讀理解

58

     詞語速遞 62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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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圈出適當的副詞，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1 .	 你和俊傑是好朋友，（	竟	 才	）不知道他快要搬家和轉校，真奇怪啊！

	2 .	 爸爸收到弟弟入院的消息，就趕到醫院，怎料弟弟（	僅僅	 已經	）出院了。

	3 .	 哥哥到美國讀書前，答應爸爸媽媽（	一定	 完全	）會循規蹈矩，不生事端。

	4 .	 祖父剛做完手術，醫生說要等待麻醉藥（	完全	 一定	）消散後，他才會蘇醒。

	5 .	 浩文未得到我同意就拿走我的課本，（	也	 還	）把它弄髒了，（	實在	 其實	）非常
過分。

副詞

表示程度 例：卓衡為了完成這份畢業論文，幾乎沒有睡覺。

表示範圍 例：文珊只學會簡單的日文，所以完全看不懂這套日劇。

1

二	 選出適當的副詞，填在括號內。

	1 .	 太	 更	 有些

	 	 A.	這本書的情節（ ）複雜了，所以妹妹讀起來（ ）困難。

	 	 B.	他對這次的成績感到失望，因為他認為自己能取得（ ）高的分數。

	2 .	 稍	 幾乎	 有點兒

	 	 A.	爸爸在繁忙的上班時間乘地鐵，列車到站時，車廂內（ ）沒有空位
可以上車了。

	 	 B.	表哥的家比我家（ ）大，只是擺放了很多雜物和家具，才會顯得
（ ）擁擠。

	3 .	 最	 挺	 略微

	 	 A.	這次測驗的試題比平時深，全班（ ）高分數是八十分，我取得七十
分，成績算是（ ）好的。

	 	 B.	在眾多菜式中，這道菜的賣相（ ）吸引，假如（ ）加點
鹽，味道會更鮮美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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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出適當的副詞，填在橫線上，完成下列短文。

循規蹈矩：�（成語）按照規矩行事。 興致勃勃：�（成語）形容興趣很濃厚，情緒
很高。

		 	 星期日是祖父的生日，我們約了祖父母喝早茶，可是我竟然忘記了。爸媽見我

還沒起牀，1.	 	敲門催我。當我們準備出門時，已經很晚了。大家都不

想遲到，於是快步往前走。在過馬路時，媽媽擔心我着急而忽略安全，就提醒我

說：			「2.	 	心急，過馬路也要遵守規則。」最後我們終於準時到達。

　　在茶樓裏，我一會兒說吃叉燒包，一會兒	3 .	 	嚷着要燒賣，最後點

了滿桌的點心。祖父一邊吃，一邊興致勃勃地講起我孩童時發生的趣事，可是我對

這些事情4.	 	沒有印象。他說我小時候走路像小鴨左搖右擺，讓他既擔

心又好笑。我把生日卡送給祖父，祖父看着卡上寫着「壽」字的書法，他以為是爸爸

寫的，5.	 	是我親手寫的。他知道後開懷大笑，說我書法進步不少。

又	 	 	 更	 	 	 別	 	 	 完全	 	 	 其實	 	 	 立即

四	 	依照例句，辨別括號內的副詞應加插在句子中的位置，在適當的地方加<。

	例：	芷晴知道自己在徵文比賽中落選，你別再向她詢問結果了。（已經	 千萬）

	1 .	 怡芳烤的蛋糕焦了，看起來一點也不吸引，不過好吃的。（有點兒	 挺）

	2 .	 你知道事情部分的經過，就認為是他犯錯，太武斷了！（只	 的確）

	3 .	 允明發現筆記不是文華弄丟的，便想向他道歉，但文華回家了。（竟然	 已經）

	4 .	 嘉烈忘記今天有中文默書，他覺得自己不會及格了。（完全	 一定）

	5 .	 日朗口渴了，他走進便利店買了一瓶水後，大口大口地喝起來。（極	 立刻）

已經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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