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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詞：單引號、雙引號
	 	哥哥 ：「小鳥學會飛行得跌倒很多遍，我們要成功也要經歷很多
磨煉，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你懂嗎？」

．複習單引號的用法，認識雙引號的用法

．複習 明的方法

一	 	辨別下列句子中標點符號是否使用正確，正確的，在橫線上加4；不正確的，把它

圈出來，並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	 前面的木牌寫着「禁止進入」，我們不要再前進了。	

	2 .	 『看！那一朵白雲看上去就像一隻綿羊呢！』嘉玲說道。	

	3 .	 	《時光腳步輕，年歲不饒人》，時間一去不返，我們所以要珍惜時間。	

	4 .	 	思思說：「一向不愛做運動的偉明竟然報名參加長跑比賽，還妄想可	 	

以奪冠，真是有「自知之明」啊！」

	5 .	 	每當我失意時，媽媽總會勉勵我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不要氣餒啊！」這好比一支「強心針」，令我重新振作。

二	 在下列段落的適當位置，加上正確的標點符號。

	1 .	 	在	 這	 次	 運	 動	 會	 上	 奪	 得	 三	 面	 金 	

牌	 的	 子	 玲	 成	 了	 大	 贏	 家	 。	 同	 學 	

稱	 讚	 她	 ，	 她	 卻	 說	 ：	 勝	 不	 驕	 ，	

敗	 不	 餒	 ，	 我	 會	 繼	 續	 努	 力	 的	 。	

（4）

	2 .	 	博	 文	 唸	 唸	 有	 詞	 莫	 聽	 穿	 林	 打	 葉 	

聲	 ，	 何	 妨	 吟	 嘯	 且	 徐	 行	 ，	 我	 最 	

欣	 賞	 蘇	 軾	 的	 就	 是	 他	 這	 種	 豁	 達 	

的	 胸	 襟	 。	 我	 問	 道	 這	 首	 詩	 叫	 甚 	

麼	 博	 文	 沒	 好	 氣	 地	 說	 這	 不	 是	 一 	

首	 『	 詩	 』	 ，	 而	 是	 一	 首	 詞	 ，	 叫 	

定	 風	 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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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手法： 明的方法（舉例、引用、比較、分類、列數字、比喻、下定義）
	 根據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是指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

三	 辨別下列句子的說明方法，把代表字母填在括號內。

A.	 	引用	 	 B.	 	比較	 	 C.	 	分類	 	 D.	 	舉例	 	 E.	 	列數字	 	 F.	 	下定義

	1 .	 香港面積約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居住人口接近七百四十萬人。	 （ ）

	2 .	 	「絲襪奶茶」是一種把紅茶用棉紗網過濾後，加入淡奶和糖的傳統	 （ ）	

港式飲品。

	3 .	 	俗語有云「三分扮相，七分眼神」，精湛的演技是一個優秀的戲曲	 （ ）	

演員必備的條件。

	4 .	 	德國牧羊犬生性聰明，而且動作敏捷，能勝任各種任務，例如放	 （ ）	

牧、緝毒、導盲、搜救等。

	5 .	 	榴槤的熱量十分驚人，兩塊榴槤所包含的卡路里比一碗白飯還要	 （ ）	

高，所以大家吃榴槤要適可而止。

四	 辨別下列段落的說明方法，把答案填在橫線上。

	1 .	

	 	

香港天文台於二零零九年實施颱風三級制，把颱風

分為「颱風」、「強颱風」和「超級颱風」。二零一七年的「天

鴿」和二零一八年的「山竹」，風力都達至超級颱風程度。

	2 .	

	 	

不同品種的奇異果，外形、味道和營養也各有不同。

金奇異果的表皮光滑，味道較甜，但纖維含量較少；而青

奇異果的表面長滿絨毛，味道偏酸，但纖維含量比較多。

	3 .	

	 	

與每天睡六至八小時的人類相比，貓的睡眠時間比

較長，成年的貓一天大約睡十四小時，而幼貓和老貓可睡

二十小時。貓的作息與我們不同，不要隨便打擾牠們休息。

留意一個段落可以同時運
用了超過一種 明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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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和分析文章內容，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運用中心句找段意	 ．認識借物喻理的表達方法

．在理解的基礎上，推斷文章以外的內容和見解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最近，我忙於準備考試，情緒十分緊張。於是，爺爺便提議帶我到元朗

的農莊種種菜、透透氣，以紓緩壓力。

起初，爺爺讓我選擇種植哪種蔬菜。我一臉認真地看着琳琅滿目的種

子，好像在查閱試卷一樣，時而皺着眉，時而搔着頭。爺爺問我發生甚麼事，

我苦惱地說：「 ！我不知道該種植哪一種蔬菜才好呢！」

爺爺說：「你可選時令蔬菜來種植啊！夏天最適合種植通菜了。」爺爺告

訴我古時有「不時不種」的原則，即是在某個季節種植適合該季節生長的農作

物。選好種子後，我在爺爺的指導下翻土，並把通菜的種子放入泥土之中。通

菜適合在濕度高、雨水多的環境下種植，而且大概兩個月便可收成。哈！真希

望種子早日發芽，長成一棵鮮嫩的通菜呢！

工作了一會兒，我已經汗流浹背。我坐在一旁

休息時，爺爺拿出幾片西瓜和我一起吃。夏天種植

的西瓜果然特別爽甜多汁。我忽發奇想，說：「我

們可以一年四季吃西瓜，就算在冬天，也可從東南

亞等氣候炎熱的國家運入，那就不怕違反『不時不

種』的原則了！」

爺爺笑着說：「中國人還有『不時不食』的傳統飲食文化。違反時令進食，

會對身體帶來不良的影響，好像在夏天吃西瓜可以消暑止渴，但在冬天吃卻會

令腸胃不適。吃東西要選適合的時令，為人處事也應抱持這種順應自然的精

神，適時工作，適時休息。正所謂『強扭的瓜不甜』，你明白嗎？」我點點頭，

這才明白原來中國的傳統文化蘊含如此高深的智慧。	

我一邊看着眼前這片翠綠的農田，	

一邊想：嗯，順應自然可種植出甜美的

蔬果，同樣，好好在學習和休息中取得

平衡，也才會有豐碩的成果吧！

1

2

3

	 搔：用指甲撓。「搔」粵音「蘇」。（見第4行）

	 含：包含。「 」粵音「允」。（見第21行）

	 	豐碩：又大又多。「碩」粵音「石」。（見第25行）

1

�

3

推測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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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1題的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1 .	 這個司機在駕駛時手持手機通話， 	了交通規則，因此被檢控。

	2 .	 下列哪一項最適合填在第二段的	 （第5行）內？

	 A.	 哼	 B.	 唉	 C.	 咦	 D.	 啊

	3 .	 下列哪一項對通菜的描述不正確？

	 A.	 通菜適合在夏天栽種。	 B.	 兩個月後可以收割通菜。

	 C.	 雨量多的地方適合通菜生長。	 D.	 在冬天吃通菜會令腸胃不適。

	4 .	 文中第五段主要是

	 A.	 介紹西瓜的特性。

	 B.	 記述作者種植通菜的經過。

	 C.	 說明「不時不食」的中華飲食文化。

	 D.	 指出作者跟隨爺爺學習種植的原因。

	5 .	 第五段提及的「強扭的瓜不甜」（第20行）是表示

	 A.	 做事努力才會有佳績。

	 B.	 天資愚鈍的人無法成功。

	 C.	 被強迫做的事不會做得好。

	 D.	 改變原始的情況而做的事，不會得到美好的成果。

	6 .	 作者從「不時不種」和「不時不食」的中華飲食文化學會了甚麼道理？

	 	 	作者明白到人應順從	 	來生活，

	7 .	 辨別下列句子中着色引號的用法，把代表字母填在括號內。
A.	表示突出或強調	 	 B.	 引用說話	 	 C.	 引用格言、詩詞名言、諺語

	 	 （1）正所謂「強扭的瓜不甜」，你明白嗎？	 （ ）

	 	 （2）	爺爺說：「你可選時令蔬菜來種植啊！夏天最適合種植通菜了。」	 （ ）

A

A

A

A
根據上文下理，配合
爺爺所 的話，找出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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