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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題 學習重點 題型 頁次

1 形近字 	辨別字形相近的字。
組字、配字成詞、組字
完句、供字填充、錯別
字改正

4

2 形容詞 	學習適當地運用形容詞。 詞語辨識、供詞填充、
擴寫句子、短文填充

6

3 數量詞 	認識數量詞與事物的搭配。 不供詞填充、供詞填充、
短文填充

8

4 直述句和複述句 	複習直述句和複述句的轉換。 補寫標點符號、供詞
填充、改寫句子

10

5 承接複句和條件
複句

	複習表示承接關係和條件關係
的句子。

詞語辨識、供詞填充、
配對、續寫句子

12

6 標點符號
	學習括號的用法。
	複習及運用破折號。

判斷、句子辨析、填充、
補寫標點符號

14

7 比喻 	認識暗喻的修辭手法。 配對、判斷、句子辨析、
串寫句子

16

8 新聞稿 	學習閱讀和分析新聞稿。 閱讀理解、文章要點 18

持續性評估（一）
	重温第 1單元至第 8單元的練
習內容。  

形近字填充、量詞填充、
形容詞填充、標點符號、
配對、擴寫句子、改寫句
子、重組句子、閱讀理解

20

9 同音字 	辨別讀音相同的字。 配字成詞、供字填充、
錯別字改正

26

10 疊詞
	學習助詞、數量詞和形容詞的
重疊形式。

改寫詞語、供詞填充、
看圖造句

28

11 成語 	學習正確地運用成語。 判斷、短文填充、以詞
代意

30

12 疑問句、設問句
和反問句

	複習不同形式的問句。 判斷、配對、句子辨析、
改寫句子

32

13 擴寫句子 	複習用形容詞擴寫句子。 擴充句子、擴寫句子、
短文填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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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題 學習重點 題型 頁次

14 因果複句和假設
複句

	複習表示因果關係和假設關係
的句子。

詞語辨識、句式填充、
配對、重組句子、仿作
句子

36

15 關聯詞（一） 	複習四種表示不同關係的關聯
詞：並列、轉折、承接、遞進。

詞語辨識、供詞填充、
句子辨析、續寫句子

38

16 排句成段
	學習按句意整理段落，使成 
為一段語氣通順和意思合理的
文字。

排句成段 40

持續性評估（二）
	重温第 9單元至第 16 單元的
練習內容。

同音字辨識、疊詞填充、
句式填充、重組句子、成
語辨識、擴寫句子、改 
寫句子、排句成段、閱讀
理解

42

17 反義詞 	複習和運用意義相反的詞語。 配字成詞、配詞完句、
改寫句子、不供詞填充

48

18 近義詞 	複習和運用意義相近的詞語。 配詞完句、詞義辨析、
供詞填充、造句

50

19 縮寫句子
	學習掌握句子的重心。
	找出句子的主要意思。

縮簡句子、縮寫句子 52

20 關聯詞（二）
	學習正確地運用表示不同關係
的關聯詞。

短文填充、詞語辨識、
重組句子、關聯詞改正

54

21 段意理解 	複習理解段落的意思。 段意理解 56

22 近體詩
	認識近體詩的格式。
	學習欣賞詩歌。

閱讀理解 58

23 閱讀理解 	學習理解文章的內容。   閱讀理解 60

總結性評估
	重温第 1 單元至第 23 單元的
練習內容。  

形近字填充、反義詞
填充、近義詞填充、
成語辨識、標點符號、
擴寫句子、重組句子、
續寫句子、排句成段、
段意理解、閱讀理解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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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複習表示承接關係和條件關係的句子。
5 承接複句和條件複句

學習重點

一	 詞語辨識			找出句子中的關聯詞，填在括號內。

1.	 無論天氣有多熱，郵差都要四出送信。

2.	 只要考試及格，我們就能升讀六年級了。

3.	 除非爸爸答應，否則我不能跟你們一起去旅行。

4.	 我們首先到酒店安頓好，然後出外觀光遊覽。

5.	 不管是誰，犯了罪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6.	 只有在香港住滿七年，而又年滿十八歲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才有投票權。

（ ）（ ）

（ ）（ ）

（ ）（ ）

（ ）（ ）

（ ）（ ）

（ ）（ ）

二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關聯詞，填在橫線上。

1.	 	你真心悔改，爸爸一定會原諒你的。

2.	 除非你親自邀請他， 	他是不會出席的。

3.	 他們走過千山萬水， 	到達目的地了。

4.	 我們	 	把計劃定好，然後按部就班地實行。

5.	 只要春天一到，這棵凋零的樹木	 	會重新長出嫩葉。

6.	 	大家怎樣努力，都不能說服小妍參加書法比賽。

7.	 	蜜蜂感覺生命受到威脅，否則不會隨便用針刺人。

8.	 不論是誰， 	有責任協助警方撲滅罪行。

終於　　首先　　只有　　除非　　都

無論　　只要　　否則　　然後　　就

樣
本



13樂思中文 26 週基礎練習（第四版） 五上 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2

學
習
指
導

1. 承接複句以時間、空間為次序，有時也可以不用關聯詞。
2. 條件複句有兩種： （1）先提出一種條件，再說明會出現的結果。
  （2）前面的分句表示條件，後面的分句表示一定會出現的結果。

三	 配對	把上下兩組的文字適當地聯結成句，在橫線上填上代表字母。

A.	 再去睡覺。

B.	 子晴都喜歡吃。

C.	 他都是漠不關心的。

D.	 然後到圖書館温習功課。

E.	 就會把小貓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只要母貓察覺到有危險，

2.	 媽媽要弟弟晚上先刷牙，

3.	 浩邦首先到餐廳吃午飯，

4.	 無論哪一個地方的菜式，

5.	 不管外面發生甚麼事情，

四	 續寫句子	根據提供的文字，運用表示承接或條件關係的關聯詞，續寫句子。	

1.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	

	 。

2.	 除非你有充足的理由，	

	 。

3.		 我們先討論專題研習報告的主題，	

	 。

題 5：辨別「不管」屬於哪
種複句的關聯詞，然後在框

內剔除與這種複句無關的選

項，選出答案。

難點提示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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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習動詞、數量詞和形容詞的重疊形式。
10 疊詞

學習重點

一	 改寫詞語	依照例句，把括號內的動詞重疊，填在橫線上。

例：	孩子和小狗玩遊戲，小狗高興得到處	 跑跑跳跳 （跑跳）。

1.	 在這條繁忙的街道上，行人和車輛不斷	 （來往）。

2.	 一陣大風吹來，蘆葦被吹得	 （搖擺），像是彎下了腰。

3.	 子明和子堅兩兄弟雖然有時會	 （吵鬧），可是他們的感情很好。

4.	 我乘坐渡海小輪的時候，看見一個塑料瓶在海面	 （浮沉）。

例：	鬧鐘響了，小弟弟	 擦擦眼睛 （擦眼睛），立即下牀梳洗。

5.	 我們一走近，沙灘上的海鷗就	 （拍翅膀）飛走了。

6.	 子俊待人和善有禮，無論看到誰都會微笑着	 （點頭）。

7.	 林伯伯退休後，每天中午都會到附近的公園去	 （散步）。

8.	 琪琪	 （伸懶腰），打算休息一會兒才繼續畫畫。

二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數量詞，依照例句改成疊詞，填在括號內。

一匹
一條

一幅
一團

一張
一本

一碟
一滴

例：圖書管理員把圖書	( 一本一本 )	地排列在書架上。

1.	 媽媽把做好的小吃	( )	地擺在桌子上。

2.	 操練結束後，練馬師把馬兒	( )	帶進馬房裏。

3.	 ( )	的黑煙從火災現場升上半空，把天空染成淡灰色。

4.	 導賞員把博物館內的名畫 ( )	地向參觀人士逐一介紹。

5.	 校工叔叔把凳子 ( )	地排好，圍成一個圈。

6.	 雨水從屋簷	( )	掉下來，聚成了一個小水窪。

 

雙面鏡

小吃	 	小食

樣
本



29樂思中文 26 週基礎練習（第四版） 五上 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8

學
習
指
導

1. 動詞重疊  ：單音節的表示動作輕微或短暫，如「看看（書）」、「聽聽（音樂）」。
       雙音節的表示動作反覆、連續，如「吵吵鬧鬧」。
2. 數量詞重疊：表示逐一，如「一片一片」。
3. 形容詞重疊：表示程度深或強調特徵，如「綠油油」、「熱熱鬧鬧」。

三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形容詞，填在橫線上。

水汪汪	 	 雄糾糾	 	 懶洋洋	 	 辛辛苦苦	 	 穩穩當當	
熱騰騰	 	 黑漆漆	 	 輕飄飄	 	 密密麻麻	 	 冷冷清清

1.	 	 在	 	的夜空中，沒有明月，也沒有繁星。

2.	 	 她有一雙	 	的大眼睛，晶瑩又明亮。

3.	 	 這些樹木長得	 	的，連陽光也透不進來。

4.	 	 那隻大花貓最喜歡	 	地躺在陽台睡覺。

5.	 	 這兒	 	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真是可怕。

6.	 	 天氣這麼冷，我真想立刻到餐廳去喝一杯	 	的飲料。

7.	 	 小芝手上的氣球	 	的，幾乎要被風吹走了。

8.	 	 志永	 	地急行了半小時，仍未走完這條又長又陡的山路。

四	 看圖造句 	把下列詞語組成疊詞填在括號內，然後根據圖意，運用疊詞寫句子。

1.	 	 	搖晃				( )	

	 	

2.	 	說笑				( )	

	

3.	 	 	鬼祟				( )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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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估
評估課次 • 重温第 1 單元至第 23 單元的練習內容。

限

時
：45 分

鐘

日期：

總分： /100

一	 形近字填充	選出適當的字，填在括號內。（5%） 2分鐘 	

	 	 	 逍	 哨	 峭	 削	 梢	 稍

1.	 知道外公的病情	( )	有好轉，我們才鬆了一口氣。

2.	 看着面前的懸崖	( )	壁，我不禁不寒而慄。

3.	 每天清晨，小鳥都在樹	( )	上唱歌。

4.	 叔叔最喜歡趁着假期，	( )	遙自在地到世界各地旅行。

5.	 因為經濟不景，很多公司都要	( )	減人手，以節省開支。
分

分

二	 反義詞填充	把下列句子中加點詞的反義詞，填在橫線上。（7%） 3分鐘 	

1.	 香港的冬季	 	而乾燥；夏天炎熱
4 4

而潮濕。

2.	 媽媽花了一個上午才把凌亂
4 4

的書房收拾	 。

3.	 這條馬路在繁忙時間十分	 ，到晚上才較為暢通
4 4

。

4.	 世界正面臨能源短缺的危機，所以我們要	 	能源，切勿浪費
4 4

。

5.	 只要我們走過這條凹凸
4 4

不平的小路，就能到達前面那一條	 	寬闊

的大道了。

6.	 林老師時常教導我們：做事一定要認真
4 4

，千萬不要	 	了事，否則

難以取得好成果。

7.	 清晨時分，山谷被晨霧籠罩着，景物一片朦朧
4 4

；直至太陽出來，煙霧散去，視

野才	 	起來。

寒冷　　清晰　　整齊　　節省

馬虎　　平坦　　擁擠　　忙碌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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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樂思中文 26 週基礎練習（第四版） 五上 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62

1.	 廣廣州	 廣廣東廣省	 的	 省	 會	 那	 裏	 是	 中	 國	 南	 方	 的	 重 	

要	 港	 口	 每	 年	 可	 處	 理	 過	 千	 萬	 個	 貨	 櫃

2.	 合	 唱	 團	 表	 演	 結	 束	 後	 接	 下	 來	 是	 今	 晚	 最	 精	 彩 	

的	 節	 目	 五	 乙	 班	 李	 小	 敏	 同	 學	 演	 出	 的	 彩	 帶	 舞 	

請	 大	 家	 細	 心	 欣	 賞

分

分

分

評估重點

• 形近字的辨識。 • 擴寫句子、排句成段和段意理解。
• 反義詞、近義詞、成語和標點符號的運用。 • 說明文和近體詩的內容理解。
• 關聯詞的運用。 

三	 近義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6%） 3分鐘 	

	 	 我的媽媽是一個家庭主婦，而爸爸是一個商場保安員，收入	 1. 	

微弱	 微細	 微薄 ，因此我們家境並不	 2. 	 富裕	 充足	 豐富 。

小時候，我的身體十分	3. 	 懦弱	 孱弱	 微弱 ，常常生病，所以醫療

費用的	 4. 	 開支	 支付	 收支 	很大，令家中的經濟負擔非常沉重。

雖然生活這樣艱苦，但最	 5. 	 寶貴	 珍惜	 可貴 	的是爸爸媽媽對我

有無限的愛，因此這個家仍然充滿着	6. 	 溫和	 柔和	 溫馨 	的氣氛。

四	 成語辨識	選出適當的成語解釋，在方格內填上代表字母。（10%） 3分鐘 	

1.	 天網恢恢	 	 A.	 依照線索去尋找

2.	 殺雞取卵	 	 B.	 留戀在一處地方，忘記回家

3.	 古色古香	 	 C.	 犯了罪的人始終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4.	 流連忘返	 	 D.	 書畫、陳設等富於古雅的情調和色彩

5.	 按圖索驥	 	 E.	 貪圖眼前的小利，不顧長遠的利益

五	 標點符號	在下列句子的適當位置，加上正確的標點符號。（12%） 3分鐘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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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閱讀理解（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21%）
10分鐘

1.	 第一段的段意是甚麼？

	 第一段主要是說明

	 。

　　中國是茶的故鄉，茶的發現和利用在中國已有四五千年歷史。據我國第

一部藥學專著《神農本草》所載，神農氏為尋求可以治病的草藥，每每親自

品嘗不同的植物，驗證各種植物在人體內引起的反應。有一次他中了毒，幸

好得一種稱為「茶」的植物解毒，才倖免於難。自此人們便生吃茶葉來治療

疾病。

　　據說，周公是以茶作為飲料的先驅者。到了秦	漢時期，因為茶喝起來給

人一種清爽怡神的感覺，令茶漸漸成為一種流行的飲料。茶雖然出自民間，

但當時算是一種價值不菲的奢侈品，為當時的貴族王公專享。直至三國以

來的四百餘年間，「飲茶」於民間才逐漸普及。茶興於唐朝，盛於宋朝，飲

茶之風亦由中國的西南地區逐漸自西向東、由南向北傳播，甚至遠及邊疆地

區，諸如今天的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等地。

　　我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各地生活習慣不盡相同，所以茶俗亦各異其

趣。例如廣府人喜喝早茶；潮州則盛行功夫茶；湖南等地以擂茶著稱；四川

流行蓋碗茶；至於白族以「三道茶」為敬；藏族偏喜酥油茶；蒙古牧民則酷

愛奶茶⋯⋯

　　中國茶葉向外傳播的歷史也很悠久，早於西漢時期便已開始，沿絲綢之

路向西傳播至中亞、西亞的國家，向東則傳到高麗和日本。到了十七世紀，

茶葉經由荷蘭人帶回歐洲，飲茶之風因而在歐洲興盛起來。一六六二年，葡

萄牙公主凱薩琳嫁與英國國王查理二世，把東方飲茶的習慣引進了英國宮

廷，飲茶之風立刻風靡英國，從而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茶葉進口國。由

此可見，飲茶的確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嗜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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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中第二段主要是

	 	A.	 說明茶的功用。

	 	B.	 說明茶的價值。

	 	C.	 說明茶在中國成為奢侈品的原因。

	 	D.	 說明「飲茶」在中國的發展經過。

3.	 作者在文中提及中國不同地方的茶，目的是

	 	A.	 呼籲人們應多喝茶。

	 	B.	 說明茶在中國的普及情況。

	 	C.	 指出中國人喝茶時的特點。

	 	D.	 表達作者對中國茶的熟悉程度。

4.	 哪一項敍述是不正確的？把它圈出來。

	
茶可以治病。 茶據說由神農氏發現。

漢朝百姓喜歡喝茶。 日本的「飲茶」風氣晚於中國。

5.	 為甚麼茶會在歐洲流行起來？在適當的括號內加	3。
	 （答案可多於一項）

	 (1)	 因為荷蘭人把茶葉帶回歐洲。	 （ ）

	 (2)	 因為飲茶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嗜好。	 （ ）

	 (3)	 因為凱薩琳公主把喝茶風氣引進英國。	 （ ）

	 (4)	 因為中國商人把茶葉沿絲綢之路運到西方。	 （ ）

	 (5)	 因為早在西漢時期，中國茶葉就外傳到其他國家。	 （ ）

文中哪個詞語最適合填在第	6	題的橫線上？

6.	 這展覽會裏每一件古董都是	 	的，請不要隨處亂跑亂撞，以

免把它們弄壞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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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9  同音字 

~定義：

同音字是指讀音完全相同的字。

~學習重點：

1 .	中文裏有不少同音字，一不留心便容易誤用。

2.	留意文字的部首，有助分辨同音字的意思，以便找出適
合搭配組詞的文字。

~例子：

1 .	 字音 部首 意思 組詞
燒

消
火 使東西着火、加熱 燒毀、燒烤

銷 金 賣出 推銷、銷售

「燒」和「銷」的粵音都讀「消」，但兩者的字義不同。
前者屬「火」部，意思跟火有關，可組成「燃燒」、「燒烤」
等詞語；後者屬「金」部，意思跟錢財有關，可組成「推
銷」、「銷售」等詞語。

2.	 字音 部首 意思 組詞
情

程
心 感情、愛 同情、情誼

晴 日 天空沒有或很少雲 晴天、晴朗

「情」和「晴」不但字形相近，而且粵音都讀「程」，但
兩者的字義不同。前者多表達由心而發出的行為，所以屬
「心」部；後者解作陽光充足，所以屬「日」部。利用部首分
辨同音字的意思，就不容易混淆和錯用它們了。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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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詞語 詞解

目的地 想要到達的地點

地毯 鋪在地上的紡織品

步伐 行走的腳步；比喻事物的進行速度

奇跡 想像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

流星 太空物體飛入地球時，產生熱和光的現象

風味 事物的地方色彩

基礎 事物發展的起點、源頭或最重要的部分

陷阱 為捉野獸或敵人而挖的坑；比喻害人的圈套

嘉賓 尊貴的客人

榜樣 作為仿效的人或事例

攤檔 售貨攤

體能 身體的運動能力，包括耐力和運動的速度

籬笆 用竹子、樹枝等編成的遮欄，多環繞在場地的周圍

動詞

詞語 詞解

支撐 抵抗着壓力使東西不倒塌

包紥 包裹、把東西捆在一起

白費 白白耗費

安頓 安排，使人或事物有着落

具備 有、齊備

阻塞 有障礙而不能通過

狡辯 狡猾地強辯

逃避 躲開不願意或不敢接觸的事物

樣
本詞語表詞語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