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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室中文

評
估
表

評估重點 未能掌握 初步掌握 已能掌握

一、字詞運用 0－7分 8－16分 17－24分 

二、句式運用 0－6分 7－17分 18－27分 

三、標點運用 0－2分 3－6分 7－11分 

四、寫作練習 0－2分 3－8分 9－12分 

五、閱讀理解 0－7分 8－15分 16－20分 

加強訓練：  網上自學室 www.classroom.com.hk/onlineworld

/94
一

一  字詞運用

字詞辨識  同學們支持義賣活動嗎？從括號內圈出正確答案。（共5分，每題1分）

 1. 為配合「環保（ 粽　綜 ）合實（ 踐　餞 ）週」，我校舉行了一系列相關的活動。

 2. 義賣舊物活動（ 既　即 ）能培養交際和推（ 削　銷 ）能力，又能宣傳環保的
信息。

 3. 同學們不但（ 漬　積 ）極支持義賣活動，捐出了許多物品，而且非常踴躍地
參加（ 構　購 ）買活動。

 4. 衞民當天更以一手（ 頗　頑 ）具古風的書法為學校（ 嫌　賺 ）取了不少的善
款。

 5. 這次義賣（ 酬　籌 ）得的全部善款，將用來發展學校的藝（ 術　銜 ）教育。

詞義辨析  你知道義賣現場的情況是怎樣的嗎？選出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填
在括號內。（共5分，每題1分）

 6. 義賣活動還沒有開始，慕名而來的家長和學生已經將會場圍得(  )。

 a.  人山人海   b.  水泄不通   c.  滴水不漏   d.  車水馬龍

50分鐘



45分鐘

9 課室中文

一
/117

考核
範圍

一、量詞填充

二、詞義辨析

三、選詞填充

四、句式仿作

五、重組句子

六、擴張句子

七、標點符號

八、供詞造句

 九、排句成段

 十、短文寫作

十一、段義理解

十二、閱讀文章（一）

十三、閱讀文章（二）

一  量詞填充： 在橫線上填寫正確的量詞。（共8分，每題2分）

 1. 服了張醫師開的兩 中藥後，媽媽的病就好了。

 2. 由於下雨，原來準備在下午進行的兩 籃球賽也被迫取消。

 3. 口渴的弟弟一 氣喝了三杯水。

 4. 愛迪生發明了世界上第一 電燈，為照明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
礎。

二  詞義辨析： 選出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在括號內。（共5分，每題1分）

 1. 這款（　 　）的儀器能測量出更準確的數據，是其他儀器無法比擬的。
 a. 精確 b. 精密 c. 精緻 d. 精美

 2. 海報設計比賽的結果即將（　 　），我的作品到底會不會入選呢？
 a. 揭曉 b. 揭開 c. 揭露 d. 揭示

 3. 一開學就聽到張老師離職的消息，全班同學都感到十分（　 　）。
 a. 愕然 b. 毅然 c. 忽然 d. 必然

 4. 小偷一直（　 　）着那位女士的手提包，這一行為引起了警員的注意。
 a.  探視 b. 注視 c. 窺視 d. 凝視

 5. 你千萬不要聽他（　 　），我根本不認識他，更別說與他有交情了。
 a. 人云亦云 b. 胡說八道 c. 口不擇言 d. 語無倫次



12課室中文

九  排句成段： 把下列各句排列成通順完整的段落，並把序號a－e填在圓圈內。

（共6分，每題3分）

 1. a. 河流像一位有着美妙歌喉的歌唱家
  b. 最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大海的懷抱
  c. 它又好像一位矯健的賽跑選手
  d. 不畏艱難，勇往直前
  e. 伴着潺潺的和樂，唱着悅耳的歌曲

→ → → →

 2. a. 中國近代的國畫大師齊白石，就是以水墨畫蝦而馳名中外
  b. 他用水墨畫的蝦活靈活現，猶如實物一般
  c. 相信大家都見過不少用山水或人物做主題的畫
  d.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以蝦作主題的畫
  e. 贏得了眾多評賞家的讚賞

→ → → →

十  短文寫作： 根據文意及圖意把短文補充完整。（共9分，每題3分）

　　今天的天氣非常悶熱，我在家裏做功課的
時候，聽見外面的蟬熱得直叫。我出去一看，

見到 1. 

然後又是一陣陣轟隆隆的雷聲。我感到很害怕，急忙跑進屋裏關好窗戶。

　　這時，一場傾盆大雨從天而降，打得窗戶噼啪作響。我輕輕地掀開窗簾往外

一看，只見 2. 



41 課室中文

45分鐘

一

一  詞義辨析： 選出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在括號內。（共4分，每題1分）

 1. 怎樣才能在有限的（　 　）中將故事描述得完整且吸引人呢？

 a. 內容 b. 容量 c. 空間 d. 篇幅

 2. 晚宴中，那位女士舉止（　 　），談吐不凡，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a. 優雅 b. 懇切 c. 謹慎 d. 乖巧

 3. 他說從明天起，太陽將從西方升起，他的這個說法實在是（　 　）。

 a. 荒蕪 b. 荒唐 c. 虛空 d. 唐突

 4. 這張老唱片（　 　）了上世紀一些著名歌手的成名曲，很有收藏價值。

 a. 收藏 b. 收羅 c. 收錄 d. 收集

二  成語填充： 選出正確答案填在橫線上。（共12分，每題2分）

手足無措　　得心應手　　戰戰兢兢
居安思危　　熙來攘往　　悶悶不樂　　生機勃勃

 1. 每逢假日，銅鑼灣商場裏的顧客 ，熱鬧非凡。

 2. 面對競爭對手的連環發問，耀榮顯得有點 ，發揮得沒有平時
那麼好。

 3. 春天來了，花兒貪心地吸着春天的甘露，葉子也換上了翠綠的衣裳，大地一
片 。

/114

考核
範圍

一、詞義辨析

二、成詞填充

三、句式仿作

四、重組句子

五、改寫句子

六、句義辨析

七、擴張句子

八、標點符號

 九、排句成段

 十、短文寫作

十一、閱讀文章（一）

十二、閱讀文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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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鐘

一
/10

一  細心聆聽故事，選出1－5題最適當的答案，並將相應的英文字母填在右邊
的圓圈內。（共5分，每題1分）

 1. 后羿做了一件什麼事令百姓拜他為師？ 

  A. 后羿打敗了蓬蒙。
  B. 后羿創造了十個太陽。
  C. 后羿射下了天空中九個太陽。
  D. 后羿射下了天空中十個太陽。

 2. 后羿在哪裏求得不死仙藥？ 

  A. 天庭
  B. 崑崙山
  C. 蓮花山
  D. 王母娘娘家

錄音已上載於www.classroom.com.hk/onlineworld

範疇 題型 評估重點 題號

聆聽
一、故事

二、對話
理解內容要點 1－10



3分鐘準備

100課室中文

/10

古語云：「開卷有益」，但是也有後人認為「開卷不一定有益」。對於這個問題，你有什

麼看法呢？（共10分）

一

1.  你同意/不同意「開卷有益」：

至理名言  書海茫茫  認識  拓寬  思考

5.  總結：

2.  原因一： 3.  原因二： 4.  原因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