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

單元一  生活記事本 記事 1

1. 尋根究底 •認識敍事六要素 2

2. 順其自然 •運用順敍法 14

3. 有感而發 •抒發對事情的感想 26

單元三  用文字繪畫 寫景  65

1. 可以更美 •各種修辭 66

2. 放眼四周 •定點描寫 78

3. 邊走邊觀察 •步移法 90

單元四  說清楚 講明白 明 103

1. 與別不同 • 明事物的特點 104

2. 怎樣操作 •條理清晰地介紹事物 116

單元二  寫寫你我他 寫人 39

1. 言行得當  •通過語言、行為來描寫人物 40

2. 順理成章  •選擇適當材料有條理地表現人物 52

目錄

Chi_GWG_BK2_ ii-viii_CC.indd   6Chi_GWG_BK2_ ii-viii_CC.indd   6 23/11/2021   12:11:0623/11/2021   12:11:06



vii

單元五  故事萬花筒 續寫故事  129

1. 故事三部曲   •認識故事結構 130

2. 結局不一樣   •從故事結局作聯想 142

資料百寶箱 213

1. 詞語表 214

2. 粵普對對碰 221

3. 名人名句 227

單元七  實用文 181

1. 每天點滴   •日記 182

2. 一週大事   •週記 188

3. 互通信息   •書信 194

4. 有事公佈   •通告 200

5. 無聲解    • 明書 206

單元六  齊做小詩人 童詩  155

1. 會跳舞的童詩   •童詩的形式 156

2. 用文字化裝    •美化童詩 168

Chi_GWG_BK2_ ii-viii_CC.indd   7Chi_GWG_BK2_ ii-viii_CC.indd   7 23/11/2021   12:11:0723/11/2021   12:11:07



寫作技巧

104 課室寫作 單元四 105

與別不同與別不同與別不同

抓住特點

    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

點。抓住事物的獨有特徵，是寫好說明文的首要任務。

    猜猜看，他們描述的是什麼動物？

只有抓住事物的特點才能讓別人對你
所說明的事物有具體明確的認識。

猜謎語找特點

       瘦長的身材，翠綠的皮膚，全身是疙
       瘩，醜了自己，美了別人。

圓圓臉兒像蘋果，又酸又甜營養
多，既能做菜吃，又能當水果。

斑馬？牠有美麗的斑紋，
跑起來很快。

牠是世界上脖子
最長的動物。

哦，長頸
鹿！

•說明事物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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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的果皮呈橙黃色，剝開
後，裏面是一瓣瓣的、形狀像餃子
一樣的果肉，咬上一口便是滿嘴酸
甜可口的果汁。橘子不僅美味，還含有豐富的、對人
體有益的營養物質，如維生素、蛋白質等。此外，它
還具有潤肺、順氣、止咳、化痰等功效。
  我們怎樣才能把橘子描寫得與香橙有所區別？

更進 步

橘子小而扁圓，果皮呈橙黃色，偏紅，頗光
滑，易剝開。剝開後，裏面是一瓣瓣橙紅色的像
餃子一樣的果肉，咬上一口便是滿嘴酸甜可口的
果汁。橘子不僅吃起來美味，還含有豐富的、對
人體有益的營養物質，如維生素、蛋白質等。此
外，它還具有潤肺、順氣、止咳、化痰等功效。

將橘子的特點表現出來，從而把它與香橙區別開
來。抓住事物的特點才能讓別人明確知道你所描寫
的是什麼東西。

家長可以找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水果、動物等的謎語，讓子女猜，
這樣便可以更生動地教授事物的特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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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好 章，賞 賞
清
楚 

講
明
白

          娃  娃  魚

      娃  娃  魚  是  中  國  特  有  的  珍

 稀  動  物  ，  由  於  叫  聲  像  嬰  兒  的

 哭  聲  ，  因  此  被  稱  為  娃  娃  魚  。

 其  實  牠  們  的  學  名  叫  大  鯢  ，  是

 一  種  既  能  在  水  裏  ︑  又  能  在  陸

 上  生  活  的  兩  棲  動  物  。

      娃  娃  魚  一  般  呈  灰  褐  色  ，

 身  體  表  面  光  滑  無  鱗  ，  佈  滿  黏

 液  ，  和  蜥  蜴  很  像  ，  只  是  牠  們

 長  得  更  扁  平  肥  壯  。  在  所  有  兩

 棲  動  物  中  ，  牠  們  的  體  形  是  最

 大  的  ，  全  長  可  達  一  米  以  上  ，

 體  重  可  達  到  三  十  公  斤  。  娃  娃

 魚  雖  然  叫  聲  可  愛  ，  但  是  牠  們

 生  性  兇  猛  ，  是  一  種  肉  食  性  動

 物  ，  以  魚  、  蝦  、  老  鼠  、  小  鳥

 等  為  食  。

①

②

①	娃娃魚有什麼特點
呢？

	 （你來剔一剔「✓」。）
	  	A.	樣貌似娃娃
	  	B.	叫聲像嬰兒

②	作者將娃娃魚與蜥
蜴比較，從而讓讀
者對娃娃魚的外形
有更具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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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課室寫作 單元四 111

關鍵詞 大鯢、兇猛、瀕臨滅絕 簡評 條理清晰

讚好

	 你會給這篇文章多少個 呢？

與別不同

      娃  娃  魚  被  稱  為  活  化  石  ，

 牠  們  是  三  億  年  前  與  恐  龍  生  存

 在  同  一  時  代  ，  但  延  續  至  今  的

 珍  稀  物  種  ，  因  此  具  有  很  高  的

 科  研  價  值  。  但  是  因  為  牠  們  的

 肉  質  鮮  美  ，  所  以  牠  們  遭  到  人

 們  大  量  捕  殺  。  據  統  計  ，  野  生

 的  大  鯢  僅  剩  九  萬  餘  尾  ，  瀕  臨

 滅  絕  。

      面  對  這  樣  珍  貴  的  物  種  ，

 我  們  怎  能  因  為  貪  吃  而  使  牠  滅

 絕  ？

③ ③	娃娃魚為什麼具備
科研價值？

	 （你來剔一剔「✓」。）
	  	A.	物種歷史悠	
	 	 久

	  	B.	營養豐富	

第109頁參考答案：①B

跟 你 說

世界上有很多物種因為人類的捕
殺而瀕臨滅絕。我們不應該進食
瀕危動物，如禾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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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課室寫作 單元四 111

解構章文

號召人們保護
娃娃魚。

第四段
說明娃娃魚的
科研價值及瀕
危的原因。

第三段

介紹娃娃魚名
字的由來及生
存環境。

第一段

說明娃娃魚的
外形、特點及
食物。

第二段

佳 車列句

 娃娃魚是中國特有的珍稀動物，由於叫聲像嬰兒的
哭聲，因此被稱為娃娃魚。
 娃娃魚一般呈灰褐色，身體表面光滑無鱗，佈滿黏
液，和蜥蜴很像，只是牠們長得更扁平肥壯。在所
有兩棲動物中，牠們的體形是最大的⋯⋯

文好 章，賞 賞

清
楚 

講
明
白

            香  蕉

      香  蕉  原  產  於  東  南  亞  ，  中

 國  的  南  方  在  兩  千  多  年  前  就  開

 始  種  植  了  ，  至  今  仍  在  大  量  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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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課室寫作 單元四 115

與別不同

靈感急 彎轉

    怎樣可以把事物的特點寫得更形象、更突出呢？以下是兩
個祕訣：

實 擂台戰

    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喜歡的一樣東西，用你剛學到的知識，
把它介紹給我們吧！

在前面的範文中，這兩種祕訣
都有用到，你找到了嗎？

第112頁參考答案：①E ②B

找相似的、較常見的事物來
作比較。
如《娃娃魚》一文中將娃娃魚
的外形與1.  比較

善用生動、形象的比喻。
如《香蕉》一文中描述香蕉
像彎彎的2.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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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課室寫作 單元四 115

清
楚 

講
明
白

作內 文題校

 我最愛吃的一種食物
 我最喜歡的動物
 學習的好幫手

    你可以按下面的提示，組織內容，再進行描寫。

現在就拿起筆，試試
你的實力吧！

你會在這裏找到參考大綱、腦圖、詞語、
範文⋯⋯

外形

味道

用途 種類

功能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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