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班別：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二周)
六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四）答案
（ ）
成績:______________
日期:
月
日

語文基礎知識：

「縱使……，還

一、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聯結句子。
A. 最終還是迷路了。
1.

縱使那位選手的狀態不佳，

（E ）

B. 他們還是不會見面。

2.

縱使小華和禮勤吵架了，

（F）

C. 居民還是對治安很有信心。

3.

縱使我們一直看着地圖，

（A ）

D. 它還是感動了無數讀者。

4.

縱使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D）

E. 她還是完成了高難度的表演。

5.

縱使你不是有意中傷別人，

（G）

F. 他們還是合作砌好這個模型。

6.

縱使這個社區昨天發生了搶

（C ）

G. 你的言行還是令他人感到難受。

劫案，
（答案只供參
二、運用「縱使……，還是……」續寫句子。
考。）

1.

縱使開了風扇， 家中還是悶熱極
了。

2.

縱使這碗麪淡而無味， 我還是把它吃完
了。

3.

縱使妹妹最喜歡吃這款口味的蛋糕

4.

縱使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獲勝

，她還是願意和其他人分享。
，我還是要參加比賽。

三、運用提供的詞語和「縱使……，還是……」造句。（答案只供參
考。）

1.

昂貴 歡迎
縱使這間餐廳的食物定價昂貴，還是大受歡迎。

2.

畢業 記得
縱使我們畢業了，還是會記得過去六年在校園生活的種種。

P.1

語文基礎知識：量詞
一、下面句子中的量詞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打，錯誤的把量詞圈出，在括
號內改正。

（答案只供參考。）

1.

將軍澳將會興建香港的第一幢中醫醫院。

（ 所 ）

2.

媽媽拿出一件手套和一個大垃圾膠袋，準備進行大掃除。

（雙╱對）

3.

郵票簿裏的每一張郵票，都是我從世界各地搜集回來的珍藏。

（ 枚 ）

4.

在晨間新聞上，我看到一則颱風消息，天文台打算在三小時後

（  ）

懸掛八號烈風信號。
5.

今天我們參觀了昂船洲軍營，看見一隻隻軍艦泊在岸邊，還欣

（ 艘艘 ）

賞了一場精彩的軍樂隊表演。
二、運用括號內的數量詞擴充句子。
1.

偉恩剛從日本旅行回來，送給我明信片，代表他的心意。

（一番、一張）

偉恩剛從日本旅行回來，送給我一張明信片，代表他的一番心意。

2.

這小巷裏開了新的食店，其午市套餐隨餐贈送特色飲料。

（一條、一杯）

這一條小巷裏開了新的食店，其午市套餐隨餐贈送一杯特色飲料

3.

我在學校附近的書店，找到了絕版的圖書。

（一間、一本）

我在學校附近的一間書店，找到了一本絕版的圖書。

三、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量詞。

（答案只供參考。）

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到澳洲 悉尼旅行。我們先到一 1.

家 著名的海鮮餐

廳品嘗大餐，點了一 2. 客/道 芝士龍蝦和一 3. 塊/個 海鮮薄餅，以美食展開序
幕。另一 4.

個

重點節目是遊覽雪梨歌劇院，我們在那 5.

前拍照留念，更入場觀賞了一 6.

齣

宏偉的建築

著名的兒童歌劇—《白馬雪龍》
，實在令

人難忘！回港前，我們登上了著名的雪梨大橋，這一 7.
可以攀登的鐵橋之一，只要扣上多 8.

座

條

鐵橋是世界上少數

安全帶，便能在導覽員的帶領下，步

行上一百四十米高的大橋，俯瞰漂亮的港口景色。

P.2

座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二周)
六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五）答案
（ ）
成績:______________
日期:
月
日

姓名：
班別：

語文基礎知識：借代
一、仿照例句，圈出句子中用了借代的詞語，並在右方圈出所借代的事物。

1.

在牙牙學語時，我已是一個外向好動的孩子。

（ 嬰幼兒╱小學 ）

妹妹對沛聰説︰「眼鏡哥哥，你可以幫我把氣球

（ 妹妹╱沛聰 ）

拿下來嗎？」
2.

陳老師一輩子都在教書，名副其實桃李滿門。

（ 學生╱兒女 ）

3.

子明和美珏感情要好，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 年╱月╱日 ）

4.

妹妹的夢想是成為白衣天使，幫助有需要的人。

（ 律師╱護士╱老師 ）

5.

這間餐廳位於商業區，以健康素食為賣點，很受

（ 勞工╱船員╱文職 ）

白領歡迎。
6.

放假時，我最愛乘搭叮叮，叮叮雖然速度緩慢，

（ 地鐵╱巴士╱電車 ）

卻能讓我悠閒地欣賞港島區的景色。
二、找出能借代方框內詞語的選項，改寫句子。

1.

布衣

絲竹

干戈

黑帽子

一盅兩件

烏紗帽

廟堂

藍帽子

我今年的生日願望是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戰爭。
我今年的生日願望是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干戈。

2.

這位高官被廉政公署揭發收取賄款，看來他的官職很快便保不住了。
這位高官被廉政公署揭發收取賄款，看來他的烏紗帽很快便保不住了。

3.

祖父母平日最愛上茶樓吃點心，一邊喝茶一邊閲報，怡然自得。
祖父母平日最愛上茶樓吃一盅兩件，一邊喝茶一邊閲報，怡然自得。

4.

由於香港正在舉行「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因此許多警察機動部隊在街道
上巡邏和戒備。
由於香港正在舉行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因此許多藍帽子在街道上巡邏和戒備。
P.1

語文基礎知︰
「寧可……，也不……」
一、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識：

A. 也不願意損害別人的利益

E. 我們的軍隊寧可戰死沙場

B. 哥哥寧可考試不及格

F. 這個男人寧可接受別人的幫助

C. 也不願外出遊玩

G. 這個男人寧可餓死路邊

D. 做父母的寧可自己不吃

H. 也不願在籠子裏過着舒適的生活

1. 我寧可留在家中呆坐，
（ C ）。
2. 志明寧可犧牲自己的利益，
（ A ）。
3. 小鳥寧可在外面遭受風吹雨打，（ H ）。
4. （ G ），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施捨。
5. （ D ），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挨餓。
6. （ E ），也不會向敵軍投降。
二、續寫下面的句子。（答案只供參考。）

1. 我寧可被老師責罵，也不 願把責任推給別人。
2. 志強寧可真誠地道歉，也不

不願意説謊話來掩飾過錯。

三、運用提供的詞語和「寧可……，也不……」串寫句子。（答案只供參考。）

1. 忙碌

無所事事

我寧可忙碌一點，也不願無所事事。

2. 通宵達旦

敷衍了事

美琪寧可通宵達旦地工作，也不願敷衍了事。
P.2

姓名：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二周)
六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六）答案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 閲讀下面的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夏天，不少人都喜歡買一杯冰凍的飲料，用飲管細細品嘗，以緩解暑
氣。一根小小的飲管，既方便我們隨時飲用，又能幫助我們避開茶渣、冰
塊等「障礙物」，難怪飲管成為人們用餐時的常用物品。
飲管的使用這麼普遍，但你知道飲管到底是怎麼來的嗎？
其實，早在遠古時候，人們已經懂得把不同的材料，製成管狀用來吸
啜液體。考古學家發現，生活在公元前四千年的蘇美爾人會把金屬和寶石
製成管狀物體，在喝啤酒時使用。至於中國，古人多數會使用植物莖部作
為飲管。唐朝時，杜甫就曾在詩中寫道：
「蘆酒多還醉」
，而《藝林伐山》
記載了有關蘆酒的資料，書中指出蘆酒是以蘆桿為筒，吸啜飲用的酒，可
見「蘆桿」是中國古人所使用的其中一種飲管。
直至大約十九世紀，西方國家普遍使用黑麥製成的飲管。黑麥經過漂
白、切割、捆紮等一系列工序，製成飲管，盛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但
是，黑麥飲管容易在飲用過程中破裂，產生碎渣，十分影響口感。因此，
美國發明家馬文．史東對黑麥飲管進行改良，終於在一八八八年，發明了
紙飲管。紙飲管隨即風靡美國，乃至其他國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着塑膠技術愈來愈普及，塑膠飲管面世了。塑
膠飲管不僅生產成本低、速度快，而且不像紙飲管般容易在水中變軟甚至
溶解。塑膠飲管推出後不久，便取代紙飲管，成為我們沿用至今的飲管。
近年來，環保組織關注到塑膠飲管難以分解而造成的污染問題。香港
的環保組織就提出「走飲管」的理念，提醒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減少塑膠飲
管的使用量。生產商也因應市場的需要，研發可以重複使用的飲管，例如
玻璃飲管、不鏽鋼飲管，減輕即棄品對環境造成的壓力。
時至今日，科學家仍在積極地尋找更環保的材料來製作飲管，例如玉
米澱粉、竹纖維、甘蔗纖維等。雖然由於成本、技術等問題，較環保的新
型飲管尚未能夠普及，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飲管能夠只為人們帶來方
便，而不再造成煩惱。
P.1

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___隨着科技的進步，人們開始擔心某些重複性的體力勞動終將被人工智慧
所

取代

，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危機。

2. 找出第四、五段中能提示説明順序的關鍵句，然後在句子下畫橫線。

3. 從文中找出正確的答案，填在橫線上，完成表格。

飲管

説明對象 （1）

説明重點 介紹説明對象的發展：
（2）

遠古時候

，人們已經懂得把不同材料製成飲

管，例如公元前四千年，蘇美爾人會用金屬、寶石製作飲管；
在中國，古人用植物莖部作為飲管。
十九世紀

大約（3）
（4）

一八八八

，西方國家普遍使用黑麥飲管。
年，美國發明家馬文．史東改良黑麥

飲管，發明了紙飲管。
（5） 二十世紀六十年
世。

代

（6）

近年來

，由於塑膠技術的普及，塑膠飲管面

，生產商因應市場的環保需求，研發

可以重複使用的玻璃飲管、不鏽鋼飲管等。
時至（7）

今日

，科學家仍在尋找各種環保材料

製作飲管。
P.2

4. 承上題，文章是按（ 時間順序 ／ 空間順序 ）來介紹説明對象。
（圈出正確的答案。）

5. 根據本文，下面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A. 黑麥飲管在飲用過程中容易破裂。
 B. 塑膠飲管的生產成本比紙飲管高。

 C. 新型飲管的普及程度不及塑膠飲管。
 D. 環保組織認為塑膠飲管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6. 塑膠飲管難以分解，造成環境污染問題，你同意「走飲管」的理念嗎？
（答案只供參考。）

為甚麼？試配合文章內容作答。

同意，因為世界各地對飲管的需求很大，如繼續大量使用不可分解的塑
膠飲管，會對環境造成破壞。而且，我們可以使用環保的材料來製作飲
管。/
不同意，飲用飲品時沒有飲管很不方便，而環保的新型飲管尚未能夠
普及，所以目前應沿用塑膠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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