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寫易：高小中文讀寫輔助教材》( 學生版 ) 閱讀單元三  空間線索 

《讀寫易：高小中文讀寫輔助教材》是教育局在 2013 年委託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
所何萬貫教授編寫的，教材光碟已派發各小學，供教師及家長使用。此閱讀單元的
內容選自《讀寫易》閱讀單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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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單元二 空間線索 

學習目標：掌握好文章中表示空間線索的詞語 

一、 瀏覽文章，以「蝴蝶圖」協助了解文章的大意。 

二、 用筆圈起文章所述的表示空間的詞語，了解所述不同空間所涵括的內容。 

三、 掌握了該段落的空間架構後，可圍繞該空間架構範圍， 以口述形式複述文章內容。 

四、 接受挑戰，在簡述文章內容時，利用以下蝴蝶圖找出文章的敍事六要素。 

五、 完成選擇題及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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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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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拜年 

春節到了，我們一家人去給親

朋戚友拜年。 

我們來到姑媽家。一進門，大 

家就感受到姑媽家裏一派過年的氣 

氛：插在花瓶裏的桃樹枝開滿了粉 

紅色的桃花，一盆年桔結滿了黃澄 

澄的果子，牆上貼的揮春十分耀眼。 

姑媽住的房子不大，但給人一種溫馨 

的感覺。 

嘉嘉 

 

 

 

 

我們來到伯父家。一進門，我就 

連聲給伯父一家人說祝福的話語，逗 

得他們樂呵呵的。我們坐下來，跟伯 

父一家人聊天。聊著聊著，伯母端來 

了一碟散發著熱氣的蘿蔔糕。這是伯 

母親自做的，吃起來很可口。 

春節去拜年，真開心！ 

(214 字) 

 1、「吃起來很可口」這句話反映了伯母的甚麽特點？ 

 善於招呼 

 善於說話 

 善於待客 

 善於烹調 

2、在文中，作者用了哪種表達方式去寫姑媽家裏的情景？ 

 描寫 

 記敍 

 說明 

 論述 

  3、從文章的內容看，哪個家庭的佈置最有節日氣氛？ 

 伯父家的 

 姑媽家的 

 伯母家的 

 作者家的 

4、在伯父家，作者哪個器官最忙碌？ 

  眼 

 耳 

口 

 鼻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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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04 05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3） 研究及製作：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3） 研究及製作：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閱讀單元二 空間線索 閱讀單元二 空間線索 

1、拜年（答案） 

春節到了，我們一家人去給親

朋戚友拜年。 

我們來到姑媽家。一進門，大 

家就感受到姑媽家裏一派過年的氣 

氛：插在花瓶裏的桃樹枝開滿了粉 

紅色的桃花，一盆年桔結滿了黃澄 

澄的果子，牆上貼的揮春十分耀眼。 

姑媽住的房子不大，但給人一種溫馨 

的感覺。 

 

嘉嘉 

 

 

 

 

 

 

我們來到伯父家。一進門，我就 

連聲給伯父一家人說祝福的話語，逗 

得他們樂呵呵的。我們坐下來，跟伯 

父一家人聊天。聊著聊著，伯母端來 

了一碟散發著熱氣的蘿蔔糕。這是伯 

母親自做的，吃起來很可口。 

春節去拜年，真開心！ 

(214 字) 

1、「吃起來很可口」這句話反映了伯母的甚麽特點？ 

 善於招呼 

 善於說話 

 善於待客 

 善於烹調 

2、在文中，作者用了哪種表達方式去寫姑媽家裏的情景？ 

 描寫 

 記敍 

 說明 

 論述 

3、從文章的內容看，哪個家庭的佈置最有節日氣氛？ 

 伯父家的 

 姑媽家的 

 伯母家的 

 作者家的 

4、在伯父家，作者哪個器官最忙碌？ 

  眼 

 耳 

口 

 鼻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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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母親節的安排 

何其妙 

媽 媽今年五十多歲了。她爲了這個家， 付

出了幾十年的光陰，臉容越來越蒼老了。母 

親節這天，我決定好好孝順她，讓她過個快樂 

的節日。 

我來到菜市場，買了媽媽最愛吃的石斑。 

不說不知道，原來石斑又被稱為「海雞肉」。 

被視為海裏面的雞肉，是因為牠肉質類似雞肉。 

石斑還有較多的蛋白質，脂肪不多，用來清蒸， 

真是一流。難怪媽媽這麼喜歡吃了。我還買了 

西施骨，用作煲花膠湯。 

買齊做飯的材料，我又來到旺角花墟。 

這天，來買花送給母親的人真多啊，一些熱 

門的花卉，早早就賣光了。幸好我前兩天已 

經下了訂單，不然，我也許不能買到媽媽喜 

歡的花了。 

帶著 一束粉 

色 的康乃 馨， 我 

回到家裏。這時， 

媽 媽 還沒下班回 

來。 我 於 是馬上 

煲湯做 飯，靜候  

媽媽回來。我想，看到我的精心安排，媽媽一定會很高 

興的。 

(319 字) 

 1、在母親節，作者為母親所安排的一切事情，用下面哪個詞語來形容最貼切？ 

 熱烈慶祝 

 細心體貼 

 全力準備 

 親自下廚 

2、作者在節日所做一切的事是怎麼樣的？ 

 都是媽媽喜歡的  

 都是媽媽難得品嚐的  

 都是媽媽平日沒有做的  

 都是媽媽期望將來得到的 

 3、下列哪個詞語可用來形容作者如何對待媽媽？ 

 「孝順」 

 「認真」 

 「熱心」 

「愛護」 

4、全文講述作者曾在多少個地方出現過？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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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母親節的安排（答案） 

何其妙 

媽 媽今年五十多歲了。她爲了這個家， 付

出了幾十年的光陰，臉容越來越蒼老了。母 

親節這天，我決定好好孝順她，讓她過個快樂 

的節日。 

我來到菜市場，買了媽媽最愛吃的石斑。 

不說不知道，原來石斑又被稱為「海雞肉」。 

被視為海裏面的雞肉，是因為牠肉質類似雞肉。 

石斑還有較多的蛋白質，脂肪不多，用來清蒸， 

真是一流。難怪媽媽這麼喜歡吃了。我還買了 

西施骨，用作煲花膠湯。 

買齊做飯的材料，我又來到旺角花墟。 

這天，來買花送給母親的人真多啊，一些熱 

門的花卉，早早就賣光了。幸好我前兩天已 

經下了訂單，不然，我也許不能買到媽媽喜 

歡的花了。 

帶著 一束粉 

色 的康乃 馨， 我 

回到家裏。這時， 

媽 媽 還沒下班回 

來。 我 於 是馬上 

煲湯做 飯，靜候  

媽媽回來。我想，看到我的精心安排，媽媽一定會很高 

興的。 

(319 字) 

 1、在母親節，作者為母親所安排的一切事情，用下面哪個詞語來形容最貼切？ 

 熱烈慶祝 

 細心體貼 

 全力準備 

 親自下廚 

2、作者在節日所做一切的事是怎麼樣的？ 

 都是媽媽喜歡的  

 都是媽媽難得品嚐的  

 都是媽媽平日沒有做的  

 都是媽媽期望將來得到的 

 3、下列哪個詞語可用來形容作者如何對待媽媽？ 

 「孝順」 

 「認真」 

 「熱心」 

「愛護」 

4、全文講述作者曾在多少個地方出現過？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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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搬到了市集。這一回，孟子學 

著商人的樣子，跟小夥伴玩起做買賣的 

遊戲來。孟母見了，覺得這不利於孟子 

的成長，於是又決定搬遷。 

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這次，孟 

子變乖巧了。每逢夏曆初一，來這裏 

辦事的官員舉止文雅，待人有禮貌。 

官員們的行為慢慢對孟子產生影響， 

使孟子以他們為榜樣，好好學習。 

這個故事說明，我們千萬不能輕 

3、孟母三遷 
嘉嘉 

年幼時的孟子生活在單親家庭裏，與母

親相依為命。孟母很重視對孟子的教導，這 

從「孟母三遷」這個故事就可以看出來。 

開始的時候，孟母和孟子住在墓地附近。 

因為常常見到辦喪事的人哭哭啼啼，又跪又 

拜，孟子覺得好玩，便跟小夥伴學著大人的 

樣子哭啊，跪拜啊甚麽的。孟母見了，決定 

搬遷。 

視生活環境對人的影響。 

(295 字) 

1、孟母曾搬家多少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2、孟母搬家是為了甚麼？ 

 讓孟子學做官  

 讓孟子以人為榜樣  

 讓孟子跟大人學習和讀書 

 讓孟子在良好的環境下學習 

3、根據第 3 段，可知孟母對做生意有何看法？ 

 做生意不老實 

 做生意容易賺錢 

 不喜歡兒子賺錢 

 不喜歡兒子做生意 

 4、孟母希望孟子怎樣待人？ 

 溫文有禮 

 熱心助人 

 能文能武 

 樂於助人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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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搬到了市集。這一回，孟子學 

著商人的樣子，跟小夥伴玩起做買賣的 

遊戲來。孟母見了，覺得這不利於孟子 

的成長，於是又決定搬遷。 

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這次，孟 

子變乖巧了。每逢夏曆初一，來這裏 

辦事的官員舉止文雅，待人有禮貌。 

官員們的行為慢慢對孟子產生影響， 

使孟子以他們為榜樣，好好學習。 

這個故事說明，我們千萬不能輕 

3、孟母三遷（答案） 
嘉嘉 

年幼時的孟子生活在單親家庭裏，與母

親相依為命。孟母很重視對孟子的教導，這 

從「孟母三遷」這個故事就可以看出來。 

開始的時候，孟母和孟子住在墓地附近。 

因為常常見到辦喪事的人哭哭啼啼，又跪又 

拜，孟子覺得好玩，便跟小夥伴學著大人的 

樣子哭啊，跪拜啊甚麽的。孟母見了，決定 

搬遷。 

視生活環境對人的影響。 

(295 字) 

 

1、孟母曾搬家多少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2、孟母搬家是為了甚麼？ 

 讓孟子學做官  

 讓孟子以人為榜樣  

 讓孟子跟大人學習和讀書 

 讓孟子在良好的環境下學習 

3、根據第 3 段，可知孟母對做生意有何看法？ 

 做生意不老實 

 做生意容易賺錢 

 不喜歡兒子賺錢 

 不喜歡兒子做生意 

 4、孟母希望孟子怎樣待人？ 

 溫文有禮 

 熱心助人 

 能文能武 

 樂於助人

搬到了學校附近 

正確答案 

搬到了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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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洗邋遢」 

「年 
開始了。 

李山青 

廿八，洗邋遢」。在我們家，未到「洗邋遢」的日子，大掃除早早就 
1、媽媽認為下列哪些物品可能藏有細菌？ 

 床單、被單、沙發 

農曆十二月初的一天，趁著害羞的太陽終於露出臉來，媽媽就先清潔幾個睡 

房。她說，太陽的紫外線可以殺滅有害的細菌。這個時候，把床單、被單、蚊帳 

等等洗乾淨，然後拿出去曬一曬，就是最環保的滅菌方法。除了洗衣物，她還抹啊、 

擦啊的，打掃得真乾淨。 

一個星期後，媽媽的打掃目標是客廳。看，真皮沙發變「醜」了，她就用專 

用的清潔劑給沙發「整容」。她又給沙發打蠟。連打蠟也會？厲害吧，在我心目中， 

媽媽是無所不能的！ 

是時候要解決廚房的油污問題了。對於這裏的油污問題，媽媽說一般的洗潔 

精是不管用的，所以她買來了專門解決這個難題的清潔用品。一噴，果然有效， 

油污都消失了。 

有媽媽在，「洗邋遢」還有甚麽難的？ 

(323 字) 

 床單、被單、廚房 

 床單、沙發、廚房 

 床單、被單、蚊帳 

2、「洗邋遢」可解作哪種意思？ 

 洗衣物 

 去污漬 

 除細菌 

 大掃除 

3、媽媽在家裏曾打掃過多少個地方？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4、根據第 3 段，下列哪句話可以用來形容媽媽？ 

 媽媽真能幹 

 媽媽不怕苦  

 媽媽不怕艱難  

 媽媽做事有計劃

【注：「邋遢」的正確讀音為「立塔」，俗讀「辣撻」。不潔淨的意思。】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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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洗邋遢」（答案） 

「年 
開始了。 

李山青 

廿八，洗邋遢」。在我們家，未到「洗邋遢」的日子，大掃除早早就 
1、媽媽認為下列哪些物品可能藏有細菌？ 

 床單、被單、沙發 

農曆十二月初的一天，趁著害羞的太陽終於露出臉來，媽媽就先清潔幾個睡 

房。她說，太陽的紫外線可以殺滅有害的細菌。這個時候，把床單、被單、蚊帳 

等等洗乾淨，然後拿出去曬一曬，就是最環保的滅菌方法。除了洗衣物，她還抹啊、 

擦啊的，打掃得真乾淨。 

一個星期後，媽媽的打掃目標是客廳。看，真皮沙發變「醜」了，她就用專 

用的清潔劑給沙發「整容」。她又給沙發打蠟。連打蠟也會？厲害吧，在我心目中， 

媽媽是無所不能的！ 

是時候要解決廚房的油污問題了。對於這裏的油污問題，媽媽說一般的洗潔 

精是不管用的，所以她買來了專門解決這個難題的清潔用品。一噴，果然有效， 

油污都消失了。 

有媽媽在，「洗邋遢」還有甚麽難的？ 

(323 字) 

 床單、被單、廚房 

 床單、沙發、廚房 

 床單、被單、蚊帳 

2、「洗邋遢」可解作哪種意思？ 

 洗衣物 

 去污漬 

 除細菌 

 大掃除 

3、媽媽在家裏曾打掃過多少個地方？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4、根據第 3 段，下列哪句話可以用來形容媽媽？ 

 媽媽真能幹 

 媽媽不怕苦  

 媽媽不怕艱難  

 媽媽做事有計劃 

【注：「邋遢」的正確讀音為「立塔」，俗讀「辣撻」。不潔淨的意思。】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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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山 
龐千千 

天剛濛濛亮，爸爸和我便來到了山腳下。抬頭望去，濃濃的水霧中，一頂墨

綠色的大尖帽若隱若現。難怪人們叫它「帽子山」呢！ 在鮮花和露珠的陪伴下，

我們來到了半山腰。這裏有一座亭子，一些老人家正在那裏歇腳。爸爸說，身強力

壯的人爬山應該一鼓作氣，於是我們沒有停歇，鼓足勁往上爬。 

終於，我們登上了山頂。一輪紅日正從東方冉冉升起。好美的日出景象呀！調 

皮的煙霧漸漸散去，露出了山峰清晰的容顏。爸爸說：「一天之計在於晨！」在我 

們的腳下，城市又開始熱鬧起來了。 

(218 字) 

1、第一段中的「大尖帽」是指甚麼？ 

 山峰 

亭子 

 太陽 

 帽子 

2、文章講，老人家們在哪裏歇腳？ 

 山腳下 

 家裏 

 山頂 

 亭子裏 

3、「濃濃」在文章中是形容甚麽的？ 

 水霧 

山峰 

太陽 

 行人 

4、「一日之計在於晨」這句話強調清晨光陰的： 

 簡單 

 開始 

 寶貴 

 第一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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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山（答案） 
龐千千 

天剛濛濛亮，爸爸和我便來到了山腳下。抬頭望去，濃濃的水霧中，一頂墨

綠色的大尖帽若隱若現。難怪人們叫它「帽子山」呢！ 在鮮花和露珠的陪伴下，

我們來到了半山腰。這裏有一座亭子，一些老人家正在那裏歇腳。爸爸說，身強力

壯的人爬山應該一鼓作氣，於是我們沒有停歇，鼓足勁往上爬。 

終於，我們登上了山頂。一輪紅日正從東方冉冉升起。好美的日出景象呀！調 

皮的煙霧漸漸散去，露出了山峰清晰的容顏。爸爸說：「一天之計在於晨！」在我 

們的腳下，城市又開始熱鬧起來了。 

(218 字) 

1、第一段中的「大尖帽」是指甚麼？ 

 山峰 

亭子 

 太陽 

 帽子 

2、文章講，老人家們在哪裏歇腳？ 

 山腳下 

 家裏 

 山頂 

 亭子裏 

3、「濃濃」在文章中是形容甚麽的？ 

 水霧 

山峰 

太陽 

 行人 

4、「一日之計在於晨」這句話強調清晨光陰的： 

 簡單 

 開始 

 寶貴 

 第一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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