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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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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師和家長使用。此閱讀單元的內容選自《讀寫易》閱讀單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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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易：高小中文讀寫輔助教材》( 學生版 ) 閱讀單元四  描寫順序 
 

 01 

 
 

閱讀單元四 描寫順序 

 

學習目標：掌握好文章中描寫順序 

 
一、 瀏覽文章，了解文章的大意。  

二、 用筆圈起文章中的表示描寫順序的詞語，了解它所涵括的內容。  

三、 掌握了該段落的描寫順序架構後，可圍繞該描寫架構範圍，以口述形式

複述該段落文章的內容。  

四、 完成選擇題及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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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1、「財神」公仔 
 

李山青 
 

「財 神」公仔穿著一身紅色的衣服，戴著一頂紅色的帽子。它一手托著大大 
的金元寶，一手拿著寫有「財源滾滾」幾個字的揮春，跟它作為「財神」的身份很 

相稱。「財神」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的臉部。只見它張開口，笑得很燦爛，露出 

上面的一排白白的牙齒。它這樣一笑，鼻子兩旁的顴骨高高聳起。兩道長長的鬍鬚 

順著顴骨的聳起而突起，又順著臉頰圓潤地向下彎。「財神」的眼睛笑得彎成了一 

條線，眼睛上面兩道小小的眉毛也彎彎的。 

(196 字) 

 

1、 本文重點在於甚麽？  

 描寫財神公仔的特徵  

 講述作者見到財神公仔時的心情 

 說明財神公仔的製作方法  

 記敍與財神公仔有關的事情 

 
 

2、本文主要採用了甚麼寫作技巧？  

 記敍 

 說明  

 論述 

 描寫 

 
 

3、本文運用了怎樣的順序，描寫財神公仔的臉部？  

 口——顴骨——牙齒——鬍鬚——眼睛——眉毛 

 鬍鬚——口——顴骨——牙齒——眼睛——眉毛 

 牙齒——鬍鬚——口——顴骨——眼睛——眉毛 

 口——牙齒——顴骨——鬍鬚——眼睛——眉毛 

 

 
4、「相稱」的意思是甚麽？  

一個跟著一個  

 雙方樣子大致相同  

 互相朝著對方，面對面  

 事物配合起來顯得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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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神」公仔 （答案） 

李山青 

 「財 神」公仔穿著一身紅色的衣服，戴著一頂紅色的帽子。它一手托著大大 
的金元寶，一手拿著寫有「財源滾滾」幾個字的揮春，跟它作為「財神」的身份很 

相稱。「財神」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的臉部。只見它張開口，笑得很燦爛，露出 

上面的一排白白的牙齒。它這樣一笑，鼻子兩旁的顴骨高高聳起。兩道長長的鬍鬚 

順著顴骨的聳起而突起，又順著臉頰圓潤地向下彎。「財神」的眼睛笑得彎成了一 

條線，眼睛上面兩道小小的眉毛也彎彎的。 

(196 字) 

 1、本文重點在於甚麽？ 

☒ 描寫財神公仔的特徵

• 講述作者見到財神公仔時的心情

• 說明財神公仔的製作方法

• 記敍與財神公仔有關的事情

 2、本文主要採用了甚麼寫作技巧？ 

• 記敍

• 說明

• 論述

☒ 描寫

 3、本文運用了怎樣的順序，描寫財神公仔的臉部？ 

• 口——顴骨——牙齒——鬍鬚——眼睛——眉毛

• 鬍鬚——口——顴骨——牙齒——眼睛——眉毛

• 牙齒——鬍鬚——口——顴骨——眼睛——眉毛

☒ 口——牙齒——顴骨——鬍鬚——眼睛——眉毛

 4、「相稱」的意思是甚麽？ 

• 一個跟著一個

• 雙方樣子大致相同

• 互相朝著對方，面對面

☒ 事物配合起來顯得合適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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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乞丐 

區美文 

    他的臉頰上、頭髮上，幾隻可惡的蒼蠅飛來飛去，任憑他怎樣驅趕，還是 

趕不走，依舊在那裏嗡嗡嗡地唱著勝利歌。他向我伸過來一個有點破舊、顏色也掉 

了幾片的盤子，用近乎哀求的口吻，叫我施捨幾個錢。他穿著一身骯髒的有幾個小 

洞的衣服。跟時下年輕人穿的「丐幫裝」上的小洞純粹用於裝飾不同，這幾個小洞 

是衣服不曉得穿了多少個寒暑才磨出來的。他的褲子，一邊褲腿長，一邊褲腿短， 

短的那邊露出了一截長有又長又捲曲的毛的小腿。他穿著「鴛鴦鞋」：右邊是一隻 

棕黑色的皮鞋，左邊是一隻繫著紅色鞋帶的球鞋。 

(235 字) 

1、 在「長有又長又捲曲的毛的小腿」一句中，第一個「長」字的讀音為： 

 祥 

 掌 

 暢 

 將 

2、「穿了多少個寒暑」的「寒暑」是指甚麽？ 

 溫度 

 分秒 

 氣候 

 歲月 

3、本文描寫「乞丐」的順序是怎麼樣的？ 

 臉頰、頭髮——衣服——褲子——「鴛鴦鞋」 

 衣服——褲子——「鴛鴦鞋」——臉頰、頭髮 

 褲子——衣服——臉頰、頭髮——「鴛鴦鞋」 

 臉頰、頭髮——「鴛鴦鞋」——褲子——衣服 

4、文中的「乞丐」給讀者甚麼感覺？ 

 奇怪 

 貪錢 

 怕人 

 貧窮、可憐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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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乞丐（答案）

區美文 

    他的臉頰上、頭髮上，幾隻可惡的蒼蠅飛來飛去，任憑他怎樣驅趕，還是 

趕不走，依舊在那裏嗡嗡嗡地唱著勝利歌。他向我伸過來一個有點破舊、顏色也掉 

了幾片的盤子，用近乎哀求的口吻，叫我施捨幾個錢。他穿著一身骯髒的有幾個小 

洞的衣服。跟時下年輕人穿的「丐幫裝」上的小洞純粹用於裝飾不同，這幾個小洞 

是衣服不曉得穿了多少個寒暑才磨出來的。他的褲子，一邊褲腿長，一邊褲腿短， 

短的那邊露出了一截長有又長又捲曲的毛的小腿。他穿著「鴛鴦鞋」：右邊是一隻 

棕黑色的皮鞋，左邊是一隻繫著紅色鞋帶的球鞋。 

(235 字) 

1、在「長有又長又捲曲的毛的小腿」一句中，第一個「長」字的讀音為： 

• 祥

☒ 掌

• 暢

• 將

2、「穿了多少個寒暑」的「寒暑」是指甚麽？ 

• 溫度

• 分秒

• 氣候

☒ 歲月

3、 本文描寫「乞丐」的順序是怎麼樣的？ 

☒ 臉頰、頭髮——衣服——褲子——「鴛鴦鞋」

• 衣服——褲子——「鴛鴦鞋」——臉頰、頭髮

• 褲子——衣服——臉頰、頭髮——「鴛鴦鞋」

• 臉頰、頭髮——「鴛鴦鞋」——褲子——衣服

4、文中的「乞丐」給讀者甚麼感覺？ 

• 奇怪

• 貪錢

• 怕人

☒ 貧窮、可憐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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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 

倪武 

他，一個上身穿著紅色的格子襯衣，下身穿著緊身的牛仔褲，外加一對已

經被雨水濺濕了的休閒鞋的男子，正撐著傘站在巴士站旁邊的便利店。他不時抬起

頭來，用充滿期待的眼神，看看四周。他多麼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夠更銳利一些，使 

他能夠從匆匆而過的人群中找到那 

個他已經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人 

啊！忽然間，他的右腳輕輕地抬了  

起來，很無奈地向前邁了一小步， 

然後，又很迅速地縮了回去，站在  

原來的地方。顯然，他完全沒有要  

離開的意思。他的內心似乎在掙扎： 

「我該離開了，等了這麼久，還不  

出現，看來是他失約了。」過了一

會，他又似乎在想：「我不該離開， 

萬一我剛剛離開，那個人就來到了，

怎麼辦？」轉念又想：「他是不是 

因為天氣的原因而失約呢？」「是

不是我記錯時間和地點呢？」一連

串的問題，就像水珠一樣，不停地

冒出來。 

(343 字) 

  1、當時的天氣是怎麼樣的？ 

 大霧 

 陰天 

 多雲 

 下著雨 

2、男子站在那裏多久了？ 

 半小時 

 兩小時  

 約一小時  

 一個半小時 

3、本文描寫的順序是甚麼？ 

 衣著——眼神——動作——心理 

 動作——衣著——眼神——心理 

 衣著——動作——心理——眼神 

 衣著——動作——眼神——心理 

4、「銳利」在文章中的意思是甚麽？ 

 目光尖銳 

 刀鋒尖而快  

 勇往直前的氣勢  

 來勢兇猛，不可阻擋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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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 （答案） 
倪武 

他，一個上身穿著紅色的格子襯衣，下身穿著緊身的牛仔褲，外加一對已

經被雨水濺濕了的休閒鞋的男子，正撐著傘站在巴士站旁邊的便利店。他不時抬起

頭來，用充滿期待的眼神，看看四周。他多麼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夠更銳利一些，使 

他能夠從匆匆而過的人群中找到那 

個他已經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人  

啊！忽然間，他的右腳輕輕地抬了  

起來，很無奈地向前邁了一小步，  

然後，又很迅速地縮了回去，站在  

原來的地方。顯然，他完全沒有要  

離開的意思。他的內心似乎在掙扎： 

「我該離開了，等了這麼久，還不  

出現，看來是他失約了。」過了一  

會，他又似乎在想：「我不該離開， 

萬一我剛剛離開，那個人就來到了， 

怎麼辦？」轉念又想：「他是不是 

因為天氣的原因而失約呢？」「是  

不是我記錯時間和地點呢？」一連  

串的問題，就像水珠一樣，不停地  

冒出來。 

(343 字) 

 1、當時的天氣是怎麼樣的？ 

• 大霧

• 陰天

• 多雲

☒ 下著雨

2、男子站在那裏多久了？ 

• 半小時

• 兩小時

☒ 約一小時

• 一個半小時

3、本文描寫的順序是甚麼？ 

☒ 衣著——眼神——動作——心理

• 動作——衣著——眼神——心理

• 衣著——動作——心理——眼神

• 衣著——動作——眼神——心理

4、「銳利」在文章中的意思是甚麽？ 

☒ 目光尖銳

• 刀鋒尖而快

• 勇往直前的氣勢

• 來勢兇猛，不可阻擋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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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潔工 
 

嘉嘉 

 

     這天，我們全家要出去旅行，所以天剛濛濛亮就全起來，準備出發了。忽 

然間，我透過窗戶看見黎明路燈下有個模糊的背影。我走出門外一看，她穿著一 
件略顯寬大的藍色清潔工制服，正彎著腰在清理街邊的垃圾桶。我看不見她低下 

頭工作時的表情，但可以猜得出她的工作態度是認真的。突然她轉身了，把垃圾 

袋放進身邊的垃圾車中。這個垃圾桶清理完了，她又推著車朝下一個垃圾桶走去。 

到了，她把垃圾桶翻開，又像剛才一樣動起手來。如是這樣，真不知道要重複多 

少遍才完成一天的工作。要不是親眼目睹了這一幕，我還真不知道街道清潔工作 

是這麼的辛苦、單調和孤獨的。 

                      
              (257 字) 

 

 
 

 

 

 

1、 「她穿著一件略顯寬大的藍色清潔工制服」，這句話主要描寫人物的甚麽？  

 衣著 

 行動  

 語言  

 心理 

 

    

               2、到了，            她把垃圾桶翻開，又像剛才一樣動起手來」，這句話主要描寫人物的甚麽？  

 外形 

 行動  

 語言  

 心理 

 

 
 

               3、本文是按甚麽順序進行描寫的？  

  作者早上出門——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  

  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作者早上出門 

  作者早上出門——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  

  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作者早上出門——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 

 

 

 

4、「我」認為街道清潔工的工作環境是怎麼樣的？ 

 孤獨的 

 認真的  

 莊重的  

 重複的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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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清潔工 （答案） 
 

嘉嘉 

 

     這天，我們全家要出去旅行，所以天剛濛濛亮就全起來，準備出發了。忽 

然間，我透過窗戶看見黎明路燈下有個模糊的背影。我走出門外一看，她穿著一 
件略顯寬大的藍色清潔工制服，正彎著腰在清理街邊的垃圾桶。我看不見她低下 

頭工作時的表情，但可以猜得出她的工作態度是認真的。突然她轉身了，把垃圾 

袋放進身邊的垃圾車中。這個垃圾桶清理完了，她又推著車朝下一個垃圾桶走去。 

到了，她把垃圾桶翻開，又像剛才一樣動起手來。如是這樣，真不知道要重複多 

少遍才完成一天的工作。要不是親眼目睹了這一幕，我還真不知道街道清潔工作 

是這麼的辛苦、單調和孤獨的。 

                      
              (257 字) 

 

 
 

 

 

 

1、 「她穿著一件略顯寬大的藍色清潔工制服」，這句話主要描寫人物的甚麽？  

                ☒  衣著 

•  行動  

•  語言  

•  心理 

 

    

               2、到了，            她把垃圾桶翻開，又像剛才一樣動起手來」，這句話主要描寫人物的甚麽？  

•  外形 

☒   行動  

•  語言  

•  心理 

 

 
 

               3、本文是按甚麽順序進行描寫的？  

•   作者早上出門——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  

•   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作者早上出門 

☒  作者早上出門——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  

•   見到清潔工照樣清理另一個垃圾桶——作者早上出門——見到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 

 

 

 

4、「我」認為街道清潔工的工作環境是怎麼樣的？ 

                ☒  孤獨的 

•  認真的  

•  莊重的  

•  重複的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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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拔河比賽 
 

何其妙 

 裁判手中那面紅旗一落下，比賽就開始了。我們班的隊員全都鼓足了勁往後 

拉。最前面的林歡同學手臂上的肌肉全都鼓了起來，顯然用了全力。郭亮也一樣， 

這可以從他一直用牙齒咬著下嘴唇的動作就可以看出來。對方的隊員也不甘落後， 

繫在繩子中間的紅布好不容易拉過來了一點，又被他們拉過去了。在一旁的啦啦隊， 

只恨自己不能親自上場，只能把力氣全用在呐喊上。大約一分鐘的僵持過去，雙方 

都筋疲力盡，紅布終於漸漸地向我們這邊靠近了，心情緊張的啦啦隊員的「加油」 

聲更大了。終於裁判一聲哨響，我們贏了。 

(233 字) 

 

 1、本文按甚麽順序描寫人物？  

 啦啦隊員——郭亮——林歡 

 林歡——郭亮——啦啦隊員  

 林歡——啦啦隊員——郭亮 

 郭亮——林歡——啦啦隊員 

  2、以下哪一項是描述拔河比賽的過程的？ 

 比賽開始——比賽結束——相互僵持 

 比賽開始——相互僵持——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比賽開始——相互僵持 

 比賽結束——互相僵持——比賽開始 

3、當「大約一分鐘的僵持」過去後，啦啦隊員的心情應該是怎麼樣的？  

 緊張 

 輕鬆  

 興奮  

 沮喪 

  4、本文描寫的重點是甚麽？ 

 比賽的精神 

 比賽的結果  

 比賽的過程  

 比賽的工具

請根據篇章內容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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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拔河比賽（答案） 
 

何其妙 

 裁判手中那面紅旗一落下，比賽就開始了。我們班的隊員全都鼓足了勁往後 

拉。最前面的林歡同學手臂上的肌肉全都鼓了起來，顯然用了全力。郭亮也一樣， 

這可以從他一直用牙齒咬著下嘴唇的動作就可以看出來。對方的隊員也不甘落後， 

繫在繩子中間的紅布好不容易拉過來了一點，又被他們拉過去了。在一旁的啦啦隊， 

只恨自己不能親自上場，只能把力氣全用在呐喊上。大約一分鐘的僵持過去，雙方 

都筋疲力盡，紅布終於漸漸地向我們這邊靠近了，心情緊張的啦啦隊員的「加油」 

聲更大了。終於裁判一聲哨響，我們贏了。 

(233 字) 

 

 

 

  

                   1、本文按甚麽順序描寫人物？  

•  啦啦隊員——郭亮——林歡 

☒  林歡——郭亮——啦啦隊員  

•  林歡——啦啦隊員——郭亮 

•  郭亮——林歡——啦啦隊員 

   

 

                    2、以下哪一項是描述拔河比賽的過程的？ 

•  比賽開始——比賽結束——相互僵持 

☒  比賽開始——相互僵持——比賽結束 

•  比賽結束——比賽開始——相互僵持  

•  比賽結束——互相僵持——比賽開始 

 

 

              3、當「大約一分鐘的僵持」過去後，啦啦隊員的心情應該是怎麼樣的？  

                      ☒  緊張 

•  輕鬆  

•  興奮  

•  沮喪 

  4、本文描寫的重點是甚麽？  

•  比賽的精神 

•  比賽的結果  

☒  比賽的過程  

•  比賽的工具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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