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一周) 

  三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一）答案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下面的句子是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還是感歎句？在橫線上 

    填上正確的英文字母。 

A 陳述句 B 疑問句 C 祈使句 D 感歎句 

 

1. 西班牙畫家畢加索屢屢打破傳統，創作奇特而創                 

新的畫作，真是一位曠世奇才！ 

2. 這個展覽展出了多位著名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包                 

括莫內、竇加、雷諾瓦等，值得入場觀賞。 

3. 電影播放期間，請觀眾保持安靜。                             

4. 圖書館裏，同學們安靜地閲讀書本。                           

5. 海明，你有興趣參加「全港小學生徵文比賽」嗎？                

6. 黃老師，讓我和子琪代表我們班參加「班際歌唱                 

比賽」吧！ 

7. 這個文件夾是你的嗎？                                       

8. 這一趟旅程真的十分精彩！                                   

9.  我希望能到現場看足球比賽。                                 

10. 大城市的空氣污染問題愈來愈嚴重。                           

11. 你們在圖書館要保持安靜！                     

12. 這條粉紅色的裙子實在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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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語氣 語文基礎知識： 

A 

D 

C 

C 

B 

A 

A 

C 

D 

D 

D 

B 



二、依照指示，改寫句子。 

1. 我們一起努力。 

改為祈使句 

                               

2. 這本書有趣嗎？ 

改為感歎句 

                              

3. 請你帶敏兒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吧。 

改為疑問句 

                              

4. 小志真的很喜歡吃蛋糕呢！ 

改為陳述句 

                              

 

三、依照指示，改寫下面的句子。 

1. 明天是假日，我們會去郊遊。 

改寫為疑問句：                                              

改寫為祈使句：                                              

改寫為感歎句：                                              

2. 農曆新年期間，爸爸會帶我們去看花車巡遊表演嗎？ 

改寫為陳述句：                                              

改寫為祈使句：                                              

改寫為感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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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供參考。） 

明天是假日，我們會去郊遊嗎？ 

明天是假日，我們去郊遊吧！ 

明天是假日，我們會去郊遊呢！ 

農曆新年期間，爸爸會帶我們去看花車巡遊表

演。 農曆新年期間，請爸爸帶我們去看花車巡遊表演

吧！ 農曆新年期間，爸爸會帶我們去看花車巡遊表演

呢！ 

你可以帶敏兒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嗎？ 

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這本書真的太有趣了！ 

小志很喜歡吃蛋糕。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一周) 

  三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二）答案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聯結句子。 

1. 弟弟一回到家， （ ） A. 小草就彎了腰。 

2. 獅子一出現， （ ） B. 就馬上做作業。 

3. 風一吹， （ ） C. 爸爸就馬上工作。 

4. 鬧鐘一響， （ ） D. 妹妹就醒來了。 

5. 一回到公司， （ ） E. 動物就馬上四處逃跑。 

二、按照圖畫內容，運用「一……就……」造句。 

1.  

                                                                   
 

2.  

                                                                

P.1 

「一……就……」 語文基礎知識： 

（答案只供參考。） 

家淇一到達巴士站，巴士就來了。 

太陽一出來，雪人就融化了。 

B 

E 

A 
 

D 

C 



三、運用「一……就……」聯結句子。 

1. 放學的鐘聲響起來。  

同學迫不及待地離開課室。 

                                                          

2. 我打開音樂盒。   

我聽到悦耳的音樂聲。 

                                                          

3. 我看到精美的糕點。   

我忍不住垂涎三尺。 

                                                          

4. 我不小心。 

我打翻了同學桌上的午餐盒。 

                                

5. 妹妹看不見媽媽。 

妹妹會嚎哭起來。 

                                   

 

 

四、運用「一……就……」續寫句子。 

1. 小文一拿到零用錢，                                         

 

2. 美欣一回到家中，                        

 

3. 這場表演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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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的鐘聲一響起來，同學就迫不及待地離開課室。 

我一打開音樂盒，就聽到悦耳的音樂聲。 

我一看到精美的糕點，就忍不住垂涎三尺。 

就馬上躺在牀上睡覺。 

就馬上去買模型車。 

我一不小心，就打翻了同學桌上的午餐盒。 

妹妹一看不見媽媽，就會嚎哭起來。 

全場觀眾就起立鼓掌。 
 

（答案只供參考。）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一周) 

  三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三）答案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 閲讀下面的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P.1 

 

 

 

 

文章一 

香港最常見的傳染病，包括水痘、登革熱、手足口病和

流行性感冒(流感)等，它們的傳播途徑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傳

播兩種。 

    直接傳播包括與患者有身體接觸，以及吸入或接觸到患

者打噴嚏、咳嗽時噴出的飛沫，而感染病菌，如流感、水

痘、手足口病等。至於間接傳播，是指通過媒介來傳播疾

病，包括蚊蟲、空氣、食物、患者用過的物件等，例如登革

熱是透過蚊子叮咬人來傳播。有些傳染病有多於一種的傳播

途徑，如水痘可通過直接接觸及空氣來傳播。 

    想預防傳染病，先要注意個人衞生，勤於洗手，尤其在

飯前、處理食物前和如廁後，也不要共用毛巾或其他個人物

品。另外，環境衞生也很重要，時刻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可

減少與病菌「共處一室」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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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 

親愛的慧琪︰ 

這麼久才回信，真不好意思！因為我早前不幸感染了水痘，足

足與它搏鬥了接近兩個星期才痊癒！不知道是誰傳染給我，水痘真

的很折磨人！ 

感染水痘後，我突然發燒，身上陸續長出一顆顆豆狀的小水

疱，這些小水疱愈長愈多，由我的身軀「蔓延」到臉上和手腳。要

命的是，小水疱非常痕癢，但是媽媽説如果抓破小水疱，就容易引

致皮膚發炎，留下疤痕！你知道我一向愛美，如果臉上留有疤痕，

我想我應該會瘋掉吧！所以，我只好拼命地忍耐着，甚至戴上手套

阻止自己抓癢，過程讓人相當難受。 

由於這個病很容易傳染，所以要等小水疱結痂後才能上學，媽

媽每天都替我塗藥膏，並讓我多喝水和休息，大約三至四天後小水

疱就結痂了。原來，今個月和下個月是爆發水痘的高峯期，你要保

重身體啊！ 

祝 

早日健康 

表姐 

樂文 

一月二十日 

 



1. 根據樂文寫的信，完成下表。 

 樂文的患病經歷 

時間 大約(1)                  前 

地點 學校、樂文的家 

人物 樂文、樂文的媽媽 

 

 

事情 

 

起因 樂文突然(2)         ，身上長出豆狀的(3)         。 

經過 
樂文拼命地忍耐着(4)           ，並多(5)            

和(6)          ，媽媽每天替樂文(7)          。 

結果 大約(8)      天後，小水疱開始(9)           。 
 
 
 

2. 下面哪個可能是樂文感染水痘的原因？ 

  （選擇兩個答案） 

 A. 進食不潔的食物。          B. 發燒期間抵抗力差。 

 C. 觸摸過患病同學的水疱。    D. 被帶病毒的蚊子叮咬。 

 E. 與患病同學喝同一瓶水。 
 
 
 

3. 根據樂文所説，爆發水痘的高峯期是何時？ 

爆發水痘的高峯期在每年的        月至        月。 
 
 
 

4. 除了文章一提及的方法外，還有甚麼方法能預防感染傳染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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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星期 

進食前，把所有食物徹底煮熟。 

平日多做運動，增強個人免疫

力。 

發燒 

不抓癢 

十二 一 

小水疱 

喝水 

休息 塗藥膏 

三至四 結痂 

（答案只供參考。） 

（答案只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