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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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一）答案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判斷下面的句子有沒有運用誇張的修辭手法，有的在括號內打；

沒有的打。 

 媽媽烹調的飯菜色、香、味俱全，令我饞得口水流了一地。 （  ） 

1.  李先生位高權重，一跺腳便能震倒整個城市。 （  ） 

2.  弟弟患上了急性腸胃炎，在病床上痛得眼淚直流。 （  ） 

3.  運動健兒跑步的速度比跑車還要快，一瞬間便完成接力賽

了。 

（  ） 

4.  爸爸打開了一瓶陳年佳釀，那濃烈的酒香令他一嗅便醉倒

了。 

（  ） 

5.  立言身材瘦削，手腕十分幼細，又怎能抬起這張沉重的石

桌呢？ 

（  ） 

 

二、參考提示，運用誇張的修辭手法改寫句子。 

1. 即使已踏入三月，海灘的水仍然非常冷。水寒冷的程度怎樣？ 

                                                                     

2. 這條羊腸小徑彎彎曲曲，我們走了很久也看不見盡頭。「我們」走

了多久？  

                                                                   

3. 踏入考試周，自修室人滿為患，但十分安靜。自修室安靜的情況怎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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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張 語文基礎知識： 

 
 
 
 
 
 

 
 

 
 

即使已踏入三月，海灘的水仍然冷得把我結成冰。 

這條羊腸小徑彎彎曲曲，我們走了一輩子也看不見盡頭。 

踏入考試周，自修室人滿為患，但安靜得能聽見同學的心跳聲。 

（答案只供參考。） 



              

4. 每年年宵花市都人頭湧湧，幾個足球場都擠滿了人。花市的擠擁情

況怎樣？ 

                                                                   

5. 校園內種了數棵槐樹，當春風一吹，四周頓時香氣四溢。香氣傳得

多遠？  

                                                                    

 

 

三、依照圖意，運用誇張的修辭手法造句。 

 

 

1.  今天天氣炎熱，熱得連高樓大廈都要溶化了。                             

 2. 嘉年華會過後，場地剩下大量垃圾，垃圾堆得比 

人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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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宵花市都人頭湧湧，幾個足球場都擠滿了人，連一根針也插不進去。 

校園內種了數棵槐樹，當春風一吹，整個城市都瀰漫着樹上槐花散發的香氣。 

（答案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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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二）答案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朗讀下面的古詩，留意每個句子最後的字的讀音，找出讀音相似的

字，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A.  「曉」、「鳥」、「聲」的讀音相似。 

B.  「鳥」、「聲」、「少」的讀音相似。 

C.  「曉」、「鳥」、「少」的讀音相似。 

D.  「曉」、「聲」、「少」的讀音相似。 

2. 
 

 

 

 

 
A.  「衣」、「時」、「枝」的讀音相似。 

B.  「衣」、「時」、「折」的讀音相似。 

C.  「衣」、「折」、「枝」的讀音相似。 

D.  「時」、「折」、「枝」的讀音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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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韻 語文基礎知識： 

春曉   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金縷衣   杜秋娘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http://www.chazidian.com/shiren/menghaoran/


              

二.朗讀下面的古詩，留意加點標記的字是否讀音相似，全詩標記正確

且沒有遺漏，在方格內打；不正確或有遺漏，打。 

 獨坐敬亭山  李白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
‧
。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
。 

 

 塞下曲  其二  盧綸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
‧
。 

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
‧
。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
‧
，千里江陵一日還

‧
。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
。 

 

 

  

 

三.朗讀下面的古詩，留意每個句子最後的字的讀音，把讀音相似的字

圈出來。 

1. 江雪  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2. 鳥鳴澗  王維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3. 鹿柴  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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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一周) 

五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三）答案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閲讀下面的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1 ，水村○2 山郭○3 酒旗○4 風。 

南朝○5 四百八十寺○6 ，多少樓台○7 煙雨中？ 

 

注釋： 

○1  綠映紅：指花草樹木的顏色紅綠相映。 

○2  水村：此處指靠水的村莊。 

○3  山郭：此處指靠山的城鎮。 

○4  酒旗：指一種掛在門前以作為酒家標記的小旗。 

○5  南朝：「南朝」指東晉滅亡後，先後在南方地區建立的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合稱， 

         均在建康（今江蘇省 南京市）建都。 

○6  四百八十寺：「四百八十寺」在此處指寺廟的數量非常多，並非實數。南朝佛教盛行，據 

               史書記載，建康有佛寺五百餘所。到了唐代，這些佛寺大部分仍然保存。 

○7  樓台：「樓」指兩層以上的房屋；「台」指高而平的建築物。此處指寺廟的建築物。 

 

泊船瓜洲○8
    

王安石 

京口○9 瓜洲一水○10 間，鍾山○11 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12 江南○13 岸，明月何時照我還○14 。 
 

注釋： 

○8  瓜洲：鎮名，位於長江北岸，揚州南郊，即現在的江蘇省 揚州市最南端，京杭大運河的 

         入江口處。 

○9  京口：古城名。故址在江蘇省 鎮江市。 

○10  一水：一條河，此處指長江。 

○11  鍾山：今被稱作紫金山，位於江蘇省 南京市東面，是王安石的故居。 

○12  綠：吹綠。 

○13  江南：指長江以南地區。 

○14  還：返回，此處指回到鍾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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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江南春》的內容，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附近的 

動物 
江南到處都是（1）   鶯／黃鶯    的啼叫聲。 

附近的 

植物 
江南的（2）  植物／花草樹木   互相映照。 

附近的 

環境 

位於江南的村莊和城鎮四周都飄揚着（3） 酒旗／酒

家的小旗   ；古時候遺留下來的（4）   佛寺／寺廟     

都籠罩在煙霧雲雨當中。 

 

2. 根據《泊船瓜洲》的內容，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我站在瓜洲渡口，看見京口和瓜洲只是一條長江之隔，從瓜洲到鍾

山也只是         相隔／隔着    幾座山。暖和的春風      吹綠       

了江南沿岸，明月甚麼時候才照着我  返回／回到  鍾山的家呢？ 

 

3. 《江南春》的第三和第四句呈現了一個怎樣的景象？ 

 A. 漆黑 

 B. 炎熱 

 C. 朦朧 

 D. 生機勃勃 

 

4. 《江南春》的詩人從甚麼方向描寫江南？ 

 A. 江南的景象 

 B. 江南的人和事 

 C. 對江南的想像 

 D. 對江南的感受 

 

5. 詩人通過《泊船瓜洲》表達了甚麼感情？ 

 A. 對瓜洲的喜愛之情 

 B. 對故人的懷念之情 

 C. 對家鄉的思念之情 

D. 對萬物的珍惜之情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