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二周) 

  四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四）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選出適當的語句，運用「由於……，所以……」完成句子。 

道路十分擠塞 暑假快要結束 天氣十分寒冷 

有颱風迫近香港 每天都很晚回家 老師推薦他加入校隊 

1. 由於爸爸的工作十分忙碌，                       

2. 由於浩明擅長踢足球，                        

3. 由於前面的道路發生交通意外，                   

4.                          ，所以我穿上厚厚的毛衣。 

5.                     ，所以教育局宣佈明天所有學校停課。 

二、排列下面的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1. 向  我  這道  解答  所以  由於  請教  不懂  哥哥  數學題 

                               

2. 所以  沒有  責備  弟弟  功課  完成  被媽媽  由於  今天的 

                               

3. 歡迎  所以  這家  蛋糕  可口  由於  深受  餅店的  味道 顧客 

                               

4. 我  打算  他舉辦的  所以  很喜歡  參加  由於  這位作家  報名    

寫作課程 

                               

 

 

「由於……，所以……」 語文基礎知識：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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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照例子，辨析句子的因果關係，圈出正確的答案，然後運用「由   

     於……，所以……」聯結句子。 

 天氣轉涼。 （ 原因 ／ 結果 ） 

 我換上冬季校服。 （ 原因 ／ 結果 ） 

                                                                    

1. 小動物都躲起來了。 （ 原因 ／ 結果 ） 

 天氣太寒冷。 （ 原因 ／ 結果 ） 

 由於                        ，所以                                    

2. 我立志當一位園藝師。 （ 原因 ／ 結果 ） 

 我喜歡種花。 （ 原因 ／ 結果 ） 

                                                                    

3. 我不會游泳。 （ 原因 ／ 結果 ） 

 我不能參加游泳比賽。 （ 原因 ／ 結果 ） 

                                                                    

四、仿照例子，運用「與其……，不如……」改寫句子。 

 你不應該浪費時間看電視，應該花些時間看書。 

                                                                                                                   

1. 你不應該等待別人解答問題，應該主動尋找答案。 

                                                                                                                                                                                     

2. 你不應該冒着大雨回家，應該留在安全的地方等候。 

                                                                                                                                                                                     

3. 你不應該找藉口掩飾自己的錯誤，應該勇敢承認過失。 

                                                                                                                                                                                  

由於天氣轉涼，所以我換上冬季校服。 

你與其浪費時間看電視，不如花些時間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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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二周) 

  四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五）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 辨析下面的詞語是褒義詞、貶義詞，還是中性詞，在括號內填上代
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A. 褒義詞  B. 貶義詞  C. 中性詞 

二、 從括號內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完成句子。 

1.  這裏的楓葉十分             （漂亮／單調），因此吸引了很

多遊人前來觀賞。   

2. 智聰為人             （無私／自私)，平時只顧自己的利

益，因此大家都不喜歡和他做朋友。 

3.  這道數學題目真             （簡陋／簡單)，我只花了一分

鐘便想到答案。 

4.  小玲做事              (認真／馬虎)，因此得到大家的信

任。 

5.  比賽落敗後，他被隊友             (稱讚／責罵)，所以匆匆

離開了。 

1. 認真（  ） 2. 美麗（  ） 3. 懶惰（  ） 

4. 外貌（  ） 5. 着色（  ） 6. 勤奮（  ） 

7. 吝嗇（  ） 8. 醜陋（  ） 9. 結果（  ） 

語文基礎知識： 詞語的褒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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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態助詞 

選出適當的動態助詞填在橫線上，完成句子。 

 

 
 

1. 龍華曾經看      這本小説，你不用借給他了。 

2. 婉婷剛才已經喝了三罐汽水，現在還嚷      要吃冰淇淋，

真是個貪吃鬼！ 

3. 我曾經到       長洲，那裏的風景很優美。 

4. 清清看      電視，不知不覺就入睡了。 

5. 我覺得這個女孩非常眼熟，似乎在其他地方見      她。 

6. 志文一邊聽      音樂，一邊跟      歌曲的旋律打拍

子。 

7. 媽媽曾經給我講      這個故事。 

8. 香港歷史博物館保存      香港六千多年的歷史，值得參

觀。 

9. 經過爸爸的教導，我學會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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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停課第二周) 

  四年級中文科温習工作紙（六） 

姓名：             （  ）                    成績:_____________ 

班別：                                       日期:     月    日 

一、閲讀下面的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媽媽在路邊擺攤賣水果，每個周末或假期，風雨不改，我都會去當她

的小助手。 

有一天，一個老婆婆推着裝滿廢紙皮的手推車，在我們的攤檔前停下

來。她瞇着眼對媽媽説：「老闆，如果你有不要的紙箱，可以給我嗎？我就

在前面的路口。」媽媽點點頭説：「好的。」老婆婆目不轉睛地盯着一串串

紫得發亮的葡萄。我立刻幫媽媽招徠生意，説：「您真有眼光，這些葡萄又

香甜又多汁，買一些嘗嘗吧！」 

老婆婆搖搖頭説：「我知道它甜得像蜜一樣，可是價錢……」她一邊推

着車離開，一邊低聲説：「不用了，也許它是酸的。」哼！老婆婆明明是嫌

價錢貴，反倒批評我們的葡萄不好。 

下午六時，我們要收攤了。媽媽把剩下的一串葡萄放進袋子裏。這時，

一位叔叔來買葡萄，媽媽説：「對不起，葡萄賣光了。買蘋果吧，我給你打

折。」咦，明明還有一串葡萄，為甚麼媽媽要説謊？還要打折賣蘋果，她

不是一向很精明嗎？ 

天黑了，媽媽提着一串葡萄和幾個紙箱回家去。走到前面街口的時候，

我看見老婆婆孤零零地坐在石壆上吃麪包。媽媽走上前説：「婆婆，勞煩您

替我丟掉這些紙箱。這些葡萄是賣剩的，我送給您，您別嫌棄啊！」 

我驚訝地看着媽媽，只見她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再看看老婆婆，那

張瘦小的臉上綻開着燦爛的笑容。噢，我明白了。媽媽，您放心吧，我一

定會替您保守這個小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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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姐姐的舊衣服我從來不          ，能穿就穿，這樣既省錢，又

環保。  

 
2.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老婆婆的眼睛被葡萄吸引住了？            

 

3. 作者怎樣形容賣的葡萄? 
                                         。 

 

4. 根據文章的內容，以下句子用了甚麼描寫及反映了老婆婆甚麼心
情，請圈出正確的答案。 

  

老婆婆搖搖頭説：「我知道它甜得像蜜一樣，可是價錢……」 
 

句子用了(語言/心理/行為) 的描寫手法，反映了老婆婆(無奈/ 

怨恨/不滿/興奮)的心情。 
 

5.下面哪一項描述是不正確的？  

○ A. 老婆婆在街上收集廢紙皮。 
○ B. 老婆婆想吃葡萄，但嫌價錢貴。 

○ C. 媽媽暗示「我」在老婆婆面前不要亂説話。 

○ D. 媽媽以葡萄作酬勞，請老婆婆幫她丟掉紙箱。 
 

6.作者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 

○ A.説明作者很會做生意。 ○ B.説明婆婆是一個窮困的人。 

○ C.説明媽媽的葡萄十分吸引。 ○ D.記述媽媽幫助人的過程。 

 

7.末段「我」説一定會替媽媽「保守這個祕密」，你同意作者保守祕密 

嗎? 你認為「這個祕密」是甚麼？試加以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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