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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閲讀策略小貼士 
言語治療師 

賴善怡姑娘 

香港大學榮譽硏究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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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理解 

• 篇章理解 = 閱讀理解測驗？ 

•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 聆聽新聞報導 

• 閱讀童話故事 

• 觀賞有關非洲動物遷徙的電視節目 

• 看懂電器說明書 

• 閱讀報章的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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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理解能力與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 

理解文章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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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選取中心句、刪減資料及/或構思概括句等策略 

幫助理解段落的表層意思 

運用合適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整合文章內容 

運用自設問題的技巧幫助推斷文章的深層意思 

從篇名或首一、二段及尾段推測文體類別 

(一) 推測文體類別 

4 

為何要預測文體？ 

• 不同文體有不同功能及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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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體 功能 

記敍 記人、記事、寫景和狀物 
通過描寫人物、事件、狀物以及寫景表現中
心思想 

說明 解說事物、分析事理或闡明概念 

議論 作者提出自己對某件事理的立場或看法(論點) 
透過舉出證據和理由(論據和例證)來說服他
人，表達方式比較主觀 

為何要識別文體？ 

• 不同的文章會有不同的結構  

• 可根據文體結構，在腦中產生一幅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知道從文中何處尋找重要資訊 

• 幫助理解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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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篇名或首一、二段及尾段推測文體類別 

文體標誌： 
如：記/傳/自述 

文體標誌： 
如：評/論/談 
 
篇名性質： 
有作者立場 

篇名性質： 
有關事物的 
問題或道理 

有「時」、「地」、 
「人」、「事」等元素 

1. 事物/道理的問題 
2. 說明事物/道理的 
     由來、性質、現象 

有作者立場或看法 

記敍文 

議論文 

說明文 

從
篇
名
推
測
文
體 

(

首
一
、
二
段
及
尾
段) 

從
內
容
推
測
文
體 

從篇名推測文體 

記敍文 

• 文體標誌 

• 記 

• 傳 

• 自述 

 

說明文 

• 篇名性質 

• 有關事物的
問題或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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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文 

• 文體標誌 

• 評 

• 論 

• 談 

• 篇名性質 

• 有作者立場 

看內容推測文體 

• 從文章的第一、二段及尾段推測文體 

1.  記敍文的元素(時、地、人、事) 

2. 說明文的元素 (內容是解釋事物/說明一個道理或說明事物/道理的
由來、性質、現象) 

3. 議論文的元素[作者的立場或看法(論點)] 

     

9 

記敍文的元素(時、地、人、事) 

        五月五日，早晨三點鐘起床，嚮導提着紙燈籠，我們每

人手裏帶着一枝電棒，摸黑登山，山路甚為崎嶇，但在黑暗
中匆匆趕道，亦渾然不覺其苦。 (首段) 

時：五月五日，早晨三點鐘 

地：山、山路 

人：嚮導、我們 

事：登山 

10 

說明文的元素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無窮無盡的宇宙。  

        無數顆星星在茫無涯際的宇宙中運動着。我們看得見的星星，絕大多數是恒星。看上
去它們好像是冷的，但實際上每顆恒星都是一個火熱的太陽。洶湧的熱浪不斷地從這些大
火球吐出來，射向廣漠的宇宙空間。它們的熱度非常高，表面溫度至少有攝氏3000度。
即使是最堅硬的金屬，一接觸它們的表面就會熔解，甚至化為氣體。可是，當你看到靜靜
的夜空中閃爍着寒光的小星星的時候，說不定還會把它們當作螢火蟲呢。 (首一、二段) 

11 

每顆恒星都是一個火熱的太陽。洶湧的熱浪不斷地從這些大火球吐出來，射向廣漠的
宇宙空間。它們的熱度非常高，表面溫度至少有攝氏3000度。即使是最堅硬的金屬，
一接觸它們的表面就會熔解，甚至化為氣體。(說明事物的現象) 

(內容是解釋事物/說明一個道理或說明事物/道理的由來、性質、
現象) 

議論文的元素 

        你忍心讓你的智慧之門永閉麼？你願意永遠盲目地讓
別人帶着你走麼？你願意永遠只做個兩腳書櫃麼？假如你
的答覆是否定的，那麼，你萬不可忘記帶那把鑰匙！你得
勤於發問，勇於發問。 (尾段) 

12 

你得勤於發問，勇於發問。(作者的立場或看法) 

(作者的立場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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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從腦海中提取各文體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14 

記敍文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八個要素：時間、人物、地點、起因、反應、經過、結果、感想  

15 

説明文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篇名和各個中心句/副標題 

篇名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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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文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四要素：論點、論據、例證及結論 

(二)理解段落的表層意思 

17 

理解文章內容的方法 

• 選取中心句 

• 刪減資料 

• 構思概括句 

• 自設問題(適用於議論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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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段落中心意思的方法 

（一）選取中心句： 
1. 留意段落中首一、二句 
2. 留意段落中尾句 
3. 留意有標示語(如總的來說、
總之……)後面的句子 

 

如仍未能在段落中直接找中心句便逐句看 

（三）構思概括句： 
1.找出關鍵詞 
 如重複出現的詞語、同/近/反義詞、類屬詞等 

2.歸納重要訊息 
 從出現最多的關鍵詞中找出重要訊息 

3. 撮寫成句子 
 根據已找出的重要訊息編寫段意 

（二）刪減資料： 
1. 刪減修飾成分，如名詞/動詞前的形容詞、
動詞/形容詞前的副詞、象聲詞及感歎詞 

2. 刪減段落中提問、反問的句子 
3. 找出及刪減段落解說、例子、引申中意思
相近或意思重複的句子等 

找出段落中心意思的方法 — 選取中心句 

1. 留意段落中首一、二句 

2. 留意段落中尾句 

3. 留意有標示語(如總的來說、總之……)後面的句子 

 

20 

選取中心句 – 例子 

• 留意段落中首句 

 

21 

 白千層除了外表吸引，亦甚有內涵。它
們還可以提煉成香油，也是人們遮蔭的好地方。
此外，它們祖先浴火重生的傳說，更道出了白
千層生命力頑強的本質。試想，燒不盡的白千
層，轉眼間，不是又再樹蔭成林嗎？ 

《白千層》 

選取中心句 – 例子 

• 留意段落中尾句 

 

22 

 「若我請鄰家姨姨每天都提醒我，
我便不會忘記把門鎖好了。」德才心想。
可是這天姨姨剛巧外出旅行，不能提點德
才。沒有姨姨的幫助，德才家的大門整天
都打開，害得媽媽以為小偷入了屋子。 

《冒失的德才》 

選取中心句 – 例子 

• 留意有標示語後面的句子 

 

23 

 總括來說，影響人類健康長壽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只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因
素，並且努力避免有害的因素，人類延年
益壽的理想是能夠實現的。 

《長壽的奧秘》 

找出段落中心意思的方法 – 刪減資料 

1. 刪減修飾成分，如名詞/動詞前的形容詞、動詞/形容詞
前的副詞、象聲詞及感歎詞 

2. 刪減段落中提問、反問的句子 

3. 找出及刪減段落解說、例子、引申中意思相近或意思重
複的句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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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減資料 – 例子 

• 刪減修飾成分，如名詞前的形容詞或動詞前的副詞、象聲詞及
感歎詞 

25 

 清新的香氣來自插在花瓶中燦爛的花朵。

真是芬芳馥郁啊！  

刪減資料 – 例子 

• 刪減段落中提問、反問的句子 

26 

 朋友要有率直的性格，才對自己有益。

有率直、坦誠性格的朋友，才是益友。率直、

坦誠的朋友會怎樣幫到自己呢？當自己不小心

做錯了事、落錯了決定的時候，率直的朋友會

不介意自己是否喜歡他的批評，都會指出自己

的錯誤，使我能重返正軌。 

刪減資料 – 例子 

• 找出及刪減段落解說、例子、引申中意思相近或意思重複的句子 

27 

 落花生看起來很軟弱，矮矮地趴在地上，既不能當先迎接

太陽，也不會在風裏雨裏表現英姿或者嬌態。毛茸茸的暗淡葉子，

平凡粗俗的黃花，一點兒也不能動人。可是它的生命力很強，韌性

很大，不怕冷也不怕熱，耐旱也耐澇，碰著冰雹，受害很輕。病蟲

害更少，連土地的肥瘦也不選擇，總是一點兒一點兒地長，把它的

種子散布到全世界，海灘也有，山坡也有。這種偉大的適應力，是

許多嬌嫩、高貴的植物趕不上的。  

活動：找出段落中心意思 

A. 用哪種方法？ 

健力士至今已確認了數萬項不同的世界紀錄，

每項紀錄都輸入數據庫。由於數量龐大，每

年，健力士編輯部都會在數據庫內選擇最多

人有興趣和最能成為話題的紀錄出版，分成

八個不同的類別。好像最長的街道名稱，說

話速度最快的人，最迷你的小狗等等，均令

人耳目一新。 

B. 用哪種方法？ 

怎樣才算是一份好報紙呢？我們應該怎
樣去進行選擇？只要看報紙說的是不是
真話，是不是公正的話，這就是好壞的
標準了。 

28 

活動：找出段落中心意思 

C. 用哪種方法？ 

偶像崇拜是指個人對所喜愛人物的接受和

熱愛。心理學家指出：青少年在成長過程

中，會透過崇拜和模仿喜愛的傑出人物，

肯定自我，從而促進個性發展。由此可見，

青少年崇拜偶像是無可厚非的，只是部分

人過分盲目，以致出現問題。 

D. 用哪種方法？ 

快樂的魚群在潺潺的流水中，有
些往西方的九曲橋游去；有些跳
上水面，撲通一聲，就跳回水裏
去。 

29 

找出段落中心意思的方法 — 構思概括句 

1. 找出關鍵詞 

 如重複出現的詞語、同／近／反義詞、類屬詞等 

2. 歸納重要訊息 

 從出現最多的關鍵詞找出重要訊息 

3. 撮寫成句子 

 找出重要訊息間的關係 

 選擇合適的句式/連接詞把訊息寫成概括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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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概括句 – 例子 
1. 找出關鍵詞 

• 找重複出現的詞語  

 有人認為，一個動物的壽命相當於它的生
長期五到七倍，如貓的生長期是一年半，壽命就
是八到十年；牛的生長期是四年，壽命就是二十
到三十年。 

《長壽的奧秘》 

重複出現：壽命、生長期 
32 

構思概括句 – 例子 

1. 找出關鍵詞 

• 找重複出現的同/近/反義詞  

同/近義：安慰、鼓勵 

               嘴角囁嚅、欲語還休 

 女孩們顯然是哭了一場，一個個眼角掛淚花，用
一種饑渴而又充滿企盼的目光望着我，她們的嘴角囁嚅，
欲語還休。是該安慰她們？還是該鼓勵她們？一時，我
也不知該說什麼好？ 

33 

構思概括句 – 例子 

1. 找出關鍵詞 

• 找出類屬詞  

 工業上利用醋酸菌造醋、製醋酸，利用棒狀桿菌製味精；
農村中利用乳酸細菌製青貯飼料；大腸桿菌寄生在人或動物大腸
內，一般不使人得病，並可製造對人有益的維生素……從這些不
可懷疑的事實看來，細菌是不無裨益的。         《回歸地球》 

類屬詞：細菌(包括醋酸菌、棒狀桿菌、乳酸細菌、大腸桿菌) 
34 

構思概括句 – 例子 

2. 歸納重要訊息 

• 從出現最多的關鍵詞找出重要訊息 

 有人認為，一個動物的壽命相當於它的 

生長期五到七倍，如貓的生長期是一年半，壽命 

就是八到十年；牛的生長期是四年，壽命就是二 

十到三十年。 
《長壽的奧秘》 

重要訊息：動物的壽命與生長期的關係 

重複出現：壽命、生長期 
類屬詞：動物／貓／牛動物 

35 

構思概括句 – 例子 
3. 撮寫成句子 

• 找出重要訊息間的關係 
• 選擇合適的句式/連接詞把訊息寫成概括句 

重要信息：兒童肥胖問題 / 上升 

關係？ 

重寫：兒童肥胖的問題加劇。 

事實 趨勢 

重要訊息：兒童、肥胖問題與問題加劇的關係 

 環顧各地，兒童肥胖問題不斷加劇，香港的孩子也不能倖免。本港
小一學生的肥胖及超重比率由1996/97學年的11.3%上升至2009/10學年
的16.6%，反映兒童肥胖問題每況愈下。 

《重建地球》 

重複出現：兒童、肥胖 

同/近義詞： (兒童、小一學生、孩子)；(加劇、上升)；(肥胖、超重) 

36 

 構思概括句 – 例子二(整合) 

1. 找出關鍵詞 

 

 

2. 歸納重要訊息 

 

3. 撮寫成句子 

重複出現：屯門、乘坐、需時 

同/近義：較現時最少長四十分鐘、較現時最少長三十分鐘 

屯門；選擇少；小時候；公共交通工具；交通所需時間較現時長 

小時候，屯門可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選擇少，而且
交通所需時間較現時長。 

同/近義詞：小時候、當時 類屬詞：西鐵、輕鐵、巴士、小輪 

反義詞：沒有、只有 

 小時候，我住在屯門。當時沒有西鐵，亦沒有輕鐵，屯門公路亦未建成。由屯門到

九龍，只有乘坐小輪或巴士沿青山公路前往。乘坐巴士，整段路程需時較現時最少長四十

分鐘，而乘坐小輪的話，而整段路程需時則較現時最少長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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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段落中心意思的方法 — 自設問題(只適用於議論文) 

• 運用這策略可找出理解議論文的重要元素：論據、例證，
幫助理解段落的表層意思。 

 

37 38 

           ①香港人每年製造的固體垃圾超過六百萬公噸，其中一個來源是即棄餐具。根據環保署於二零零八年進行的調查顯

示，香港每天被棄置的即棄餐具多達一百七十五噸，濫用即棄餐具這問題不可謂不嚴重，我們應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 

  ②即棄餐具，是指發泡膠容器、塑膠刀叉湯匙、即棄木筷子、紙杯等只供一次使用後便拋棄掉的消耗性廉價餐具。
一般人會認為即棄餐具方便又衛生，既不用清洗，又可以避免一些唾液傳染的傳染病，但事實並非如此。 

  ③即棄餐具真的如我們想的方便嗎？大家有沒有想過當我們丟棄即棄餐具時，這些即棄餐具只是在我們面前消失，
而不是在地球上消失，我們只是把處理它們的責任從自己身上轉嫁到清潔工人身上，然後再轉嫁到政府身上。事實上，
被丟棄的即棄餐具對堆填區造成極大壓力，政府每年需要花費大量公帑去處理，但最大的問題是即使花了公帑，也不能
減低它們對環境造成難以補救的破壞。由於即棄餐具主要由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俗稱「發泡膠」）製造，而發泡膠廢物
不能降解，那即是說它們會長時間留存在地球上污染我們的環境，所以，認為即棄餐具方便的說法是不負責任又或是無
知的。 

        ④即棄餐具真是那麼衞生嗎？商人採用即棄餐具的主要目的是要降低成本，他們採購即棄餐具考慮的只是價錢問題，
質素如何則多不會考慮。有些不法商人，為了製造廉價但外觀清潔的即棄筷子，會用工業硫磺或雙氧水來漂白筷子，但
為控制成本，他們又不會再花人力適當清洗殘留在筷子上的有害物質，如果我們用了這些筷子，健康自然會受到損害，
我們還可以說即棄餐具衞生嗎？ 

        ⑤此外，使用即棄餐具也容易使人養成不負責任的壞習慣。用膳後清洗餐具，本來就是用膳者又或是膳食服務供應
者的自然責任，豈能為貪一時方便而逃避責任？ 

        ⑥總括而言，用即棄餐具是弊多於利，從今天起，我們應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外出用膳時自備餐具，又或是選擇
光顧使用可再用食具、餐具的食肆，做一個環保、盡責的公民。 

論點 

論據 

+ 

例證 

結論 

自設問題– 例子 

• 學生找出文章的論點 

• 我們應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 

• 學生自設問題 

• 找論據：為什麼  ＋“論點”？ 

• 如：為什麼我們應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 

• 找例證：有什麼理據或資料支持論據？ 

39 40 

運用自設問題的技巧，找出論據及例證(第三段) 

③  即棄餐具真的如我們想的方便嗎？大家有沒
有想過當我們丟棄即棄餐具時，這些即棄
餐具只是在我們面前消失，而不是在地球
上消失，我們只是把處理它們的責任從自
己身上轉嫁到清潔工人身上，然後再轉嫁
到政府身上。事實上，被丟棄的即棄餐具
對堆填區造成極大壓力，政府每年需要花
費大量公帑去處理，但最大的問題是即使
花了公帑，也不能減低它們對環境造成難
以補救的破壞。由於即棄餐具主要由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俗稱「發泡膠」）製造，
而發泡膠廢物不能降解，那即是說它們會
長時間留存在地球上污染我們的環境，所
以，認為即棄餐具方便的說法是不負責任
又或是無知的。 

第三段 

文章論點：我們應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 
 
自設問題1： 
為什麼我們應該停止使用即棄餐具？ 

1. 對堆填區造成極大壓力 

[支持論據 ] 

自設問題2： 
有甚麼理據或資料支持論據？ 
事實例證： 

認為即棄餐具方便的說法是不負責任又
或是無知的。[論據] 

2. 需要花費大量公帑去處理 

3. 對環境造成難以補救的破壞 

(三)運用合適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整合文章內容 

41 

運用視覺組織圖(理解圖)把記敍文的元素及內容整合 

1. 以段與段之間的時間、地點的改變而劃分場景 

2. 找出每個場景的內容撮要 

3. 從每個場景找出記敍結構元素（時間、人物、地點、起因、
反應、經過、結果、感想），然後寫入圖表中適當的空格
內 

4. 用推理方法找出主旨(深層意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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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文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八個要素：時間、人物、地點、起因、反應、經過、結果、感想  

44 

送還真誠 

       小時候，我一向被老師和同學們看作是個老實孩子。可是，老實孩子也會搞惡作劇。  

       在一羣大孩子的教唆下，我和路人開起玩笑來。 我們拿來一些茶葉，那是一些泡過又曬乾準備裝枕頭用的
茶葉。又找來了幾張茶葉包裝紙，大家把那些茶葉包得平平整整，就像剛從茶葉店買來似的。包好後，大家就叫
我假裝丟失在路上，然後躲在一旁，看被誰拾到，拾到後是什麼表情。   

        我把一包茶葉丟在路上，就和大家躲起來偷偷看着。不一會兒，就看見一位老太太走來。她彎腰把茶葉拾
起來，打開包裝紙，聞了聞，猶豫了一下，但還是重新包好揣進懷裏。我們大家笑得前仰後合，設想着老太太把
茶葉帶回家該多麼高興，可是，等沏好一杯品一品，又該是多麼掃興。  

        既然這次玩得這麼開心，就很想再來一次，於是我們又包了一包茶葉。我走在路上，東張西望，然後順手
把那包茶葉丟在路上，再繼續往前走。正當我想躲起來，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喊我：「小哥哥，你丟東西了！」我
回頭，看見一個瘦弱的小女孩氣喘吁吁地追上來，手裏拿着那包茶葉。「是你丟的吧！」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我遲疑了一下，隨即默默地接過那包茶，心想：就是你多事！ 可是，她還是很認真地說：「小哥哥，我看見你不
小心掉在地上的。」  

       我像一根樹樁似的站立在那兒，目送着她瘦小的身影漸漸走遠。我想了想，便大聲向她喊道：「謝―謝―
你！ 」她回過頭來輕輕地說：「不用謝。」  

       我木然站在那兒。剛才那惡作劇的興味全消失了。我忽然因為愧疚而感到有些悲哀。我覺得對不起拾到茶
葉的老太太，讓她因受騙而生氣，卻又不知道該怨誰。我也感到對不起這位小姑娘，她沒把茶葉帶回家，而是追
上來送還給我，她送還的是那份寶貴的真誠。 

       藏在暗處的小伙伴們一直注視着我。他們招手叫我回到他們那兒。我慢慢地握緊了手指，捏碎了那紙包，
茶葉撒了一地，我徑直朝前走去。                                                                                                       金波《送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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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我一向被老師和同學們看作是個老實孩子。可是，老實孩子也會搞惡作劇。  

    在一羣大孩子的教唆下，我和路人開起玩笑來。 我們拿來一些茶葉，那是一些泡過又曬乾準備裝枕頭用的茶葉。又
找來了幾張茶葉包裝紙，大家把那些茶葉包得平平整整，就像剛從茶葉店買來似的。包好後，大家就叫我假裝丟失在路
上，然後躲在一旁，看被誰拾到，拾到後是什麼表情。   

     我把一包茶葉丟在路上，就和大家躲起來偷偷看着。不一會兒，就看見一位老太太走來。她彎腰把茶葉拾起來，打
開包裝紙，聞了聞，猶豫了一下，但還是重新包好揣進懷裏。我們大家笑得前仰後合，設想着老太太把茶葉帶回家該多
麼高興，可是，等沏好一杯品一品，又該是多麼掃興。 

     既然這次玩得這麼開心，就很想再來一次，於是我們又包了一包茶葉。我走在路上，東張西望，然後順手把那包茶
葉丟在路上，再繼續往前走。正當我想躲起來，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喊我：「小哥哥，你丟東西了！」我回頭，看見一個
瘦弱的小女孩氣喘吁吁地追上來，手裏拿着那包茶葉。「是你丟的吧！」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遲疑了一下，隨即默
默地接過那包茶，心想：就是你多事！ 可是，她還是很認真地說：「小哥哥，我看見你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我像一根樹樁似的站立在那兒，目送着她瘦小的身影漸漸走遠。我想了想，便大聲向她喊道：「謝 ―謝 ― 你！ 」
她回過頭來輕輕地說：「不用謝。」  

     我木然站在那兒。剛才那惡作劇的興味全消失了。我忽然因為愧疚而感到有些悲哀。我覺得對不起拾到茶葉的老太
太，讓她因受騙而生氣，卻又不知道該怨誰。我也感到對不起這位小姑娘，她沒把茶葉帶回家，而是追上來送還給我，
她送還的是那份寶貴的真誠。 

     藏在暗處的小伙伴們一直注視着我。他們招手叫我回到他們那兒。我慢慢地握緊了手指，捏碎了那紙包，茶葉撒了
一地，我徑直朝前走去。                                                                                                                        金波《送還真誠》 

(場景一：我的小時候我小時候第一次作弄途人時) 

(場景二：我的小時候 我小時候第二次作弄途人時)  

   場景一  場景二 

時間 (我的小時候) 我小時候第一次
作弄途人時 

(我的小時候) 我小時候第二
次作弄途人時 

地點 路上 路上 

人物 我、一羣大孩子、老太太 我、一羣大孩子、小女孩 

事
件 

起因 我在朋友教唆下開路人的玩笑 因為玩得很開心，想再來一次 

反應 老太太猶豫了一下，孩子們笑得
前仰後翻 

錯愕慚愧 

經過 我把假茶葉包丟在路上等路人拾
去 

小女孩追上來，把茶包還給我 

結果 老太太把假茶葉包拾起收好 我向小女孩道謝 

感想 我們大家笑得前仰後合，十分開
心 

我感到愧疚而悲哀，覺得對不
起老太太和小女孩 

主旨 作者對自己拿小女孩的真誠來開玩笑，感到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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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還真誠 

時間： 
我的小時候 

地點： 
路上 

人物： 
我、一羣大孩子、老太
太、小女孩 

運用視覺組織圖(理解圖)把說明文的內容整合 

1. 將文章的篇名寫入說明文圖表的中央 

2. 嘗試為每自然段/結構段設有一個中心句/副標題 

3. 然後將中心句/副標題寫入圖表的其他空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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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説明文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篇名和各個中心句/副標題 

48 

篇名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中心句 

或  

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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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 

    ❶眼睛是個簡單的球體，直徑約一寸，但它的能力卻令人歎為觀止。它能幫助你分辨明暗遠近、色彩和形狀，也能
幫助你辨別周遭環境與人物，更能幫助你閱讀書籍汲取知識。可以說，眼睛是我們和周遭世界的重要聯繫。 

    ❷要了解眼睛怎樣看見東西，最好將眼球比喻為一部照相機，因為兩者的結構十分相似。當眼睛注視到物體時，角
膜和晶體就好像相機鏡頭的一組鏡片，角膜負責將光線折射到瞳孔，而瞳孔則像光圈，調節進入眼底的光量。位於瞳
孔後面的水晶體把光線聚焦，將影像投射在視網膜上；圍繞水晶體的一組睫狀肌像自動對焦相機的摩打，負責把水晶
體的位置和形狀調節，使遠或近的光線都能準確地折射在視網膜上。視網膜好比照相機的菲林，是影像成形的地方；
當視網膜接收到影像後，便會把該影像傳送到大腦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圖像。這時，人們便得以知道外界的事物和環境
及其變化，從而作出適當的反應。 

    ❸當眼睛任何一個部分出現問題或因為不同的原因而受到損害時，正常的視力會因而受到影響而出現障礙，清晰的
影像便不能產生，這時，眼睛不能準確地接收到訊息，人們便不能清楚知道外界的事物和環境，也未能及時作出適當
的反應。我們最常遇到的視力問題──近視，它的成因便是眼球過長或晶狀體過厚，使光線聚焦在網膜前，不能形成清
晰的影像。 

    ❹眼睛的發育可分為四大階段。第一階段開始於懷孕的第四週，視神經、晶狀體、血管和視網膜等陸續發育。出生
後至三個月期間是眼晴發育的第二階段，此時眼球的構造、立體感以及兩眼的協調正在發育當中。三個月大至三歲期
間是眼球發育的第三階段，此時眼球結構逐漸成熟，三歲左右的小孩，經由成人教導，可學習分辨上、下、左、右不
同的方向。第四階段是四至六歲，到六歲時，視神經發育已大致完成，兒童已擁有與成人相約的視力了。 

    ❺要維持良好的視力，保護眼睛十分重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養成護眼的好習慣。看書、看電視和用電腦時，要
保持適當的距離，要注意周圍環境的光線，太暗或太刺眼都不適宜，每隔三十至四十分鐘便應休息三至五分鐘，以免
眼睛過度疲勞。平時儘量多望綠色的景物，多作眼球運動，讓眼睛有放鬆的機會。除此之外，多吃含豐富維他命A的
食物，如奶類、深綠和深黃色的蔬菜和水果，都有助保護視力。最後，要定期檢查視力，有需要時便應配戴眼鏡。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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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中心句/副標題 

第一段 眼睛是我們和周遭世界的重要聯繫。 

第二段 要了解眼睛怎樣看見東西，最好將眼球比喻為一部照相機。 

第三段 當眼睛出現問題或受到損害時，視力會出現障礙，清晰的影像便不能產生。 

第四段 眼睛的發育可分為四大階段。 

第五段 要維持良好的視力，我們要養成護眼的好習慣。 

51 

要維持良好的視力，我們
要養成護眼的好習慣。 

當眼睛出現問題或受到損害
時，視力會出現障礙，清晰

的影像便不能產生。 

眼睛是我們和周遭世界
的重要聯繫。  

  

眼睛的發育可分為四
大階段。  

  

  

  

  

  

    

要了解眼睛怎樣看見東西，最
好將眼球比喻為一部照相機。 

    

  

眼睛 

運用視覺組織圖(理解圖)把議論文的內容整合 

1. 從篇名或首段找出作者的論點 

2. 在首尾段以外的段落中找出論據及說明該論據的例證 

3. 在尾段找出作者重申的論點 

52 

議論文的視覺組織圖(理解圖) 

• 四要素：論點、論據、例證及結論 

53 54 

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是指個人對所喜愛人物的接受和熱愛。心理學家指出：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
會透過崇拜和模仿喜愛的傑出人物，肯定自我，從而促進個性發展。由此可見，青少年崇拜
偶像是無可厚非的，只是部分人過分盲目，以致出現問題。    

    香港青少年的偶像，多是歌影視紅星。許多狂熱的歌迷、影迷，只要是偶像唱的歌、演
的電影，不論好壞，都會全盤接受。他們為了購買偶像的唱片、視像光碟及紀念品，不惜花
費大量金錢。有些人為求見偶像一面，即使是日曬雨淋，餐風宿露，也要在偶像出現的地方
苦候，實在是浪費光陰。      

    有些狂熱的歌迷、影迷，為了維護自己的偶像，便排斥其他人的偶像，有時更不惜與其
他偶像的崇拜者在公眾地方爭吵，甚至動武，以致違反法紀。有些缺乏自信的歌迷、影迷，
在服飾、髮型以至言語行為方面，都極力模仿他們的偶像，結果弄得滿街都是「複製」的歌
影視明星。這些盲目的模仿行為，除了浪費金錢之外，對自我的建立更產生不良的影響。     

    總的來說，青少年崇拜偶像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千萬不可沉迷，成為追星族，以致浪
費金錢、荒廢青春。我們要懂得分辨好壞善惡，欣賞和學習偶像的長處和優點，而不是盲目
地追隨，否則只會影響自己的前途和妨礙個人的成長。 

取自教育電視中文組《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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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 
作者反對盲目崇拜偶像 

  

論據 1 
盲目崇拜偶像會花費大
量金錢和浪費光陰 

  

事實例證:  
偶像的唱片、
視像光碟及紀
念品，不論好
壞，都會全部
購買 

  

事實例證: 
日曬雨淋，
餐風宿露，
苦候多時，
只求見偶像
一面 

  

事實例證： 
排斥其他人
的偶像，不
惜在公眾地
方爭吵，甚
裡至動武 

  

論據2 
盲目崇拜偶像有時會引致違法行為及

對自我的建立產生不良的影響 
  

事實例證:  
極力模仿偶像
的服飾、髮型
以至言語行為
方面 

  

結論:  
我們不應盲目地追隨偶像，要
懂得分辨好壞善惡 
  

 

 
  

 

55 

(四) 深層推理 
（用於記敍文） 

 

56 

為甚麼要推斷文章的深層意思？ 

• 找出作者要表達的…… 

• 思想 

• 感情 

• 哲理 

57 

閱讀文章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例如：句子/片語/段落) 

聯繫個人已有經驗 根據上文下理作推理 

找出文章中矛盾的地方 
事情發展的轉變及/或與生
活經驗有分別的地方(找出
文中角色在態度/計劃上有

轉變的地方) 

 用「為什麼?」/「如何？」/「下一步怎樣？」來自設問題 
  
   推理遺留部份的意思 

（預測答案及驗證) 

  

理解文章深層意思 

再用自設問題來追問 

58 

作出推論的方法 

1. 閱讀文章，看看有沒有不明白的地方 

2. 找出文章中出現的矛盾 

3. 用「為什麼？」、 「如何？」或 「下一步怎樣？」自
設問題作推論 

4. 透過討論和放聲思考澄清問題及答案 

 

 

59 60 

一場風波  

     寶叔與祖母已是認識多年的老街坊，每逢見面，一定是談過不休。那天，
他們談這又談那，累得我和哥哥在旁好不耐煩。不知怎的，當我看見一袋又一袋
的大豆小豆時，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就和哥哥在雜貨店裏進行了一個創舉。 

  

     我們以一袋紅豆作為基地，用中央的部分砌成一個小圓形。跟着把白眉豆
繞在小圓形的周圍。如此類推，我們用不同顏色的綠豆、黃豆、黑豆等，一環一
環地砌成一個同心圓，好不美麗。我說那是一個「變幻彩球」，哥哥卻說是一個
「千色箭靶」。我們說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卻被寶叔發現了，「變幻彩球」和
「千色箭靶」頓時粉碎，而我們亦變成他眼中擾亂雜貨店的「黑煞星」！ 

  

節錄自教育電視中文組《一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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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推論 – 例子 

1. 閱讀文章 

2.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 作者和哥哥在雜貨店用不同顏色的豆進行砌豆創舉，應該值得欣賞。為什麼當
寶叔發現後，不但粉碎砌豆的作品，而且視他們為擾亂雜貨店的「黑煞星」？ 

• 聯繫個人已有經驗及/或根據上文下理作推理，找出文中角色在態度/計劃上有
轉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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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叔與祖母已是認識多年的老街坊，每逢見面，一定是談過不休。那天，
他們談這又談那，累得我和哥哥在旁好不耐煩。不知怎的，當我看見一袋又
一袋的大豆小豆時，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就和哥哥在雜貨店裏進行了一個
創舉。 

 我們以一袋紅豆作為基地，用中央的部分砌成一個小圓形。跟着把白眉豆
繞在小圓形的周圍。如此類推，我們用不同顏色的綠豆、黃豆、黑豆等，一
環一環地砌成一個同心圓，好不美麗。我說那是一個「變幻彩球」，哥哥卻
說是一個「千色箭靶」。我們說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卻被寶叔發現了，「變
幻彩球」和「千色箭靶」頓時粉碎，而我們亦變成他眼中擾亂雜貨店的「黑
煞星」！ 

我們都會受
寶叔歡迎 

寶叔在態度上的轉變：我們都會受寶叔歡迎  認為我們是「黑煞星」 

作出推論 – 例子 
3. 自設問題作推論 

• 自設問題：為什麼寶叔對作者和哥哥的態度有改變？   

4. 推理 

• 預測答案：在推理過程中學生可能預測幾個有可能的答案，作多角度的思考 

• 驗證：運用已有知識及/或上文下理作出推理及驗證 

*追問︰如果以上的推理仍未能找出記敍文深層意義的答案，則需要再用自設問題來
追問，直至找到答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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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問題 預測答案 
運用已有知識／ 

上文下理驗證 
猜對 猜錯 

 

 

 

 

為什麼寶叔對作
者和哥哥的態度
改變？  

作者和哥哥的
砌豆創舉帶給
寶叔很多麻煩 

寶叔討厭小孩
子 

我和哥哥的臉
黑得像黑人一
樣 

文中沒有提及 

文中沒有提及 

上文下理：作者和哥哥進行砌
豆創舉時，將不同顏色的豆混
在一起，寶叔要花時間重新整
理，才可售賣。這樣會帶給寶
叔很多麻煩，所以他視他們為
擾亂雜貨店的「黑煞星」。 

聯繫個人已有經驗：「黑煞星」
通常被人視為不受歡迎和帶來
災禍的人物。 

 

 

 

活動 – 自設問題(記敍文) 

• 試在文中找出事情轉變的地方： 

65 

  有一天，熊貓邀請了羊、狗和貓三位要好的朋友到牠家作客，並為牠

們預備了骨頭、魚和草等食物。羊、狗和貓知道將會享用自己喜歡的食物，

熱切地期待這日子的到來。 

  約會的日子終於到了，羊、狗和貓高高興興地赴宴。熊貓便將牠早已

預備好的食物擺放在三位客人的面前；牠首先將肥美的骨頭給予羊，將美味

的魚給予狗，最後將鮮嫩的草給予貓。 

  三位客人看見面前的食物後，牠們憤怒的瞪了熊貓一眼，不發一言地

走了。熊貓不知所措地看着牠們離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自設問題 預測答案 
運用已有知識／ 
上文下理驗證 

猜對 猜錯 

 

 

 
 

活動 – 自設問題(記敍文) 

• 試就事情轉變的地方自設問題，推理遺留部份的意思 

66 

為什麼羊、狗和
貓本來高興地赴
宴，但看見面前
的食物後，卻憤
怒地離去？ 

牠們喜怒無常 

牠們生病了 

羊、狗和貓不
喜歡吃面前的
食物 

文章沒有顯示 

羊、狗和貓同時生病的可能性很 

低，而且文章也沒有顯示 

已有知識： 

羊吃草、狗吃骨頭、貓吃魚 

上文下理： 

牠們原本是高高興興地赴宴，分了
食物後，便憤怒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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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問題 預測答案 
運用已有知識／ 

上文下理驗證 
猜對 猜錯 

 

 

 

 

 

 

活動 – 自設問題(記敍文) 
• 試就事情轉變的地方自設問題，推理遺留部份的意思(追問) 

67 

為什麼羊、狗和
貓因不喜歡面前
的食物而發怒？ 

牠們沒有禮貌 

牠們生病了 

他們認為熊貓
不了解牠們 

文章沒有顯示 

羊、狗和貓同時生病的可能性很 

低，而且文章也沒有顯示 

已有知識： 

相熟的朋友才會邀請回家作客 

上文下理： 

羊、狗和貓都是熊貓「要好的朋友」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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