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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 教案 

 單元十 發現與發明——說明順序與說明方法 

 

一、教學背景資料 

所教學校：A 

學生班別：小四 X 班 

學生平均年齡：十至十一歲 

學生始業行為：（1）掌握了查字典、詞典的方法；（2）能掌握閱讀材料的表層意思，提出對文章的簡單看法；（3）能夠概括出文章

的基本大意。（4）在教師引導下使用過引領思維法閱讀記敘文。 

 

二、教學理論 

引領思維閱讀策略 

  引領思維閱讀策略（Directed Reading Thinking Activity）強調閱讀是一種思考活動，包括三個步驟：預測、細讀和查驗。這三個步驟在閱讀之

中不斷循環，直至完成閱讀整篇文章（Mayer，2007）。在預測階段，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及經驗，配合老師提供的線索，合理預測文章的內容發展。

在細讀階段，學生閱讀文章內容，並為預測尋找答案及證明。在查驗階段，學生解釋文章內容能否支持預測，以及驗證或修改預測的原因。據研

究，引領思維閱讀策略能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而學生對策略亦有正感受（江淑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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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在講讀篇章的閱讀教學上，亦會套用引領思維閱讀策略，讓學生在閱讀課文的過程中不斷思考，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圖像思考工具 

  圖像思考工具（Graphic Organizer）包括了二十五種具不同特點的圖表，用作提取、整理資訊，及引起學生深入思考（Bellanca，2007）。研究

指出，現成的或由學生製作一部分的（例如提供空白的圖表讓學生填充）圖像思考工具對學生的學習表現有正面作用，學生能夠更清楚和深刻地

掌握和運用資訊，完全由學生製作的圖像思考工具反而帶來反效果（Colliot & Jamet，2019）。 

  本單元在講讀篇章的閱讀教學中，會教授圖像思考工具中的幾種，並讓學生用其中一種——魚骨圖來整理課文段落大意，突出其內容結構的

時間順序關係，再帶入語文基礎知識教學，講解時間順序說明。 

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種現今被大力提倡和被經常應用的教學方法。合作學習一般會按異質分組進行活動，學生一起討論、反

思和學習，完成共同目標。Slavin（1995）指出，合作學習中組員之間互相補足和互相依靠的關係，促使所有人共同為目標而貢獻，令學習氣氛更

為積極。合作學習同時可以方便老師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支援學習差異，提升能力較弱的學生的學習成效，而且在小學教學裡應用的作用更為

明顯（Serrano & Pons，2014）。 

  本單元在不同範疇的教學上，都會運用合作學習，比如思討享（Think-Pair-Share），務求透過不同形式的合作學習帶來更全面和有效的教學。 

 

四、教學目的 

學生能掌握時間順序說明和舉例說明、比較說明、描述說明、數字說明四種說明方法，以此有條理地說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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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目標 

閱讀範疇 

1. 學生能認讀課文中生字詞及相關字詞，包括「注入」、「紮」、「懸」、「繩索」、「邁進」 

2. 學生能認寫課文中生字詞及相關字詞，包括「跨」、「縛」、「嘗試」、「快捷」 

3. 學生能應用課文中生字詞及相關字詞，包括「改良」、「實現」、「舒適」、「滿足」 

4. 學生能指出課文說明的對象，概括課文的段落大意和主旨 

5. 學生能學會用引領思維的方法閱讀文章 

6. 學生能指出課文所運用的時間順序說明 

7. 學生能指出描述說明、舉例說明、比較說明和數字說明的特征和作用，並舉出課文中對應的例子 

8. 學生能學會使用概念圖歸納整理課文所說明的內容，以呈現課文重點 

寫作範疇 

1. 學生能用時間順序組織文章的架構，寫一篇不少於 200字的說明文。 

2. 學生能在一篇說明文中運用至少三種說明方法 

說話範疇 

1. 學生能在口頭說明事物時運用至少三種說明方法 

語文基礎知識範疇 

1. 學生能掌握括號的用法，並解釋括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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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能掌握設問句，並解釋設問句的作用 

3. 學生能掌握「不但……也／而且……」句式，並解釋句式中子句的關係 

文化範疇 

1. 學生能欣賞歷史或日常生活中人類創造的文明  

品德情意範疇 

1. 學生能建立對周邊事物的探索、鑽研精神，並實踐到日常生活與學習之中 

思維範疇 

1. 學生能建立轉變的思維，能意識到周圍事物和環境的改變並進行反思 

自學範疇 

1. 學生能自行閱讀和理解自習篇章 

2. 學生能自行蒐集資料完成課業 

 

六、教材和教具 

1. 教學簡報 

2. 講讀篇章——《人類飛行的歷史》 

3. 自習篇章——《古代的計時器》 

4. 活動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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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節 

六個教節，每節 35 分鐘。 

 

八、單元教學過程 

課節 教學目標 內容 教學流程 課堂評估 

第一

節 

1.學生能認讀課文中生字

詞及相關字詞，  

2.學生能認寫課文中生字

詞 及 相 關 字 詞 ， 包 括

「跨」、「縛」、「嘗試」、

「快捷」 

3.學生能應用課文中生字

詞及相關字詞，包括「改

良」、「實現」、「舒適」、

「滿足」 

4.學生能指出課文說明的

對象，概括課文的段落大

意和主旨 

5.學生能學會用引領思維

的方法閱讀文章 

1.通過調到學生經驗將話題

引 入 “ 人 類 飛 行 歷

史””，運用引領思維策

略引導學生合理預測課文

的內容，並進行核對與修

改。 

2.讓學生在閱讀中標註出不

會讀寫或不理解含義的字

詞，在 nearpod 上用上下文

推斷詞義。 

3.通過字典詞典或在線工具

進行查詢，並在課文上記

錄，教師對關鍵字詞的寫

法進行講解。 

1.參與 

（1）課前讓學生回憶一次曾經乘搭飛機或火車的經歷和感受以

及有記憶以來香港交通工具的變化 

（2）讓學生向鄰座或線上配對的的同學分享自己的經歷和感受 

（3）引入課文《人類飛行的歷史》，思考：人類飛行經過了哪幾

階段？ 

2.探索 1：透過引領思維活動讓學生了解課文內容，並標註文中

的生字詞 

（1）預測（2）修訂和比較（3）反思為什麼預測和實際有差異

（4）閱讀中標註生字詞，並在閱讀後文時用上下文推斷其含義 

（講不完可以先講大半，剩下三分之一放到第二節課進行） 

首先讓學生閱讀第一段，對人類飛行的歷史進行預測，寫在

nearpod 或筆記本上，不得超過 15 個字。 

之後教師每展示一段，學生閱讀一段並修改之前的預測，並寫

下自己的預測為什麼會與文章內容有差異。 

1.現場或在線觀察學生表情，

通過學生的回答積極性判斷引

入話題的效果；根據學生回答

了解學生在乘坐交通工具上的

背景經驗和對交通工具發展歷

史的認知程度。 

2.根據學生在 nearpod 上或線下

進行引領思維時的普遍問題，

總結需要引導的關鍵點；通過

同學回答考察對文本的基本概

括能力。 

3.根據學生標註的生字詞認識

本課字詞的難點。 

4.觀察講解字詞時學生的反應

評估學生的疑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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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學生整理自己的答案，不得超過 25 個字，教師請同學回

答，並進行評價，總結同學們在引領思維中的問題 

3.探索 2：學生兩兩一組，向對方分享自己勾畫的生字詞，運用

線下或線上字詞典自學生字詞，互相糾錯。 

4.解釋：教師根據同學的標註講解重點字詞的讀音，寫法和用法 

5.評估： 

讓學生課後自選下列主題中的一個，從文中總結（1）與飛行或

準備飛翔相關的動詞（2）與飛行工具所需材料相關的詞（3）與

飛行材料，製作飛行工具、飛行相關的形容詞形容詞 

上傳到在 voicethread 上，並附上朗讀的錄音。 

另外，查找香港的交通工具發展的歷史，為自己找到的交通工

具錄製一個一分鐘的介紹視頻，上傳到 flipgrid 上。 

 

5.通過學生自己錄製的生詞講

解視頻，評估學生對本課生詞

的掌握。 

第二

節 

1.學生能認讀、認寫、應

用課文中生字詞及相關字

詞 

2.學生能指出課文說明的

對象，概括課文的段落大

意和主旨 

3.學生能指出課文所運用

的時間順序說明 

4.學生能學會使用概念圖

1.通過生字詞遊戲複習上節

課文中的重要詞語，並讓

學生聯想與已知字詞的形

近字或相關詞，擴大學生

詞匯量。 

2.講授概念圖的幾種分類，

並讓學生將小組討論此說

明文按何種順序，並將說

明的主要內容歸納至魚骨

1.複習+參與 

（1）教師通過 match the memory 讓學生複習上節課學過的字詞

（可從上節同學們總結的詞中選取） 

（2）教師通過神秘盒子遊戲抽點同學回答： 

a.和所學字詞相關的問題（字音/形近字/相關詞） 

b.概括昨天文章的主要內容（如果未進行完昨天的引領思維，則

繼續看完全文） 

（3）播放同學們對香港歷史上交通工具的介紹視頻（2-3 個優秀

範例） 

1.通過 match the memory 等在線

遊戲評估學生對上節字詞的掌

握程度；通過學生在 padlet 上

對文章的概括評估對文章內容

的記憶和溫習情況。 

2.通過觀察學生反應評估學生

對概念圖的熟識程度；nearpod

填魚骨圖評估學生是否清楚說

明對象和段落大意及對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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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整理課文所說明的內

容，以呈現課文重點 

5.學生能自行閱讀和理解

自習篇章 

 

圖中 

3.討論並講解時間順序說明

的作用 

2.解釋+探索 

（1）向學生展示幾種基本的概念圖的畫法和特點，並在黑板或

nearpod 上畫上魚骨圖，並提問學生這個圖像什麼？通過舉例在

此提問學生魚骨圖適合用來表達什麼內容？（有順序關係的事

件） 

（2）指示學生分成四至五人一組，每組討論一個課文段落的大

意，將說明對象和內容填到魚骨圖中 

3．闡述 

（1）將同學們填好的內容匯總，並詢問同學們這篇文章的說明

順序——按時間順序。有什麼樣的作用？：有画龙点睛的效

果，使说明清楚，文章層次清晰，读者一目了然。 

（2）讓學生在工作紙上勾畫出反應文章按時間順序寫作的標識

語。 

4.評估：讓學生用“321”法寫下本課收穫，並預習關於說明方

法的材料。 

的掌握情況。 

3.通過詢問評估學生對時間順

序說明及其作用的掌握 

4.exit slips 評 估 學 生 本 課難

點，預習材料和下節提問評估

學生的自學能力。 

第

三、

四節

（連

堂） 

 

1.學生能指出描述說明、

舉例說明、比較說明和數

字說明的特征和作用，並

舉出課文中對應的例子 

2.學生能學會使用概念圖

歸納整理課文所說明的內

1.檢測預習效果，讓學生分

組找出每種說明方法的特

點，並找出對應的例子 

2.向學生講解每種說明方法

的特點和效果 

3.讓同學思考改變的地方和

改變需要的條件 

1.檢測預習+參與 

（1）讓學生在 padlet上填入上節課學習的概念圖有哪些 

（2）寫出預習材料中提到的幾種說明方法和特點 

2.探索 1 

（1）合作學習，分幾個小組，在文中找出幾種說明方法（描述

說明、舉例說明、比較說明和數字說明方法）對應的例子，並

在 perusall上評論和討論用這種方法產生了怎樣的表達效果 

1．根據 padlet回答評估學生對

概念圖種類的記憶和對說明方

法自習材料的學習情況。 

2.通過 perusall上的評論展示學

生是否清晰了解不同說明方法

的不同特征； 

說出所舉例子體現的人類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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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呈現課文重點 

3. 學 生 能掌握括號的 用

法，並解釋括號的作用 

4.學生能掌握設問句，並

解釋設問句的作用 

5.學生能掌握「不但……

也／而且……」句式，並

解釋句式中子句的關係 

6.學生能自行閱讀和理解

自習篇章 

7.學生能自行蒐集資料完

成課業  

 

4.講解括號、設問句及「不

但……也／而且……」句

式的用法 

5.合作學習讓學生分組討論

括號、設問句的作用及句

式中子句的關係 

6.通過讓學生創作句子和互

評使學生掌握這些句式的

用法 

 

（2）邀請同學自由分享文中的一處說明方法和對應的例子，並

例子中體現的人類的飛行對比過去改變在哪裡？ 

（3）請同學思考，一項事物的改變需要哪些條件，小組用

mindmap 化樹狀圖並分享。 

 

 

3.解釋+闡述 

（1）教師對同學回答進行評價，補充幾種說明方法對應的文中

例子和表達效果。 

（2）展示預習材料和課文未呈現的說明方法及其特點/效果作為

補充。 

（3）對同學總結的事物改變的條件進行補充。 

4.探索 

（1）合作學習讓學生分成幾人一組，找出這篇說明文中使用的

一些標誌性句式。 

（2）並用學過的文意推斷的方式在 nearpod 上標明及句式中子句

的關係 

 

5.解釋 2：教師請同學分享找到的句式，展示並舉例講解括號、

設問句及【不但……而且】句式的用法。 

6.評估 

（1）請按課文中對事物發展歷史的介紹，選擇一個有香港特色

的改變鍛煉學生發現事物可以

轉變、改進的地方； 

通過樹狀圖評估學生對改變需

要的鑽研精神、知識、經濟條

件等是否考慮全面 

 

3.在講解時觀察以了解學生較

難掌握的說明方法 

 

 

 

 

4.通過 nearpod 上學生的勾畫評

估學生對不同句式、括號等語

文知識的掌握和過去所學文意

推斷方法的記憶程度。 

 

 

5.觀察學生對哪種句式或語法

存有疑惑 

6.通過 perusall/kialo 上的練習評

估學生的仿寫能力，同時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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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結合第二節學到的時間順序寫法，仿寫兩段其發展的

歷史，並用上括號、設問句、「不但……也／而且……」的句

式。同學互評，之後自行分享 

(2)以“過去我認為……本課後我認為……”寫出對說明文的認

識的進步 

7.預習：讓學生下節課前自行閱讀《古代的計時器》，找出其中

的生字詞，並在 perusall 或課文上標註，通過查字典和詞典記下

讀音和用法 

們體會改變的主題 

第五

節 

1.學生能認讀、認寫、應

用課文中生字詞及相關字

詞。 

2.學生能指出課文說明的

對象，概括課文的段落大

意和主旨。 

3.學生能指出課文所運用

的時間順序說明 

4.學生能指出描述說明、

舉例說明、比較說明和數

字說明等方法的特征和作

用，並舉出課文中對應的

例子。 

5.學生能學會使用概念圖

1.通過課前預習和課堂檢測

鍛煉學生自學生字詞的能

力，並通過在線遊戲擴展

學生的詞匯量，加深對詞

彙的理解。 

2.通過小組活動讓學生找到

文中的說明方法，對應的

例子和表達效果；並討論

發明創造所需要什麼？ 

3.通過“王牌推銷員”活動

訓練學生用簡單的說明順

序和 方 法 說 明事物的 能

力。 

1.檢測預習+參與 

(1)用 slides玩危險邊緣（Jeopardy）遊戲，抽選學生回答文中生字

詞的讀音並造句、 

（2）詢問同學們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按什麼順序寫作

的？ 

2.探索 1 

將學生分組，讓學生在 perusall 上勾畫和標註文中的說明方法和

對應的句子，並根據此前學習的說明方法知識，討論這種說明

方法在句中的表達效果。 

3.解釋：同學進行分享，教師點評，提醒在分析表達效果時要注

意結合文本，而非照搬概念。並要求學生畫概念圖組織文章的

內容，上傳 padlet。 

最後詢問學生結合上篇課文，兩篇課文說明的層次都是怎樣

的？（總分結構） 

1.通過學生對遊戲問題的回答

評估學生對之前字詞的記憶情

況和課前預習效果。 

 

 

2.觀察 perusall上學生的標註和

評論，評估學生對說明方法及

其表達效果的掌握程度。 

 

3.通過 padlet 上的概念圖評估

學生對文章內容和概念圖畫法

的運用能力。 

 

4.5 課後觀察學生 voicethread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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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整理課文所說明的內

容，以呈現課文重點。 

6.學生能在口頭說明事物

時 運 用至少三種說 明 方

法。 

7.學生能自行閱讀和理解

自習篇章。 

8.學生能自行蒐集資料完

成課業。 

4.詳細闡述 

小組活動，教師講解“未來商品推銷員”遊戲規則，每個同學

選取身邊一樣熟悉的物品，尋找它未來的“商機”——可改進

的地方，將它拍照或從網上下載一張類似圖片，傳到 voicethread

上，對你想象的這件未來商品，運用簡單的說明順序和至少三

種說明方法進行說明（不包括價格），錄製一分鐘的音頻（給學

生 10分鐘準備和錄製），嘗試把這個物品推銷給各位買家（其他

同學）。 

5.評估 

（1）寫下本課自己認為學到的最重要的幾個詞 

（2）課後將文章概念圖截圖上傳到 padlet上 

（3）課後每人至少聽取 10 位同學的錄音，並給每個“推銷員”

打分（5 最好，5 最差），並給出理由，寫在該同學的 voicethread

中 

接中選取的事物，評估活動的

範圍是否合理；通過錄音和同

學的點評及打分評估學生用說

明方法口頭說明的能力和活動

參與度。 

第六

節 

1.學生能認讀、認寫、應

用課文中生字詞及相關字

詞。 

2.學生能用時間順序組織

文章的架構，寫一篇不少

於 200字的說明文。 

3.學生能在一篇說明文中

運用至少三種說明方法 

1.公佈上節課活動的三位勝

出者，並呈現同學們對三

位勝出者的評價，同時複

習學過的幾種說明方法和

表達效果。 

2.通過生詞幸運輪回顧本單

元學過的所有生詞，讓學

生朗讀、書寫或說出近義

1.參與+複習 

（1）教師公佈上節課的“未來商品推銷員”活動獲得同學評價

總分最高的三位同學，給予獎勵。並呈現三位學收穫的最多的

評級，在此過程中通過提問檢測學生對之前所學說明方法及其

效果的掌握程度。 

（2）使用 slides製作的生詞幸運輪，隨機抽點同學說出該詞的讀

音，nearpod 寫出字形，或者說出該詞的近義詞、反義詞、形近

字詞、用該詞造句。 

1. 觀察同學對獎勵的反應評

估學生參與此活動的動機

強度；生詞幸運輪評估學

生對課文重要詞彙和相關

詞彙的音形義、用法的掌

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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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能欣賞歷史或日常

生活中人類創造的文明  

品德情意範疇 

5.學生能建立對周邊事物

的探索、鑽研精神，並實

踐到日常生活與學習之中 

6. 學 生 能建立創造性思

維，並實踐到日常生活與

學習之中。 

7.學生能自行蒐集資料完

成課業。 

詞、反義詞或形近詞 

3.通過寫作練習讓學生由口

語的說明過渡到簡單說明

文的寫作。先讓學生查找

資料，再進 行 寫作與互

評。 

2.探索 1 

詢問從兩篇文章中，小組討論人們在想要改進某項事物時，會

存在什麼阻礙？可查找其他事例，總結並以 mindmap 展現） 

3.解釋：分小組組員分享看法，並配上例子（課文中+網上搜

索）；教師注意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思考，再次考慮改進一項事物

的主客觀條件 

4.探索 2 

（1）給與每人 7 分鐘準備時間，選取身邊的一樣東西，搜集其

歷史發展過程，功能等。 

（2）以“_____的歷史”為題，在 Kialo 上（教師先進入 KIalo建

立話題，每個同學可自己以篇名創建一個子話題，將文章貼在

裡面）按時間順序仿照課文寫一篇不少於 300字的說明文，其中

至少運用三種說明方法。 

 

5.詳細闡述 

教師指定班級同學按 Kialo 上提交的順序，指定每人負責兩篇文

章進行修改（除了自己的），將建議寫在文章內。 

教師課後給每篇文章提供修改建議。 

 

 

6.評估 

（1）每位同學課後進入 Kialo找到自己的文章，根據修改建議思

2. 3.觀察小組討論和分享中

中學生交流的積極性，是

否能對問題進行批判性思

考？是否具有高效檢索整

理信息的能力?是否建立了

探索、鑽研的精神 

 

4.觀察學生選取的寫作對象，

評估學生對此話題的生活經

驗。 

 

 

 

 

5.通過觀察學生給他人的評

價，評估學生是否能夠合理進

行同儕評價與反饋；評估作者

是否能應用時間順序和多種方

法寫作簡單說明文。 

 

6.審核學生修改後的文章評估

學生在同儕評價中是否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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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章的不足，將修改後的文章再次提交。 

（2）關注身邊的某個手工製品，探索它的製作過程，並根據生

活使用感受給他提出一些改進建議，錄製三分鐘的介紹和建議

視頻放到 flipgrid 上。 

穫；通過生活中手工製品的介

紹和建議，評估學生是否能將

探索、鑽研、批判性的精神帶

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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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材料 

第一節 工作紙 

原文 預測內容/對預測的修改 什麼導致預測和修改後的存

在差異？ 

文中的生字詞（不會的讀音/

字形/用法查找後寫在後面） 

人類在地上生活，靠兩條腿走路，不但走得

慢，也走得很辛苦；人們既不能飛過高山，也不

能跨過江河，於是想到學鳥兒在空中飛。 

   

很早以前，有人用木條和布造成兩隻大翅

膀，縛在臂上，從高處往下跳，同時用力揮動雙

臂，嘗試飛起來，結果不幸跌死了。許多人曾經

設法改良這種人造翅膀，但始終沒能成功。 

   

後來，有人發現：在袋子內注入熱空氣，紮

緊袋口，然後把袋子倒懸，解開綁住袋子的繩

索，袋子就會慢慢升起來。為甚麼會這樣呢？原

來熱空氣比冷空氣輕，所以充滿熱空氣的袋子會

上升。一七八三年，法國 蒙戈爾菲耶兄弟用布造

的熱氣球載了一個人，在二十五分鐘內飛行了九

公里，實現了飛行的夢想。 

   

一九零三年，美國的萊特兄弟製造了第一架

飛機飛行者號，並完成試飛。雖然這次飛行只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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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短短十二秒，飛行距離只有三十六米，卻把

人類帶入了飛行的時代。 

  用飛機運載乘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

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後才發展起來的。乘坐飛

機，不但快捷，而且舒適，標誌着人類飛行的歷

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人類是不是就此感到滿足呢？不，人類還要

飛向太空。一九六九年，人類順利登陸月球。二

零零四年，人類發射的兩個探測儀器更登陸火

星。將來，人們還要到其他星球去旅行和探險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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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紙 

魚骨圖填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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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自習材料 

說明文是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的文體，說明文的一般要素是特徵、構成、原理和目的，說明文要注意說明順序和說明的語言，使用必要的

說明方法。 你寫說明文時也要注意這些，首先你對說明物件要熟悉，要知道你想把所寫對象的什麼特徵告訴讀者，怎麼能讓讀者明白你所說明對

象的特點;然後在說明複雜物件時要用到說明方法，選取恰當的說明方法，對寫好說明文有很大的説明;再者就是說明文的語言，也要注意簡潔、

流暢，表達清楚明瞭。 

 說明方法 

（1）引資料。 為了使說明的內容更充實具體，可以引資料說明。 引資料的範圍很廣，可以是經典著作，名家名言，公式定律，典故諺語等。  

（2）作比較。 說明某些抽象的或者是人們比較陌生的事物，可以用具體的或者大家已經熟悉的事物和它比較，使讀者通過比較得到具體而鮮明

的印象。 事物的特徵也往往在比較中顯現出來。  

在作比較的時候，可以是同類相比，也可以是異類相比，可以對事物進行"橫比"，也可以對事物進行"縱比"。 

（3）列數據。 為了使所要說明的事物具體化，還可以採用列數據的方法，以便讀者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引用的數位，一定要準確無誤，不準

確的數字絕對不能用，即使是估計的數位，也要有可靠的根據，並力求近似。  

（4）分類別。 將被說明的物件，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成不同的類別，一類一類地加以說明，這種說明方法，叫分類別。 分類別是將複雜的事物

說清楚的重要方法。  

（5）打比方。 利用兩種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之處作比較，以突出事物的性狀特點，增強說明的形象性和生動性的說明方法叫做打比方。  

說明文中的打比方的說明方法，同修辭格上的比喻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比喻修辭有明喻、暗喻、和借喻，而說明多用明喻和暗喻，借喻則不宜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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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摹狀貌。 為了使被說明物件更形象、具體，可以進行狀貌摹寫，這種說明方法叫摹狀貌。  

（7）下定義。 用簡明的語言對某一概念的本質特徵作規定性的說明叫下定義。 下定義能準確揭示事物的本質，是科技說明文常用的方法。  

下定義的時候，可以根據說明的目的需要，從不同的角度考慮。 有的著重說明特性，如關於"人"的定義;有的著重說明作用，如關於"肥料"的定義;

有的既說明特性又說明作用，如關於"統籌方法"和"應用科學"的定義。 

（8）作詮釋。 從一個側面，就事物的某一個特點做些解釋，這種方法叫詮釋法。 定義法和詮釋法常採用「某某是什麼」的語言形式。 形式相同，

如何區分呢？ 一般來說，"是"字兩邊的話能夠互換，就是定義;如果不能互換，就是詮釋。  

例如，"人是能製造工具並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級動物"這句話，改成"能製造工具並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級動物是人"，意思不變。 "雪是在雲

中形成的一種固態降水物"這句話，如果改為"雲中形成的固態降水物是雪"就不成。 由此可以辨別，前一句是定義說明，后一句是詮釋說明。 

（9）畫圖表。 為了把複雜的事物說清楚，還可以採用圖表法，來彌補單用文字表達的缺欠，對有些事物解說更直接、更具體。  

一篇說明文單用一種說明方法很少，往往綜合運用多種說明方法。 採用什麼說明方法，一方面服從內容的需要，另一方面作者有選擇的自由。 是

採用一種說明方法，還是採用多種說明方法，是採用這種說明方法，還是那種說明方法，可以靈活，不是一成不變的。 說明文的 10 種方法： 

示例：前 5 種比較常用 

1.舉例子：雲能預示天氣。 比如，在新疆地區，出現雲就代表將要下雨。 （根據大的範圍列舉相應的例子） 

2.列數位：鱈魚一次產卵竟達千萬粒，真正能變成幼魚的卵可能還不到 1%。 （列舉數字進行說明） 

3.作比較：春天的雨細膩柔媚，夏天的雨粗獷熱烈。  

4.打比方：天上的星星像一顆顆寶石。  

5.分類別：通常情況下，我們將雲分為預示晴朗的雲和預示陰雨的雲。 （把一個大的範圍分為一個個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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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定義：大氣層中的對流層就是指溫度上低下高的緊貼地面因而能形成對流的一層。 （定義要求完整，即定義的物件與所下定義的外延要相等，

並且要從一個方面完整地揭示概念的全部內涵） 

7.作詮釋：這大概就是'死海'得名的原因吧。 （對事物進行解釋） 

8.引資料：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天才等於百分之一的天賦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引用別人的話或資料） 

9.摹狀貌：這些石刻的獅子，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頭接耳，有的像傾聽水聲，千態萬狀，惟妙惟肖。 （通過具體的描寫揭示事物的特徵，有助

於把被說明的物件說得更具體、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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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節 工作紙 

仿寫練習 

請按課文中對事物發展歷史的介紹，選擇一個有香港特色的事物，仿寫兩段其發展的歷史，並用上括號、設問句、「不但……也／而且……」的

句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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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工作紙 

“未來商品推銷員”評分表 

1 “推銷員”姓名 分數 優勢（主要看說的內容） 建議（主要看說的內容）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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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工作紙 

作文紙 

請選取身邊的一樣東西，搜集其歷史發展過程，功能等。 

以“_____的歷史”為題，按時間順序寫一篇不少於 300字的說明文，其中至少運用三種說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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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講讀篇章——《人類飛行的歷史》課文 

 

《人類飛行的歷史》 

 

  人類在地上生活，靠兩條腿走路，不但走得慢，也走得很辛苦；人們既不能飛過高山，也不能跨過江河，於是想到學鳥兒在空中飛。 

  很早以前，有人用木條和布造成兩隻大翅膀，縛在臂上，從高處往下跳，同時用力揮動雙臂，嘗試飛起來，結果不幸跌死了。許多人曾經設

法改良這種人造翅膀，但始終沒能成功。 

  後來，有人發現：在袋子內注入熱空氣，紮緊袋口，然後把袋子倒懸，解開綁住袋子的繩索，袋子就會慢慢升起來。為甚麼會這樣呢？原來

熱空氣比冷空氣輕，所以充滿熱空氣的袋子會上升。一七八三年，法國 蒙戈爾菲耶兄弟用布造的熱氣球載了一個人，在二十五分鐘內飛行了九公

里，實現了飛行的夢想。 

  一九零三年，美國的萊特兄弟製造了第一架飛機飛行者號，並完成試飛。雖然這次飛行只維持了短短十二秒，飛行距離只有三十六米，卻把

人類帶入了飛行的時代。 

  用飛機運載乘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後才發展起來的。乘坐飛機，不但快捷，而且舒適，標誌着人類飛行的歷

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人類是不是就此感到滿足呢？不，人類還要飛向太空。一九六九年，人類順利登陸月球。二零零四年，人類發射的兩個探測儀器更登陸火星。

將來，人們還要到其他星球去旅行和探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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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自習篇章——《古代的計時器》課文 

 

《古代的計時器》 

 

  我們每天的生活，像上學、放學、吃飯、睡覺等等，大概都有一定的時間。要知道是甚麼時候，看看時鐘就行了。可是，以前的人沒有時鐘，

他們怎樣計算時間呢？ 

  古代的人全靠太陽的位置估計時間。太陽出來就起床，太陽下山時就睡覺；和別人約會，就指着天空，告訴人家太陽走到哪個方位，就是約

會的時間了。 

  早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人們發現太陽影子的變化是有規律的，於是發明了用「日規」來計算時間的方法。「日規」又叫「日計時」，是把一

根木棒豎在一塊刻有度數的板上。把「日規」放到空地上，太陽照在棒上，時間不同，棒影在板上的位置、長短也不同。只要看看板上的度數，

就知道是甚麼時間了。這個辦法比看太陽的位置準確得多。可是，遇上陰天、雨天沒有陽光，怎麼辦呢？ 

  於是，有人發明了「水鐘」，又名「漏壺」。在刻有度數的容器下面開個小孔，注滿水後，水就從小孔一滴一滴往下流。只要看看水瓶中水面

的刻度，就知道時間了。但是冬天的時候，如果水都結成冰，水鐘就不能用了。 

  還有一種計時器叫「沙漏」，又名「沙計時」。把密封的、刻上度數的瓶子從中分隔成兩邊，一邊注滿細沙，中間只有一個小孔相通，然後把

瓶子倒置，讓沙從上邊慢慢流到下邊，就可以按瓶中沙面的刻度來計算時間。 

  有了「水鐘」和「沙漏」，人們在沒有陽光的時候也可以計時了。此外，還有人用有刻度的蠟燭和油燈來做計時工具。但是這類計時器，既

不準確，又不方便。直到十七世紀，人類發明了有時針和分針的機械鐘，計算時間就準確和方便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