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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小強下課回家途中，看見街
邊一檔熟食小攤子。他抵受不住那股香
味，就買了一串魚蛋來吃。晚上，小強
突然肚痛腹瀉，媽媽立即送他到急症室
去。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他是患了腸胃
炎。 

小強生病了 
文章一 



A. 醫生證實小強患了腸胃炎。 

B. 小強在小攤子買了一串魚蛋吃。 

C. 小強肚痛腹瀉。 

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的內容要點。  

文章一 



         今天，小強下課回家途中，看見街邊
一檔熟食小攤子。他抵受不住那股香味，
就( B )買了一串魚蛋來吃。( C )晚上，
小強突然肚痛腹瀉，媽媽立即送他到急症
室去。 
    經( A )醫生診斷後，證實他是患了腸
胃炎。 

小強生病了 
文章一 



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先 

後 

B.小強在小攤子買了一串魚蛋吃。 

C.小強肚痛腹瀉。 

A.醫生證實小強患了腸胃炎。 

答案：B →  C →  A 

文章一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小強是患了腸
胃炎。    
    原來今天小強在下課回家途中，看
見街邊一檔熟食小攤子。他抵受不住那
股香味，就買了一串魚蛋來吃。晚上，
小強突然肚痛腹瀉，媽媽立即送他到急
症室去。 

小強生病了 
文章二 



A. 醫生證實小強患了腸胃炎。 

B. 小強在小攤子買了一串魚蛋吃。 

C. 小強肚痛腹瀉。 

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的內容要點。  

文章二 



    ( A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小強是患了
腸胃炎。 
    原來今天小強在下課回家途中，看見
街邊一檔熟食小攤子。他抵受不住那股香
味，就( B )買了一串魚蛋來吃。 ( C )晚
上，小強突然肚痛腹瀉，媽媽立即送他到
急症室去。 

文章二 
小強生病了 



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先 

後 

B.小強在小攤子買了一串魚蛋吃。 

C.小強肚痛腹瀉。 

A.  醫生證實小強患了腸胃炎。 

答案：B →  C →  A 

文章二 



 
     
 

       文章一 
   今天，小強下課回家
途中，看見街邊一檔熟食
小攤子。他抵受不住那股
香味，就買了一串魚蛋來
吃。晚上，小強突然肚痛
腹瀉，媽媽立即送他到急
症室去。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
他是患了腸胃炎。 

        文章二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
小強是患了腸胃炎。 
          
    原來今天小強在下課
回家途中，看見街邊一檔
熟食小攤子。他抵受不住
那股香味，就買了一串魚
蛋來吃。晚上，小強突然
肚痛腹瀉，媽媽立即送他
到急症室去。 

答案：B →  C →  A 答案：B →  C →  A 



        今天晚上，小強突然肚痛腹瀉，媽媽立

即送他到急症室去。他想起了：今天下課回
家途中，看見街邊一檔熟食小攤子。他抵受
不住那股香味，就買了一串魚蛋來吃。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他是患了腸胃炎。 

小強生病了 
文章三 



A. 醫生證實小強患了腸胃炎。 

B. 小強在小攤子買了一串魚蛋吃。 

C. 小強肚痛腹瀉。 

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的內容要點。  

文章三 



          ( C )今天晚上，小強突然肚痛腹瀉，
媽媽立即送他到急症室去。他想起了：今天
下課回家途中，看見街邊一檔熟食小攤子。
他抵受不住那股香味，就( B )買了一串魚
蛋來吃。   
     ( A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他是患了腸
胃炎。 

小強生病了 
文章三 



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先 

後 

B.小強在小攤子買了一串魚蛋吃。 

C.小強肚痛腹瀉。 

A.  醫生證實小強患了腸胃炎。 

答案：B →  C →  A 

文章三 



 
     

 

      文章一 
   今天，小強下
課回家途中，看見
街邊一檔熟食小攤
子。他抵受不住那
股香味，就買了一
串魚蛋來吃。晚上，
小強突然肚痛腹瀉，
媽媽立即送他到急
症室去。 
   經醫生診斷後，
證實他是患了腸胃
炎。 

     文章三 
   今天晚上，小強
突然肚痛腹瀉，媽
媽立即送他到急症
室去。他想起了：
今天下課回家途中，
看見街邊一檔熟食
小攤子。他抵受不
住那股香味，就買
了一串魚蛋來吃。        
    經醫生診斷後，
證實他是患了腸胃
炎。 

        文章二 
      經醫生診斷
後，證實小強是患
了腸胃炎。          
    原來今天小強
在下課回家途中，
看見街邊一檔熟食
小攤子。他抵受不
住那股香味，就買
了一串魚蛋來吃。
晚上，小強突然肚
痛腹瀉，媽媽立即
送他到急症室去。 

文章出現的先後次序≠ 

答案：B →  C →  A 

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答案：B →  C →  A 答案：B →  C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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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圾站去了。 

B. 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 

C. 兄弟二人在深夜仍未能入睡。 

D. 我和哥哥決定把垃圾放在後樓梯。 

E. 爸爸訓示兄弟二人。 

F. 一個婆婆在樓梯間跌倒了。 

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的內容要點。  



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先 

後 

? 

? 
? 

? 



老師提提你： 
 

排列事件發生的先後
次序時，必須先閱讀
文章。 

 



排序策略 

2.將各事件相關句子圈出來 

1.先閱讀全篇文章 

3.找出各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生的
事，十分內疚。 

  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為
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我和哥哥
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哥哥立
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婆婆
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防通
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把
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話，
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圾站
去。 



  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生的
事，十分內疚。 

  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為
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我和哥哥
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哥哥立
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婆婆
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防通
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把
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話，
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生的
事，十分內疚。 

   (B)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
為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我和哥
哥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哥哥
立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婆婆
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防通
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把
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話，
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C)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
生的事，十分內疚。 

   (B)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
為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我和哥
哥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哥哥
立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婆婆
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防通
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把
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話，
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C)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
生的事，十分內疚。 

   (B)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
為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 (D)我
和哥哥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
哥哥立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婆婆
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防通
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把
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話，
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C)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
生的事，十分內疚。 

   (B)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
為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 (D)我
和哥哥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
哥哥立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婆婆
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防通
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把
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話，
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C)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
生的事，十分內疚。 

   (B)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
為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 (D)我
和哥哥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
哥哥立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在
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是
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理員
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把我
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你
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哥哥
垂着頭，不敢回應。 

   (E)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
婆婆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
防通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
樣把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
話，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C)已是深夜時分，我和哥哥仍然躺在床上未能入睡，回想起今晚所發
生的事，十分內疚。 

   (B)今天晚上，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讓清潔工人收集。
為免影響別人，媽媽吩咐我和哥哥把垃圾直接放在樓下的垃圾站去。 (D)我
和哥哥都很不願意拿着這臭烘烘的垃圾四處走。於是我向哥哥使了個眼色，
哥哥立即明白了。哥哥稱讚我：「你這小鬼，真聰明！果真是個好辦法！」 

  回家後不久，走廊外有些人在議論紛紛。爸爸和媽媽到走廊外看看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和哥哥也跟着去湊湊熱鬧。 (F)原來一個七十多歲的婆
婆在樓梯間跌倒了。幸好，及時被管理員發現。鄰居們七嘴八舌，有人説：
「是誰這麼沒公德心，把垃圾放在後樓梯！」我和哥哥就更害怕，後來見管
理員把她扶起，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哥哥見婆婆沒有事，立即扯着我的衣角
把我拉回家去。聰明的媽媽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用銳利的眼光望着我們，説：
「你們應該知道那垃圾是誰放的吧？」爸爸説：「原來是你倆做的！」我和
哥哥垂着頭，不敢回應。 

   (E)爸爸説：「為了一時方便，令別人受傷，你們過意得去嗎？幸好老
婆婆只是扭傷了，沒有甚麼大礙，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而且後樓梯是消
防通道，萬一發生火警，那裏就是惟一的逃生之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一
樣把垃圾放在後樓梯，你能想像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嗎？」我們聽了爸爸的
話，就更慚愧了。 

  過了一會兒， (A)待走廊的人散去了，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
圾站去。 



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先 

後 

B.媽媽忘記了在八點前把垃圾放在門外。 

D.我和哥哥決定把垃圾放在後樓梯。 

F.一個婆婆在樓梯間跌倒了。 

A.我和哥哥靜悄悄地把垃圾拿到垃圾站去了。 

答案：  B →D →F →E → A →C 

E.爸爸訓示兄弟二人。 

C.兄弟二人在深夜仍未能入睡。 



   活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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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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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蕃茄 



老師提提你： 

1.先細心閱讀全篇文章 

2.在文中將各事件相關句子圈出來 

3.找出各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留意寫作手法、事件的因果關係、關鍵
字句) 

 



A.我品嘗親手栽種的成果。 
B.我和同學開墾一塊園圃。 
C.我數一數園圃裏的果實。 
D.我把收成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的內容要點。  

B→ C → A→  D 
35 

先 

後 

B.我和同學開墾一塊園圃。 

C.我數一數園圃裏的果實。 

A.我品嘗親手栽種的成果。 

D.我把收成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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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提提你： 

1.先細心閱讀全篇文章 

2.在文中將各事件相關句子圈出來 

3.找出各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留意寫作手法、事件的因果關係、關鍵
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