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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ngkang q8 zh*ng k4o sh6 de ch~ng j6 y*u

　　康康期中考試的成績優
y6 b1 ba w!i le g] l6 t3 ji- s^ng g$i

異，爸爸為了鼓勵他，就送給
t3 y6 h~ s3n b4i ku1i de p8n t0

他一盒三百塊的拼圖。
P8n t0 h~ shang y6n y(u y6 f0 ji3o w1i de

　　拼圖盒上印有一幅郊外的
f#ng j9ng hu1 Y(u y5 zhu1ng g] p] de sh5 q6 l%u

風景畫：有一幢古樸的石砌樓
f`ng y(u y5 ge k3i m4n xi3n y1n hu3 hu6 de xi4o

房，有一個開滿鮮豔花卉的小
hu3 p] y(u y5 zu^ zu^ q8ng cu6 de g3o sh3n

花圃，有一座座青v的高山。
K3ngkang xi4ng Zh! p8n t0

康康想：這拼圖
n`n b- d4o w( ba

難不倒我吧！
X8ng q8 ti3n

　　星期天，

Q8 Q6 p8n t0

七 砌拼圖

你試過砌拼圖嗎？你喜歡這項活動嗎？為甚麼？ K3ngkang hu3 le y5 ge sh1ng w] q6 lai q6 qu y$ m~i f4 q6 h4o p8n t0

康康花了一個上午，砌來砌去也沒法砌好，拼圖
h4o xi1ng z1i g- y6 w~i n`n t3 B1 ba shu* Y1o bu y1o w( b3ng m`ng

好像在故意為難他。爸爸說：「要不要我幫忙？」
K3ngkang x8n li xi4ng H4o a W( zh!ng xi4ng q9ng ji- b8ng ne K$ sh6

康康心 想：好啊！我正想請救兵呢！可是，
K3ngkang k1n kan n1 y5 ku1i ku1i q5 x5ng gu1i  zhu1ng de p8n t0 t3 men h4o xi1ng z1i

康康看看那一塊塊奇形怪狀的拼圖，它們好像在
ch`o xi1o z6 j9 ne T3 li`n m`ng shu* R1ng w( z1i sh6 shi k1n

嘲笑自己呢。他連忙說：「讓我再試試看！」
K3ngkang z1i z9 x6 de gu3n ch` h~ shang de t0 hu1 y^u ji3ng p8n t0

　　康康再仔細地觀察盒上的圖畫，又將拼圖
f#n l!i f1ng h4o r`n h^u f#n z] p8n h~ Zh*ng y0 t3 z1i ti3n h#i qi`n b4

分類放好，然後分組拼合。終T，他在天黑前把
p8n t0 q6 h4o le K3ngkang h$n x8ng f!n l6 j5 q9ng b1 ba l`i k1n

拼圖砌好了！康康很興奮，立即請爸爸來看：
B1 ba w( ch~ng g*ng la S3n b4i ku1i k$ n`n bu d4o w( Ji4 r0 w(

「爸爸，我成功啦！三百塊可難不倒我！假如我
xi1 c6 q8 k4o y(u j6n b- k$ bu k$ y9 ji4ng l6 w( y6 h~ w] b4i ku1i

下次期考有進步，可不可以獎勵我一盒五百塊
de p8n t0 ne

的拼圖呢？」

讀讀 寫讀 寫
你能在下面兩段中找出可以幫你概括段意的語句嗎？

留意帶點的語
句，它可以幫你概
括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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