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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見過流星嗎？如果你見到流星，會做甚麼？

課文用了哪幾種表達方法？
這些表達方法有甚麼作用？

Q8

七
Li0 x8ng y]

流星雨

zhe ti1o yu! zhe Zh! sh5 s6 k# li0 x8ng xi1ng j6 hu1 guo ti3n k*ng

，跳躍 。這時，四顆流星相繼劃過天空，
k# k# de w$i ba d*u sh6 n1 me li1ng n1 me d1

顆顆的尾巴都是那麼亮，那麼大。
W( qi`o qiao zh! bi3n y^u w1ng wang n1 bi3n zh4o x0n q5 t3 li0 x8ng

我瞧瞧這邊，又望望那邊，找尋其他流星
de z*ng y9ng H[ r`n m!i mei d1 h4n Z1i n1 bi3n Z1i n1 bi3n

的蹤影。忽然，妹妹大喊：「在那邊！在那邊！」
W( sh-n zhe t3 zh9 de f3ng xi1ng w1ng qu w3 H4o d1 de y6 q0n li0 x8ng

我順 她指的方向望去，哇！好大的一 流星
ya Zh9 ji1n y5 d1o d1o b`i gu3ng hu` p^ q8 h#i de y! k*ng f4ng f0 xi3n

呀！只見一道道白光劃破漆黑的夜空，彷彿仙
n} z1i gu3ng hu` de s8 ch%u shang hu1 chu y6 ti`o ti`o y5n xi1n zh#n m$i a

女在光滑的絲綢上畫出一條條銀線，真美啊！
W( h1o q5 de w!n b1 ba Ti3n sh1ng w!i sh~n me hu6 ch[ xi1n li0

我好奇地問爸爸：「天上為甚麼會出現流
x8ng ne B1 ba xi1o zhe shu* Li0 x8ng sh6 y] zh^u zh*ng de xi4o su6

星呢？」爸爸笑 說：「流星是宇宙中的小碎
ku1i zh! xi# xi4o su6 ku1i j6n r- d6 qi0 de d1 q6 c~ng sh5 y] k*ng q6

塊，這l小碎塊進入地球的大氣層時，與空氣
m% c3 ~r r`n sh3o qi lai ch~ng w~i d1i zhe ch`ng ch`ng gu3ng d1i de li0 x8ng le

摩擦而燃燒起來，成為帶 長長光帶的流星了。」
W( zh*ng y0 k1n d1o li0 x8ng y] zh! zh#n sh6 y5 ge n`n w1ng de y!

　　我終T看到流星雨，這真是一個難忘的夜
w`n

晚！

述「我」
和家人等待流
星雨出現的情
況。

述「我」
和妹妹看見流
星雨的反應。

說明流星
形成的原因。

描寫流星
雨奇景。

J8n ti3n w4n shang w( men y6 ji3 l`i d1o Sh5 1o h4i t3n gu3n k1n

今天晚上，我們一家來到石澳海灘，觀看
j5 w~i h4n ji1n de li0 x8ng y]

g為罕見的流星雨。
W( men zu^ z1i sh3 t3n shang y5ng zhe l$ng l$ng de f#ng y4ng w1ng w0

我們坐在沙灘上，迎 冷冷的風，仰望無
y5n de y! k*ng j6ng d1i li0 x8ng y] ch[ xi1n K$ sh6 ti3n k*ng zh*ng y8n

垠的夜空，靜待流星雨出現。可是，天空中陰
y0n m6 b- d1o le w4n shang sh5 sh5 y6 k# li0 x8ng y$ k1n bu ji1n

雲密佈，到了晚上十時，一顆流星也看不見，
l6ng w( w1n f#n ji3o j5

令我萬分焦急。
Ji# j6n l5ng ch~n s3n sh5 y0n c~ng ji1n ji1n s1n qu ti3n k*ng zh*ng y9n

接近凌晨三時，雲層漸漸y去，天空中隱
y9n y(u x8ng xing sh4n d^ng T[ r`n y6 ti`o b`i xi1n hu1 guo ti3n k*ng w(

隱有星星閃動。突然，一條白線劃過天空，我
hu3n h[ qi lai K1n li0 x8ng Li0 x8ng M!i mei y$ hu3n h[

歡呼起來：「看，流星！流星！」妹妹也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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