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事情，如例子。 

地方 事情 

1. 學校 1）上課 2）小息 3）學英文 4）做功課 5）早會 6）吃飯 

7）作文 8）默書 9）考試 10）上體育 11）唱歌 12）打波 

2. 公園 1）千秋 2）滑梯 3）跑步 4）攀高架 5）搖搖馬 6）走路 

7）跳繩 8）打波 9）搖搖板 10）玩遊戲 

3. 廁所 1）洗手 2）沖涼 3）洗頭 4）換衣服 5）小便 6）大便 

7）刷牙 8）梳頭 9）化妝 10）洗臉 

4．超級市場 1）買…… 

 

5．玩具店 1）買…… 

 

6．文具店 1）買…… 

 

7．海洋公園 1）過山車 2）纜車 3）看熊貓 4）海洋舘 5）鯊魚舘 

6）跳樓機 7）鬼屋 8）吃飯 9）買禮物 10）踫踫車 

8．迪士尼 1）過山車 2）煙花 3）買禮物 4）吃飯 5）見米奇老鼠 

6）看表演 7）看電影 8）馳車天地 9）坐火車 

9．麥當勞 1）食…… 2）飲…… 

 

10．家 1）看電視 2）睡覺 3）做功課 4）打機 5）玩 6）打電腦 

7）吃飯 8）沖涼 9）畫畫 10）打電話 11）看書 12）換衣服 

11．沙灘 1）游泳 2）玩沙 3）划艇 4）玩水 5）打波 6）燒烤 

7）睡覺 8）飲汽水 9）食零食 10）曬太陽 11）談話 

12．課室 1）上課 2）考試 3）默書 4）做功課 5）寫手冊 6）測驗 

7）玩遊戲 8）談話 9）吃飯 10）唱歌 11）休息 

13．冒險樂園 1）打籃球 2）打保齡球 3）夾公仔 4）玩遊戲 5）換禮物 

 

14．郵政局 1）寄信 2）買郵票 3）寄包裹 4）交電費 5）交水費 

6）取包裹 7）寄聖誕卡 8）寄生日卡 9）買紀念郵票 

15．操場 1）早會 2）打波 3）上體育課 4）玩遊戲 5）小息 

6）跳繩 7）跑步 8）打籃球 9）走路 10）談話 

16．游泳池 1）游泳 2）玩水 3）學習游泳 4）做運動 5）減肥 6）跳水 

7) 水中跑步 8）蛙泳 9）背泳 10）自由泳 11）蝶泳 

17．醫院 1）看病 2）取葯 3）做手術 4）探病 5）檢查身體 6）驗血 

7）驗眼 8）做物理治療 9）做化驗 10）照 X 光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事情，如例子。 

地方 事情 

1. 學校 

 

 

2. 公園  

 

3. 廁所  

 

4．超級市場  

 

5．玩具店  

 

6．文具店  

 

7．海洋公園  

 

8．迪士尼  

 

9．麥當勞  

 

10．家  

 

11．沙灘  

 

12．課室  

 

13．冒險樂園  

 

14．郵政局  

 

15．操場  

 

16．游泳池  

 

17．醫院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 

下位詞 例子 （最少寫 5 個） 

動物 老鼠 

 

狗，貓，魚，雞，鴨，鵝，牛，羊，豬，熊貓，雀仔，

老虎，獅子，鯊魚，海豹，海獅，大象，長頸鹿，豹 

食物 燒賣 

 

飯，麵，麵包，粉，意大利粉，薄餅，蛋糕，餅乾，糖， 

薯片，朱古力，菜，肉，魚，蛋， 

傢俬 

 

沙發 長凳，矮凳，書枱，學生枱，飯枱，電腦枱，單人牀，

雙人牀，鏡，衣櫃，書櫃，按摩椅， 

職業 

 

老師 警察，收銀員，廚師，司機，消防員，演員，歌手， 

校長，學生，送貨員，工程師，清潔工人，保安員 

食具 

 

筷子 杯，酒杯，湯羹，茶羹，碗，碟，叉，煲，鍋，平底鍋，

鍋剷，茶壺，水煲，餐刀，菜刀，罐頭刀， 

水果 

 

蘋果 榴蓮，火龍果，香蕉，提子，芒果，士多卑梨，雪梨， 

橙，車厘子，荔子，龍眼，西瓜，蜜瓜，椰子，桃 

國家 

 

中國 美國，英國，德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 

泰國，越南，西班牙，阿根廷，巴西，葡萄牙，印度 

天氣 

 

陰天 晴天，雨天，暴雨，颱風，大雪，多雲，潮濕，乾燥， 

寒冷，炎熱，大風， 

電器 

 

電話 雪櫃，洗衣機，微波爐，電視機，手機，風扇，冷氣， 

電燈，遊戲機，吸塵機，錄影機，抽濕機，收音機 

文具 

 

鉛筆 鉛筆刨，書包，塗改帶，原子筆，顔色筆，察膠， 

訂書機，膠水，漿糊，白板筆，剪刀，界刀 

肉類 

 

豬肉 牛肉，羊肉，雞肉，魚肉，魚蛋，雞翼，牛肚，牛扒， 

豬肉，魚生，三文魚，漢堡扒，雞胸肉，蝦，火腿 

交通工具 

 

巴士 飛機，的士，小巴，校巴，船，旅遊巴，火車，地鐵， 

直升機，渡海小輪，單車，電單車， 

包類 

 

方包 提子包，香腸包，火腿包，漢堡包，豬仔包，豬扒包， 

蛋噠，叉燒包，菜肉包，饅頭，雞包，馬來糕， 

零食 

 

糖果 薯片，朱古力，蝦條，餅乾，雪糕，百力滋，檸檬糖， 

話梅，山渣餅，果凍，香口膠，花生，瓜子，果仁， 

衣物 

 

短褲 衫，襪子，長褲，大褛，校服，帽，冷衫，底褲，鞋， 

風褛，泳衣，水鞋，校褛，短袖衫， 恤衫，外套，雨褛 

海洋生物 

 

水母 海龜，海豚，海獅，金魚，鯊魚，魔鬼魚，蝦，海馬， 

熱帶魚，鯨魚，海星，海膽，珊瑚，海蛇，海參， 

飲品 

 

果汁 提子汁，蘋果汁，鮮奶，咖啡，奶茶，檸檬茶，橙汁， 

湯，豆漿，水，紅酒，啤酒，白酒，綠茶，益力多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下位詞 

 

下位詞 例子 （最少寫 5 個） 

動物 老鼠 

 

 

 

食物 燒賣 

 

 

 

傢俬 

 

沙發  

職業 

 

老師  

食具 

 

筷子  

水果 

 

蘋果  

國家 

 

中國  

天氣 

 

陰天  

電器 

 

電話  

文具 

 

鉛筆  

肉類 

 

豬肉  

交通工具 

 

巴士  

包類 

 

方包  

零食 

 

糖果  

衣物 

 

短褲  

海洋生物 

 

水母  

飲品 

 

果汁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名詞） 

詞彙 例子 最少寫 5 個 

「水」字頭 水杯 水塘，水池，水煲，水壺，水銀，水袋，水樽 

水球，水花，水溫，水療，水 

「水」字尾 污水 流水，溫水，礦泉水，蒸餾水，熱水，滾水，

污水，河水，海水，井水，雨水，自來水 

「車」字頭 車頭，車費 車牌，車款，車胎，車尾，車頂，車底， 

車頭燈，車位，車公廟，車廂，車厘子 

「車」字尾 汽車 私家車，校車，二手車，古董車，跑車，單車， 

電單車，遙控車，壞車，拍車，停車，開車 

「汁」字尾 蘋果汁 辣椒汁，提子汁，橙汁，椰汁，西瓜汁，白汁， 

燒汁，果汁，檸檬汁，雞汁， 

「電」字頭 電話 電燈，電器，電腦，電視，電爐，電站， 

電水壺，電路，電線，電纜，電車，電表 

「門」字尾 大門 鐡門，木門，鎖門，開門，關門，敲門，校門 

爛門，廁所門，房門，車門，龍門， 

「國」字尾 美國，小國 中國，德國，法國，韓國，滅國，建國，大國， 

中立國，英國，四國， 

「大」字頭 大人 大聲，大門，大小，大方，大陸，大路， 

大嶼山，大美督，大美人，大碼，大學 

「小」字頭 小學 小心，小屋，小船，小火，小型，小巴，小米， 

小貓，小狗，小熊，小豬，小羊，小牛 

「魚」字頭 魚價 魚頭，魚尾，魚蛋，魚市場，魚眼，魚湯， 

魚肚，魚肉，魚骨，魚翅，魚類，魚卵，魚缸 

「魚」字尾 金魚 打魚，捕魚，鯊魚，墨魚，八爪魚，死魚， 

生魚，熱帶魚，炸魚，蒸魚，煎魚，新鮮魚 

「文」字尾 英文 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韓文，中文， 

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泰文，越南文 

「機」字尾 遊戲機 飛機，電視機，冷氣機，遙控機，攝影機， 

打印機，影印機，收音機，錄影機，錄音機 

「山」字頭 山頂 山上，山腳，山下，山藥，山頭，山羊， 

山路，山風，山峰，山水，山道，山腰 

「山」字尾 爬山，富士山 大山，高山，大帽山，大嶼山，火山，爬山， 

行山，登山，下山，上山，落山，中山 

「中」字頭 中間 中藥，中醫，中山，中文，中國，中途， 

中方，中間道，中間分界，中國人，中學 

「字」字尾 毛筆字 中文字，數字，英文字，錯字，藝術字， 

大字，打字，寫字，文字，象形字，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名詞） 

詞彙 例子 最少寫 5 個 

「水」字頭 水杯  

 

「水」字尾 污水  

 

「車」字頭 車頭，車費  

 

「車」字尾 汽車  

 

「汁」字尾 蘋果汁  

 

「電」字頭 電話  

 

「門」字尾 大門  

 

「國」字尾 美國，小國  

 

「大」字頭 大人  

 

「小」字頭 小學  

 

「魚」字頭 魚價  

 

「魚」字尾 金魚  

 

「文」字尾 英文  

 

「機」字尾 遊戲機  

 

「山」字頭 山頂  

 

「山」字尾 爬山，富士山  

 

「中」字頭 中間  

 

「字」字尾 毛筆字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動詞） 

詞彙 例子 最少寫 5 個 

「畫」字尾 畫圖畫 畫蘋果，畫風景，畫老師，畫小狗，畫小貓， 

畫巴士，畫飛機，畫花，畫山，畫海，畫河 

「想」字頭 想坐飛機 想放假，想去旅行，想買雪糕食，想笑，想哭， 

想玩飛行棋，想回家，想看電視，想打機 

「打」字頭 打電話 打字，打鼓，打電腦，打拍子，打開，打爛， 

打蚊，打窿，打手機，打遊戲機，打 999 

「學」字頭 學習 

 

學唱歌，學鋼琴，學游水，學體操，學籃球， 

學中文，學數學，學英文，學常識，學電腦 

「吃」字頭 吃飯 食菜，食肉，食零食，食素，食品，食麵包， 

食日本菜，食意大利粉，食早餐，食下午茶 

「搭」字頭 搭巴士 搭地鐵，搭火車，搭的士，搭飛機，搭船， 

搭電單車，搭校車，搭單車，搭小巴， 

「飲」字頭 飲品 飲水，飲汽水，飲果汁，飲湯，飲奶茶， 

飲咖啡，飲酒，飲啤酒，飲牛奶，飲 

「寫」字頭 寫字 寫報告，寫作文，寫日記，寫文章，寫信， 

寫明信片，寫便條，寫請假信，寫情信， 

「借」字頭 借書 借錢，借筆，借電腦，借電話，借膠帶，借火， 

借筆記，借打印機，借顔色筆，借刀，借蠟燭 

「等」字頭 等車 等媽媽，等老師，等醫生，等攞薬，等巴士， 

等地鐵，等火車，等飛機，等人，等位 

「倒」字頭 倒水 倒垃圾，倒果汁，倒牛奶，倒汽水，倒湯， 

倒橙汁，倒紅酒，倒啤酒，倒咖啡，倒茶 

「玩」字頭 玩遊戲 玩車，玩公仔，玩電話，玩電腦，玩泥砂， 

玩千秋，玩手機，玩滑梯，玩飛行棋，玩牌 

「去」字頭 去公園 去酒樓，去迪士尼，去海洋公園，去醫院， 

去學校，去機場，去燒烤，去旅行，去露營 

「買」字頭 買水果 買菜，買麵包，買汽水，買薬，買叉燒，買米， 

買筆，買漢堡包，買雪糕，買車，買機票 

「扮」字頭 用錢 扮怪獸，扮老人，扮樹，扮男人，扮女人， 

扮聖誕老人，扮爸爸，扮媽媽，扮司機 

「坐」字頭 坐車，坐櫈 坐巴士，坐小巴，坐地鐵，坐火車，坐電車， 

坐地上，坐草地，坐牀，坐長櫈，坐過山車 

「喜歡」字頭 喜歡旅行 喜歡放假，喜歡旅行，喜歡玩，喜歡讀書， 

喜歡糖果，喜歡咖啡，喜歡游水，喜歡運動 

「討厭」字頭 討厭食豆腐 討厭頭痛，討厭減肥，討厭毒品，討厭跑步， 

討厭游水，討厭夏天，討厭生病，討厭吵架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動詞） 

詞彙 例子 最少寫 5 個 

「畫」字尾 畫圖畫  

 

「想」字頭 想坐飛機   

 

「打」字頭 打電話  

 

「學」字頭 學習 

 

 

「吃」字頭 吃飯  

 

「搭」字頭 搭巴士  

 

「飲」字頭 飲品  

 

「寫」字頭 寫字  

 

「借」字頭 借書  

 

「等」字頭 等車  

 

「倒」字頭 倒水  

 

「玩」字頭 玩遊戲  

 

「去」字頭 去公園  

 

「買」字頭 買水果  

 

「扮」字頭 用錢  

 

「坐」字頭 坐車，坐櫈  

 

「喜歡」字頭 喜歡旅行  

 

「討厭」字頭 討厭食豆腐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動詞） 

「到達」字頭 到達日本 到達目的地，到達機場，到達美國， 

到達香港，到達消防局，到達博物館 

「反對」字頭 反對擴展 加價，加班，增加開會時間，吃太多藥， 

 

「贊成」字頭 贊成減價 去旅行，去參觀，去燒烤，去沙灘，去游泳， 

坐地鐵，開生日會，選班長，玩遊戲， 

「增加」字頭 增加人手 功課數量，工資，巴士班次，老師人數， 

旅行次數，休息時間，考試時間，午膳時間 

「減少」字頭 減少支出 減少污染，減少垃圾，減少問題，減少功課， 

減少考試，減少車費，減少上課時間， 

「發生」字頭 發生意外 發生事故，發生爆炸，發生火警，發生意外， 

發生火山爆發，發生事件 

「發展」字頭 發展農田 發展香港，發展城市，發展農村，發展大嶼山，

發展屯門，發展教育，發展工業，發展農業 

「停止」字頭 停止考試 停止投訴，停止打架，停止説話，停止考試，

停止作文，停止打機，停止會議， 

「開始」字頭 開始默書 開始考試，開始跑步，開始游水，開始吃飯， 

開始上課，開始早會，開始會議，開始講座 

「失去」字頭 失去職業 朋友，書本，小狗，小貓，鉛筆，手機， 

手提電腦，家人，同學，筆記，日記 

「研究」字頭 研究機構 研究科學，研究大自然，研究動物， 

研究醫學，研究車輛，研究中醫 

「學習」字頭 學習獨立 學習中文，學習英文，學習整衣服， 

學習剪頭髮，學習功夫，學習修理電腦 

「收聽」字頭 收聽新聞 收聽古典音樂，收聽演唱會，收聽音樂 

收聽新聞節目，收聽廣播 

「調查」字頭 調查原因 調查事故原因，調查意外經過， 

調查火警原因，調查爆炸結果， 

「討論」字頭 討論題目 討論興趣小組，討論旅行日期， 

討論課外活動，討論生日禮物， 

「破壞」字頭 破壞公物 破壞大自然，破壞森林，破壞農作物， 

破壞學校設施，破壞環境衛生， 

「保護」字頭 保護環境 保護眼睛，保護牙齒，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保護國家文化， 

「知道」字頭 知道錯誤 知道原因，知道方法，知道怎麽去， 

「完成」字頭 完成任務 完成功課，完成工作，完成中學學習， 

完成考試，完成作文，完成討論，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動詞） 

「到達」字頭 到達日本  

 

「反對」字頭 反對擴展  

 

「贊成」字頭 贊成減價  

 

「增加」字頭 增加人手  

 

「減少」字頭 減少支出  

 

「發生」字頭 發生意外  

 

「發展」字頭 發展農田  

 

「停止」字頭 停止考試  

 

「開始」字頭 開始默書  

 

「失去」字頭 失去職業  

 

「研究」字頭 研究機構  

 

「學習」字頭 學習獨立  

 

「收聽」字頭 收聽新聞  

 

「調查」字頭 調查原因  

 

「討論」字頭 討論題目  

 

「破壞」字頭 破壞公物  

 

「保護」字頭 保護環境  

 

「知道」字頭 知道錯誤  

「完成」字頭 完成任務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詞彙（動詞） 

「關」字頭 關門 關窗，關燈，關冷氣，關風扇，關電腦，關心 

關雪櫃，關衣櫃，關電視，關鍵，關島， 

「開」字頭 開門 開心，開信，開窗，開冷氣，開電腦，開燈， 

開雪櫃，開衣櫃，開風扇，開封，開動， 

「看」字頭 看書 看電視，看醫生，看風景，看飛機，看車， 

看比賽，看表演，看頒獎儀式，看巡遊 

「上」字頭 上學 

 

上山，上面，上下，上游，上海，上水，上風， 

上落，上車，上樓，上地鐵，上巴士， 

「聽」字頭 聽話 聽音樂，聽講座，聽收音機，聽演唱會，聽歌，

聽雨聲，聽老師的話，聽風聲，聽故事， 

「讀」字頭 讀書 讀報紙，讀英文，讀中文，讀日文，讀報告 

讀詩歌，讀歌詞，讀日記，讀情信 

「穿」字頭 穿衣服 穿褲，穿大䄛，穿襪，穿鞋，穿泳褲，穿雨衣 

穿羽絨，穿內衣，穿波鞋，穿拖鞋，穿校服 

「過」字頭 過來 過馬路，過斑馬線，過海，過隧道，過橋， 

過山洞，過去，過河，過天橋， 

「送」字頭 送書 送禮物，送飯，送信，送蛋糕，送車，送飛機， 

送玩具，送書，送早餐，送花，送包裹 

「長」字頭 長出 長方形，長凳，長檯，長江，長隆， 

長大，長輩，長老，長高， 

「做」字頭 做工 做事，做人，做功課，做小販，做工作， 

做作文，做班長，做膳長，做小老師， 

「叫」字頭 叫人 叫警察，叫消防員，叫醫生，叫快餐，叫老師， 

叫外賣，叫人，叫媽媽，叫爸爸，叫爺爺 

「教」字頭 教導 教中文，教英文，教數學，教體育，教師， 

教授，教人，教育，教育電視，教育局， 

「寄」字頭 寄信 寄明信片，寄禮物，寄錢，寄包裹，寄文件， 

寄生蟲，寄托，寄居蟹，寄書，寄食物， 

「燒」字頭 燒烤 燒野草，燒垃圾，燒雞，燒魚，燒粟米， 

燒香腸，燒蠟燭，燒廢紙，燒番薯，燒柴 

「攞」字頭 攞飯 攞錢，攞功課，攞書包，攞中文書，攞考試卷， 

攞餅乾，攞機票，攞八達通，攞電腦，攞手機 

「用」字頭 用心 用力，用盡，用手，用腳，用頭，用電腦， 

用錢，用房，用途，用心，用法， 

「分」字頭 分開 分心，分身，分神，分數，分界，分級， 

分人數，分糖，分蛋糕，分開，分裂，分割 

 



東華三院言語治療練習 

詞彙練習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詞彙 例子 最少寫 5 個 

「關」字頭 關門  

 

「開」字頭 開門  

 

「看」字頭 看書  

 

「上」字頭 上學 

 

 

「聽」字頭 聽話  

 

「讀」字頭 讀書  

 

「穿」字頭 穿衣服  

 

「過」字頭 過來  

 

「送」字頭 送書  

 

「長」字頭 長出  

 

「做」字頭 做工  

 

「叫」字頭 叫人  

 

「教」字頭 教導  

 

「寄」字頭 寄信  

 

「燒」字頭 燒烤  

 

「踢」字頭 踢球  

 

「用」字頭 用心  

 

「分」字頭 分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