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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生在學習普通話時，要注意一些「一字多音」或「發音
相近」的字詞，掌握這些字詞在不同語境下的用法，以便更好
地溝通。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委託大學專家，研究並蒐
集香港人容易唸錯的字詞，製作「誤讀與誤會」普通話學習資
源套，包括︰容易誤讀詞語表、「誤讀與誤會」短片和「正讀
與應用」遊戲小冊子，供中、小學教師和學生參考。資源套簡
介如下︰

1. 容易誤讀詞語表

列出在日常生活中，用普通話時，經常會誤讀的約350個
詞語，以字母序排列，方便教師和學生參考。



2. 「誤讀與誤會」短片

從「容易誤讀詞語表」選取幾組多音字組成的詞

語，設計有趣的情境，拍攝為短片，加深學生對常用
多音字的理解，豐富普通話詞匯的學習。

3. 「正讀與應用」遊戲小冊子

選擇判斷等；也包含朗讀句子、造句，聆聽等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鞏固對字詞讀音的記憶，避免
誤讀，讓學生能夠更自信地說好普通話。

設計40個小練習，有字音對比、分辨多音字、



挨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拼音填在括號裏。

1. 挨近、挨個兒

挨（        ）：靠近、依次

2. 挨餓、日子很難挨

挨（        ）：遭受、艱難地度過

        ɑi          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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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挨近、挨個兒

挨ɑi：靠近、依次

2. 挨餓、日子很難挨

挨ɑi：遭受、艱難地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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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

　　你知道「狹隘」的「隘」怎麼唸嗎？圈出它的同音字。

　　愛 矮 意 益 艾 礙

　　確定「狹隘」的讀音後，請準確地讀出下面的句子：

　　小華希望能多到外邊闖闖，體驗生活，

　　不願意生活在狹隘的小天地裏。

3



「狹隘」xiɑ ɑi

愛 矮 意 益 艾 礙

確定「狹隘」的讀音後，請準確地讀出下面的句子：

　　小華希望能多到外邊闖闖，體驗生活，不願意

生活在狹隘（xiɑ ɑi）的小天地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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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剝」字怎麼唸嗎？試唸一唸。

1. 遊戲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兒童的遊戲時間

不應被剝削。

2. 很多人喜歡邊看電視邊剝花生。

3. 這種水果要剝了皮才能吃。

5



1. 遊戲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兒童的遊戲時間不應

被剝削（bō xuē）。

2. 很多人喜歡邊看電視邊剝花生（bɑo huɑ shēng）。

3. 這種水果要剝了皮（bɑo le pí）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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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請把詞語裏的「薄」字跟相對的拼音用線連起來。

       bɑo            bó bò  

淡薄 薄餅 薄荷

　　上面哪個詞語中的「薄」跟「薄利、單薄、

    刻薄」的「薄」同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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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ɑo bó bò  

淡薄 薄餅 薄荷

上面哪個詞語中的「薄」跟「薄利、單薄、刻薄」的

「薄」同音？

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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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奔」字唸哪個音嗎？試唸一唸。

       bēn      bèn

1.祖母當年帶着爸爸投奔親戚。

2.他在跑道上飛奔，努力奔向終點。

3.大江波浪滔滔，奔騰不息流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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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祖母當年帶着爸爸投奔(tóu bèn)親戚。

2.他在跑道上飛奔(fēi bēn)，努力奔(bèn)向終點。

3.大江波浪滔滔，奔騰不息(bēn téng bù xī)流向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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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圈起來。

1.繃帶
A. bēng     B. běng     C. bèng

2.繃着臉
A. bēng     B. běng     C. bèng

　　以下詞語中劃線的字跟「繃」字型相近，你又認識嗎？

　　唸一唸，把拼音寫在括號中：

　　崩塌（ ）

　　活蹦（ ）亂跳
11



1. 繃帶

A. bēng    B. běng    C. bèng

2. 繃着臉

A. bēng    B. běng    C. bèng

崩塌（bēng） 

活蹦（bèng ）亂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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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

　　你知道下面句子裏的「瀕」字怎麼唸嗎？請選出它的

　　同音字，連同拼音，填在括號裏。

　　我們應該保護生態環境，挽救瀕臨絕種的動物。

瀕臨 （          ）
A.「頻繁」的「頻」

B.「海濱」的「濱」

C.「奔跑」的「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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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保護生態環境，挽救瀕臨絕種的動物。

瀕臨 bīn lín （B. 濱b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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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 ✓ ）。

bó            pō

湖泊

泊船

血泊

停泊

漂泊

*泊（bó）: 停留、停放

*泊（pō）: 湖澤、大面積的水 15



bó            pō

湖泊 ✓
泊船          ✓
血泊 ✓
停泊          ✓
漂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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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 ✓ ）。

1. 司機緊急剎車，避免了一場車禍。

剎車  (  ）chɑ   (     ）shɑ
       (*又可寫作「煞車」)

2. 剎那間天昏地暗，下起了大雨。

剎那        (  ) chɑ    (     ）shɑ

17



1. 司機緊急剎車，避免了一場車禍。

剎車 （   ）chɑ     （✓）shɑ

2. 剎那間天昏地暗，下起了大雨。

剎那 （✓）chɑ     （   ）sh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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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圈起來。

1. 稱心
A. chēng  B. chèng  C. chèn

2. 稱呼
A. chēng  B. chèng  C. chèn

3. 稱一稱
A. chēng  B. chèng  C. chèn

　　確定「稱心」的「稱」讀哪個音後，你還能想到這個

　　「稱」的其他詞語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1. 稱心

A. chēng    B. chèng    C. chèn
2. 稱呼

A. chēng    B. chèng    C. chèn
3 .稱一稱

A. chēng    B. chèng    C. chèn

確定「稱心」的「稱」讀哪個音後，你還能想到這個

「稱」的其他詞語嗎？

　對稱、相稱、勻稱、稱職、稱身20



盛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盛」字怎麼唸嗎？

1. 廣場上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慶祝活動。

2. 大碗盛湯，小碗盛飯。

請用不同讀音的「盛」字各造一個句子，

　　再説出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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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場上正在舉行一個盛大（shèng dɑ）的

慶祝活動。

2. 大碗盛 (chéng) 湯，小碗盛 (chéng) 飯。

例句：

1. 春天是百花盛開(shèng kɑi)的季節。

2. 媽媽把飯盛(chéng)在一個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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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你知道「澄清」的「澄」怎麼唸嗎？圈出它的同音字。

　　晴 橙 成 情 乘 程

　　確定「澄清」的讀音後，請造一個句子，然後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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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 chéng qīng 

     qíng   chéng   chéng   qíng   chéng   chéng 
　　晴 橙 成 情 乘 程

例句：我跟曉莉澄清誤會後，她就不再生我的氣了。

    （*澄清的「澄」還有另一個讀音是「dèng」，唸dèng qīng時，

指沉澱雜質，使液體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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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請把詞語跟相對的拼音用線連起來。

處所 chǔ fɑ
處罰 chù zhɑng
處長 chù suǒ
各處 gòng chǔ
共處 gè chù

25



處所 chǔ fɑ

處罰 chù zhɑng

處長 chù suǒ

各處 gòng chǔ

共處 gè c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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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你知道下面句子裏的「矗」字怎麼唸嗎？請選出它的

　　同音字，連同拼音，填在括號裏。

一塊紀念碑矗立在廣場的中央。

　　矗立 （ ）

A. 跟「肅立」的「肅sù」同音

B. 跟「觸目」的「觸chù」同音

C. 跟「助力」的「助zhù」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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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紀念碑矗立在廣場的中央。

矗立 chù lì  （B. 觸c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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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蓄
　　你知道下面劃線的「畜」和「蓄」怎麼唸嗎？請讀出

　　下面的句子。

1. 牛、羊和豬，都是經馴養的動物，屬於家畜

一類。

2. 他們祖祖輩輩都是從事畜牧業的。

3. 他這筆積蓄是留着給孩子升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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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羊和豬，都是經馴養的動物，屬於

家畜（jiɑ chù）一類。

2. 他們祖祖輩輩都是從事畜牧業(xù mù yè)的。

3. 他這筆積蓄(jī xù)是留着給孩子升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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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

　　你知道「觸」字的讀音嗎？唸一唸下面的詞語，

　　再把正確的答案圈出來。

接觸

觸動

觸覺

抵觸

A. zhū   B. zhú   C. c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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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 jiē chù

觸動 chù dòng

觸覺 chù jué 

抵觸 dǐ chù

A. zhū   B. zhú   C. c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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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 ✓ ）。

1. 你的膝蓋擦傷了，我有創可貼，快貼上。
創可貼
（        ）chuɑng   （        ）chuɑng

2. 一次車禍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創傷。
創傷
（        ）chuɑng   （        ）chuɑng

3. 這個設計很有創意。
創意
（        ）chuɑng   （        ）chuɑng

33



1. 創可貼 （ ✓ ）chuɑng     （     ）chuɑng
(一種用來貼在傷口的膠布，香港稱「藥水膠布」。)

2. 創傷     （ ✓ ）chuɑng     （     ）chuɑng

3. 創意     （      ）chuɑng    （ ✓ ）chuɑ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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瘡/蒼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填在括號裏。

       cɑng       chuɑng

1. 蒼翠、蒼老、兩鬢蒼蒼
蒼 （        ）

2. 瘡疤、口瘡、滿目瘡痍
瘡 （        ）

3. 倉庫、糧倉
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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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蒼 （   cɑng    ）

2. 瘡 （   chuɑng  ）

3. 倉 （   cɑ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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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差」字怎麼唸嗎？試唸一唸。

1. 我爸爸出差了，要下星期才回來。

2. 盆景的布置，就是要有高有低，參差不齊

才好看。

3. 別急別急，我快做好了，再給我5分鐘

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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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爸爸出差(chū chɑi)了，要下星期才回來。

2. 盆景的布置，就是要有高有低，參差不齊

(cēn cī bù qí)才好看。

3. 別急別急，我快做好了，再給我5分鐘就差不多

(chɑ bu du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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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

　　你知道「瑕疵」的「疵」怎麼唸嗎？把正確的答案圈出來。

A. 跟「參差」的「差cī」同音。

B. 跟「癡心」的「癡chī」同音。

C. 跟「夫妻」的「妻qī」同音。

確定「瑕疵」的讀音後，把下面的句子準確地讀出來：

　　即使是得獎的作品，也不能説沒有一點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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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跟「參差」的「差 cī」同音。

B. 跟「癡心」的「癡 chī」同音。

C. 跟「夫妻」的「妻 qī」同音。

即使是得獎的作品，也不能説沒有一點瑕疵（xiɑ c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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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 ✓ ）。

1. 你就待在這裏，不要走開。

待在這裏

（        ）dɑi   （        ）dɑi
2. 她為人和藹可親、待人友善，大家都願意親近她。

待人友善

（        ）dɑi   （        ）dɑi
3. 現在請主席先發言，待會兒再請他回答

大家的問題。

待會兒

（        ）dɑi   （        ）dɑi
41



1.待在這裏 （       ）dɑi   （   ）dɑi

2.待人友善 （   ）dɑi   （       ）dɑi

3.待會兒     （   ）dɑi   （   ）dɑ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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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請把詞語裏劃線的字跟相對的拼音用線連起來。

    dɑng          dɑng          dɑng

當然 當作 擋風 檔案 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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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ɑng       dɑng       dɑng

當然 當作 擋風 檔案 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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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拼音填在括號裏。

1. 倒閉、打倒、倒霉

倒（ ）：從豎立變成橫躺、失敗

2. 倒茶、倒灌、倒影、倒數第一

倒（ ）：相反方向

        dɑo          d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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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倒閉、打倒、倒霉

倒dɑo：從豎立變成橫躺、失敗

2. 倒茶、倒灌、倒影、倒數第一

倒dɑo：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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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讀出下面的詞語，為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

填在括號裏。

1. 提高水平（ ）

2. 提防跌倒（ ）

3. 修築堤壩（ ）

        dī          t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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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水平（  tí   ）

2. 提防跌倒（  dī  ）

3. 修築堤壩（  d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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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

　　下面詞語中的「肚」字怎麼唸？請選出相應的拼音，

　　用線連起來。

豬肚子

肚子疼 dǔ
牽腸掛肚

肚皮 dù
爆肚兒

「肚dù」代表的意思是：（        ）
A. 供食用的動物的胃部

B. 腹部
49



豬肚子

肚子疼 dǔ
牽腸掛肚

肚皮 dù
爆肚兒 (北京小吃)

「肚dǔ」代表的意思是：（  A  ）

「肚dù」代表的意思是：（  B  ）
50



坊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圈起來。

1. 街坊
A. fɑng     B. fɑng     C. fɑng(輕聲)

2. 牌坊
A. fɑng     B. fɑng     C. fɑng(輕聲)

3. 工作坊
A. fɑng     B. fɑng     C. fɑng(輕聲)

　　你還能想到「坊」的其他詞語嗎（可以是地名）？

　　寫在下面，然後準確地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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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坊

A. fɑng     B. fɑng     C. fɑng(輕聲)

2.牌坊

A. fɑng     B. fɑng     C. fɑng(輕聲)

3.工作坊

A. fɑng     B. fɑng     C. fɑng(輕聲)

詞語：書坊(fɑng)、太古坊(fɑng)、蘭桂坊(fɑng)、
磨坊(fɑ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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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

　　你知道「脂肪」的「肪」怎麼唸嗎？圈出它的同音字。

方 房 仿 放 防 芳

　　確定「脂肪」的讀音後，請準確地讀出下面的句子：

　　脂肪成分高的食物，對身體有害，老年人

　　特別要注意，儘量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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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zhī fɑng

方      房 仿 放 防 芳

脂肪 (zhī fɑng)成分高的食物，對身體有害，

　　老年人特別要注意，儘量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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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縫」字怎麼唸嗎？試唸一唸。

1. 我不小心扯破了校服的袖口，媽媽正在幫我

縫補。

2. 雨水淅淅瀝瀝地落下，在街道的縫隙中溜走。

3. 這幅畫是修補過的，但是看起來卻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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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不小心扯破了校服的袖口，媽媽正在幫我

縫補（féng bǔ）。

2. 雨水淅淅瀝瀝地落下，在街道的縫隙（fèng xì）

中溜走。

3. 這幅畫是修補過的，但是看起來卻天衣無縫

（tiɑn yī wú fèng）。

56



胳

　　請為下面的詞語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圈起來。

1. 胳膊
A. gē bei     B. gē bi     C. gē bo

2. 胳臂
A. gē bei     B. gē bi     C. gē bo

　　請把下面的句子準確地讀出來：

　　叔叔的兩隻胳膊又粗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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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胳膊
A. gē bei     B. gē bi     C. gē bo

2.胳臂
A. gē bei     B. gē bi     C. gē bo

*「胳膊」 跟「胳臂」意思相同，指肩膀以下，手腕以上的部分。

請把下面的句子準確地説出來：

     叔叔的兩隻胳膊（gē bo）又粗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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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你知道「骨骼」兩個字怎麼唸嗎？分別圈出它們的同音字。

骨：    姑 鼓 顧

骼：    格 各 落

　　確定「骨骼」的讀音後，請再寫出「骨」的其他詞語，

　　然後準確地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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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gǔ： 姑       鼓 顧

骼gé： 格       各 落

詞語：骨頭（gǔ tou）、骨幹（gǔ gɑn）、

骨折（gǔ zhé）、骨肉（gǔ ròu）、刺骨（cì gǔ）、 

粉身碎骨（fěn shēn suì g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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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鍋」和「窩」怎麼唸嗎？

　　試唸一唸。

1. 我們一家子圍着餐桌，吃了頓

熱氣騰騰的火鍋。

2. 天那麼冷，我們還是在暖和的

被窩裏多睡一會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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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一家子圍着餐桌，吃了頓熱氣騰騰的

火鍋（huǒ guō）。

2. 天那麼冷，我們還是在暖和的被窩（bèi wō）

裏多睡一會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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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 ✓ ）。

1. 他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全場喝彩。

喝彩 （        ）hē    （        ）hè
2. 媽媽要我把這碗湯全部喝掉。

喝掉 （        ）hē    （        ）h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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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喝彩（      ）hē    （ ✓ ）hè

2.喝掉（ ✓ ）hē    （     ）h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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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圈起來。

1.嚇唬
A. hè       B. kè       C. xiɑ

2.恐嚇
A. hè       B. kè       C. xiɑ

3.驚嚇
A. hè       B. kè       C. xiɑ

4.威嚇
A. hè       B. kè       C. xi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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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嚇唬
A. hè     B.kè     C.xiɑ

2.恐嚇
A. hè     B.kè     C.xiɑ

3.驚嚇
A. hè     B.kè     C.xiɑ

4.威嚇
A. hè     B.kè     C.xi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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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

　　請把詞語裏的「哄」字跟相對的拼音用線連起來。

        hōng      hǒng      hòng

哄騙 哄堂大笑 哄人 起哄

　　確定「哄」的讀音後，把詞語準確地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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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ōng      hǒng      hòng

哄騙 哄堂大笑 哄人 起哄

哄堂大笑       hōng tɑng dɑ xiɑo

哄騙               hǒng piɑn

哄人               hǒng rén 

起哄               qǐ h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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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會」字怎麼唸嗎？試唸一唸。

1. 我學了個很特別的煮豆腐的方法，待會兒教你。

2. 公司新來的會計是個很爽朗的小伙子。

3. 兩方經過多次會面才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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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學了個很特別的煮豆腐的方法，待會兒

（dɑi huìr）教你。

2. 公司新來的會計（kuɑi ji）是個很爽朗的小伙子。

3. 兩方經過多次會面（huì miɑn）才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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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拼音填在括號裏。

1. 晃蕩、晃悠悠、晃動

晃（        ）：搖動、擺動

2. 晃眼、一晃而過、晃了一下

晃（        ）：明亮、很快閃過

 huɑng    huɑ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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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晃蕩、晃悠悠、晃動

晃huɑng：搖動、擺動

2. 晃眼、一晃而過、晃了一下

晃huɑng：明亮、很快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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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

　　你知道「污穢」的「穢」怎麼唸嗎？圈出它的同音字。

位 惠 餵 繪 卉 煨

　　確定「污穢」的讀音後，請造一個句子，然後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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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穢」wū huì

位        惠 餵 繪 卉 煨

例句：語言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所以任何時候都

            不應該説污穢（wū huì）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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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悔/晦
　　下面句子裏劃線的字怎麼讀？請選擇正確的拼音，

把答案填在括號裏。

1. 不問也知道她心情不好，你看她一臉晦氣。

晦氣（        ）
2. 老師的教誨，我們都會銘記在心。

教誨（        ）
3. 他一時做錯了事，感到非常後悔。

後悔（        ）
        huǐ huì

　　你知道還有哪些字也讀上面兩個音嗎？請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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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晦氣（ huì ）

2. 教誨（ huì ）

3. 後悔（ huǐ ）

huǐ：毀

huì：慧、會、匯、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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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渾
　　你知道下面句子中的「混」和「渾」怎麼唸嗎？

　　試唸一唸。

1. 百貨公司盤點大減價，市民爭着搶購，

店裏一片混亂。

2. 喝了奶奶熬的雞湯，彤彤覺得渾身

暖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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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貨公司盤點大減價，市民爭着搶購，店裏一片

混亂（hùn luɑn）。

2. 喝了奶奶熬的雞湯，彤彤覺得渾身（hún shēn）

暖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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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

　　請為下面劃線的字選擇正確的拼音，把答案圈起來。

1. 豁免
A. huō      B. huò

2. 豁出去
A. huō      B. huò

3. 豁然開朗
A. huō      B. huò

　　確定「豁然開朗」的讀音後，請造一個句子，然後

　　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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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豁免

A. huō      B. huò

2. 豁出去 *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A. huō      B. huò

3. 豁然開朗

A. huō      B. huò

例句：聽了老師精闢的分析後，大家頓時豁然開朗

           （huò rɑn kɑi lɑ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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