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特色

升 Level學習攻略

橫式題：只要求寫出答案，用以考核同學的運算能力。
直式題：要求列出中間的步驟，測試同學對整個運算過程的理解及熟練度。

例 	 94 − 24 − 29 = 41

細心閱讀題目中的字眼，選出正確選項：可能 / 不可能、最大 / 最小、不相同等

例  以下哪一項算式的結果與「543 + 321」的結果最接近？

	 A. 123 + 345 B. 550 + 330 C. 540 + 320 D. 500 + 300

 運用技巧可更快捷及準確地得出答案：刪除法（排除明顯錯誤的答案）、
估算法 （捨入算式中的數字簡化運算）、代入法（將選項逐一代入題目情
境驗算）等

題目問法及所須運算一般較簡單，可直接寫出答案。

例 	 右面的電子鐘顯示新聞報告開始
的時間。新聞報告全長 25 分鐘，
會在何時結束？ 午 時 分下 6 30

 注意答案欄提供的單位（或不提供單位），寫出適當的答案。

題目情境可能較詳細，問法變化較多，也可能有多於一個位置要填寫、排列、圈出或刪
去答案，同學一般要完全正確才可得分。

例  依照規律在空格內填上適當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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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Level學習攻略

範疇 常犯錯誤

拼寫 寫錯聲調
媽 m~ ✓  m# ✗
麻 m! ✓  m@ ✗
把 b@ ✓  b# ✗
爸 b# ✓  b~ ✗

熟記聲調口訣：
一聲高又平，
二聲往上揚，
三聲會拐彎兒，
四聲從高降。

寫錯聲調位置
快 ku#i ✓  kua_ ✗
多 du` ✓  d4o ✗
杯 b$i ✓  be* ✗
貴 gu_ ✓  g7i ✗
六 li7 ✓  l_u ✗

熟記標調口訣：
有 a 不放過，
沒 a 找 o 、 e ，
i 、 u 並列標在後。

閱讀 讀不準兒化韻
一會兒 y( hu_r ✓  y( hu_ %r ✗
一點兒 y_ di@nr ✓  y_ di@n %r ✗

讀兒化韻時，發出前一個音節後要馬上捲舌。

三聲連讀變調
雨傘 y5 s@n ✓  y6 s@n ✗
水餃 shu( ji@o ✓  shu) ji@o ✗

兩個三聲字連讀，前面的第三聲唸第二聲。

混淆 n 和 l
「你」（n)）好 ✓  「李」（l)）好 ✗

n 是鼻音，發音時舌頭頂住上齒齦，氣流從
鼻腔緩緩送出。

混淆 z c s 和 zh ch sh
五「歲」」（su_） vs 午「睡」（shu_）

「支持」（zh* ch(） vs 「字詞」（z_ c(）
「找」（zh@o）到 vs 「早」（z@o）到

z c s 是舌尖前音，發音時舌尖頂住上齒背。
zh ch sh 是舌尖後音，發音時舌尖翹起頂住
硬顎前端。學生可通過對讀練習，分辨不同。

混淆 j q x 和 z c s / zh ch sh
「西」（x*）瓜 vs 「絲」（s*）瓜
「張」（zh~ng）先生 vs 「江」（ji~ng）
先生

j q x 是舌面音，發音時舌面前部（注意不是
舌尖）抵住硬顎前部。學生可通過對讀練習，
分辨不同。

說話 用詞出錯
奶奶 ✓ 嫲嫲 ✗
橡皮 ✓ 擦膠 ✗

「謝」謝 ✓ 「多」謝 ✗
「逛」街 ✓ 「行」街 ✗
你叫甚麼「名字」？ ✓  
你叫甚麼「名」？ ✗

注意廣東話和普通話有些用詞和說法是不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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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常識科

2上

	 認識消化器官和與飲食相關的常

見疾病

	 認識均衡飲食和恆常運動對健康

的重要性	

	 了解食物衞生的重要性

	 認識生物的基本需要

	 學習生物簡單的分類

	 學習栽種植物和照顧小動物的方

法

一、看圖判斷題 16

二、是非題	 6

三、選擇題	 12

四、配對題 12

五、短答題 6

六、填充題 20

七、看圖分類題 12

八、問答題 6

九、生活情境題 6

十、課外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73 常識科　測驗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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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

2 A

English

A Complete the Dialogue Is there ...? 16

B Fill in the Blanks Ordinal numbers 14

C Complete the Sentences Must / mustn’t 12

D Fill in the Blanks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Vocabulary: food
16

E Complete the Dialogue
 ‘Yes / no’ questions

 Let’s
16

F Complete the Sentences Imperatives 12

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leaflet 14

Name:  Class:  (  ) Date: 

Question Type Language Focus Marks Your Marks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5 English Test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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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試卷根據教育局最新課程指引編寫，可配合各大出版社的課本使用。另參考名校
試卷考問模式，採用全面及多樣化的考核方式，鞏固同學的知識。

每科試卷按同學在各個學習階段出現的常犯錯誤和學習要點，提供答題時的注意事
項，有助提升應試技巧，讓同學更易考取優良成績。

參考最新課程指引及名校試卷設題1

每冊設有升 Level 學習攻略2

指出學習技能及

解題要訣

設有時限，提醒同學

控制答題時間。

各題型對應考核重點，訓練

同學多元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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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每冊包覽中英數常普測驗及考試卷。

試卷及答案頁可撕易用，方便家長按

子女學習階段使用。

按學習階段使用6

每冊備有各科測考的特殊題型，如中英文科加入閱讀理解和作文、常識科加入課外題
和時事分析題。為訓練同學聆聽能力，普通話科試卷更加入 QR code ，載有大量聆

聽題，方便同學隨時練習。

針對各年級的學習階段，提供不同範疇

重點詞彙，以中英對照方式，豐富同學

的英語詞彙。

按學科需要加入必考題型3

設有常識詞彙學英文5

每份試卷均設有多題挑戰題，附有特別標示 ，並在答案頁附詳盡解說，幫助同學

掌握答題要點。

特設挑戰題4

Test 1
A
1. Is there

2. there isn’t

3. Is there a playground?;
 there is

4. Is there a garden?;
 No, there isn’t.

 Is there an art room?;
 Yes, there is.5. ‘art room’ 的 ‘art’ 以母音（vowel）開首，因此用 

‘an’而不是 ‘a’。

B
1. third

2. the ground floor

3. the second floor

4. on the fourth floor

5. on the fifth floor

6. on the first floor

7. on the second floor

C
1. mustn’t throw

2. mustn’t climb

3. must keep

4. must sit

5. mustn’t eat

6. mustn’t write

5.

D
1. pear 2. peaches

3. mangoes  4. potatoes

5. sandwiches  6. cherries

7. bananas  8. strawberries

E
1. Are you  2. Do you

3. Let’s  4. Do you

5. I don’t 6. Are you

 I am  8. Let’s

7. 當問題以 ‘Are you’問及個人感覺時，要以 ‘I am’ 

回應，而不是 ‘you are’ 或 ‘I do’。

F
1. Line up 2. Don’t run

3. Don’t litter 4. Wait for your turn

5. Listen to 6. Don’t spit

G
1. D  2. C

3. D 4. C 

 four / 4 6. music room

5. 單 張 中 提 到 最 後 入 場 (last entry) 時 間 是

4:00 p.m.，即下午四時後不能進入學校。

 dance

7. ‘can’ 後要接動詞 (verb)，先找出在學校禮堂舉

辦的活動，再推測出會進行的動作。活動名稱為 

‘Dance Together’，因此可推測出 Fred可在禮堂

裏跳舞 (dance)。

7.

5.

7.

English Answer keyEnglish Answer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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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B 2. B 3. A
4. D 5. C

二	 看圖填字

1. 中間 2. 上面 3. 後面
4. 右面 5. 前面  對面

6. 句子提到志超和美儀正在玩蹺蹺板，而根據蹺蹺

板的玩法，他們需要面對面坐着。

三	 供詞填充

1. 我 2. 它 3. 牠
4. 他 5. 她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哥哥買了蛋糕 、  曲奇和蘋果批回來。

2. 小貓說 ：  「我會捉老鼠，有時也會捉小鳥。」

3. 爸爸匆匆忙忙地出門 ，  忘了帶雨傘。

 心怡對美欣說 ：  「我愛看繪本 、  漫畫和小說 

，  但我不愛看散文。」

4. 從「說」字和引號可知句子引述了心怡的話，所以

要在引號前運用冒號。話語中提到了幾個書本種

類，所以要在它們之間加上頓號。

五	 改寫句子

1. 幾個孩子像小鳥一樣吵個不停。
2. 學而游得像魚兒一樣快。
 姐姐穿上新衣服，像蝴蝶一樣好看。

3. 句子中有「新」和「好看」這兩個形容詞，而括號

內的事物「蝴蝶」一般都具有外形好看的特點，可

以推想應該以此來比喻姐姐好看的樣子。

6.

4.

3.

六	 不供詞填充

1. 為甚麼 2. 哪裏 3. 甚麼
4. 哪 5. 怎樣 / 怎麼樣 6. 為甚麼

七	 判斷

1. 被 2. ✗  被

3. 找出句子中的名詞「家星的畫冊」和「美兒」，辨

識兩者的關係，以決定這是不是「被」字句。

4. 被 5. ✗

八	 配對

1. D 2. F 3. A
4. B 5. C 6. E

九	 閱讀理解

1. 青翠 2. 破破爛爛
3. B ➔ D ➔ A ➔ C
4. C
5. （1）花瓣掉了 （2）可愛的小蓮蓬

十	 閱讀理解

1. D
2. （1）香江小學禮堂
 （2）二 （3）十八
 （4）十一時

測驗二

一	 供詞填充

1. 喚醒 2. 躺  散

3. 想像烏雲的形態，並聯繫後半句「應該不會下雨」

的線索，排除不適合描述烏雲的動詞，然後找出

表示烏雲消失的動詞「散」。

4. 洗澡 5. 搬 6. 送
7. 落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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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健康 health (n.) 蒸 steam (v.)

食物 food (n.) 炒 fry (v.)

營養 nutrition (n.) 烤 bake (v.)

均衡飲食 balanced diet (n.) 炸 deep fry (v.)

食物金字塔 food pyramid (n.) 生的 raw (adj.)

五穀類 grains (n.) 熟的 cooked (adj.)

蔬菜 vegetable (n.) 徹底煮熟 cook thoroughly (phr.)

魚 fish (n.) 新鮮的 fresh (adj.)

奶類製品 dairy product (n.) 過期的 expired (adj.)

鹽 salt (n.) 消化 digest (v.)

豆類 beans (n.) 口腔 mouth cavity (n.)

水果 fruit (n.) 食道 oesophagus (n.)

蛋 egg (n.) 胃 stomach (n.)

油 oil (n.) 小腸 small intestine (n.)

糖 sugar (n.) 大腸 large intestine (n.)

有益的 beneficial (adj.) 肛門 anus (n.)

壓力 stress (n.) 運動 exercise (n.)

尋求幫助 ask for help (phr.) 恆常的 regular (adj.)

休息 rest (n.) 熱身運動 warm-up exercise (n.)

受傷的 injured (adj.) 緩和運動 cool-down exercise (n.)

停止 stop (v.) 踏單車 cycling (n.)

餘暇活動 leisure activity (n.) 打籃球 playing basketball (phr.)

興趣 hobby (n.) 跳繩 skipping (n.)

推薦 recommend (v.) 游泳 swimming (n.)

玩具 toy (n.) 益處 benefit (n.)

收拾 tidy up (phr.) 抵抗力 immunity (n.)

衞生 hygiene (n.) 肌肉 muscle (n.)

沉迷的 addicted (adj.) 能力 ability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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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學習範疇分類，

方便整理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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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Level學習攻略

1.	 錯誤拼寫複數名詞 (plural noun)
	 例 	 There are three cherrys and two peachs. ✗

  There are three cherries and two peaches. ✓

大多數名詞後加 -s可轉為複數，但部分名詞根據字尾有不同轉法：

名詞字尾 轉法 例子
-s

加	-es

a bus  buses
-ch a peach  peaches
-sh a brush  brushes
-x a box  boxes

輔音 + -o 通常加	-es a potato  potatoes 
輔音 + -y 拿走 -y加 -ies a baby  babies

部分名詞還有其他轉法（如 a man  men），亦有些名詞的複數與單數同形（如 a fish  
some fish），學生要多留意字詞的變化。

2.	 錯誤回應 ‘yes / no’問句 (‘yes / no’ question) 
	 例 	 Are you happy? I am. ✗

  Are you happy? Yes, I am not. ✗

  Are you happy? Yes, I am. ✓

判斷用肯定還是否定的回應後，先回答 ‘Yes / No’，再配上對應的簡答：
肯定句：Yes, 主語 + am / is / are.
否定句：No, 主語 + am / is / are + not .

‘cherry’的複數是 ‘cherries’，而
‘peach’的的複數是 ‘peaches’。

要先回答 ‘Yes’，然後配上肯定的簡答。

‘Yes / No’後記得加逗號 (,)。

• ‘Yes / no’ questions: Is there … ?
• Ordinal numbers
• Imperatives: rules, ‘Let’s’
• Must / mustn’t
• ‘Yes / no’ questions: Are you … ? / 

Do you … ?

•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 Connectives: and / or
• Prepositions: by / in / on
• Question words: Where / How / What
• Simple present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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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中文科

2上

姓名： 　班級： （　　）　日期：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語文基礎

能力

名詞 一、詞義辨識 5

方位詞 二、看圖填字 12

人稱代詞 三、供詞填充 5

逗號、頓號、冒號 四、標點符號運用 6

明喻 五、改寫句子 9

疑問代詞 六、不供詞填充 12

「被」字句 七、判斷 5

「……一邊……一邊……」句式 八、配對 6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7

實用文一篇：邀請卡 十、閱讀理解 13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1 中文科　測驗一　1−1



一　詞義辨識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5分，每題 1分）

1.  駱駝是一種了不起的 ，不怕烈日和風沙。
A. 植物  B. 動物  C. 鳥兒  D. 昆蟲

2.  妹妹有着水汪汪的  和細細的眉毛。
A. 嘴脣  B. 眼睛  C. 長髮  D. 鼻子

3. 星期天，我和小美一起去  賞花。
A. 公園  B. 沙灘  C. 運動場 D. 圖書館

4.  這隻小花貓習慣了被人飼養，不願意回到  生活。
A. 動物園 B. 籠裏  C. 家中  D. 野外

5.  夏天時，孩子們愛躲在  下乘涼。
A. 球場  B. 草地  C. 大樹  D. 課室

/5

二　看圖填字  在   上填上適當的方位詞。（12分，每題 2分）

1. 滑梯在公園的 。

2. 小美坐在秋千  玩耍。

3. 有兩個人在滑梯  打
排球。

4. 蹺蹺板在秋千  。

5. 小莉在滑梯  的空地上跳繩。

 志超和美儀一起玩蹺蹺板，志超坐在美儀的 。

/12

6.

HK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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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常識科

2上

考試卷考試卷 限時：45分鐘

	 認識消化器官和與飲食相關的常

見疾病

	 認識均衡飲食和恆常運動對健康

的重要性

	 了解食物衞生的重要性

	 認識生物的基本需要

	 學習生物簡單的分類

	 學習栽種植物和照顧小動物的方

法

	 認識日與夜的特徵、現象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認識日與夜的規律

	 認識自己的興趣和餘暇活動的種

類

	 學習編排每天的作息時間

	 認識玩具的種類、益處和運作方

法

	 認識力的作用和磁鐵的特性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環保的習

慣

一、看圖判斷題 8

二、看圖配對題 8

三、是非題	 6

四、選擇題	 12

五、排序題 10

六、連線題 10

七、短答題 8

八、填充題 20

九、生活情境題 8

十、時事分析題 6

十一、課外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89 常識科　考試卷　3−1



一　看圖判斷題	 以下哪些食物需在購買後放進雪櫃？需要的，在	

	內加 ✓；不需要的，在	 	內加 ✗。（8分，每題2分）

	 	 2. 

3. 	 4. 

/8

二　看圖配對題	 我們應該怎樣照顧動物？把正確答案填在	 	

上。（8分，每題 2分）

空氣流通	 	 餵飼	 	 玩耍	 	 獸醫

									

帶牠去看	 	牠

1.	 2.	

陪牠	

3.	 4.	

把牠安置在	
的地方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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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B	 2.	 B	 3.	 A
4.	 D	 5.	 C

二  看圖填字

1.	 中間	 2.	 上面	 3.	 後面
4.	 右面	 5.	 前面	 	 對面

6. 句子提到志超和美儀正在玩蹺蹺板，而根據蹺蹺

板的玩法，他們需要面對面坐着。

三  供詞填充

1.	 我	 2.	 它	 3.	 牠
4.	 他	 5.	 她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哥哥買了蛋糕	、 	曲奇和蘋果批回來。

2.	 小貓說	： 	「我會捉老鼠，有時也會捉小鳥。」

3.	 爸爸匆匆忙忙地出門	， 	忘了帶雨傘。

	 心怡對美欣說	 ： 	「我愛看繪本	 、 	漫畫和小說	

， 	但我不愛看散文。」

4. 從「說」字和引號可知句子引述了心怡的話，所以

要在引號前運用冒號。話語中提到了幾個書本種

類，所以要在它們之間加上頓號。

五  改寫句子

1.	 幾個孩子像小鳥一樣吵個不停。
2.	 學而游得像魚兒一樣快。
	 姐姐穿上新衣服，像蝴蝶一樣好看。

3. 句子中有「新」和「好看」這兩個形容詞，而括號

內的事物「蝴蝶」一般都具有外形好看的特點，可

以推想應該以此來比喻姐姐好看的樣子。

6.

4.

3.

六  不供詞填充

1.	 為甚麼	 2.	 哪裏	 3.	 甚麼
4.	 哪	 5.	 怎樣	/	怎麼樣	 6.	 為甚麼

七  判斷

1.	 被	 2.	 ✗	 	 被

3. 找出句子中的名詞「家星的畫冊」和「美兒」，辨

識兩者的關係，以決定這是不是「被」字句。

4.	 被	 5.	 ✗

八  配對

1.	 D	 2.	 F	 3.	 A
4.	 B	 5.	 C	 6.	 E

九  閱讀理解

1.	 青翠	 2.	 破破爛爛
3.	 B	➔	D	➔	A	➔	C
4.	 C
5.	（1）花瓣掉了	（2）可愛的小蓮蓬

十  閱讀理解

1.	 D
2.	（1）香江小學禮堂
	 （2）二	 （3）十八
	 （4）十一時

測驗二

一  供詞填充

1.	 喚醒	 2.	 躺	 	 散

3. 想像烏雲的形態，並聯繫後半句「應該不會下雨」

的線索，排除不適合描述烏雲的動詞，然後找出

表示烏雲消失的動詞「散」。

4.	 洗澡	 5.	 搬	 6.	 送
7.	 落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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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health (n.) 蒸 steam (v.)

食物 food (n.) 炒 fry (v.)

營養 nutrition (n.) 烤 bake (v.)

均衡飲食 balanced diet (n.) 炸 deep fry (v.)

食物金字塔 food pyramid (n.) 生的 raw (adj.)

五穀類 grains (n.) 熟的 cooked (adj.)

蔬菜 vegetable (n.) 徹底煮熟 cook thoroughly (phr.)

魚 fish (n.) 新鮮的 fresh (adj.)

奶類製品 dairy product (n.) 過期的 expired (adj.)

鹽 salt (n.) 消化 digest (v.)

豆類 beans (n.) 口腔 mouth cavity (n.)

水果 fruit (n.) 食道 oesophagus (n.)

蛋 egg (n.) 胃 stomach (n.)

油 oil (n.) 小腸 small intestine (n.)

糖 sugar (n.) 大腸 large intestine (n.)

有益的 beneficial (adj.) 肛門 anus (n.)

壓力 stress (n.) 運動 exercise (n.)

尋求幫助 ask for help (phr.) 恆常的 regular (adj.)

休息 rest (n.) 熱身運動 warm-up exercise (n.)

受傷的 injured (adj.) 緩和運動 cool-down exercise (n.)

停止 stop (v.) 踏單車 cycling (n.)

餘暇活動 leisure activity (n.) 打籃球 playing basketball (phr.)

興趣 hobby (n.) 跳繩 skipping (n.)

推薦 recommend (v.) 游泳 swimming (n.)

玩具 toy (n.) 益處 benefit (n.)

收拾 tidy up (phr.) 抵抗力 immunity (n.)

衞生 hygiene (n.) 肌肉 muscle (n.)

沉迷的 addicted (adj.) 能力 ability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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