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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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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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組竹枝可拼出一個四邊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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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之後是哪一個月？ 	月一

	 注意答案欄提供的單位（或不提供單位），寫出適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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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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讀錯輕聲
媽媽 m~ ma ✓  m~ m~ ✗

輕聲字要讀得又輕又短。

混淆 z c s
足 z5 ✓  c5 ✗
冊 c& ✓  s& ✗
掃 s@o ✓  z@o ✗

z 發音時舌頭向前平伸，頂住門齒背，然後稍放鬆，
讓氣流從舌尖與門齒的窄縫間摩擦而出。 c 的發音
方法跟 z 相像，但吐出的氣流更強。 s 發音時舌尖
平伸，頂住門齒背，留一道窄縫，讓氣流從縫中擠
出來，摩擦而出。

混淆 j q x
機 j* ✓  q* ✗
汽 q_ ✓  x_ ✗
洗 x) ✓   j) ✗

j 發音時舌面前部抵住硬顎前部，軟顎上升，上下齒
對緊，使氣流從舌面與硬顎的間隙透出而成聲。 q
和 x 的發音方式和 j 接近，只是氣流比 j 更強。學生
可通過對讀練習，分辨不同。例：「j_ 計、 q_ 氣、
x_ 戲」和「j6 舉、 q6 取、 x6 許」。

混淆 zh ch sh
珠 zh4 ✓  ch4 ✗
察 ch! ✓  sh! ✗
書 sh4 ✓  zh4 ✗

zh 發音時翹起舌尖，頂住硬顎前端，阻塞氣流，然
後稍微放鬆發音。 ch 的發音方法跟 zh 相像，但吐
出的氣流較強。 sh 發音時翹起舌尖，接近硬顎，留
一道窄縫，讓氣流從縫中擠出來，摩擦發音。

說話 用詞出錯
奶奶 ✓ 嫲嫲 ✗
橡皮 ✓  擦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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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出錯
你「先走」  你「走先」 ✗

廣東話習慣把副詞「先」放在動詞後面，但普通話
要把「先」放在動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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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常識科

	 認識家庭的成員

	 理解個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及責任

	 學習與家人相處

	 認識中華文化的特色（例如：節

日的故事）

	 認識不同的文化羣體，並尊重不

同文化和生活方式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環保生活

習慣

一、看圖判斷題 10

二、配對題 10

三、填表題 12

四、是非題 6

五、填充題 18

六、短答題 8

七、選擇題 10

八、看圖配對題 8

九、問答題 6

十、生活情境題 8

十一、課外題 4

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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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nglish

1 B

A Fill in the Blanks Subject pronouns 6

B Fill in the Blanks Articles: a / an / the 12

C Fill in the Blanks Possessive adjectives 14

D Join the Sentences Connective: and 8

E Form the Questions Question words 16

F Complete the Sentences
 Modal: can

 Vocabulary: things in the park
16

G Label the Picture Vocabulary: clothes 14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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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 He 3. We

4. They 5. She  It

6.  這裏是指歌曲 (song)，而不是指 Kelly，因此用

‘It’。

B 
1. The 2. a 3. an

4. The  a 6. The

5.  如果只有 ‘egg’的話，就用 ‘an’，但 ‘egg’前有輔

音 (consonant)開首的字詞 ‘boiled’，因此用 ‘a’。

C 
1. your 2. my 3. their

4. Her 5. our 6. its

7. his

D 
1. The shirt is white and green.

2. Kelly likes dolls and robots.

3. Mr Lee is fat and short.  

 The bird and the cat are on the grass.

4.  兩句的主語連接在一起後成為複數 (plural)‘The 

bird and the cat’，因此要把 ‘is’轉為 ‘are’。

E 
1.  Who

2. What

3. How old is she?

4. What colour is it?

6.

5.

4.

5. What are their names?

6.  What colour are they?

F 
1. bench  2. swings

3. see a pond

4. see a see-saw   

 can see an ant

5. ‘ant’以母音 ‘a’開首，因此冠詞 (article) 用 ‘an’。

6. can see two slides

G 
1. shirt 2. jacket

3. T-shirt 4. socks

5. trousers 6. shorts

7. dress

H 
1. B 2. C  D 4. B

3.  第 7行中，Cathy把她的黃色帽子 (yellow hat)戴

在 Kelvin頭上，表示她把帽子送給 Kelvin，因此

答案是 D。

 purple

5.  第 5行中， ‘They’指 Cathy的新襯衣和半截裙，

而 ‘both’解作「同是」，因此可推斷出 Cathy的新

襯衣是紫色 (purple)。

 a yellow hat and a blue jacket

6.  第 6-7行中，Joe和 Cathy分別把藍色外套 (blue 

jacket)和黃色帽子送給 Kelvin，並於第 8行中表

示現在 Kelvin也有了新衣物，因此可推斷 Joe和

Cathy給 Kelvin的禮物便是他的新衣物。

5.

3.

5.

6.

English Answer keyEnglish Answer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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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詞義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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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子」可以與三個選項搭配，但由於句子是轉折

複句，所以答案只能選「小小的」。

四	 擬聲詞辨識

1. 哈哈 2. 呼呼  3. 噹噹
4. 吱吱 5. 汪汪 6. 隆隆

五	 標點符號運用

1. 今天的天氣真熱啊 ！

2. 快十時了 ，  哥哥還沒有起牀嗎 ？

3. 小花貓睡在窗邊 ，  享受冬日的陽光 。

4. 子樂 ，  我們一起去踢球好嗎 ？

5. 我愛吃西瓜 ，  弟弟愛吃蛋糕 ，  你愛吃甚麼呢 ？

6. 氣死我了 ！  弟弟竟然把我的圖書弄髒了 ！

六	 同音字辨識

1. 功 2. 名 3. 晴
4. 籃 5. 蛙 6. 聲
7. 商 8. 燈

七	 擴寫句子

1. 星期天，媽媽在商場購物。
2. 這個周末，樂樂在海灘游泳。
3. 我約了表姐下星期一去公園玩。

八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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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閱讀理解

1. 掛念 2. C 3. B
 C 5. D

4. 「我」因為很喜歡寄居蟹而想帶牠回家，但爸爸的

話令「我」想到寄居蟹也有自己的家和家人，所以

「我」才會把寄居蟹放回沙灘上。

6.

4.

十	 閱讀理解

1. B　 2. C  D

3.  便條與書信不同，不需要寫祝頌語和問候語，而

是要寫下發信時間，例如：即日上午七時。

考試卷

一	 供詞填充

1. 為甚麼  2. 哪裏  3. 多少、多少 
4. 誰   5. 甚麼  6. 誰、哪裏

二	 量詞辨識

1. C 2. B  A

3.  量詞「件」雖然常用於計算衣服，但不能用於裙

子，裙子的量詞是「條」。

4. B 5. A

三	 不供詞填充

1. 做   2. 看   3. 聽
 喝 5. 踢 6. 洗

4.  留意句子提到「我」想暖暖身體，因此不能任意使

用可配合「一杯熱牛奶」的動詞，例如「倒」，應

用最符合句子意思的「喝」。

7. 穿

四	 形近字辨識

1. 太   2. 文  3. 情
4. 跑 5. 糖 6. 土
7. 籃

五	 判斷

1. ✓   2. ✗  3. ✗
4. ✓ 5. ✗ 6. ✓

六	 續寫句子

1. 到操場玩耍 2. 彈鋼琴
3. 在聊天  快樂

4.  句子屬於排比句，續寫部分應符合前面的情緒，

不宜以和「驚奇」、「感動」意思相反的形容詞續

寫。

3.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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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木 wood (n.) 硬的 hard (adj.)

瓷 porcelain (n.) 軟的 soft (adj.)

玻璃 glass (n.) 易碎的 fragile (adj.)

布 cloth (n.) 防水的 waterproof (adj.)

塑膠 plastic (n.) 能源 energy (n.)

金屬 metal (n.) 光 light (n.)

皮革 leather (n.) 電力 electricity (n.)

紙 paper (n.) 節約能源 save energy (phr.)

地圖 map (n.) 植物 plant (n.)

公園 park (n.) 動物 animal (n.)

噴水池 fountain (n.) 生物 living thing (n.)

兒童遊樂場 playground (n.) 非生物 non-living thing (n.)

籃球場 basketball court (n.) 繁殖 reproduce (v.)

人工湖 artificial lake (n.) 顏色 color (n.)

長凳 bench (n.) 形狀 shape (n.)

圍欄 fence (n.) 分類 classify(v.)

用途 usage (n.) 雀鳥 bird (n.)

保護 protect (v.) 飛行 fly (v.)

毛髮 hair (n.) 羽毛 feather (n.)

殼 shell (n.) 翅膀 wing (n.)

常見的 common (adj.) 游動 swim (v.)

家 home (n.) 客廳 living room (n.)

家庭成員 family member (n.) 飯廳 dining room (n.)

清潔 clean (v.) 廚房 kitchen (n.)

家居安全 home safety (n.) 睡房 bedroom (n.)

意外 accident (n.) 浴室 bathroom (n.)

避免 avoid (v.) 煮食爐 stove (n.)

危險的 dangerous (adj.) 洗衣機 washing machine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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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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使用冠詞 (article)
	 例 1 	 I have the cat. A cat is black.	 ✗
  I have a cat. The cat is black.	 ✓
	 例 2 	 The bird is in a sky.	 ✗

  The bird is in the sky.	 ✓

先辨識名詞是否單數，然後找出名詞在前面有否提及過，以判斷用 ‘a / an / the’。

a

an

the

第一次提及
以輔音（a,	e,	i,	o,	u以外）開首

以母音（a,	e,	i,	o,	u）開首

世上只有一個

前面已提及過

單數名詞

複數名詞╱不可數名詞：初次提及不用加冠詞；前面已提及用 ‘the’

2.	 混淆主語代名詞 (subject pronoun)和所有格形容詞 (possessive adjective) 
	 例 	 I have a cat. It tail is long. ✗

  I have a cat. Its tail is long. ✓

先找出代名詞後有沒有名詞，來判斷用主語代名詞還是所有格形容詞。

主語代名詞：通常接動詞，不接名詞 I he she it you we they
所有格形容詞：必須接名詞 my his her its your our their

第一次提及 ‘cat’時用 ‘a’，之後
再提及時用 ‘the’。

世上只有一個天空 (sky)，因此用
‘the’。

‘tail’是名詞，前面應該用
所有格形容詞	‘Its’。

• Connective: and
• Articles: a / an / the
• Possessive adjectives
• Modal: can

• Prepositions: in / on / under
• There is / there are
•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 Question words: What colour / What / 

Where / How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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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1下

中文科

語文基礎

能力

名詞 一、供詞填充 5

人稱代詞「你」、「我」、

「她」、「他」
二、代詞辨識 4

動詞重疊 三、詞義辨識 5

冒號、引號、頓號 四、標點符號運用 13

反義詞 五、反義詞填充 8

形容詞重疊 六、擴寫句子 8

數詞 七、數詞辨識 8

「……就……」句式 八、續寫句子 9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5

實用文一篇：感謝卡 十、閱讀理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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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文科　測驗一　1−1



一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   上。（5分，每題 1分）

樹葉   禮貌   操場   故事   窗子

1. 媽媽常常教我們待人要有  。

2. 放學後，哥哥在   上踢球。

3. 很多   到了秋天就會變黃。

4. 爸爸每天晚上都給我講  。

5. 下雨了，快把   關上。
/5

二  代詞辨識  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4分，每題1分）

1. 我對明明說：「（    ）可以借圖書給我嗎？」
A. 我     B. 你     C. 他

2. 媽媽常常照顧我，我想畫一幅畫送給（    ）。
A. 你     B. 他     C. 她

3. 我爸爸是一位醫生，（    ）每天都要到診所上班。
A. 我     B. 你     C. 他

4. 你不要問我，（    ）甚麼都不知道。
A. 他     B. 你     C. 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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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常識科

1下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試卷考試卷 限時：45分鐘

	 認識家庭的成員

	 理解個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及責任

	 學習與家人相處

	 認識基本的個人衞生習慣和環境衞生

	 學習日常生活的基本安全措施（例

如：家居安全）

	 學習當面對安全問題時找尋協助的方

法

	 認識公園的設施和用途

	 認識生物的特徵

	 認識生物的簡單分類（例如：動物與

植物）

	 了解保護環境及節省資源的方法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環保生活習慣

	 認識常用的物料、它們的特性及用途

	 認識能量的來源及其在日常生活的用

途

	 認識中華文化的特色（例如：節日的

故事）

	 認識不同的文化羣體，並尊重不同文

化和生活方式

一、看圖判斷題 10

二、配對題 4

三、是非題 6

四、看圖選擇題 10

五、看圖分類題 6

六、短答題 10

七、填充題 20

八、選擇題 10

九、看圖配對題 6

十、問答題 8

十一、生活情境題 6

十二、時事題 4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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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圖判斷題	 以下哪些是愛護家人的表現？是的，在	 	內加

✓；不是的，在	 	內加 ✗。（10分，每題 2分）

3.

弟弟，明天比
賽要加油！

1. 2.

4. 5.

我要將這幅圖
畫送給媽媽！

爸爸，是時候吃藥了。

/10

二　配對題	 以下情況可能導致甚麼後果？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填在	 	內。（4分，每題 1分）

1. 插頭負荷過重 A. 滑倒

2. 浴室地上滿布積水 B. 小孩誤服中毒

3. 藥物亂放 C. 勒傷

4. 玩弄窗簾拉繩 D.	 起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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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禮貌	 2.	 操場	 3.	 樹葉
4.	 故事	 5.	 窗子

二  代詞辨識

1.	 B	 2.	 C	 3.	 C
4.	 C

三  詞義辨識

1.	 A	 	 B	 3.	 C

2.  句子指出哥哥要準備跑步比賽，所以選項 B最合

適。

4.	 B			 5.	 C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媽媽說	： 	「 	吃飯前要洗手。」

2.	 明天要帶中文書	、 	英文書	、 	數學書和普通話書。

3.	 市場裏有很多水果	 ： 	有草莓	 、 	蘋果	 、 	香蕉和
梨。

4.	 「 	你明天會去圖書館嗎？」 	以亮問。

5.	 弟弟說	： 	「 	我會做個好孩子。」

五  反義詞填充

1.	 少	 2.	 重	 3.	 短
4.	 早		 5.	 熱	 6.	 後面
7.	 容易	 8.	 開始

六  擴寫句子

1.	 姐姐有一雙圓圓的大眼睛。
2.	 我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真舒服。
3.	 微風輕輕地吹，葉子沙沙作響。
	 彎彎的月亮活像一艘小船。

4.  由於「月亮」不一定是「彎彎的」，只有彎月的時

候才會像小船，所以「彎彎的」只能用來修飾月

亮，不宜用來修飾小船。

2.

4.

七  數詞辨識

1.	 我在圖書館借了三本書。
2.	 池塘裏有四隻鴨子在游泳。
3.	 葉子上有一條毛毛蟲。
4.	 妹妹拿了兩個蘋果給媽媽。
5.	 這一本書是你的嗎？
6.	 我們全班有二十八人。
7.	 表哥今年十二歲。
8.	 美兒在這次數學考試中拿了一百分。

八  續寫句子

1.	 大哭起來。
2.	 馬上起牀。
3.	 開始工作。

九  閱讀理解

1.	 熱鬧	 2.	 B	 3.	 D
4.	 A	 5.	 C

十  閱讀理解

1.	 D　	 2.	 C	 	 B

3.  留意海文在這張卡的第一句便跟媽媽說「謝謝」，

然後列出媽媽所做的幾件令他感激的事情，可知

海文寫這張卡是為了感謝媽媽。

測驗二

一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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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供詞填充

1.	 金黃	 2.	 碧綠	 3.	 漆黑
4.	 鮮紅	 5.	 淡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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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wood (n.) 硬的 hard (adj.)

瓷 porcelain (n.) 軟的 soft (adj.)

玻璃 glass (n.) 易碎的 fragile (adj.)

布 cloth (n.) 防水的 waterproof (adj.)

塑膠 plastic (n.) 能源 energy (n.)

金屬 metal (n.) 光 light (n.)

皮革 leather (n.) 電力 electricity (n.)

紙 paper (n.) 節約能源 save energy (phr.)

地圖 map (n.) 植物 plant (n.)

公園 park (n.) 動物 animal (n.)

噴水池 fountain (n.) 生物 living thing (n.)

兒童遊樂場 playground (n.) 非生物 non-living thing (n.)

籃球場 basketball court (n.) 繁殖 reproduce (v.)

人工湖 artificial lake (n.) 顏色 color (n.)

長凳 bench (n.) 形狀 shape (n.)

圍欄 fence (n.) 分類 classify(v.)

用途 usage (n.) 雀鳥 bird (n.)

保護 protect (v.) 飛行 fly (v.)

毛髮 hair (n.) 羽毛 feather (n.)

殼 shell (n.) 翅膀 wing (n.)

常見的 common (adj.) 游動 swim (v.)

家 home (n.) 客廳 living room (n.)

家庭成員 family member (n.) 飯廳 dining room (n.)

清潔 clean (v.) 廚房 kitchen (n.)

家居安全 home safety (n.) 睡房 bedroom (n.)

意外 accident (n.) 浴室 bathroom (n.)

避免 avoid (v.) 煮食爐 stove (n.)

危險的 dangerous (adj.) 洗衣機 washing machine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教圖100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一下） 常識詞彙學英文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