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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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 244 − 389 =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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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以下哪一道算式的答案是最小的？
	 A. 888 − 612 B. 594 − 83 C. 575 − 273 D. 927 −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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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問法及所須運算一般較簡單，可直接寫出答案。

例 	 摺紙花每 6 朵一束，天穎原有摺紙花 3 束，她把她有 
的摺紙花改為每 3 朵一束，天穎現有摺紙花多少束？  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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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面的  內填上適當的邊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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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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q x 和 = 相拼的規律
句 j7 ✓  j- ✗；缺 qu$ ✓  q=$ ✗
選 xu@n ✓  x=@n ✗
俊 j7n ✓  j-n ✗

= 行韻母跟 j q x 相拼時， = 上兩點要省
略。

閱讀 「一」的變調
第一次 d_ y* c_ ✓  d_ y( c_ ✗
一些 y_ xi$ ✓  y* xi$ ✗
一旁 y_ p!ng ✓  y* p!ng ✗
一起 y_ q) ✓  y* q) ✗
一頁 y( y& ✓  y* y& ✗
聽一聽 t*ng yi t*ng ✓  t*ng y_ t*ng ✗

「一」作為序數詞或在詞末讀原調，在第
一、二、三聲前讀第四聲，在第四聲前
讀第二聲，在重疊的動詞中間讀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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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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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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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淆 k 和 h
喜「歡」（hu~n） 喜「寬」（ku~n）

h 發音時舌根靠近軟顎，留出窄縫，讓氣
流從中擠出，摩擦發音。 k 發音時口腔大
開，舌位放低，舌頭居中，嘴呈自然狀
態，並吐出較強的氣流。

說話 用詞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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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下

常識科

	 認識我們生活環境的特色

	 認識社區自然環境對人類生活的

影響

	 認識本地社區的特色（例如：歷

史名勝、自然環境、社區生活）

	 認識社區提供的商品、設施與服

務

	 認識本地社區的各行各業

	 學習在社區內與人溝通及和睦相

處

	 了解規則的重要性

	 認識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責任

一、看圖判斷題 10

二、配對題	 8

三、是非題	 6

四、選擇題 10

五、短答題 6

六、填充題 18

七、看圖辨別題 12

八、看圖選擇題 6

九、看圖分類題 6

十、問答題 6

十一、生活情境題 8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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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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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

2 B

English

A Fill in the Blanks Simple present tense 14

B Fill in the Blanks Adjectives 10

C Complete the Dialogue
Simple present tense: ‘yes / no’ 

questions
12

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Vocabulary: housework 10

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Vocabulary: 

• days of the week

• activities

18

F Fill in the Blanks
Tenses: simple present and 

present continuous
12

G Fill in the Boxes Punctuation 10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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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Answer keyEnglish Answer key

Test 1
A
1. live 2. go 3. plays

4. walks 5. buys

6. does not like / doesn’t like

7. cooks

B
1. honest 2. polite

3. helpful 4. hard-working

 untidy

5. ‘messy’ 解作「凌亂的」，Fiona表示 Bobby的書

桌很凌亂，因此答案是 ‘untidy’。

C
1. Does; make  2. she doesn’t

3. Do you know  4. I don’t

5. Do you help   Yes, I do.

6.  Simon表示他有幫父親忙洗菜，因此用肯定的回

應。

D
1. hangs up the washing

2. sweep the floor

3. waters the plants  

4. folds the clothes

5. feed the/our dog

E
1. have ice-skating lessons; Wednesdays

2. go to Brownies on Fridays

5.

6.

 has piano lessons on Tuesdays

 studies with his tutor on Mondays

3. & 4. 主語 Brian 是第三人稱單數 (third-person 

singular)， 因 此 ‘have’ 要 轉 為 ‘has’， 而 

‘study’ 要轉為 ‘studies’。

5. visit our uncle on Thursdays

6. go to church on Sundays

F
 are; doing  am waiting

1. & 2. 在街上遇到朋友，通常會問對方現在做

甚麼，因此這裏要用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來發問和回應。

3. is 4. studies

5.  Do; need 6. do not need / don’t need

7. does not do / doesn’t do

8. are; going

9. am going 10. teaches

11. Does; teach 12. enjoys

G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H
1. C    2. D    B   4. C

3. ‘outside’ 解作「在⋯⋯外面」。從四項活動的地點

(venue)中，可看到只有 Draw Under the Sun 於

青年中心旁的公園舉辦，因此答案是 B。

 Friday

5. ‘When’ 是詢問時間和日子的疑問詞，所以句子中 

‘every’ 後要填上日子。從 Computer Typing的日

期 (Date)中，可看到所有日子均是星期五，因此

答案是 ‘Friday’。

3.

4.

1.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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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芬芳 2. 驕傲 3. 美好
4. 困難 5. 悲傷 6. 清楚
7. 高大

二	 語氣詞辨識

1. 吧 2. 了 3. 呢
4. 啊 5. 的 6. 嗎

三	 擴寫句子

1. 汽車開上了長長的大橋。
2. 我蓋上了一張厚厚的被子。
3. 公園裏有很多光禿禿的大樹。
 我喜歡在安安靜靜的圖書館看書。

4.  細讀句子，找出當中的名詞，再思考提供的形容

詞適合描述句子中哪一個名詞，然後把它加入適

當位置，進行擴寫。

5. 路上有很多匆匆忙忙的行人。

四	 反義詞填充

1. 重 2. 慢 3. 軟
4. 進來 5. 開始 6. 飽

五	 標點符號運用

 媽媽唱了一首《茉莉花》哄我睡覺。

1.  書名號除了用於書名，也用於電影名、歌曲名等。

《茉莉花》是一首歌，因此要以書名號標出。

2. 哥哥問：「我可以去同學家玩耍嗎？」
3. 「這本《企鵝旅行記》很有趣，我可以借你看。」杰
明大方地說。

4. 我問：「老師，請問這個字怎麼讀？」
5. 爸爸對我說：「我帶你去博物館看展覽吧！」
6. 書店的店員說：「《電腦大冒險》是現在最受歡迎的
小說，十分適合兒童閱讀。」

4.

1.

六	 判斷

1. ✓  ✗ 3. ✓

2.  雖然句子中「十分」一詞重複出現，但在語句上只

是結構相似，隨後的字眼並不相同，因此不屬於

反復手法。

4. ✓ 5. ✗ 6. ✗
7. ✓

七	 同音字辨識

1. 冰 2. 兵 3. 鞋
4. 孩 5. 肉 6. 玉

八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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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句式「⋯⋯一⋯⋯就⋯⋯」，可知後半句緊接着

前半句發生。聯繫生活經驗，有些人在乘船時會

感到頭暈不適，可知答案是 A。

九	 閱讀理解

1. 馬上 2. 危險 3. C
4. C 5. 害蟲 6. D

十	 閱讀理解

1. B 2. D 3. C

測驗二

一	 不供詞填充

1. 飛 2. 吹  等

3.  要填上的動詞與人物「我」和「她」有關，並帶出

了她「沒來」的結果，可推想「等」是適當的動詞。

4. 吃 5. 撿╱拾 6. 洗
7. 畫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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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遠足 hiking (n.) 公眾泳灘 public beach (n.)

郊野公園 country park (n.) 海洋 ocean (n.)

緊急求助電話 emergency call (n.) 游泳 swim (v.)

小賣部 tuck shop (n.) 海岸公園 marine park (n.)

野生動物 wild animal (n.) 自然 nature (n.)

保護 protect (v.) 注意安全 be careful (phr.)

天氣 weather (n.) 特色 characteristic (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磁鐵 magnet (n.) 技術 technique (n.)

電筒 torch (n.) 發明 invention (n.)

流動電話 mobile phone (n.) 探測 detect (v.)

指南針 compass (n.) 改良 improve (v.)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香港 Hong Kong (n.) 社區 community (n.)

區域 district (n.) 山 mountain (n.)

九龍 Kowloon (n.) 方向 direction (n.)

新界 the New Territories (n.) 東方 east (n.)

香港島 Hong Kong Island (n.) 南方 south (n.)

設施 facility (n.) 西方 west (n.)

商場 shopping mall (n.) 北方 north (n.)

巴士站 bus stop (n.) 鄰居 neighbour (n.)

醫院 hospital (n.) 司機 driver (n.)

診所 clinic (n.) 侍應 waiter/ waitress (n.)

體育館 sports centre (n.) 醫生 doctor (n.)

電影院 cinema (n.) 警察 police (n.) 

社區中心 community centre (n.) 救生員 life guard (n.)

公園 park (n.) 郵差 postman (n.)

學校 school (n.) 消防員 fireman (n.)

公共圖書館 public library (n.) 護士 nurse (n.)

博物館 museum (n.) 大廈管理員 superintendent (n.)

四：社會與公民：社會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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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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使用一般現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
	 例 1 	 Mum washs the dishes every day.	 ✗

	 	 Mum washes the dishes every day.	 ✓
	 例 2 	 He does not makes the bed every day.	 ✗
	 	 He does not make the bed every day.	 ✓

一般現在式用來講述事實、習慣或現況，先辨識主語是否第三人稱單數 (third-person 
singular)，然後根據動詞字尾加 -s / -es或轉成 -ies。

句型	 主語
第三人稱單數以外 第三人稱單數
I You / They / We He / She / It

肯定句 主語 +
現在式 be am are is
現在式 have have have has
現在式動詞 read read reads

否定句
do / does + not +  
原形動詞

do not read do not read does not read

問句

Do / Does + 主語	+	
原形動詞

Do you/they/we read?
Yes, I/they/we do.

No, I/they/we don’t.

Does he/she/it read?
Yes, he/she/it does.

No, he/she/it doesn’t.
疑問詞	+ do / does +	
主語	+	原形動詞

What do you/they/we do?
What does he/she/ 

it do?

同學容易混淆一般現在式和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前者的動作是經
常發生，後者是在此刻進行中：
	 一般現在式	 	 現在進行式

I do revision every day.（我天天温習。） vs. I am doing revision now.	（我正在温習。）

‘wash’ 在第三人稱單數主語後
的轉法是加 -es。

‘not’ 後的動詞不變，因此用
‘make’。

• Simple present tense
• Adjectives
• Days of the week
• Telling the time

• Prepositions: at / on / in
• Gerunds
• Question words: What time / Which / Why /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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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中文科

2下

姓名： 　班級： （　　）　日期：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語文基礎

能力

形容詞 一、供詞填充 7

語氣詞 二、語氣詞辨識 6

疊詞 三、擴寫句子 10

反義詞 四、反義詞填充 6

引號、冒號、書名號 五、標點符號運用 12

反復句 六、判斷 7

同音字 七、同音字辨識 6

「……一……就……」句式 八、聯結句子 6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8

實用文一篇：慰問卡 十、閱讀理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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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形容詞，填在	 	上。

（7分，每題 1分）

1.  公園裏到處開滿鮮花，散發出一股  的花香。

2.  志良是一個  的人，總是看不起其他人。

3. 我和家人到郊外遊玩，度過了一個  的假日。

4.  這份功課沒有你想像中那麼 ，相信你能夠輕易
完成的！

5.  朋達弄丟了心愛的玩具，感到十分 。

6.  校規寫得很 ，學生不可以帶手提電話回校。

7.  叔叔身材十分 ，一舉手就能碰到天花板。
/7

二　語氣詞辨識	 圈出適當的語氣詞。（6分，每題 1分）

1. 老師，有同學在吵架，請您去阻止他們（吧 ╱ 嗎 ╱ 的）！

2. 弟弟沒有小心看路，結果跌倒（了 ╱ 呢 ╱ 啊）。

3.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你為甚麼送禮物給我（吧 ╱ 呢 ╱ 嗎）？

4. 這小鎮風景美麗，居民友善，真不錯（的 ╱ 了 ╱ 啊）！

5.  你不用說對不起，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故意（嗎 ╱ 的 ╱ 呢）。

6.  你家裏的小狗會咬人（嗎 ╱ 啊 ╱ 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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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2下

常識科 考試卷考試卷 限時：45分鐘

	 認識我們生活環境的特色

	 認識社區自然環境對人類生活的影

響

	 認識本地社區的特色

	 認識社區提供的商品、設施與服務

	 認識本地社區的各行各業

	 學習在社區內與人溝通及和睦相處

	 了解規則的重要性

	 認識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責任

	 認識著名的科學家及其貢獻

	 學習科學家和發明家的探究精神

	 認識國旗、國徽、國歌、首都、重

要城市及一些重要的國家日子

	 認識中華民族的起源和中華文化的

特色

	 認識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人物和

故事

	 認識一些重大的國家事件

一、看圖判斷題 10

二、配對題 4

三、是非題	 6

四、選擇題	 12

五、填表題 8

六、看圖辨別題 8

七、短答題 10

八、填充題 20

九、看圖分類題 6

十、問答題 6

十一、時事分析題 6

十二、課外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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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圖判斷題	 以下哪些是好鄰居的表現？是的，在	 	內加 ✓；

不是的，在	 	內加 ✗。（10分，每題 2分）

1.	 2.	 3.	

4.	 5.	

/10

二　配對題	 中國四大發明對後世有甚麼影響？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填在	 	內。（4分，每題 1分）

1.	 指南針 A. 方便書籍印刷。

2.	 火藥 B. 辨別方向，發展航海事業。

3.	 造紙術 C. 開闢土地、製造武器。

4.	 印刷術 D. 促進知識傳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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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芬芳	 2.	 驕傲	 3.	 美好
4.	 困難	 5.	 悲傷	 6.	 清楚
7.	 高大

二  語氣詞辨識

1.	 吧	 2.	 了	 3.	 呢
4.	 啊	 5.	 的	 6.	 嗎

三  擴寫句子

1.	 汽車開上了長長的大橋。
2.	 我蓋上了一張厚厚的被子。
3.	 公園裏有很多光禿禿的大樹。
	 我喜歡在安安靜靜的圖書館看書。

4.  細讀句子，找出當中的名詞，再思考提供的形容

詞適合描述句子中哪一個名詞，然後把它加入適

當位置，進行擴寫。

5.	 路上有很多匆匆忙忙的行人。

四  反義詞填充

1.	 重	 2.	 慢	 3.	 軟
4.	 進來	 5.	 開始	 6.	 飽

五  標點符號運用

	 媽媽唱了一首《茉莉花》哄我睡覺。

1.  書名號除了用於書名，也用於電影名、歌曲名等。

《茉莉花》是一首歌，因此要以書名號標出。

2.	 哥哥問：「我可以去同學家玩耍嗎？」
3.	「這本《企鵝旅行記》很有趣，我可以借你看。」杰
明大方地說。

4.	 我問：「老師，請問這個字怎麼讀？」
5.	 爸爸對我說：「我帶你去博物館看展覽吧！」
6.	 書店的店員說：「《電腦大冒險》是現在最受歡迎的
小說，十分適合兒童閱讀。」

4.

1.

六  判斷

1.	 ✓	 	 ✗	 3.	 ✓

2.  雖然句子中「十分」一詞重複出現，但在語句上只

是結構相似，隨後的字眼並不相同，因此不屬於

反復手法。

4.	 ✓	 5.	 ✗	 6.	 ✗
7.	 ✓

七  同音字辨識

1.	 冰	 2.	 兵	 3.	 鞋
4.	 孩	 5.	 肉	 6.	 玉

八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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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句式「⋯⋯一⋯⋯就⋯⋯」，可知後半句緊接着

前半句發生。聯繫生活經驗，有些人在乘船時會

感到頭暈不適，可知答案是 A。

九  閱讀理解

1.	 馬上	 2.	 危險	 3.	 C
4.	 C	 5.	 害蟲	 6.	 D

十  閱讀理解

1.	 B	 2.	 D	 3.	 C

測驗二

一  不供詞填充

1.	 飛	 2.	 吹	 	 等

3.  要填上的動詞與人物「我」和「她」有關，並帶出

了她「沒來」的結果，可推想「等」是適當的動詞。

4.	 吃	 5.	 撿╱拾	 6.	 洗
7.	 畫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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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 hiking (n.) 公眾泳灘 public beach (n.)

郊野公園 country park (n.) 海洋 ocean (n.)

緊急求助電話 emergency call (n.) 游泳 swim (v.)

小賣部 tuck shop (n.) 海岸公園 marine park (n.)

野生動物 wild animal (n.) 自然 nature (n.)

保護 protect (v.) 注意安全 be careful (phr.)

天氣 weather (n.) 特色 characteristic (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磁鐵 magnet (n.) 技術 technique (n.)

電筒 torch (n.) 發明 invention (n.)

流動電話 mobile phone (n.) 探測 detect (v.)

指南針 compass (n.) 改良 improve (v.)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香港 Hong Kong (n.) 社區 community (n.)

區域 district (n.) 山 mountain (n.)

九龍 Kowloon (n.) 方向 direction (n.)

新界 the New Territories (n.) 東方 east (n.)

香港島 Hong Kong Island (n.) 南方 south (n.)

設施 facility (n.) 西方 west (n.)

商場 shopping mall (n.) 北方 north (n.)

巴士站 bus stop (n.) 鄰居 neighbour (n.)

醫院 hospital (n.) 司機 driver (n.)

診所 clinic (n.) 侍應 waiter/ waitress (n.)

體育館 sports centre (n.) 醫生 doctor (n.)

電影院 cinema (n.) 警察 police (n.) 

社區中心 community centre (n.) 救生員 life guard (n.)

公園 park (n.) 郵差 postman (n.)

學校 school (n.) 消防員 fireman (n.)

公共圖書館 public library (n.) 護士 nurse (n.)

博物館 museum (n.) 大廈管理員 superintendent (n.)

四：社會與公民：社會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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