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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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 22 =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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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道算式的結果與「6.53 × 4.9」的相同？

	 A. 0.653 × 0.49   B. 0.653 × 4.9
 C. 65.3 × 0.49   D. 65.3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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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旅遊巴士可載 q 人，比大型旅遊巴士少 15 人， 
旅行社租用了大型旅遊巴士 13 輛，共可載多少人？   人13(q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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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  或  橫向切開後，可以得出六角形的截面。六角柱 六角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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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Level學習攻略

範疇 常犯錯誤

拼寫 混淆一、四聲╱二、三聲
今 j*n vs 近 j_n 
杯 b$i vs 被 b&i
游 y1u vs 有 y2u
跑 p@o vs 袍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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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淆 z c s 和 zh ch sh
綜合 z`ng h% vs 中和 zh`ng h%
粗菜 c4 c#i vs 出差 ch4 ch~i
散心 s#n x*n vs 善心 sh#n x*n

z c s 是舌尖前音，發音時舌尖平伸，用舌尖抵
住上排齒背，再發音。 zh ch sh 是舌尖後音，
發音時舌尖翹起頂住硬顎前端。

混淆 in =n uen
新生 x*n sh$ng
詢問 x5n w&n
温馨 w$n x*n

in =n uen 的差異主要體現在 n 前面的元音：in
嘴形始終保持扁扁的形狀；=n 要把雙脣撮出小
圓圈的形狀；uen 嘴形由圓變扁。

三聲連讀變調
雨傘 y5 s@n ✓  y6 s@n ✗
水彩筆 shu( c!i b) ✓   
shu) c!i b) ✗
小老鼠 xi@o l!o sh6 ✓   
xi!o l!o sh6 ✗

兩個三聲字連讀，前面的第三聲唸第二聲。三
個三聲字相連時，如果前兩個字關係較緊密，
前兩個字變調讀第二聲。如果後兩個字關係較
緊密，只有第二個字變調讀第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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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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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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總分：	 /100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認識神經系統及器官的功能

	 認識泌尿系統及器官的功能

	 了解吸食毒品、濫用物質對個人、

家庭和社會的影響

	 學習拒絕賭博、吸毒、抽煙、飲

酒的要求

	 認識推廣╱維持社區健康的活動

一、看圖辨別題 20

二、看圖配對題 4

三、配對題 6

四、看圖分類題 8

五、判斷修正題 8

六、填充題 16

七、短答題 8

八、選擇題 10

九、生活情境題 8

十、問答題 8

十一、課外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常識科 總分：	 /100

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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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

5 B

English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Complete the Steps

 Connectives: first / then / 

next / after that / finally

 Imperatives

12

B Fill in the Blanks Made of / used for 10

C Fill in the Blanks Tenses: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12

D Fill in the Blanks
Connectives: so / because / 

although / but
14

E  Fill in the Blanks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14

F Fill in the Blanks ‘Wh-’ questions 12

G Complete the Questions ‘How’ questions 10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recipe 16

Question Type Language Focus Marks Your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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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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paint

2. Then / After that / Next; cut

3. Then / After that / Next; decorate

4. Then / After that / Next; make

5. Then / After that / Next; stick

6. Finally; put

B
1. used for 2. made of

3. made of 4. used for

5. made of

C
1. did not come / didn’t come

2. had  are  4. go

3. ‘still’ 解作「仍然」，表示 Roger 和 Peter 現在仍

是互相生氣，因此用一般現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

5. chose  6. felt

7. said  8. thought

9. have not talked / haven’t talked

10. have not quarrelled / haven’t quarrelled

 do not know / don’t know 

11.  ‘now’提示了時態是現在，而 ‘know’是狀態動

詞，不會有 -ing進行式，因此用一般現在式。

12. Will; be

D
1. because 2. so 3. Although     

4. because 5. so 6. but

7. Although

3.

11.

E
1. to decorate 2. fill

3. to make  use / using 

4. ‘see’後面的動詞 ‘use’可以使用不帶 ‘to’的不定式

(bare infinitive)，即 ‘use’，指看到整個過程；也可

使用動名詞 (gerund)，即 ‘using’，指看到正在做

某件事。

5. sitting 6. hang 7. Doing

F
1. Where  What 3. Which

2.  ‘What is the matter’用作問人怎麼了。

4. When 5. Why 6. Who

G
1. How do you go

2. How far is it

3. How long does it take

4. How far is it

5. How long does it take

H
1. C 2. C 3. B

4. A 

5. It takes three minutes to cook the pork and 

vegetables.

 He needs one onion to make two sausage 

rolls.

6. 食譜中的材料是一條香腸卷所需的份量，需要半個

洋蔥 (1/2 onion)，因此兩條香腸卷便需要一個洋蔥。

7. He can eat the sausage roll with ketchup.

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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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疊詞辨識

1. 黃澄澄  斯斯文文 3. 亮晶晶

2.  留意「斯文」這個形容詞只能採取 AABB式變作

疊詞，如採取 ABB式或 ABAB式，則是錯誤的。

4. 黑漆漆 5. 嚐一嚐 6. 蹦蹦跳跳
7. 噹噹

二	 判斷

1. ✓  2. ✗  3. ✓  4. ✓  5. ✗
6. ✓  7. ✗

三	 供字填充

1. 艘、道  趟 3. 場

2.  句子表達了「我」多次前往超市的意思。留意句中

的動詞「跑」一般與動量詞「趟」配搭使用，所以

應填上「趟」而不是「次」。

4. 眼 5. 句、次 6. 株、張

四	 改寫句子

1. 爸爸的指導就像一盞明燈，引領我面對未來的挑戰。
2. 在街上走了一會，我的手就像冰塊一樣冷。
 他好像一隻百靈鳥，歌聲婉轉而優美。

3.  句子以「百靈鳥」來比喻「他」，在句中加上喻詞

如「像」、「彷彿」，便可把句子改為明喻句。

4. 姐姐變成了一個小老師，認真地給我講解課文。
5. 電腦成了一隻蜜蜂，發出「嗡嗡」的怪聲。

五	 修辭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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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標點符號運用

　　《三國志》是古人陳壽的歷史著作，記錄了魏國、
蜀國和吳國這三個國家的歷史。後來，作家羅貫中以
這部史書為藍本寫出「四大名著」之一 ─《三國演義》
（全名《三國志通俗演義》），而這又激發後世創作出更
多新作品，包括戲曲、漫畫、電視劇⋯⋯一部歷史著
作竟然帶來了這麼多創作靈感，真令人意想不到啊！

2.

2.

3.

七	 供詞造句

1.  每天早上，爺爺不是到街上散步，就是到公園耍太
極。

2.  弟弟犯錯時，不是找藉口推搪責任，就是說謊隱瞞
過失。

3.  這家商店不是派發優惠券，就是舉辦促銷活動，所
以經常客似雲來。

八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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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閱讀理解

1. 包羅萬有 2. 高不可攀 3. C
4. A 5. B 6. C
7. 劇院給觀眾派發介紹歌劇主要情節的場刊；劇院在
歌劇演出時同步提供字幕。

十	 閱讀理解

1. B 2. C
3.  多做運動，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測驗二

一	 供詞填充

1. 嘟嘟 2. 砰 3. 哇哇
4. 喔喔 5. 滴滴答答

二	 不供詞填充

1. 牠們 2. 它 3. 她
4. 你 5. 他  他們

6.  老師要找的是美慧和偉權，可知應填上複數的第

三人稱。留意所指的對象有男有女，因此在指稱

時要統一使用「他們」而非「她們」。

三	 改寫句子

1. 聽完老師的話，沒有一個同學不明白課文的意思。
2. 那個遊樂場設施豐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去那裏玩
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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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宇宙 Universe (n.) 水星 Mercury (n.)

太空 space (n.) 金星 Venus (n.)

銀河系 the Milky Way (n.) 火星 Mars (n.)

太陽系 solar system (n.) 木星 Jupiter (n.)

地球 Earth (n.) 土星 Saturn (n.)

南半球 southern hemisphere (n.) 天王星 Uranus (n.)

北半球 northern hemisphere (n.) 海王星 Neptune (n.)

旋轉 rotate (v.) 探索 explore (v.)

時區 time zone (n.) 人造衞星 satellite (n.)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神經系統 nervous system (n.) 吸煙 smoking (n.)

循環系統 circulatory system (n.) 上癮的 addicted (adj.)

消化系統 digestive system (n.) 焦油 tar (n.)

泌尿系統 urinary system (n.) 尼古丁 nicotine (n.)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n.) 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n.)

組織 tissue (n.) 規管 regulate (v.)

骨骼 bone (n.) 法例 legislation (n.)

腦 brain (n.) 酒精 alcohol (n.)

神經 nerve (n.) 酗酒 excessive drinking (n.)

脊髓 spinal cord (n.) 酒後駕駛 drunk driving (n.)

信息 message (n.) 嘔吐 vomit (v.)

協調 coordination (n.) 抑鬱的 depressed (adj.)

思考 thinking (n.) 焦慮 anxiety (n.)

痛楚 pain (n.) 吸毒 drug abuse (n.)

反射動作 reflex action (n.) 好奇心 curiosity (n.)

記憶 memory (n.) 朋輩 peer (n.)

動作 movement/action (n.) 中風 stroke (n.)

姿勢 posture (n.) 心臟病 heart disease (n.)

汗水 sweat (n.) 癌症 cancer (n.)

尿液 urine (n.) 教育 education (n.)

血液 blood (n.) 拒絕 refuse/reject (v.)

腎 kidney (n.) 宣傳 promote (v.)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五下） 常識詞彙學英文129

按學習範疇分類，

方便整理所學。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五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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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淆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和過去進行式 (past continuous tense)	
	 例 	 We were having dinner when the phone was ringing. ✗
  We were having dinner when the phone rang. ✓

過去進行式用於講述在過去持續進行的動作，以 ‘was / were’ + -ing動詞組成。

句型 例子

肯定句
主語 + was / were +  

-ing動詞
I/He/She/It was reading.
You/They/We were reading.

否定句
主語 + was / were + not + 

-ing動詞
I/He/She/It was not reading.
You/They/We were not reading.

問句

Was / Were + 主語 + 
-ing動詞

Was he/she/it reading?
Yes, he/she/it was./No,  he/she/it wasn’t.
Were you/they reading?
Yes, I was./No, I wasn’t. or
Yes, we/they were./No, we/they weren’t.

疑問詞 + was / were + 
主語 + -ing動詞

What was he/she/it doing?
What were you/they doing?

‘when’通常用於將一直進行的較長動作和途中插入的較短動作連結起來，較長的動作用
過去進行式，較短的動作用一般過去式。

I was sleeping  when  my brother broke the vase.
	 （一直進行的較長動作）	 （途中插入的較短動作）

‘while’用於將兩個同時發生的動作連結起來，兩個動作都使用過去進行式。
I was sleeping  while  my brother was watching TV.

	 																									（兩個同時進行的動作）

「電話響起」是較短
的動作，因此用一
般過去式。

• Connectives: first / then / next / 
after that / finally

• Imperatives: steps
• Made of / used for
• Connectives: so / because / 

although / but

• ‘How’ questions
• Connectives: when / while
• Simple past tens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 Reflexive pronouns
• Indirect speech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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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

中文科 總分：� /100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語文基礎

能力

疊詞 一、疊詞辨識 7

歎詞 二、判斷 7

動量詞、物量詞 三、供字填充 9

明喻句、暗喻句 四、改寫句子 10

對偶、對比、排比 五、修辭辨識 5

破折號、書名號、省略號、

括號
六、標點符號運用 10

「……不是……就是……」句式 七、供詞造句 6

「……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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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辭 十、閱讀理解 12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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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詞辨識 	 圈出正確的答案。（7分，每題 1分）

1.  我們滿以為能在寶箱裏找到（ 黃黃澄 ╱ 黃澄澄 ╱ 黃黃澄澄 ）的金幣，誰知
道裏面只有一些古老的羊皮紙卷。

 別看浩然平時（ 斯文文 ╱ 斯文斯文 ╱ 斯斯文文 ）的，他其實是跆拳道高手，
在道場上幾乎沒有對手呢！

3.  經過一整天的大掃除，家中的雜物都被整理好，每一扇窗戶都被擦得（ 亮晶
晶 ╱ 亮晶亮晶 ╱ 亮亮晶晶 ）的，家具上沒有半點塵埃。

4.  我在山間露營，看見那（ 紅彤彤 ╱ 藍盈盈 ╱ 黑漆漆 ）的天空中閃爍着無數
的星星，感動極了。

5.  這是我第一次學做餃子，請你們幫忙（ 做一做 ╱ 嚐了嚐 ╱ 嚐一嚐 ）餃子的
味道，給我一些改善的建議。

6.  我的表妹十分活潑，整天（ 蹦蹦跳跳 ╱ 慌慌張張 ╱ 來來去去 ），沒有靜下
來的一刻。

7.  走在街上，我聽見遠方的教堂傳來（ 噹噹 ╱ 叮鈴鈴 ╱ 滴滴答答 ）的悠揚鐘
聲，不禁駐足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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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判斷 	 以下句子的歎詞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不正確的打 ✗。	

	 （7分，每題 1分）

1.  哦，原來這件衣服是爸爸的，難怪尺寸這麼大。 

2.  唉，我是班上最擅長跳繩的人，可以連續跳三百下，誰都比不
上我呢！

3.  哎呀，這件衣服才剛洗乾淨，你怎麼又把它弄髒了？

4.  啊，維多利亞港的夜色是如此美麗，使人心醉！

5.  哈哈，我不但忘記帶課本，連筆盒也忘了帶，結果被老師責備
了一頓……

6.  哼，你只會做應聲蟲，老是附和別人，根本就沒有自己獨立的
思想！

7.  嗯，這家博物館不是在星期二休息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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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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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5下

數學科 考試卷考試卷

姓名： 　班級： （　　）　日期：

限時：45分鐘

圖形與空間

	 圓

	 立體的截面

	 立體圖形

數

	 小數乘法

	 分數除法及四則混合計算

代數

	 代數式和簡易方程

度量

	 體積

一、計算題 8

二、多項選擇題 20

三、短答題 22

四、填充題 32

五、列式計算題 12

六、高階思維題 6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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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完 ~

45.	 正方體積木邊長 10厘米，割去整個正方體的其中
1
4，餘下積木的體積是多少

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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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階思維題 	 完成下列各題。（6分，每題 3分）

下圖是一個正方形，以及一個圓心在正方形內、圓周在正方形外的最小的圓（圓 A）。	
另外，有一個圓心在正方形內、圓周在正方形內的最大的圓（圓 B），試想像它的
位置。（第 46 – 47題）

	

 正方形內任何兩點之間的距離，都比圓 *	A / B	 的  *	 長 / 短	。
（* 圈出答案）

 圓 *	A / B	 內任何兩點之間的距離，都比正方形的   *	 長 / 短	。	

（* 圈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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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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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疊詞辨識

1.	 黃澄澄	 	 斯斯文文	 3.	 亮晶晶

2.  留意「斯文」這個形容詞只能採取 AABB式變作

疊詞，如採取 ABB式或 ABAB式，則是錯誤的。

4.	 黑漆漆	 5.	 嚐一嚐	 6.	 蹦蹦跳跳
7.	 噹噹

二  判斷

1.	 ✓	 	 2.	 ✗	 	 3.	 ✓	 	 4.	 ✓	 	 5.	 ✗
6.	 ✓	 	 7.	 ✗

三  供字填充

1.	 艘、道	 	 趟	 3.	 場

2.  句子表達了「我」多次前往超市的意思。留意句中

的動詞「跑」一般與動量詞「趟」配搭使用，所以

應填上「趟」而不是「次」。

4.	 眼	 5.	 句、次	 6.	 株、張

四  改寫句子

1.	 爸爸的指導就像一盞明燈，引領我面對未來的挑戰。
2.	 在街上走了一會，我的手就像冰塊一樣冷。
	 他好像一隻百靈鳥，歌聲婉轉而優美。

3.  句子以「百靈鳥」來比喻「他」，在句中加上喻詞

如「像」、「彷彿」，便可把句子改為明喻句。

4.	 姐姐變成了一個小老師，認真地給我講解課文。
5.	 電腦成了一隻蜜蜂，發出「嗡嗡」的怪聲。

五  修辭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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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標點符號運用

　　《三國志》是古人陳壽的歷史著作，記錄了魏國、
蜀國和吳國這三個國家的歷史。後來，作家羅貫中以
這部史書為藍本寫出「四大名著」之一	─《三國演義》
（全名《三國志通俗演義》），而這又激發後世創作出更
多新作品，包括戲曲、漫畫、電視劇……一部歷史著
作竟然帶來了這麼多創作靈感，真令人意想不到啊！

2.

2.

3.

七  供詞造句

1.		 每天早上，爺爺不是到街上散步，就是到公園耍太
極。

2.		 弟弟犯錯時，不是找藉口推搪責任，就是說謊隱瞞
過失。

3.		 這家商店不是派發優惠券，就是舉辦促銷活動，所
以經常客似雲來。

八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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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閱讀理解

1.	 包羅萬有	 2.	 高不可攀	 3.	 C
4.	 A	 5.	 B	 6.	 C
7.	 劇院給觀眾派發介紹歌劇主要情節的場刊；劇院在
歌劇演出時同步提供字幕。

十  閱讀理解

1.	 B	 2.	 C
3.		 多做運動，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測驗二

一  供詞填充

1.	 嘟嘟	 2.	 砰	 3.	 哇哇
4.	 喔喔	 5.	 滴滴答答

二  不供詞填充

1.	 牠們	 2.	 它	 3.	 她
4.	 你	 5.	 他	 	 他們

6.  老師要找的是美慧和偉權，可知應填上複數的第

三人稱。留意所指的對象有男有女，因此在指稱

時要統一使用「他們」而非「她們」。

三  改寫句子

1.	 聽完老師的話，沒有一個同學不明白課文的意思。
2.	 那個遊樂場設施豐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去那裏玩
耍。

6.

教圖100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五下） 答案頁114



宇宙 Universe (n.) 水星 Mercury (n.)

太空 space (n.) 金星 Venus (n.)

銀河系 the Milky Way (n.) 火星 Mars (n.)

太陽系 solar system (n.) 木星 Jupiter (n.)

地球 Earth (n.) 土星 Saturn (n.)

南半球 southern hemisphere (n.) 天王星 Uranus (n.)

北半球 northern hemisphere (n.) 海王星 Neptune (n.)

旋轉 rotate (v.) 探索 explore (v.)

時區 time zone (n.) 人造衞星 satellite (n.)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神經系統 nervous system (n.) 吸煙 smoking (n.)

循環系統 circulatory system (n.) 上癮的 addicted (adj.)

消化系統 digestive system (n.) 焦油 tar (n.)

泌尿系統 urinary system (n.) 尼古丁 nicotine (n.)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n.) 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n.)

組織 tissue (n.) 規管 regulate (v.)

骨骼 bone (n.) 法例 legislation (n.)

腦 brain (n.) 酒精 alcohol (n.)

神經 nerve (n.) 酗酒 excessive drinking (n.)

脊髓 spinal cord (n.) 酒後駕駛 drunk driving (n.)

信息 message (n.) 嘔吐 vomit (v.)

協調 coordination (n.) 抑鬱的 depressed (adj.)

思考 thinking (n.) 焦慮 anxiety (n.)

痛楚 pain (n.) 吸毒 drug abuse (n.)

反射動作 reflex action (n.) 好奇心 curiosity (n.)

記憶 memory (n.) 朋輩 peer (n.)

動作 movement/action (n.) 中風 stroke (n.)

姿勢 posture (n.) 心臟病 heart disease (n.)

汗水 sweat (n.) 癌症 cancer (n.)

尿液 urine (n.) 教育 education (n.)

血液 blood (n.) 拒絕 refuse/reject (v.)

腎 kidney (n.) 宣傳 promote (v.)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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