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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練習 13
一、	依照例句，改寫句子。

例	妹妹問弟弟：「你的模型車完成了沒有？要不要我的幫忙？」

	 妹妹問弟弟他的模型車完成了沒有，要不要她的幫忙。
1.	卓朗對爸爸說：「我下課後要到圖書館借圖書，會晚一點回家。」

2.	心言對媽媽說：「我想買一本故事書作為聖誕禮物。」

	

例	子晴說，她明天要去運動場跑步。

	 子晴說：「我明天要去運動場跑步。」

3.	教練對子浩說她希望他在下次的比賽更加努力。

4.	媽媽生氣地問弟弟皮鞋怎會這麼快就破了。

	

二、	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下面是《閱報的好處》一文的文章要點，試把其中不適當的三項要點刪除，使文
章的內容更加切題。

	 （1）	 報紙的名稱	 （2）	 報紙的頁數
	 （3）	 閱報可以令人心情輕鬆	 （4）	 多閱報可以擴闊視野
	 （5）	 從閱報中可知世界大事	 （6）	 第一次購買報紙的經歷

	 A. 刪（1）、（5）、（6）  B. 刪（3）、（4）、（5）
	 C. 刪（2）、（4）、（6）	 	 D. 刪（1）、（2）、（6）	 	 （	 	 ）

2. 下面是《天星碼頭的轉變》一文的文章要點，試把其中不適當的三項要點刪除，
使文章的內容更加切題。

	 （1）	 天星碼頭的位置	 （2）	 舊天星碼頭的外觀
	 （3）	 人們不喜歡乘天星小輪	 （4）	 人們抗議改建天星碼頭
	 （5）	 新碼頭的設計過程	 （6）	 天星碼頭的新設施

	 A. 刪（1）、（4）、（5） 	 B. 刪（3）、（5）、（6） 
	 C. 刪（3）、（4）、（5）  D. 刪（2）、（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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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日期：

練習 14
一、	參考註釋，理解以下一段文言文，然後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答案。

	 	 晉	楊香年十四，常隨父豐往田間穫  粟。父為虎曳  去，時楊香手無
寸鐵，惟知  有父而不知有身 。踴躍  向前 ， 持  虎頸。虎亦靡然
而逝 ，父方得免於害。

節錄自《二十四孝� 虎救父》

穫：收割。
曳：拖去。
惟知：只知道。
有身：自己的安危。
踴躍：毅然。
向前：撲上。
 	持：緊握。 ，粵音「扼」，普通話讀 &。
靡然而逝：被擊倒而離開。

1.	楊香在十四歲時常常跟隨父親去田間	 	稻米。

2.	楊香眼見父親被老虎	 ，當時自己	 ，只知道父親有	
	而不理會自己的安危。

3.	楊香毅然撲上，緊握老虎的	 。

4.	老虎因為被擊倒而	 ，楊香父親才能得救。

二、	閱讀以下的文字，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有調查報告指，香港兒童的超重比率在十年間不斷上升，小學生的超
重比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不少父母都認為子女
白白胖胖才是健康的。在父母過度餵食下，導致兒童愈來愈肥胖，惡疾纏	
身─最小的糖尿病患者只有十歲，致病原因是攝取過多營養。報告還指出，
部分小童愛吃薯片、喝汽水和看電視，但甚少做運動─這就是典型的兒童
肥胖個案。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說明
A.	 香港兒童愈來愈重。
B.	 香港兒童的營養過多。
C.	 香港兒童超重的主要成因。
D.	 香港兒童很易患上糖尿病。

家明：「又要考試啦，我不想『出貓』，又害怕『肥佬』！」北京交流生：
「甚麼『貓』？甚麼『肥佬』？這些跟考試有甚麼關係？」明華：「我知
道我知道！『出貓』就是普通話中『作弊』的意思，『肥佬』就是『考試
不及格』的意思。」家明：「嘩！明華，你的普通話真的愈來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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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ate：

B. The children will go travell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summer holiday. Finish what 
they say with the words below.

Britain       France       Egypt       America       China       Australia

A.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passive voice.

e.g. People eat moon cakes at Mid-Autumn Festival. 

 Moon cakes are eaten at Mid-Autumn Festival.  

 1. People buy new clothes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2. People send Christmas cards to friends at Christmas.	

 3. People wear scary masks at Halloween.

	

‘Listen with half an ear’ means ‘not 
give one’s full attention’.
e.g. I listened with half an ear to 

Peter telling a boring story.

1. Maggie: I will go to  to visit the Tower Bridge.

2. Bill: I will go to  to visit the Great Wall.

4. Jason: I will go to  to visit the Statue of Liberty.

3. Tina: I will go to  to visit the pyramids.

Exerci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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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ate：

A. Circle the correct adjectives.

1. The man is (  timid  /  brave  ). 2. The girl is (  fierce  /  gentle  ).

 The woman is (  timid  /  brave  ).  The boy is (  fierce  /  gentle  ).

3. The plane is (  fast  /  slow  ). 4. The old man is  (  strong  /  weak  ).

 The ship is (  fast  /  slow  ).  The old lady is  (  strong  /  weak  ).

B. Describe the people in the pictures. Use the words in the boxes.

 as slow as as brave as

 as wise as as proud as
          

 a snail a lion

 an owl a peacock

1. The policeman is chasing the robbers.

 He is 

2. Grandpa cannot walk fast.

	

3. Mandy thinks she is the cleverest woman in the office.

	

Exercis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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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練習 9
一、	以下是電影院入場人士的年齡分佈。

	 兒童 160 人 					 男士 68 人 				 女士 132 人 					 長者 40 人 		

1.	兒童的入場人數佔全部人數的百分之幾？

	 答案︰ ﹪
2.	長者的入場人數佔全部人數的百分之幾？

	 答案︰ ﹪
3.	成人的入場人數佔全部人數的百分之幾？

	 答案︰ ﹪
4.	兒童入場人數佔成人及長者人數的百分之幾？（答案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

	 答案︰ ﹪

二、	以下是六年級 200 位同學最喜愛的服務崗位選舉，列式計算以下各題。

風紀 45﹪ 資訊服務生 13﹪

班長 24﹪ 圖書館服務生 ?﹪

1.	喜愛當風紀的有多少人？

	

2.	喜愛當圖書館服務生的有多少人？

	

3 個年齡不到 10 歲的小朋友
一起到公園玩耍，已知她們
的年齡的積是 90 ，那麼她們
年齡的和是多少？

14或16
。由於90 = 2 × 3 × 3 × 5 = 6 × 3 × 5 = 2 × 9 × 5，

所以6 + 3 + 5 = 14，2 + 9 + 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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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A 店：所有貨物一律九折 										 B 店：全店買三送一

	 C 店：買滿 5000 元即獲八折 					

1.	在 A 店購買 2 部空調，須付多少元？

	 答案︰須付 元。
2.	在 B 店購買洗衣機 4 部，須付多少元？

	 答案︰須付 元。
3.	在 C 店購買空調及洗衣機各 1 部，

可節省多少元？

	 答案︰可節省 元。

練習 10

二、	計算以下各題。

一、	計算以下物品的售價。

1.	 	 	 2.

	 答案︰ 元	 	 答案︰ 元

3.		 	 4.

	 答案︰ 元	 	 答案︰ 元

九折

七五折

10﹪off

Less70﹪

原價：$3540

原價：$3800

原價：$350

原價：$2150

原價：$530

原價：$2980

我的快樂暑假 （小六升中一） 45



日期：

常識

練習 2
一、	以下的工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哪一個機關負責？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

	 A. 行政機關 					 B. 立法機關 					 C. 司法機關

1. 審理案件	 （  ）	 2. 制定政策	（  ）

3. 監察行政機關的工作	（  ）	 4. 制定法律	（  ）

5. 解釋法律	 （  ）	 6. 執行政策	（  ）

「人大」的全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根據中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
切權力屬於人民。「人大」就是人
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人大」
代表的名額不會超過三千人。

二、	閱讀以下的剪報，然後回答問題。

1.	選管會主席認為是次的選舉安排怎樣？

2.	透過選舉的方式選出區議員有甚麼好處？

3.	在區議會選舉中，選民應履行甚麼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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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出人意料高

    香港特區第四屆區議會選舉今晨完成點票工作，412 個直選議席全部產生。特
區政府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主席馮驊表示，此次選舉的各項安排充分體現了
公開、公平和誠實的原則。此外，本屆區議會選舉前氣氛相對淡靜，但六、日的投
票率出乎意料地高，投票率為 41.4%，較 2007 年高 2.57 個百分點，投票人數接近
120 萬。

　　香港特區第四屆區議會共有 412 個直選議席，比上屆增加 7 席，扣除因選區
內無競爭對手而自動當選的 76 席外，共有 839 名候選人在本次選舉中競逐 336 個
議席。隨着選舉計票工作的完結， 412 個直選議席現已全部產生。

資料撮錄自 2011 年 11 月 7 日新聞報道



日期：

常識

日期：

練習 3
一、	遇到以下的情況，應採取哪一種急救方法？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1.	請圍觀者	 ，讓患者呼吸	 。

2.	讓患者	 ，抬高患者	 部，令
血液流向	 部。

3.	替患者解開衣領，幫助	 。

二、	哪種急救用品有以下的用途？急救箱要放在甚麼位置？在括號內填上正確的答案。

1.	 消毒

（																				）

	 2.	 固定敷料位置

（																				）

	 3.	 測量體温

（																				）

4.	 覆蓋小傷口

（																				）

	 5.	 覆蓋較大傷口

（																				）

	 6.	 清潔傷口

（																				）

7.	我應該放在一個（　　　　　　）而又容易看到的地方，
並且要定期檢查（　　　　　　）有沒有過期或欠缺。

4.	 	緊束傷處的物件。

5.	用	 	冷卻患處，拭乾水分後，用
	蓋好傷處。

6.	切勿	 ，以免受細菌感染。

7.	立即關閉	 ，切斷	 。

8.	用	 	把傷者與電源分隔。

9.	切勿直接	 	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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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天欣的文章讀起來感情真摰，文筆流暢，看似簡單，其實都是經過她苦心（	 	 ）
的。	
A. 經歷 B. 經驗 C. 經過 D. 經營

2.	心潔的學校環境清幽，林木處處，還有一個小農莊，真是（	 	 ）的「綠色校園」。
A. 名副其實 B. 眾志成城 C. 有名無實 D. 眾望所歸

3.	經過一番努力，子朗終於實現到外國讀書的（	 	 ）。
A. 期望 B. 願望 C. 希望 D. 盼望

4.	由於明慧（	 	 ），經常任意妄為，因此在學校沒有多少個朋友。
A. 才華洋溢 B. 盛情難卻 C. 盛氣凌人 D. 才疏學淺

二、	以下着色的文字，可用哪一個詞語代替？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弟弟的作業做得太不認真和草率，有些字潦草得連他自己都看不懂。	 （	 	 ）
A. 自大 B. 驕傲 C. 馬虎 D. 創新

2.	這本故事書不管是圖畫還是文字都很豐富，因此妹妹非常愛看。	 （	 	 ）
A. 圖文並茂 B. 天花亂墜 C. 聲色俱全 D. 別具一格

3.	夏天的天氣變化多端難以預測，若一時忘記帶雨具，便會弄得混身
濕透。	 （	 	 ）
A. 變本加厲 B. 變幻莫測 C. 隨機應變 D. 一成不變

中文

HKAT 應試練習

三、	細閱以下題目的句子，依指示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要不是淑明在年宵市場內緊緊跟着爸爸和媽媽，恐怕她已經和他們走散了。」
	 上面一句主要寫淑明

A.	雖然緊貼父母仍走散。
B.	 緊貼父母才不致走散。
C.	 忘記緊貼父母才弄致走散。
D.	沒有緊貼父母但沒有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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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KAT Exam Practice
A. Kent is reading a story about Dick Hoyt in a magazine. Now read it carefully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s by blackening the circles.

The Super Father

 Dick Hoyt was a military man in Massachusetts. His first son Rick was born in 
1962. The doctor told Dick that his son had cerebral palsy. H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lk or walk in his life. But Dick and his wife brought him up like any other child. 
Rick was clever. He understood when people talked to him. When he was twelve, 
he could ‘talk’ to others with a special computer.

 At the age of fifteen, Rick told his dad that he wanted to take part in a 
charity race. His dad agreed. Dick pushed Rick in a wheelchair and r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Rick didn’t feel handicapped ! Since then, Dick joined many 
races with his son. 

 They even tried the triathlon on Father’s Day in 1985. A competitor has to run 
26.2 miles, cycle 112 miles and swim 2.4 miles in a triathlon. It was much harder for 
Dick. Besides running with Rick’s wheelchair, Dick had to pull Rick in a boat when 
he swam. Then Dick carried Rick in the front seat of his special bicycle and cycled. 
Finally they came second-to-last when they crossed the finish line. Dick said, ‘It is 
my Father’s Day present from Rick.’

 The story of this super father encourages many people. A father’s love can 
change the impossible to possible.

1. What helped Rick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hen he was twelve?

  A. a special computer  B. a wheelchair
  C. a special bicycle  D. a boat

2. How could Rick join a race when he was fifteen?

  A. His dad agreed to run for him.
  B. His dad carried him on his back and ran. 
  C. His dad pushed Rick in a wheelchair and ran.
  D. His dad carried him in the front seat of a special bicycle and cyc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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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甲部

學生只須把正確答案的選項塗黑塗滿。

1.	以下哪一個數取近似值至十萬位後與 4 600 000 相同？
	 A. 4 650 123 	 B. 4 498 876	  C. 4 648 348  D. 4 520 874

2.	99 × 45 =	?
	 A. 99 – 1 × 45   	 B. 100 × 45 – 45
 C. 99 – 45 × 45    D. 100 × 45 – 1

3.	雞蛋 159 隻，把 8 隻分成一盒，放在售貨架 A 出售，再把餘下的雞蛋放在售貨
架 B 出售，問售貨架 B 最少有雞蛋多少隻？

	 A. 19 	 B. 18	  C. 8  D. 7

4.	下列哪一組數的 H.C.F. 與「12 ， 18」相同？
	 A. 18 ， 36 	 B. 12 ， 36	  C. 24 ， 30  D. 6 ， 15

5.	絲帶一卷長 4 米，每 3
5

米可包裝一份禮物，一卷絲帶可包裝禮物多少份？

	 A. 3
2
5  	 B. 6	  C. 6

2
3   D. 7

6.	右圖是由十二個正方形組成，白色部分佔全圖的百分之幾？
	 A. 10 ﹪   	 B. 20 ﹪
 C. 40 ﹪    D. 50 ﹪

7.	小時鐘以八折出售，售價是 $32 ，小時鐘的原價是多少？
	 A. $160   	 B. $40
 C. $25.6    D. $6.4

8.	某中學面見 640 位同學時，以一道難題考核他們，答對的佔 70﹪ ，答對的比答
錯多幾人？

	 A. 488 	 B. 256	  C. 192  D. 128

9.	把一個長方體沿虛線切割出一部分，如右圖所示，切割出來較小
部分是一個甚麼立體圖形？

	 A. 三角柱體   	 B. 三角錐體
 C. 四角柱體    D. 四角錐體

HKAT 應試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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