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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是「力」部？
A. 加	 B. 分	 C. 切	 D. 另

2.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是「入」部？
A. 兩	 B. 金	 C. 仁	 D. 今

3.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禾」部？
A. 秋	 B. 秦	 C. 利	 D. 穎

4.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車」部？
A. 軒	 B. 連	 C. 轉	 D. 轡

二、	以下的字的部首是甚麼？在圈內填上正確的答案。

1.

	

禦

 

2.

	

頭

 

3.

	

貴

4.

	

倫

 

5.

	

放

 

6.

	

殷

7.

	

射

 

8.

	

叔

 

9.

	

碧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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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操場上的同學， 在吃東西， 在談天。

A. 是……也是……	 B. 因為……所以……
C. 有的……有的……	 D. 既然……就……

2.	 妹妹是個好動的小孩， 在唱歌， 在跳舞，沒有一秒能
靜下來。

A. 時而……時而……	 B. 與其……不如……
C. 不但……而且……	 D. 既使……也……

	 智能電話用途廣泛，它 通訊用具， 一部照相機。

A. 有的……有的……	 B. 雖然……但是……
C. 不是……就是……	 D. 是……也是……

4.	 明天我會出發到日本旅行，我的心情 興奮 緊張，看來
今晚會睡不着覺呢！

A. 時而……時而……	 B. 既……又……
C. 因為……所以……	 D. 不是……就是……

二、	判斷以下加點的關聯詞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3，不正
確的，打 ✗。

1.	 上課時，我也許
3 3

認真聽課，也許
3 3

用心寫筆記。	 （	 	）

2.	 疫症一
3

爆發，政府就
3

馬上呼籲民眾撤離。	 （	 	）

3.	 起初
3 3

只下着細雨，接着
3 3

雨水像洪水般傾瀉下來，路上的行	 （	 	）
人都被雨水淋得狼狽不堪。

	 與其
3 3

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不如
3 3

這個地方住了接近八百	 （	 	）
萬人。

3.

4.

學習
重點六句╱段

語基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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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十

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花中四君子 梅、蘭、竹和菊。

A. ，	 B. ：	 C. ；	 D. 。

2.	 今天沒有下雨的話，我就去海灘 下雨的話，就留在家中。

A. ，	 B. 、	 C. —	 D. ；

3.	 這幅畫線條優美 層次分明 色彩分明 真讓人讚賞不已啊

A. 、、，！	 B. ：；，。
C. ，，、！	 D. ，，，。

4.	 他在節日時常說 唉，正所謂 每逢佳節倍思親 ，不知道爸
爸媽媽是否安好？

A. ：「	—	 —	」	 B. ：「	『	』	」
C. ：『	—	 —	』	 D. ：『	「	」	』

二、	以下哪一句的標點符號運用正確？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

1.	 A.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七年》逝世。	 （	 	）

B.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七年』逝世。
C.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七年）逝世。
D.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七年」逝世。

2.	 A. 我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夢想—成為醫生。	 （	 	）

B. 我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夢想；成為醫生。
C. 我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夢想、成為醫生。
D. 我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夢想。成為醫生。

1.

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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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一、	在方格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聯結句子。

1.	 叔叔說話時的聲量很大，	 	 A. 簡直就是雙胞胎。

2.	 今天暴雨來襲，	 	 B. 連站的地方也沒有。

3.	 家雯和芷盈的外貌很相似，	 	 C. 站在一公里外都能聽見。

4.	 這個房間實在太小了，	 	 D. 是田徑場上的獵豹。

5.	 家豪跑得很快，	 	 E. 洪水快淹上天空。

二、	以下的句子運用了甚麼修辭手法？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
字母。

A. 擬人	 	 B. 明喻	 	 C. 暗喻	 	 D. 誇張

1.	 姐姐的牙齒白得像冰雪一樣。	 （	 	）

2.	 你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盞明燈呢！	 （	 	）

3.	 微風中，葉子不斷向遊客們招手。	 （	 	）

4.	 課室靜得連一隻蒼繩飛過都聽得到。	 （	 	）

5.	 鳥兒唱着歌，迎接新一天的來臨。	 （	 	）

6.	 這個市集擁擠得連一根針也插不進。	 （	 	）

7.	 大樹像一個士兵，一直守衞着我們的村莊。	 （	 	）

	 頑皮的北風吹走了我的帽子。	 （	 	）

	 他的身體很強壯，恐怕連子彈也射不穿。	 （	 	）

8.

9.

十一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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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閱讀

    二零一七年的法國總統選舉，年僅三十九歲的馬克龍捲
起一股無人能擋的旋風，他勢如破竹地擊敗了多名熱門候選
人，順利當選，成為了法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

    馬克龍具有年輕人的活力和熱情，同時卻不失成熟穩重。
他目光遠大，明白要當一個好的領袖，首先是要清楚瞭解人
民的訴求。因此，馬克龍在選舉前發起了一個被稱為「大遊
行」的大型運動，他招募了支持他的志願者，訪問了近三十萬
戶人家，每戶花費十五分鐘的時間瞭解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和
對未來的願景等。馬克龍當選後，他通過電視廣播對全國人
民說：「我知道你們許多人都表達過憤怒、焦慮和懷疑。傾
聽你們的聲音是我的責任。」這番說話讓全國人民得到鼓舞。

    馬克龍的另一個焦點在於他與妻子的故事。馬克龍在
十六歲時遇到比他年長二十四歲的布麗吉特。他沒有理會旁
人的目光，不顧家人的反對，最後力排眾議，在三十歲時迎
娶已五十四歲的布麗吉特。成就一場不被看好的婚姻需要莫
大的勇氣，馬克龍對妻子的愛從年少時就沒有改變，他那種
毫不動搖、充滿自信的決心，也是他的過人之處。

    馬克龍的出現，的確為法國的政壇吹起一陣充滿活力的
春風，他能否繼續貫徹他的理念治國，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一
綜合
能力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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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一寫作

試以「一位 的校工」為題，寫出一位令你印象深刻的校工，記
述一下她╱他令你深刻的事件和你的感受。

1.  仔細閱讀題目，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

試以「一位 的校工」為題，寫出一位令你印象深
刻的校工，記述一件她╱他令你深刻的事件和你的感受。

2.  完成題目：一位 的校工

3.  完成校工的背景資料。

(1) 稱呼：     (2) 年紀：老邁 ╱ 中年 ╱ 年輕

(3) 日常工作：

4.  根據題一的關鍵詞，想想哪一次與校工有關的事件符合題目要求的
重點，在橫線上寫上這次事件的相關信息。

(1) 時間：     (2) 地點：

(3) 人物：

(4) 事情的原因：

(5) 事情的經過：

 

(6) 事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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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粵 普

1.  老鞋匠在工作後的第二天，發現桌上有甚麼？

  A. 一雙新鞋子。

  B. 一塊裁剪好的皮革。

  C. 一塊未裁剪的皮革。

  D. 一塊裁剪好的皮革和一雙新鞋子。

2.  老鞋匠曾對妻子說：「這兩個小精靈幫了我們那麼多，一定要好好
報答他們。」反映了老鞋匠的甚麼性格？

  A. 禮尚往來。    B. 知恩圖報。

  C. 誠實大方。    D. 謙遜有禮。

3.  老鞋匠送了甚麼東西給小精靈們？

  A. 新的帽子和披風。

  B. 新的衣服和帽子。

  C. 新的皮革和鞋子。

  D. 新的衣服和鞋子。

  小精靈們收到禮物後的心情是怎樣的？

  A. 悠然自得。

  B. 悲喜交集。

  C. 受寵若驚。

  D. 興高采烈。

4.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聆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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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
1.  仔細觀察上面的圖畫，構思故事的內容和結果。

(1) 時間：   (2) 地點：

(3) 角色：

(4) 故事的起因：

(5) 故事的經過：

(6) 故事的結果：

(7) 故事的寓意：

2.  運用以上的資料，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並說出故事的寓意。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說話 一

1 2

3 4

HK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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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鐘
限時

語基知識 （50分）

一	 判斷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15分，每題 3分）

1.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是「石」部？
A. 拓	 B. 宕	 C. 砍	 D. 岩

2.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是「寸」部？
A. 對	 B. 溥	 C. 村	 D. 忖

3.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人」部？
A. 夫	 B. 介	 C. 仄	 D. 以

4.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又」部？
A. 友	 B. 及	 C. 報	 D. 反

5.	 下列哪一個字的部首不是「貝」部？
A. 購	 B. 頁	 C. 負	 D. 貢

二	 辨析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8分，每題 2分）

1.	 清晨時分，（	 	）的陽光照進大地，想要喚醒沉睡的人們。
A. 温柔	 B. 温暖	 C. 熱烈	 D. 柔軟

2.	 設計師的心思加上（	 	）的技術，才能造出一等一的藝術品。
A. 精神	 B. 精湛	 C. 精緻	 D. 精心

3.	 妹妹有一雙（	 	）的眼睛，非常可愛。
A. 烏溜溜	 B. 烏洞洞	 C. 黑漆漆	 D. 黑烏烏

4.	 小偷（	 	）地潛入富豪的家中，想偷走價值不菲的東西。
A. 慢吞吞	 B. 空蕩蕩	 C. 懶洋洋	 D. 靜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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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鐘
限時

閱讀 （50分）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鄰居楊叔叔就像我的家人一樣，每天早上我都期待能在走廊
遇到他，然後朝氣勃勃地跟他說聲「早安」。

	 	 楊叔叔個子很高，衣服乾淨整齊，臉上常掛着笑容，遇到他
時他總會滔滔不絕地和我聊天。平常的我不太擅長和不熟的人說
話，但楊叔叔的熱情好客讓我能自在地和他交談，我們因而變得
熟絡起來。

	 	 記得我們一家搬到這裏的第一天，我就在走廊上遇到楊叔
叔，他對我說：「我姓楊，住在走廊的另一邊，以後有甚麼需要，
儘管找我幫忙！」那時候我只懂得點頭回應。後來我跟媽媽說起
這件事，她很感激楊叔叔的友善和幫助，但同時提醒我不要給人
家添麻煩。

	 	 記得有一次電梯壞了，我好不容易走了十層樓梯到樓下，才
發現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正當我煩惱着應否再爬十層樓梯回家
拿雨傘時，楊叔叔忽然在我背後拍拍我的肩膊，知道我沒帶雨傘
後，便爽快地把手中惟一的雨傘借給我。就在我想接過雨傘時，
媽媽的話在我腦中響起，使我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接受他的好
意。楊叔叔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便故意對我說：「啊！我忘了
帶上班的文件呢，不得不回家一趟，這把雨傘先借給你吧，我回
家再拿一把就好了。」他說畢便把雨傘交在我的手中，轉身走上
樓梯了。

	 	 俗語有云：「遠親不如近鄰。」有楊叔叔這個像家人般的好
鄰居，真是我的福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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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
60分鐘
限時

寫作

一	 請根據題目寫書信。（30分）

你的班上來了一個插班生，並成為你的好朋友。請你寫一封書信，

向好友志健介紹這名插班生，並描述他的外貌、行為和性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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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鐘
限時

（30分）聆聽
　

粵 普

話語內容分為兩部分，每部分只會播放一次。

	 第一部分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回答第 1至 4題。

1.	 下列哪一項不是曉敏擔任文物館大使的工作？（3分）

	 A.	協助舉辦活動。

	 B.	製作文物館刊物。

	 C.	製作海報及模型。

	 D.	帶領學生導賞團。

2.	 下列哪一項對茶具文物館的描述是不正確的？（4分）

	 A.	它的前身是官邸。

	 B.	它建成超過一百年。

	 C.	它具有殖民地色彩。

	 D.	它是香港現存最悠久的古跡。

3.	 為甚麼設計師要特地改良茶具文物館的設計？（3分）

	 A.	因為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對。

	 B.	因為香港和英國的文化不同。

	 C.	因為香港和英國的氣候不同。

	 D.	因為英國軍官不喜歡原址內部結構。

4.	 曉敏介紹茶具文物館的歷史後，家權有甚麼感受？（4分）

	 A.	佩服。	 	B.	 沉悶。

	 C.	驚訝。	 	D.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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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 5分鐘
限時

（20分）

一	 請用四分鐘時間準備。

二	 細心觀察下面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說出一個
完整的故事。

 

 

~ 全卷完 ~

1 2

3 4

HK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