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一、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以下哪一個字不是獨體字？
A.	上	 B.	文	 C.	毛	 D.	信

2.	 以下哪一個字屬於上下結構？	
A.	句	 B.	琴	 C.	心	 D.	燕

3.	 以下哪一個字屬於左中右結構？	
A.	樓	 B.	舞	 C.	落	 D.	樹

4.	 以下哪一個字不屬於上中下結構？	
A.	愈	 B.	舊	 C.	案	 D.	多

5.	 以下哪一個字不屬於左右結構？	
A.	哈	 B.	滴	 C.	啦	 D.	北

二、	 以下的字屬於哪一類字形間架結構？在表格內填上適當的
單字。

閘　森　回　圓　晶　匆　風　蟲　因　層

字形間架結構 單字

1.	 全包圍

2.	 半包圍

3.	「品」字形

1.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字 一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詞 六

一、	 哪一個句子中的灰色詞語，符合題目的詞語解釋的用法？
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大意：粗心、不注意細節。 	 （　　）

A.	她沒聽過這個故事，於是請我說一說內容大意。
B.	我做算術題時老是大意，不小心算錯答案。

2.	 生氣：生命力、活力。 	 （　　）

A.	你犯了錯，使爸爸生氣了，快向他認錯吧！	
B.	春天一到，公園裏馬上又充滿生氣。

3.	 結果：事情的結局。	 （　　）

A.	校長上台宣佈班際合唱比賽的結果。
B.	那棵蘋果樹已經結果，是時候去摘果子了。

二、	 判斷以下句子中灰色的詞語是否意思相反，相反的在	 	
上打 ✓，不是的打 ✘。

1.	 過去懶惰的思晴變得勤奮，開始每天温習。	

2.	 最近的氣温一會兒上升，一會兒下降，真奇怪！	

3.	 把傷心事告訴媽媽後，我心裏平靜多了。	

4.	 這朵玫瑰花看似正常，其實是一朵假花。	

5.	 安靜的圖書館裏忽然響起尖銳的電話鈴聲。	

6.	 請各位泳客注意安全，不要做出在游泳池邊奔跑	 	
等危險行為。

1.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十句╱段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一、	 在	 	上填上「把」或「被」，不用的打 ✘。

	 頑皮的小貓	 	櫃子上的花瓶推到地上去。

2.	 下車後，我發現我的錢包	 	人偷走了！

3.	 一隻猴子	 	搶去了遊人手上的水果。

4.	 下雨了，媽媽	 	家裏的窗戶全部關起來。

5.	 逛了書店兩小時，她卻	 	一本書也沒有買。

6.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我才不會	 	你騙倒呢！

二、	 概括以下段落的大意，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

1.	 一連串漂亮的煙花出現在夜空中，有的像降落傘，從
空中緩緩落下；有的像花兒，在半空盛開；還有的像
小星星，一閃一閃，哪一種都好看極了，看得我移不
開眼睛。

	 第一次在現場看煙花，是我只有三歲的時候，那時我
不知道放煙花有慶賀的意義。當我聽到發射煙花的巨
響，看見夜空中不停閃動的亮光，只感到十分驚慌，
馬上哇哇大哭起來。

 A.	夜空中的煙花很漂亮。　　B.	「我」很期待看煙花。
 C.	煙花能呈現不同顏色。　　D.	「我」初次看煙花的回憶。

1.

2.



2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標點 十一
學習
重點

語基
知識

一、	 以下句子中的引號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　）內打 ✓；
不正確的打 ✘。

1.	 爸爸是我家的「修理大王」，甚麼都能修理好。	 （　　）

2.	「智遠」是新來的插班生，我們很快成為了朋友。	 （　　）

3.	 阿姨告訴我，她每天傍晚會去公園「做運動」。	 （　　）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詩人李白創作的	 （　　）	
名句。

5.	 你知道「沙漠之舟」是哪種動物嗎？	 （　　）

6.	 去旅行時，爸爸用「相機」拍下很多照片。	 （　　）

7.	 姐姐問我：「你明天要上補習班嗎？」	 （　　）

	 王老師說「：明天別忘了帶新課本啊！」	 （　　）

二、	 在	 	內填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1.	 我打開默書簿	 	看了一眼就大叫起來	 	 	我取得了一百
分	 	太好了	 	 	

2.	 志明真是我班的	 	小神探	 	 	竟然能把這麼多難題全部
破解呢	 	

3.	 昨天老師問我們最喜歡哪首古詩	 	大家的答案各有不同	 	
包括	 	詠鵝	 	 	 	靜夜思	 	 	 	遊子吟	 	

4.	 爸爸在外國工作一個月回來	 	進家門後他用力抱了抱我	 	
問	 	 	我不在家時	 	你有沒有想念我	 	 	

4.

8.



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星期六的下午，學校舉辦慈善義賣活動，操場
上出現了一個個小攤位。我和媽媽也帶着親手製作
的除蟲包，參與擺賣。

　　我們把商品排列得整整齊齊，並掛上價錢牌。
最初，沒幾個人注意到我們。後來，我畫了一張海
報，讓人一看圖畫就明白除蟲包的功用。果然，很
多同學和家長都被吸引過來。他們聽媽媽講解除蟲
包的製作方法後，都高興地買下除蟲包，更稱讚這
種產品環保呢！ 

　　過了一會，媽媽給我二十元，讓我去買喜歡的
東西。我在操場上逛了一圈，發現不少有趣的商
品。可是，我心中還是惦記着自己的攤位，於是買
了兩杯解渴的果汁，帶回去和媽媽分享，然後繼續
幫她售賣除蟲包。

　　經過一個下午，除蟲包都賣光了！我和媽媽把
義賣所得的善款全部捐了出去，以幫助社區裏有需
要的人。

閱讀 一
綜合
能力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11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在你參加過的比賽中，哪一場比賽令你特別難忘？請你寫一篇
文章，記述一次比賽的經過和感受。
1.  仔細閱讀題目，圈出題目中的關鍵詞。

在你參加過的比賽中，哪一場比賽令你特別難忘？請你
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比賽的經過和感受。

2.  回想一場令你難忘的比賽，在表格內填上適當的資料。

(1) 時間 (2) 地點

(3) 人物 (4) 活動

3.  在這次比賽中，發生過甚麼事情？列出有關重點。

 (1)  

 (2)  

 (3)  

 (4)  

 (5)  

4.  承上題，哪些事情令你特別難忘？在事情旁的   內打 ✓，
作為文章的重點。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一寫作



19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細心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粵 普

1.  小白和爸爸、媽媽醒來的原因是
 A. 太陽出來了。       B. 浮冰沉到了海底。
 C. 他們聽見一聲巨響。     D. 他們覺得肚子餓了。

  小白掉進大海是因為
 A. 他沒有抓緊浮冰。       B. 大浪撞碎了浮冰。
 C. 浮冰完全融化了。       D. 大浪把他捲入大海。

3.  下列哪一幅圖是小白掉進大海後的情景？

　　

   A.   B.

　　

   C.   D.

2.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聆聽 一



23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文科應試試卷  二下

請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說
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1.  仔細觀察圖畫中人物衣着的特別之處，在 上寫一寫。

2.  代入第三幅圖畫的其中一個人物，想像人物有甚麼感受和說
出甚麼話，完成句子。

  感到很 ，說：「

 」

3.  運用以上資料，依圖畫的內容，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搶分
策略

學習
重點

綜合
能力

說話 一

35℃

校務處

培仁小學

1

3

2

4



2

20分鐘
限時

語基知識 （50分）

一	 判斷 	圈出以下句子中運用錯誤的字詞，在 (　)	內改正。	
（6分，每題 2分）

1.	 星期三放學後，我要到捕習社學英文。	 （　　）

2.	 班主任邀求我們明天把購買書簿的費用帶回學校。	 （　　）

3.	 今天天氣晴朗又涼爽，最適合去郊游了！	 （　　）

二	 選擇 	圈出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6分，每題 2分）
1.	 請各位 ，這就是博物館裏最珍貴的一件展品。

A.	盯盯	 B.	看看	 C.		讀一讀	 D.	想一想

2.	 店員打開冰箱的玻璃門，把 飲料放進去。
A.	一碗碗	 B.	一瓶瓶	 C.	一滴滴	 D.	一本本

3.	 屋子裏沒有暖爐，一到冬天，到處都是 的。
A.	冷冰冰	 B.	冷清清	 C.	黑漆漆	 D.	暖洋洋

三	 標點填充 	在	 	內填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8分，每個標點 0.5 分）

1.	 表姐說	 	 	你的皮膚好像牛奶一樣白呢	 	 	

2.	 洋娃娃乖巧地坐在沙發上	 	等待小主人來陪她玩耍	 	

3.	 外號	 	百獸之王	 	的老虎生活在樹林中	 	出沒於不同國
家	 	包括印度	 	中國	 	俄羅斯	 	



4

1.	 從第三段找出一個詞語，形容同學們對看表演很感興趣。
	 （4分）

40分鐘
限時

閱讀 （50分）

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這節閱讀課很特別。我們全班要先分成小組，然後
每組選一本圖書，為同學演出故事內容。

　　我們組決定演《小紅帽》。我們先仔細閱讀圖書，
瞭解故事情節，以及不同角色的對話，希望演得更好。
接着，我們分配角色，我竟然被選上當主角呢！

　　輪到我們表演了，我戴着紅帽子，提着花籃登場。
有同學馬上認出：「是小紅帽！」然後，扮演大灰狼的
建生來到我身後，裝出兇惡的表情。可我一轉身，他立
即換上天真的笑容，問：「小紅帽，你要去哪裏呀？」
我回答：「我要去森林探望祖母呢！」大家看了這一段，
不禁哈哈大笑。不久，演祖母的玲心和演獵人的佑城也
加入了演出，同學們都看得津津有味。

　　表演結束時，大家紛紛鼓掌，還有同學問我借《小
紅帽》來看。這真是一節難忘的閱讀課！



8

（100 分）
60分鐘
限時

寫作

一	 請根據題目寫道歉卡。（30分）

昨天小息時，芳怡不小心撞倒了同學明威，令他擦傷了膝

蓋。請你以芳怡的身份，寫一張道歉卡，向明威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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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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題。

1.	 永達的媽媽織圍巾，是因為（3分）
	A.	她打算送圍巾給爸爸。
	B.	她弄丟了自己的圍巾。
	C.	她要參加義工隊的送暖活動。
	D.	她要過一個去舊迎新的新年。

2.	 下列哪一幅圖不是媽媽建議永達探訪長者時做的事？（5分）
	 A.	 	 	 B. 

	 C.	 	 	 D. 

請聆聽以下話語內容，然後回答第 3題。
	

粵 普

3. 下列哪一項符合永達說話的語氣？（4分）
	A.	自信。	 	B.	擔心。	 	C.	疑惑。	 	D.	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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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 5分鐘
限時

（20分）

一	 請用四分鐘時間準備。

二	 細心觀察以下的圖畫，然後用一分鐘時間，依圖畫的內容
說一個完整的故事。

 

 

筆記欄

~全卷完 ~

1

3

2

4

華服日

華服日

快樂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