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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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 5 = 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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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個長度與其他的不相同？

	 A. 5000 m 3000 cm 	 B. 5 km 30 m
	 C. 5030 m	 	 	 D. 5000 m 30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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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平行四邊形的其中三條邊長 8 cm、6 cm和	
8 cm，餘下一條邊的長度是多少？

	c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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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 42吋 LED電視約重 10	 。公斤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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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Level學習攻略

範疇 常犯錯誤

拼寫 = 行韻母拼寫規則
絕 ju% ✓  j=% ✗
裙 q5n ✓  q9n ✗
選 xu@n ✓  x=@n ✗

j q x 和 = 行韻母相拼時，= 上兩點要去掉，例如： 
j=% 要寫成 ju% 。

i 行韻母拼寫規則
牙 y! ✓  i! ✗
爺 y% ✓  i% ✗

當 i 行韻母前沒有聲母時，要把 i 寫成 y 。

閱讀 混淆 ua uo
刷 shu~ vs 說 shu`
捉 zhu` vs 抓 zhu~

ua 發音時先發 u 音後發 a 音，脣形要由圓到展。
uo 發 u 音後發 o 音，脣形要由小變大。

混淆 ia ie =e
加班 ji~ b~n vs 接班 ji$ b~n
結交 ji% ji~o vs 絕交 ju% ji~o
缺口 qu$ k2u vs 切口 qi$ k2u

ia 發音時先發 i，緊接着發 a，音量較強而長。
ie 發音時也是先發 i，緊接着發 Ñ，音量較強而
長，嘴角展開。=e 發音時先發 =，緊接着發 Ñ，
音量較強而長，脣形由圓到扁。

混淆 n 和 l
「你」（n)）好 ✓  「李」（l)）好 ✗

牛腩 ni5 n@n vs 瀏覽 li5 l@n

n 是鼻音，發音時舌頭頂住上齒齦，氣流從鼻
腔緩緩送出；l 是邊音，舌尖頂住上齒齦，然後
彈下，讓氣流從舌頭兩邊送出。

三聲連讀變調
雨傘 y5 s@n ✓  y6 s@n ✗
水餃 shu( ji@o ✓  shu) ji@o ✗

兩個三聲字連讀，前面的第三聲唸第二聲。

說話 用詞出錯
奶奶 ✓  嫲嫲 ✗
橡皮 ✓  擦膠 ✗

「謝」謝 ✓  「多」謝  ✗
「逛」街 ✓   「行」街  ✗
百「多」元 ✓  百「幾」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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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

常識科 測驗一測驗一

	 學習與朋友相處

	 學習表達感受和情緒，及其對自

己和他人的影響

	 學習解決日常生活紛爭的技巧

	 認識正確處理及使用藥物的方法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的能

力

	 認識吸煙、喝酒及吸食毒品的禍

害

一、看圖判斷題 6

二、是非題	 7

三、選擇題	 12

四、配對題 7

五、看圖分析題 10

六、填充題 20

七、短答題 6

八、看圖選擇題 8

九、問答題 12

十、生活情境題 8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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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

English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A Complete the Instructions

 Connectives: first / then / 

finally

 Imperatives

12

B Fill in the Blanks Object pronouns 14

C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Vocabulary: food

12

D Complete the Dialogue ‘Yes / no’ questions 12

E Complete the Dialogue
 Partitives: … of …

 May I …?
16

F Fill in the Blanks Some / any / a lot of 8

G Complete the Dialogue
 Question word: how much

 Prices
12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recipe 14

Name:  Class:  (  )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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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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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ut 3. Then

4. Pour 5. Add 6. Finally

B
1. him 2. me 3. them

4. it  5. her 6. you

 us

7. 句子前半部以 ‘We’為主語，提示了這裏用 ‘us’。

C
1. are four sausages

2. is some congee

3. are some noodles

4. are three tomatoes

5. is some cheese

6. is some butter

D
1. Are there any

2. No, there aren’t.

 Are there any glasses?

3. -s 字尾名詞轉複數 (plural) 時要加 -es，因此 

‘glass’要轉為 ‘glasses’。

4. Yes, there are.

5. Is there any milk?

6. No, there isn’t.

7.

3.

E
1. two cups of 

2. a / one can of

3. May I have three slices of pizza, please?

4. May I have four packets of French fries, 

please?

5. May I have two boxes of chicken wings, 

please?

F
1. any 2. a lot of

3. any  4. some

G
1. How much is; seventy-three dollars

2. How much is;

 It’s twenty-seven dollars.

3. How much are;

 They’re eighty-four dollars.

4. How much are;

 They’re ninety-six dollars.

H
1. A 2. B

3. B  C

4. 第 13行中，提到可以加入其他水果 (you can add 

other fruit too)，然後舉例 (such as)，當中包括 

‘apricots’，因此可推論出 ‘apricots’是水果。

5. a fork 6. Step 5

7. sprinkle some sugar on the warm muffin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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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形容詞填充
1. 清清楚楚  2. 彎彎曲曲  3. 慌慌張張
4.  沉甸甸    馬馬虎虎  6. 熱騰騰

5. 「馬馬虎虎」有不認真、草率的意思。句子中明確

指出了家樂因為不肯認真做事，所以常常出錯，

所以「馬馬虎虎」是最適合的答案。

二	 形近字辨識
1. 惱   2. 誠   3. 晴   4. 烈
5. 準   6. 贊   7. 複   8. 嚷
 辦

9. 「辦」和「辨」是容易混淆的形近字，閱讀時應留意

該字中間的部件。「辦」，有處理事務的意思，中

間是「力」；「辨」，有區別的意思，中間是「」。

三	 近義詞辨識
 B   2. C   3. A   4. B

1. 「焦急」有非常焦慮、着急的意思，用來形容心

情；「急忙」、「急促」、「緊急」多用來形容動作。

由於題目要求形容媽媽當時的心情，所以「焦急」

是最適合的答案。

5. D

四	 修辭辨識
1. ✓   2. ✗   3. ✓   4. ✓

5. ✗    ✗   7. ✓

6.  句子中有喻詞「好像」，所以是明喻句，並非擬

人句。如句子寫成：「路燈在漆黑中默默地矗立

着。」則屬於擬人句。

5.

9.

1.

6.

五	 改寫句子
 誰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樂宜。╱我最好的朋友是
誰？是樂宜。

1.  把句子轉換成設問句時，要適當運用疑問詞。句

中要問的是與人有關，所以要加上疑問詞「誰」。

2. 媽媽買了甚麼回家？是西瓜。
3.  明天會下雨嗎？不會。╱明天會不會下雨？不會。
4.  金魚的記憶能維持多久？只有七秒。

六	 重組句子
1.  燕子的小窩被大風吹翻了。
2.  太陽被烏雲完全遮蓋了。
3.  不守校規的志明被陳老師責備了。
4.  大海被初升的太陽照得閃閃發光。

七	 標點符號運用

1.  弟弟看了花盆一眼 ，  高興地喊道 ：  「  你看 

，  我種的紅豆發芽了！  」  

2. 「  吃早餐可以使你活力充沛 ，  上課也會變得專

心 。  所以上學前，記得要吃早餐 。  」  李老師

常常提醒我們 。  

3.  媽媽問：  「  你做完功課了嗎？  」  「  都做好

了。  」  我點一點頭 ，  回答說 。

八	 聯結句子
1.  雖然我有時很頑皮，但是媽媽還是很愛我。
2.  雖然這齣電影很受歡迎，但是我不太喜歡。
3.  雖然王先生已經吃完豐盛的午餐，但是他仍加點了
一份餐後甜品。

4.  雖然你在考試中表現出色，但是你不應驕傲自滿。

九	 閱讀理解
1.  (1) 冒汗 (2) 祈求
2. B   3. C
4. 「我」衝上前拍拍他的肩頭安慰他，並向他講述「我」
剛才的經歷，令他破涕為笑。 

5.  A、D
6.  B ➔ D ➔ C ➔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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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健康的 healthy (adj.) 生氣的 angry (adj.)

生病的 sick/ill (adj.) 冷靜的 calm (adj.)

醫生 doctor (n.) 正面的 positive (adj.)

診所 clinic (n.) 負面的 negative (adj.)

藥物 medicine (n.) 態度 attitude (n.)

藥房 pharmacy (n.) 放棄 give up (phr.)

藥物標籤 drug label (n.) 朋友 friend (n.)

休息 rest (v.) 友誼 friendship (n.)

痊癒 recover (v.) 放鬆 relax (v.)

疾病 disease (n.) 表達 express (v.)

吸煙 smoke (v.) 思考 think (v.)

濫用藥物 drug abuse (n.) 分享 share (v.)

酒精 alcohol (n.) 支持 support (v.)

誘惑 temptation (n.) 要求 request (v.)

情緒 emotion (n.) 安慰 comfort (v.)

開心的 happy (adj.) 拒絕 refuse/reject (v.)

害怕的 afraid (adj.) 商量 discuss (v.)

傷心的 sad (adj.) 提醒 remind (v.)

感動的 moving (adj.) 日常用品 daily necessity (n.)

興奮的 exciting (adj.) 傢俱 furniture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物種 species (n.) 特徵 characteristic (n.)

多樣化的 diversified (adj.) 魚鰭 fin (n.)

野生生物 wildlife (n.) 保護色 protective colour (n.)

哺乳類 mammals (n.) 喙 beak (n.)

魚類 fish (n.) 鰓 gill (n.)

昆蟲類 insects (n.) 濕潤的 moist (adj.)

鳥類 birds (n.) 頻危的 endangered (adj.) 

棲息地 habitat (n.) 絕種的 extinct (adj.)

海洋 ocean (n.) 珊瑚 coral (n.)

樹林 forest (n.) 海龜 sea turtle (n.)

米埔自然保護區 Mai Po Nature Reserve (n.) 資源 resource (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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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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不清可數和不可數名詞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例 	 There are some hams. ✗

  There is some ham. ✓

不可數名詞是難以計算的物體，沒有複數，要使用單數形的動詞。常見的不可數名詞有：

飲品 water,	milk,	juice,	tea,	coffee

部分食物 bread,	butter,	cheese,	meat,	chocolate

顆粒 rice,	sugar,	salt,	corn,	flour

統稱 money,	homework,	furniture,	food,	fruit

2.	 錯誤使用介詞 (preposition)
	 例 	 See you in Saturday morning. ✗

  See you on Saturday morning. ✓

先辨識時間的類型，再判斷用哪個介詞：

at
時間和節日，例：at ten o’clock,	at noon（正午 12時）,	at midnight（凌
晨 12時）,	at Christmas

on 日子，例：on Sunday,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in
時段，如一日中的時段、月份、季節和年份，例：in the morning / 
afternoon / evening (*at night),	in May,	in summer,	in 2000

from … to 一段時期，例：from the first to the third of May

‘ham’是不可數名詞，沒有複數，
動詞要用 ‘is’。

在時段前加上日子時，要用 ‘on’。

• Connectives: first / then / finally
• Imperatives: steps
• Object pronouns
• ‘Yes / no’ questions: Is there / Are there … ?
•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 Prices
• Partitives: … of …

• Some / any / a lot of
• Prepositions of time and dates
• Dates
• Simple present tense
• Connectives: and / or / but
• Question words: How much / 

Where / What /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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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3上

測驗一測驗一

姓名： 　班級： （　　）　日期：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中文科

語文基礎

能力

形容詞重疊 一、形容詞填充 6

形近字 二、形近字辨識 9

近義詞 三、近義詞辨識 5

擬人句 四、修辭辨識 7

設問句 五、改寫句子 8

「被」字句 六、重組句子 8

冒號、引號 七、標點符號運用 9

「雖然⋯⋯但是⋯⋯」句式 八、聯結句子 8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8

實用文一篇：海報 十、閱讀理解 12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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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容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形容詞，填在 上。（6分，每題 1分）

熱騰騰    沉甸甸    清清楚楚    彎彎曲曲

慌慌張張    匆匆忙忙    馬馬虎虎

1.  既然老師已經 地說明了比賽規則，你為甚麼還要
犯規呢？

2.  走過這條 的小徑後，就會到達目的地了。

3.  弟弟 地拿着不合格的測驗卷給媽媽簽名。

4.  爸爸每天都拿着 的公事包回家。

  家樂做事總是 ，所以常常出錯。

6.  寒冷的時候，喝一碗 的老火湯，有說不出的滋味。

/6

二　 形近字辨識   圈出正確的字。（9分，每題 1分）

1.  你整天悶悶不樂，是不是遇上了一些苦（ 腦 ╱ 惱 ）的事情？

2.  老師常常教導我們要做一個（ 成 ╱ 誠 ）實的孩子。

3.  今天的天氣真（ 晴 ╱ 睛 ）朗，最適合去野餐了。

4.  這場比賽競爭非常激（ 列 ╱ 烈 ）。

5.  表演在八時正開始，請（ 準 ╱ 准 ）時到達。

6.  美儀品學兼優，我（ 贊 ╱ 讚 ）成由她當班長，你呢？

7.  這個問題太（ 複 ╱ 復 ）雜了，你可以再說一遍嗎？

8.  弟弟放學回家，剛進大門，就（ 讓 ╱ 嚷 ）着說肚子餓。

  求求你幫忙想想（ 辦 ╱ 辨 ）法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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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3上

常識科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試卷考試卷 限時：45分鐘

	 學習與朋友相處

	 學習表達感受和情緒，及其對自

己和他人的影響

	 學習解決日常生活紛爭的技巧

	 認識正確處理及使用藥物的方法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的能

力

	 認識吸煙、喝酒及吸食毒品的禍

害

	 認識生物的特徵、基本需要和簡

單分類

	 認識不同環境下的生物及生物互

相依存的關係

	 識別香港氣候與天氣的轉變，及

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認識不同天氣下進行活動時的所

需裝備

	 了解保護環境及節省天然資源的

方法

	 認識熱傳導及其相關現象（例如：

冷縮熱脹）

一、看圖辨別題 16

二、排序題 4

三、是非題 6

四、選擇題 12

五、填充題 20

六、短答題 10

七、科學實驗題 4

八、生活情境題 16

九、課外題 4

十、時事分析題 8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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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圖辨別題 	 以下的動物有哪些特徵？把正確答案圈起來或填在

	上。（16分，每個答案 2分）

1.
牠全身長有 羽毛 ╱ 鱗片 ，使用
呼吸，而且有一對 。

這種動物是 類。

2.
牠全身長有 毛髮 ╱ 鱗片 ，使用
呼吸，並用 來浮動和平衡。

這動物是 類。

/16

二　排序題 	 排列文健從生病到康復的過程，在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

英文字母。（4分，全對才給分）

A. 媽媽帶文健到診所看醫生。
B.  文健在家休息，並按醫生的指示服藥。
C.  文健康復了，明天可以回校上課。
D. 文健感到頭痛，而且流鼻水，感到不舒服。
E.  經醫生診斷後，文健患上了感冒，需要服用三天藥。

1.  ➔ 3.  ➔ 5. 2.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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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形容詞填充
1.	 清清楚楚	 	 2.	 彎彎曲曲	 	 3.	 慌慌張張
4.		 沉甸甸		 	 	 馬馬虎虎	 	 6.	 熱騰騰

5. 「馬馬虎虎」有不認真、草率的意思。句子中明確

指出了家樂因為不肯認真做事，所以常常出錯，

所以「馬馬虎虎」是最適合的答案。

二  形近字辨識
1.	 惱	 	 	 2.	 誠	 	 	 3.	 晴	 	 	 4.	 烈
5.	 準	 	 	 6.	 贊	 	 	 7.	 複	 	 	 8.	 嚷
	 辦

9. 「辦」和「辨」是容易混淆的形近字，閱讀時應留意

該字中間的部件。「辦」，有處理事務的意思，中

間是「力」；「辨」，有區別的意思，中間是「」。

三  近義詞辨識
	 B	 	 	 2.	 C	 	 	 3.	 A	 	 	 4.	 B

1. 「焦急」有非常焦慮、着急的意思，用來形容心

情；「急忙」、「急促」、「緊急」多用來形容動作。

由於題目要求形容媽媽當時的心情，所以「焦急」

是最適合的答案。

5.	 D

四  修辭辨識
1.	 ✓	 	 	 2.	 ✗	 	 	 3.	 ✓	 	 	 4.	 ✓
5.	 ✗	 	 	 	 ✗	 	 	 7.	 ✓

6.  句子中有喻詞「好像」，所以是明喻句，並非擬

人句。如句子寫成：「路燈在漆黑中默默地矗立

着。」則屬於擬人句。

5.

9.

1.

6.

五  改寫句子
	 誰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樂宜。╱我最好的朋友是
誰？是樂宜。

1.  把句子轉換成設問句時，要適當運用疑問詞。句

中要問的是與人有關，所以要加上疑問詞「誰」。

2.	 媽媽買了甚麼回家？是西瓜。
3.		 明天會下雨嗎？不會。╱明天會不會下雨？不會。
4.		 金魚的記憶能維持多久？只有七秒。

六  重組句子
1.		 燕子的小窩被大風吹翻了。
2.		 太陽被烏雲完全遮蓋了。
3.		 不守校規的志明被陳老師責備了。
4.		 大海被初升的太陽照得閃閃發光。

七  標點符號運用

1.		 弟弟看了花盆一眼	 ， 	高興地喊道	 ： 	「 	你看	

， 	我種的紅豆發芽了！ 	」 	

2.	 「 	吃早餐可以使你活力充沛	 ， 	上課也會變得專

心	 。 	所以上學前，記得要吃早餐	 。 	 」 	李老師

常常提醒我們	。 	

3.		 媽媽問： 	「 	你做完功課了嗎？ 	 」 	「 	都做好

了。 	」 	我點一點頭	， 	回答說	。

八  聯結句子
1.		 雖然我有時很頑皮，但是媽媽還是很愛我。
2.		 雖然這齣電影很受歡迎，但是我不太喜歡。
3.		 雖然王先生已經吃完豐盛的午餐，但是他仍加點了
一份餐後甜品。

4.		 雖然你在考試中表現出色，但是你不應驕傲自滿。

九  閱讀理解
1.		 (1)	 冒汗	 (2)	祈求
2.	 B	 	 	 3.	 C
4.	「我」衝上前拍拍他的肩頭安慰他，並向他講述「我」
剛才的經歷，令他破涕為笑。	

5.		 A、D
6.		 B	➔	D	➔	C	➔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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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 healthy (adj.) 生氣的 angry (adj.)

生病的 sick/ill (adj.) 冷靜的 calm (adj.)

醫生 doctor (n.) 正面的 positive (adj.)

診所 clinic (n.) 負面的 negative (adj.)

藥物 medicine (n.) 態度 attitude (n.)

藥房 pharmacy (n.) 放棄 give up (phr.)

藥物標籤 drug label (n.) 朋友 friend (n.)

休息 rest (v.) 友誼 friendship (n.)

痊癒 recover (v.) 放鬆 relax (v.)

疾病 disease (n.) 表達 express (v.)

吸煙 smoke (v.) 思考 think (v.)

濫用藥物 drug abuse (n.) 分享 share (v.)

酒精 alcohol (n.) 支持 support (v.)

誘惑 temptation (n.) 要求 request (v.)

情緒 emotion (n.) 安慰 comfort (v.)

開心的 happy (adj.) 拒絕 refuse/reject (v.)

害怕的 afraid (adj.) 商量 discuss (v.)

傷心的 sad (adj.) 提醒 remind (v.)

感動的 moving (adj.) 日常用品 daily necessity (n.)

興奮的 exciting (adj.) 傢俱 furniture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物種 species (n.) 特徵 characteristic (n.)

多樣化的 diversified (adj.) 魚鰭 fin (n.)

野生生物 wildlife (n.) 保護色 protective colour (n.)

哺乳類 mammals (n.) 喙 beak (n.)

魚類 fish (n.) 鰓 gill (n.)

昆蟲類 insects (n.) 濕潤的 moist (adj.)

鳥類 birds (n.) 頻危的 endangered (adj.) 

棲息地 habitat (n.) 絕種的 extinct (adj.)

海洋 ocean (n.) 珊瑚 coral (n.)

樹林 forest (n.) 海龜 sea turtle (n.)

米埔自然保護區 Mai Po Nature Reserve (n.) 資源 resource (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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