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特色

升 Level學習攻略

橫式題：只要求寫出答案，用以考核學生的運算能力。

直式題：要求列出中間的步驟，測試學生對整個運算過程的理解及熟練度。

例 	 98 ÷ 27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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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以下哪一種特性是正方形有的而菱形沒有的？

	 A. 對邊相等	 	 	 B. 對邊平行
	 C. 四角相等	 	 	 D. 四邊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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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問法及所須運算一般較簡單，可直接寫出答案。

例 	 	的所有因數是 1、3、9、27和 81， 	和 45
的最大公因數是多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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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般要完全正確才可得分。

例 	 51至 80之間的質數共有	 	個，最大是	 。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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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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y5n ✓  9n ✗
圓 yu!n ✓  =!n ✗

= 行韻母前沒有聲母時，前面要加上 y ， = 上兩點要
去掉。例：「雲」的拼音要寫成 y5n 。

iou 的拼寫規則
秋 qi4 ✓  qi`u ✗
有 y2u ✓  i2u ✗

iou 前面加聲母時，要寫成 iu 。當前面沒有聲母時，
要寫成 you 。

閱讀 混淆 f k h
富麗 f7 l_ vs 互利 h7 l_
誇飾 ku~ sh_ vs  
花市 hu~ sh_

f 發音時上齒齦輕觸下脣，氣流從脣齒之間擠出，摩
擦成聲。 h 發音時舌根靠近軟顎，留出窄縫，讓氣流
從中擠出，摩擦發音。k 發音時口腔大開，舌位放低，
舌頭居中，嘴呈自然狀態，並吐出較強的氣流。

混淆 r y
日常 r_ ch!ng vs  
異常 y_ ch!ng
葉脈 y& m#i vs  
熱賣 r& m#i

r 是翹舌音，要將舌尖翹起，頂住前顎，發音時，再
把舌尖鬆開，往外送氣。 y 和韻母 i 發音相似，但發
音時要讀得較輕快，不能拉長來唸。

混淆 ao ou iao iou
考試 k@o sh_ vs  
口試 k2u sh_
消息 xi~o xi vs  
休息 xi4 xi
保值 b@o zh( vs  
表姪 bi@o zh(

ao 和 ou 是開口呼韻母，沒有韻頭，發音時嘴巴呈自
然放鬆張開的狀態。 iao 和 iou 是齊齒呼複韻母，有
介音 i 作為韻頭，介音 i 是一個過渡音，發音輕而短，
一發就要滑到後面的元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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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

常識科 測驗一測驗一

	 認識地球的特徵（例如：形狀和

結構、海洋和陸地的分布）

	 認識地球豐富的資源

	 認識生物在不同氣候地區的生活

	 了解自然災害對人們的影響及人

們應對的策略

	 透過文化遺產（例如：建築、文

化和藝術）認識中華文化的特色

	 認識文化交流對各個社會與文化

的影響

	 了解地理環境及社會情況對世界

各地文化發展的影響

一、看圖填充題 20

二、配對題 3

三、是非題	 7

四、填充題 18

五、選擇題 10

六、看圖選擇題 6

七、短答題 10

八、看圖分類題 6

九、問答題 16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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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

English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Fill in the Blanks Adverbs of frequency 10

B Fill in the Blanks Vocabulary: hobbies 8

C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16

D Complete the Dialogue
 Question word: how much

 Prices
12

E Complete the Dialogue Question words: what / which 14

F Fill in the Blanks Partitives: … of … 12

G Fill in the Blanks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14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emai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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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2. sometimes

3. often 4. sometimes 5. never

B
1. collecting cards

2. playing football

3. reading magazines

4. going ice-skating

C
1. is the thickest; 

 is thicker than Book C

2. is the most expensive;

 is more expensive than Book A

3. is the easiest;

 Book A is easier than Book B.

4. is the best;

 Book C is better than Book B

D
1. How much are

2. thirty-eight dollars twenty

3. How much is

4. forty-two dollars ten

5. How much are

 one hundred and six dollars eighty

6. Sue詢問她點的餐飲的總價錢，因此要把所有價錢

加起來：$26.50 + $38.20 + $42.10 = $106.80。

6.

E
1. Which would you like

2. Which would you like

3. I’d like

4. What would you like

5. I’d like

6. Which would you like

 I’d like blueberry cheesecake.

7. Sue表示她不喜歡芒果 (mangoes)，因此可推測

她會選擇藍莓芝士蛋糕 (blueberry cheesecake)。

F
1. cartons of 2. loaf of

3. two bunches of

4. four tins of 5. three bars of

6. a jar of

G
1. doing 2. hiking 3. to be

4. join 5. start  6. cycling

7. ask

H
1. A 2. C  B

3. 第 7-8行中，Henry表示 James的妹妹 Judy與

James 剛好相反 (his younger sister Judy is the 

opposite)，由於之前描述了 James很喜歡戶外活

動，因此可推測 Judy不喜歡戶外活動，答案是 B。

 D 

4. 第 11-12行中，Henry表示他經常去游泳，但滑

浪則是第一次 (first time to surf)，所以對此十分期

待，因此可推測他不懂得滑浪，答案是 D。

5.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the Smiths family.

7.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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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敏捷  2. 謹慎  3. 嚴重
4. 廣闊  5. 精彩  6. 忠心 

二	 形近字辨識

1. 惱   2. 耀    棲   4. 浸

3. 三個形近字的部首分別是「木」、「水」和「女」，

可以作為分辨字義的提示。句子的意思是有不少動

物居住、停留在森林裏，可推想「棲」是正確答案。

5. 復   6. 緩 

三	 標點符號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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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擴寫句子

1. 祖母低下頭，慢騰騰地喝着杯中的熱牛奶。
2. 瑤瑤興沖沖地告訴我們她取得第一名的好消息。
3. 叔叔把辛辛苦苦地掙來的錢捐給了慈善機構。
4. 電影快開始了，小志急急忙忙地趕向電影院。
5. 弟弟拿着禮物高高興興地去找媽媽。 

五	 配詞完句

1. 優美  2. 氣氛  3. 貢獻
4. 身手  5. 完畢   環境

6. 「場所」是指活動的處所，「環境」則指周圍的情

況和條件，句子描述了圖書館這個處所寧靜的情

況，可見應配搭「環境」一詞。

六	 判斷

1. ✓   2. ✗   3. ✓   4. ✗

七	 句型辨識

1. ○   2. ○   3. △   4. △
5. ○   6. △

3.

6.

八	 供詞造句

1.  教練不但不因比賽落敗而失望，反而鼓勵選手們繼
續努力。

 過期食品不但不能給身體提供營養，反而損害健康。

2. 聯繫生活經驗，可知過期食品對身體有害無益。

配合句式表達這個意思，「提供營養」要用在前半

句的「不但不」後面，而「損害」要用在「反而」後

面。

3.  無論天氣好不好，足球隊都會如常進行訓練。
4.  風景畫無論畫得多美麗，都比不上現實中大自然的
景色。

九	 閱讀理解

1. 驚奇  2. 儲存  3. 二    D 

4. 作者在第三段開首提及卡通片描繪海洋生物說話

的方式，隨即引出「這符合牠們的發聲方法嗎？」

的問題，並在段落中詳細說明有關的知識，可知

作者的目的是引起讀者閱讀該段落的興趣。

5. A   6. D

十	 閱讀理解

1. D   2. A   3. A

測驗二

一	 詞義辨識

1. D   2. A   3. B   4. A
 D

5. 「虛構」形容憑想像創造出來的東西，可以排除。

餘下的三個詞語都可用於形容人物的性格，但只

有「虛偽」具有虛假、不真實的意思，符合句子對

子豪的描述。

二	 供詞填充

1. 唉   2. 咦   3. 哎呀
4. 啊   5. 哼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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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自然環境 natural environment (n.) 救援 rescue (v.)

熱帶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n.) 志願團體 volunteering group (n.)

沙漠 desert (n.) 綠化活動 greening activities (n.)

草原 grassland (n.) 適應 adapt (v.)

極地 polar region (n.) 北極熊 polar bear (n.)

山脈 mountains (n.) 駱駝 camel (n.)

地殼 crust (n.) 驢子 donkey (n.)

地幔 mantle (n.) 企鵝 penguin (n.)

地核 core (n.) 猩猩 gorilla (n.)

岩漿 magma (n.) 斑馬 zebra (n.)

火山 volcano (n.) 仙人掌 cactus (n.)

火山爆發 volcanic eruption (n.) 大氣層 atmosphere (n.) 

海嘯 tsunami (n.) 空氣質素 air quality (n.)

地震 earthquake (n.)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n.)

倒塌 collapse (v.) 發電廠 power plant (n.)

捐贈 donate (v.) 水塘 reservoir (n.)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n.) 呼吸 breathe (v.)

鼻 nose (n.) 方便的 convenient (adj.)

氣管 trachea (n.) 食物中毒 food poisoning (n.)

肺 lung (n.) 節約用水 save water (phr.)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形態 state (n.) 冰 ice (n.)

固體 solid (n.) 水 water (n.)

液體 liquid (n.) 水蒸氣 steam (n.)

氣體 gas (n.) 蒸發 evaporation (n.)

壓力 pressure (n.) 凝結 condensation (n.)

表面張力 surface tension (n.) 凝固 freezing (n.)

氮 nitrogen (n.) 溶化 melting (n.)

氧氣 oxygen (n.) 濾水廠 water treatment works (n.)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n.) 過濾 filter (v.)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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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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使用和拼寫比較級╱最高級形容詞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例 1 	 Sam is taller me and Joe is tallest.	 ✗

  Sam is taller than me and Joe is the tallest.	 ✓

	 例 2 	 Jane is beautifuler than May.	 ✗

	 	 Jan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May.	 ✓

	 例 3 	 Book B is the badest.	 ✗

	 	 Book B is the worst.	 ✓

先根據比較事物的數量判斷使用比較級還是最高級形容詞，再依形容詞的音節決定轉法：

形容詞
比較級：	

兩者之間作比較
最高級：	

三者或以上之中最	…
一個音節 tall taller

than the

tallest
兩個音節 happy happier happiest

兩個以上音節 beautiful more beautiful most beautiful

不規則
good better best
bad worse worst

另外，一個和兩個音節的形容詞會根據字尾有不同轉法：

形容詞 比較級 最高級
大部份形容詞，如 tall 加 -er  taller 加 -est tallest

-e字尾，如 nice 加 -r  nicer 加 -st  nicest
-y字尾，如 easy 拿走 -y加 -ier  easier 拿走 -y加 -iest  easiest

母音 +輔音字尾，如 fat 重複輔音加 -er  fatter 重複輔音加 -est  fattest

比較級形容詞後要加 ‘than’，
最高級形容詞前要加 ‘the’。

‘beautiful’有三個音節，要加
‘more’形成比較級。

‘bad’的最高級形容詞是 ‘worst’。

• Adverbs of frequency
•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 Partitives: … of …
• Prices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 Simple past tense

• Indefinite pronouns
• Reflexive pronouns
• And / or / but / both / either / too
• Question words: How much / Which 

/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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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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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供詞填充 6

形近字 二、形近字辨識 6

破折號、省略號 三、標點符號運用 5

形容詞重疊 四、擴寫句子 15

近義詞 五、配詞完句 6

褒義詞、貶義詞 六、判斷 4

直述句、轉述句 七、句型辨識 6

「⋯⋯不但不⋯⋯反而⋯⋯」、

「⋯⋯無論⋯⋯都⋯⋯」句式
八、供詞造句 12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5

實用文一篇：日記 十、閱讀理解 15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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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形容詞，填在橫線上。（6分，每題 1分）

粗暴    精彩    嚴重    謹慎
激動    廣闊    忠心    敏捷

1.  小猴子的動作很  ，一眨眼就爬上了樹頂。

2.  科學家小心   地使用這部精密的儀器，以免把它弄壞。

3.  這場   的地震導致幾萬人無家可歸，實在太可怕了。

4.  遊牧民族在   的草原上騎馬奔馳，帶領羊羣移動。

5.  馬戲團   的演出令觀眾不停地鼓掌及歡呼。

6.  已經是深夜了，只有   的小狗旺旺還一直醒着，為主人看
守着家門。

/6

二　 形近字辨識   圈出正確的字。（6分，每題 1分）

1.  敏兒經常調皮搗蛋，讓媽媽感到相當苦（ 腦 ╱ 惱 ╱ 瑙 ）。

2.  下雨後，一道彩虹在太陽的照（ 濯 ╱ 躍 ╱ 耀 ）下出現。

  這座森林（棲 ╱ 淒 ╱ 妻 ）息着不少動物，我們要好好保護它。

4.  黃豆經過充分的（ 侵 ╱ 祲 ╱ 浸 ）泡，才能磨製成豆漿。

5.  接受了幾次治療後，哥哥受傷的腿恢（ 復 ╱ 複 ╱ 腹 ）得很快。

6.  音樂聲響起，一對對舞者（ 媛 ╱ 援 ╱ 緩 ）慢地踏起了舞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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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4上

數學科 考試卷考試卷

數

	 乘法

	 除法

	 倍數和因數

	 公因數和公倍數

圖形與空間

	 四邊形

	 圖形分割和拼砌

	 八個方向

數據處理

	 棒形圖

一、計算題 12

二、多項選擇題 26

三、短答題 14

四、填充題 20

五、繪圖題 6

六、統計圖題 12

七、列式計算題 6

八、高階思維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限時：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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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完 ~

42. 上星期三的入場人數約是上星期  的 2 倍。（2 分）

43. 美食博覽會本星期六的入場人數比上星期六的入場人數多 268 人，本
星期六的入場人數約是  人。（2 分）

/12

六　列式計算題	 列式計算下列各題。（6分，每題 3分）

44. 張先生每月付上網費 278 元，三年內他共付上網費多少元？

45. 教圖小學舉行旅行，共有 846 人參加。如果每輛旅遊車可載 60 人，
最少需要旅遊車多少輛才可接載所有參加者？

/6

七　高階思維題	 完成下列各題。（4分，每題 2分）

 某數的倍數包括 15 、 30 、 45 及 60 。若這個數不是合成數，這個
數的所有可能是 。

 某數的因數包括 8 和 12 。若這個數小於 80 ，而且有 12 個因數，這
個數是 。

/4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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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敏捷	 	 2.	 謹慎	 	 3.	 嚴重
4.	 廣闊	 	 5.	 精彩	 	 6.	 忠心	

二  形近字辨識

1.	 惱	 	 	 2.	 耀	 	 	 	 棲	 	 	 4.	 浸

3. 三個形近字的部首分別是「木」、「水」和「女」，

可以作為分辨字義的提示。句子的意思是有不少動

物居住、停留在森林裏，可推想「棲」是正確答案。

5.	 復	 	 	 6.	 緩	

三  標點符號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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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擴寫句子

1.	 祖母低下頭，慢騰騰地喝着杯中的熱牛奶。
2.	 瑤瑤興沖沖地告訴我們她取得第一名的好消息。
3.	 叔叔把辛辛苦苦地掙來的錢捐給了慈善機構。
4.	 電影快開始了，小志急急忙忙地趕向電影院。
5.	 弟弟拿着禮物高高興興地去找媽媽。	

五  配詞完句

1.	 優美	 	 2.	 氣氛	 	 3.	 貢獻
4.	 身手	 	 5.	 完畢	 	 	 環境

6. 「場所」是指活動的處所，「環境」則指周圍的情

況和條件，句子描述了圖書館這個處所寧靜的情

況，可見應配搭「環境」一詞。

六  判斷

1.	 ✓	 	 	 2.	 ✗	 	 	 3.	 ✓	 	 	 4.	 ✗

七  句型辨識

1.	 ○	 	 	 2.	 ○	 	 	 3.	 △	 	 	 4.	 △
5.	 ○	 	 	 6.	 △

3.

6.

八  供詞造句

1.		 教練不但不因比賽落敗而失望，反而鼓勵選手們繼
續努力。

	 過期食品不但不能給身體提供營養，反而損害健康。

2. 聯繫生活經驗，可知過期食品對身體有害無益。

配合句式表達這個意思，「提供營養」要用在前半

句的「不但不」後面，而「損害」要用在「反而」後

面。

3.		 無論天氣好不好，足球隊都會如常進行訓練。
4.		 風景畫無論畫得多美麗，都比不上現實中大自然的
景色。

九  閱讀理解

1.	 驚奇	 	 2.	 儲存	 	 3.	 二	 	 	 	 D	

4. 作者在第三段開首提及卡通片描繪海洋生物說話

的方式，隨即引出「這符合牠們的發聲方法嗎？」

的問題，並在段落中詳細說明有關的知識，可知

作者的目的是引起讀者閱讀該段落的興趣。

5.	 A	 	 	 6.	 D

十  閱讀理解

1.	 D	 	 	 2.	 A	 	 	 3.	 A

測驗二

一  詞義辨識

1.	 D	 	 	 2.	 A	 	 	 3.	 B	 	 	 4.	 A
	 D

5. 「虛構」形容憑想像創造出來的東西，可以排除。

餘下的三個詞語都可用於形容人物的性格，但只

有「虛偽」具有虛假、不真實的意思，符合句子對

子豪的描述。

二  供詞填充

1.	 唉	 	 	 2.	 咦	 	 	 3.	 哎呀
4.	 啊	 	 	 5.	 哼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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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 natural environment (n.) 救援 rescue (v.)

熱帶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n.) 志願團體 volunteering group (n.)

沙漠 desert (n.) 綠化活動 greening activities (n.)

草原 grassland (n.) 適應 adapt (v.)

極地 polar region (n.) 北極熊 polar bear (n.)

山脈 mountains (n.) 駱駝 camel (n.)

地殼 crust (n.) 驢子 donkey (n.)

地幔 mantle (n.) 企鵝 penguin (n.)

地核 core (n.) 猩猩 gorilla (n.)

岩漿 magma (n.) 斑馬 zebra (n.)

火山 volcano (n.) 仙人掌 cactus (n.)

火山爆發 volcanic eruption (n.) 大氣層 atmosphere (n.) 

海嘯 tsunami (n.) 空氣質素 air quality (n.)

地震 earthquake (n.)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n.)

倒塌 collapse (v.) 發電廠 power plant (n.)

捐贈 donate (v.) 水塘 reservoir (n.)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n.) 呼吸 breathe (v.)

鼻 nose (n.) 方便的 convenient (adj.)

氣管 trachea (n.) 食物中毒 food poisoning (n.)

肺 lung (n.) 節約用水 save water (phr.)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形態 state (n.) 冰 ice (n.)

固體 solid (n.) 水 water (n.)

液體 liquid (n.) 水蒸氣 steam (n.)

氣體 gas (n.) 蒸發 evaporation (n.)

壓力 pressure (n.) 凝結 condensation (n.)

表面張力 surface tension (n.) 凝固 freezing (n.)

氮 nitrogen (n.) 溶化 melting (n.)

氧氣 oxygen (n.) 濾水廠 water treatment works (n.)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n.) 過濾 filter (v.)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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