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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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 3
5

 × 5 
5
6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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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漢堡飽店今年的總營業額取至百萬位的近似值是二千六百萬元。以下哪一個
可能是該玩具店的實際營業額？

	 A. 20 499 584 B. 25 367 498 C. 25 907 343 D. 20 599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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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平行四邊形的膠片的底是 24 cm ，它的高是底
的一半，面積是多少？  288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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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以下各分數由大至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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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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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Level學習攻略

範疇 常犯錯誤

拼寫 混淆一、四聲
今 j*n vs 近 j_n 
杯 b$i vs 被 b&i

熟記聲調口訣：
一聲高又平，
四聲從高降。

混淆二、三聲
游 y1u vs 有 y2u
跑 p@o vs 袍 p!o

熟記聲調口訣：
二聲往上揚，
三聲會拐彎兒。

忘記 y w 的拼寫規律
因為 y*n w&i ✓  *n u&i ✗
延誤 y!n w7 ✓  i!n 7 ✗
雨霧 y6 w7 ✓  0 7 ✗

i 行韻母前面沒有聲母時，要加上 y ，例如 in  
yin；或者要把 i 改寫成 y ，例如 ia  ya 。 u 行韻
母前面沒有聲母時，要加上 w ，例如 u  wu；或
者要把 u 改寫成 w ，例如 uo  wo 。 = 行韻母前
面沒有聲母時，要加上 y ，並省略 = 上的兩點。

閱讀 混淆 k 和 h
苦頭 k6 t1u vs 虎頭 h6 t1u
轟動 h`ng d3ng vs  
空洞 k`ng d3ng

k 發音時口腔大開，舌位放低，舌頭居中，嘴型
呈自然狀態，吐出較強的氣流，是送氣音。 h 是
舌根音，發音時，氣流從舌根和軟顎之間摩擦而
出。

混淆 b 和 p 、 d 和 t
波 b` vs 坡 p`
篇 pi~n vs 邊 bi~n
度 d7 vs 吐 t7
太 t#i vs 帶 d#i

b 和 d 屬於不送氣音，發音時呼出的氣流比較弱；
p 和 t 屬於送氣音，發音時呼出的氣流比較強。

混淆 f 和 h
發誓 f~ sh_ vs 花市 hu~ sh_
揮舞 hu* w6 vs 飛舞 f$i w6

f 是脣齒音，發音時氣流從上齒和下脣之間摩擦而
出。 h 是舌根音，發音時，氣流從舌根和軟顎之
間摩擦而出。

說話 用詞出錯
奶奶 ✓  嫲嫲 ✗
橡皮 ✓  擦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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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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總分：	 /100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認識生物世界的循環

	 認識生物的生命週期

	 認識生殖系統及器官的功能

	 認識個人成長的不同階段與特徵

	 認識兩性在青春期的生理、心理

及社交方面的轉變

	 知道青春期成長與發育的個別差

異

	 學習處理壓力及挫折

	 識別性別角色與關係

	 學習增進人際關係及自我肯定的

技巧

	 學習面對陌生環境與挑戰

一、看圖排序題 8

二、配對題 4

三、是非題 6

四、選擇題 10

五、填充題 18

六、短答題 8

七、看圖辨別題 12

八、看圖填充題 8

九、看圖判斷題 4

十、問答題 12

十一、生活情境題 6

十二、課外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常識科 總分：	 /100

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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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

5 A

English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Fill in the Blanks Adverbs of manner 14

B Fill in the Blanks Should / shouldn’t 10

C Fill in the Blanks
 Each other / one another

 Object pronouns
14

D Fill in the Blanks
Verbs and adjectives with 

prepositions
12

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Prepositions: in / with

 Relative pronoun: who
12

F Fill in the Blanks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10

G Complete the Dialogue
 Question word: whose

 Possessive pronouns
12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story 16

Question Type Language Focus Marks Your Marks

©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9 English Test 1 1-1

Total Mark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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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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dly  late

3. politely  hard

2. & 4. ‘late’（遲到）和 ‘hard’（努力）的副詞 (adverb)

同樣是 ‘late’和 ‘hard’，‘lately’解作「最近」，

而 ‘hardly’解作「很難」。

5. patiently 6. happily

 well

7.  ‘good’的副詞是 ‘well’而不是 ‘goodly’。

B
1. should wash 2. shouldn’t bring

3. shouldn’t play 4. should use

5. shouldn’t talk

C
1. each other 2. them

3. one another 4. her

 one another

5. Rose在這裏泛指所有朋友之間 (friends)，而不單

是她和 Joe之間，因此用 ‘one another’。

6. me 7. each other

D
1. with 2. of 3. to

4. at 5. to 6. to

E
1. in the birthday hat

2. who is holding the cake

3. with the glasses

4.  who is playing the guitar

2.

4.

7.

5.

5.  who is standing at the back

 with the curly hair and in the vest

6. ‘the curly hair’是身體部分，而 ‘the vest’是衣物，

前面分別使用不同的介詞 (preposition)連接。

F
1. your 2. my 3. mine

4. theirs 5. her

G
1. are these; his

2.  is this; mine

3.  Whose crayons are these?; They’re theirs.

 Whose bread is this?; It’s ours.

4.  母親表示麵包是今早 Uncle Ben給他們的，因此可

推斷麵包是屬於 Sally和母親的。

H
1. C 2. B 3. C

 A 

4.  第 17行中，Anne指着那條骯髒的頸巾表示是她的

(That’s my scarf.)，因此答案是 A。

5. They fought over the beautiful scarf.

6. The prince turned them into mice.

 It was because Anne was kind, honest and 

polite.

7. ‘not only ... but also’解作「不但 ⋯⋯ 而且」，王

子認為 Anne不但仁慈，而且誠實有禮，所以希

望 Anne嫁給他。

8. C ➔ A ➔ D ➔ B

6.

4.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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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薄弱 2.  評價 3. 培養
4. 靈敏 5. 坐井觀天
 前功盡棄

6. 「前功盡棄」和「功虧一簣」都指事情進行到最後卻

未能完成，但「功虧一簣」說明事情失敗的原因是

欠缺了最後一點努力，「前功盡棄」則沒有這層意

思。句子中，水墨畫因小貓打翻墨水而不能完成，

和爺爺的努力無關，所以答案是「前功盡棄」。

二	 判斷

1. ✓   2. ✗    ✗   4. ✗

3.  留意句子中的字眼「讓」，可判斷這是祈使句，

一般會配合語氣詞「吧」。句子中使用了語氣詞

「了」，不合句子要表達的語氣，所以不正確。

5. ✓   6. ✓

三	 改寫句子

1. 麗欣對我說她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2. 家亮說：「我妹妹的棋藝太差了，當不了我的對
手。」

3. 文雄對我說：「我很高興我們能成為隊友，一起打
籃球。」

4. 姐姐說她現在要出門，因為爸爸叫她幫忙買雞蛋。 
5.  我對林老師說：「我不明白怎樣計算分數乘法，請
您教教我。」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C   2. D    C

3.  句子中包括了「作者」這個詞語，由此能判斷《晴

天集》是一本書或一部作品，在名稱前後應使用

書名號。李一嫦是這位作者的名字，因此應以破

折號引出，以起加強解釋的作用。

五	 詞義辨識

1. 希望 2. 陶醉 3. 推搪 
4. 無所事事 5. 相持不下 6. 粗枝大葉

6.

3.

3.

六	 修辭辨識

1. B   2. A   3. C   4. A

七	 重組句子

1. 試卷上那個鮮紅色的數字使智文臉色蒼白。
2. 嫩綠的小樹苗鑽出紅棕色的泥土，伸向陽光。
3. 清風把幾片黃澄澄的落葉吹上藍盈盈的天空。
 姐姐綁起烏油油的長髮，露出曬得黝黑的後頸。

4.  題目包含了兩個形容黑色的顏色詞「烏油油」和

「黝黑」，留意前者指黑而潤澤，多形容頭髮，由

此分辨兩個顏色詞各應配搭哪一個名詞。

八	 供詞造句

1.  儘管哥哥十分聰明，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但他從來
不會驕傲自滿。

2.  儘管螞蟻是一種弱小的動物，但牠們團結起來能搬
運大塊的食物。

3.  儘管我們在生活中不時會遇上挫折，但還是應該堅
強地面對。

4.  儘管即棄餐具用起來很便利，但它們難以被地球分
解，對環境有害。

九	 閱讀理解

1. 無理取鬧  2. 面不改色  3. 一
4. C    5. B    6. B
7. 影響： 克服怕水的弱點。
 例子： 土耳其梵貓毛髮易乾，平時喜歡在凡湖中游

泳。╱緬因貓擁有防水的厚毛，能在河裏捕
魚。╱挪威森林貓擁有防水的厚毛，能在河
裏捕魚。（任答一項）

十	 閱讀理解

1. B   2. B
3. 在五月十九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交給潔雯的班主任

測驗二

一	 供詞填充

1.  特意 2. 訂立 3. 斷絕
4. 一蹴而就 5. 屢見不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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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海豚 dolphin (n.) 有花植物 flowering plant (n.)

蝴蝶 butterfly (n.) 無花植物 non-flowering plant (n.)

蝌蚪 tadpole (n.) 花粉 pollen (n.)

老虎 tiger (n.) 發芽 sprout (v.)

大熊貓 giant panda (n.) 繁殖 reproduce (v.)

青蛙 frog (n.) 凋謝 wither (v.)

青春期 puberty (n.) 身高 height (n.)

生理變化 physical change (n.) 體重 weight (n.)

暗瘡 pimple (n.) 心理變化 psychological change (n.)

鬍子 beard (n.) 困擾 trouble (n.)

肌肉 muscle (n.) 溝通 communication (n.)

生殖系統 reproductive system (n.) 外表 appearance (n.)

子宮 uterus (n.) 朋輩 peers (n.)

陰莖 penis (n.) 友誼 friendship (n.)

月經 menstruation (n.) 獨立的 independent (adj.)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光 light (n.) 鏡子 mirror (n.)

影子 shadow (n.) 玻璃 glass (n.)

電筒 torch (n.) 反射 reflection (n.)

平滑的 smooth (adj.) 折射 refraction (n.)

凹凸不平的 rough (adj.) 聲音 sound (n.)

方向 direction (n.) 嘈吵的 noisy (adj.)

閉合電路 closed circuit (n.) 噪音 noise (n.)

金屬 metal (n.) 隔音的 soundproof (adj.)

導電體 electrical conductor (n.) 吸音的 sound absorbing (adj.)

絕緣體 electrical insulator (n.) 電力 electricity (n.)

電線 electrical wire (n.) 實驗 experiment (n.)

插頭 plug (n.) 燈泡 light bulb (n.)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教圖100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五上） 常識詞彙學英文129

按學習範疇分類，

方便整理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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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Level學習攻略

1.	 錯誤使用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
	 例 	 She have done the homework. ✗

  She has did the homework. ✗

  She has done the homework. ✓

現在完成式用來講述於過去開始而現在已完成的動作、經驗或於過去開始而現在仍繼續
的動作，以 ‘have / has’	+ 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組成。
肯定句：主語 + have / has + 過去分詞

I / You / We / They have
gone.

He / She / It has

否定句：主語 + have / has + not + 過去分詞

I / You / We / They have
not gone.

He / She / It has

問句：Have / Has + 主語 + 過去分詞

Have you / we / they
gone yet?

Has he / she / it

同學容易混淆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和現在完成式，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	
動作發生的時間是否明確，和動作是否仍繼續：
	 一般過去式	 	 現在完成式

I came back yesterday. （時間明確） vs. I have just come back. （時間不明確）
I became a teacher three years ago. vs. I have been a teacher for three years.
	 （不清楚是否仍繼續）	 	 （現在仍繼續）

‘She’ 後要接 ‘has’， ‘do’ 的過去
分詞是 ‘done’。

可加 ‘already’	（已經）或 ‘just’（剛剛）修飾：
have already / just gone

可加 ‘yet’（尚）或 ‘never’（從未）修飾：
have not gone yet, have never gone

可加 ‘yet’（尚）或 ‘ever’（曾經）修飾：
Have you ever gone …?

• Adverbs of manner
• Should / shouldn’t
• Each other / one another
• Verbs and adjectives with prepositions
• Prepositions: in / with
• Relative pronoun: who

• Possessive pronouns
• Present perfect tense
• Adverbs: already / ever / just / 

never / yet
• since / for / in / ago
• Question words: Whose / 

How many times / How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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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

中文科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語文基礎

能力

近義詞 一、詞義辨識 6

語氣詞 二、判斷 6

直述句、轉述句 三、改寫句子 15

破折號、書名號 四、標點符號運用 3

褒義詞、貶義詞 五、詞義辨識 6

排比句、擬人句、反復句 六、修辭辨識 4

顏色詞 七、重組句子 8

「儘管……但……」句式 八、供詞造句 12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7

實用文一篇：通告 十、閱讀理解 13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總分：� /100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1 中文科　測驗一　1−1



一　詞義辨識   圈出適當正確的詞語。（6分，每題 1分）

1. 弟弟的意志力太（ 薄弱 ╱ 虛弱 ），明明決定了今天要用功温習，但一看到遊
戲機就受不住誘惑。

2.  比賽結束後，評判逐一（ 批評 ╱ 評價 ）每位參賽者的表現，時而加以讚賞，
時而指點不足。

3.  我的家人都是樂器好手，我在音樂環繞下成長，不知不覺地（ 培養 ╱ 培訓 ）出
了良好的音樂感。

4.  這台行李檢測機器反應（ 靈敏 ╱ 伶俐 ），一旦掃描到行李內有金屬物品，就
會立刻發出嗶嗶聲。

5.  長期留在一個小地方研究學問容易（ 坐井觀天 ╱ 井蛙之見 ），限制了自己的
見聞，所以學者們經常到世界各地研討交流。

 爺爺已經快畫完這張水墨畫了，但頑皮的小貓卻忽然把墨水打翻在畫紙上，
導致（ 前功盡棄 ╱ 功虧一簣 ）。

/6

二　判斷   以下句子中的語氣詞是否運用正確？正確的在括號內打 ✓，不正確的

打 ✗。（6分，每題 1分）

1.  看到在美國留學多年的表哥終於回來，我心中是多麼的高興啊！ 

2.  哥哥才剛吃完一大盤意大利麪，還吃得下甜點呢？ 

 你人生路不熟，一個人去的話可能會迷路，還是讓我陪你一起去了！

4.  真奇怪，一向最守時的沛文竟然還沒到，是不是出了甚麼意外嗎？

5.  這雙鞋子的鞋跟特別厚，鞋幫子又高於腳踝，應該是專用於打籃球
 的球鞋吧！ 

6.  請你待會兒再打電話來，小希現在到圖書館去了。

/6

6.

（　　）

（　　）

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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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5上

數學科 考試卷考試卷

姓名： 　班級： （　　）　日期：

限時：45分鐘

數

	 多位數

	 分數的比較和加減

	 分數乘法

圖形與空間

	 三角形、四邊形的面積

	 多邊形的面積

代數

	 代數式和簡易方程

數據處理

	 複合棒形圖

一、計算題 10

二、多項選擇題 18

三、短答題 14

四、填充題 22

五、統計圖題 12

六、列式計算題 18

七、高階思維題 6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73 數學科　考試卷　3−1



~ 全卷完 ~

43.	 一疊手工紙有 63張，當中有
5
9 是正方形，正方形的手工紙中，有

2
7 是紅色，

紅色正方形手工紙有多少張？

 

44.	 志光是小五學生，他上星期補習共付了補習費 480元，志光補習共用了多少
小時？

 

/18

七　高階思維題 	 完成下列各題。（6分，每題 2分）

 右圖中有兩個梯形 A和 B，A和 B的面積 *	相等	 /	

	 不相等	，因為	 。	

（* 圈出答案）

 右圖由兩個邊長分別是 5 cm和 7 cm的正方形及一個三

角形組成，着色部分的面積是	 	cm2。

 如果
y
3  = 15，那麼 y的 4倍與 11y之差是	 。

/6

45.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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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薄弱	 2.		 評價	 3.	 培養
4.	 靈敏	 5.	 坐井觀天
	 前功盡棄

6. 「前功盡棄」和「功虧一簣」都指事情進行到最後卻

未能完成，但「功虧一簣」說明事情失敗的原因是

欠缺了最後一點努力，「前功盡棄」則沒有這層意

思。句子中，水墨畫因小貓打翻墨水而不能完成，

和爺爺的努力無關，所以答案是「前功盡棄」。

二  判斷

1.	 ✓	 	 	 2.	 ✗	 	 	 	 ✗	 	 	 4.	 ✗

3.  留意句子中的字眼「讓」，可判斷這是祈使句，

一般會配合語氣詞「吧」。句子中使用了語氣詞

「了」，不合句子要表達的語氣，所以不正確。

5.	 ✓	 	 	 6.	 ✓

三  改寫句子

1.	 麗欣對我說她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2.	 家亮說：「我妹妹的棋藝太差了，當不了我的對
手。」

3.	 文雄對我說：「我很高興我們能成為隊友，一起打
籃球。」

4.	 姐姐說她現在要出門，因為爸爸叫她幫忙買雞蛋。	
5.		 我對林老師說：「我不明白怎樣計算分數乘法，請
您教教我。」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C	 	 	 2.	 D	 	 	 	 C

3.  句子中包括了「作者」這個詞語，由此能判斷《晴

天集》是一本書或一部作品，在名稱前後應使用

書名號。李一嫦是這位作者的名字，因此應以破

折號引出，以起加強解釋的作用。

五  詞義辨識

1.	 希望	 2.	 陶醉	 3.	 推搪	
4.	 無所事事	 5.	 相持不下	 6.	 粗枝大葉

6.

3.

3.

六  修辭辨識

1.	 B	 	 	 2.	 A	 	 	 3.	 C	 	 	 4.	 A

七  重組句子

1.	 試卷上那個鮮紅色的數字使智文臉色蒼白。
2.	 嫩綠的小樹苗鑽出紅棕色的泥土，伸向陽光。
3.	 清風把幾片黃澄澄的落葉吹上藍盈盈的天空。
	 姐姐綁起烏油油的長髮，露出曬得黝黑的後頸。

4.  題目包含了兩個形容黑色的顏色詞「烏油油」和

「黝黑」，留意前者指黑而潤澤，多形容頭髮，由

此分辨兩個顏色詞各應配搭哪一個名詞。

八  供詞造句

1.		 儘管哥哥十分聰明，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但他從來
不會驕傲自滿。

2.		 儘管螞蟻是一種弱小的動物，但牠們團結起來能搬
運大塊的食物。

3.		 儘管我們在生活中不時會遇上挫折，但還是應該堅
強地面對。

4.		 儘管即棄餐具用起來很便利，但它們難以被地球分
解，對環境有害。

九  閱讀理解

1.	 無理取鬧	 	 2.	 面不改色	 	 3.	 一
4.	 C	 	 	 	 5.	 B	 	 	 	 6.	 B
7.	 影響：	克服怕水的弱點。
	 例子：	土耳其梵貓毛髮易乾，平時喜歡在凡湖中游

泳。╱緬因貓擁有防水的厚毛，能在河裏捕
魚。╱挪威森林貓擁有防水的厚毛，能在河
裏捕魚。（任答一項）

十  閱讀理解

1.	 B	 	 	 2.	 B
3.	 在五月十九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交給潔雯的班主任

測驗二

一  供詞填充

1.		 特意	 2.	 訂立	 3.	 斷絕
4.	 一蹴而就	 5.	 屢見不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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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 dolphin (n.) 有花植物 flowering plant (n.)

蝴蝶 butterfly (n.) 無花植物 non-flowering plant (n.)

蝌蚪 tadpole (n.) 花粉 pollen (n.)

老虎 tiger (n.) 發芽 sprout (v.)

大熊貓 giant panda (n.) 繁殖 reproduce (v.)

青蛙 frog (n.) 凋謝 wither (v.)

青春期 puberty (n.) 身高 height (n.)

生理變化 physical change (n.) 體重 weight (n.)

暗瘡 pimple (n.) 心理變化 psychological change (n.)

鬍子 beard (n.) 困擾 trouble (n.)

肌肉 muscle (n.) 溝通 communication (n.)

生殖系統 reproductive system (n.) 外表 appearance (n.)

子宮 uterus (n.) 朋輩 peers (n.)

陰莖 penis (n.) 友誼 friendship (n.)

月經 menstruation (n.) 獨立的 independent (adj.)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光 light (n.) 鏡子 mirror (n.)

影子 shadow (n.) 玻璃 glass (n.)

電筒 torch (n.) 反射 reflection (n.)

平滑的 smooth (adj.) 折射 refraction (n.)

凹凸不平的 rough (adj.) 聲音 sound (n.)

方向 direction (n.) 嘈吵的 noisy (adj.)

閉合電路 closed circuit (n.) 噪音 noise (n.)

金屬 metal (n.) 隔音的 soundproof (adj.)

導電體 electrical conductor (n.) 吸音的 sound absorbing (adj.)

絕緣體 electrical insulator (n.) 電力 electricity (n.)

電線 electrical wire (n.) 實驗 experiment (n.)

插頭 plug (n.) 燈泡 light bul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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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