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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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0.9 ÷ 1.7 =  （答案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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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芷欣繞圓形跑道跑了 5 圈，共跑了 1100 m 。跑道的直徑是多少 m？ 

 （取 π = 
22
7

）

	 A. 30 m   B. 50 m 
 C. 70 m   D. 9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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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中的白色部分佔全圖的百分之幾？

60%

 注意答案欄提供的單位（或不提供單位），寫出適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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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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錯聲調位置
快 ku#i ✓ kua_ ✗
多 du` ✓ d4o ✗
六 li7 ✓  l_u ✗

熟記標調口訣：
有 a 不放過，
沒 a 找 o 、 e ，
i 、 u 並列標在後。

忘記 = 行韻母的拼寫規律
決 ju% ✓  j=% ✗
裙 q5n ✓  q9n  ✗
需 x4 ✓  x8 ✗

= 行韻母和聲母 j q x 相拼時，要省去兩點。

閱讀 混淆 eng 和 ing
呈報 ch%ng b#o vs  
情報 q(ng b#o
歌星 g$ x*ng vs 歌聲 g$ sh$ng

兩個韻母在發出開始的元音（e / i）後，嘴巴 
要隨即張大。 eng 由於發 e 時嘴巴已經稍微張
大，所以看起來，整個韻母發音的口形變化不
大；而 ing 發 i 時嘴巴幾乎扁成一線，然後突
然張大發出後鼻音，所以口形是明顯由小變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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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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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處理壓力及挫折

	 認識性別的角色與關係

	 認識對性的感覺、反應和處理方

法

	 學習增進人際關係及自我肯定的

技巧（例如：表達情緒的方法、

個人的優點和缺點）

	 認識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和減低

危機的策略

	 學習日常生活中的簡易急救方法

與安全事項

	 認識在預防意外和急救服務方面

提供協助的人士與機構

一、看圖分析題 9

二、看圖辨別題 8

三、判斷修正題 10

四、選擇題 12

五、填充題 18

六、短答題 10

七、看圖判斷題 5

八、問答題 12

九、生活情境題 12

十、課外題 4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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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English

6 A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Fill in the Blanks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14

B Complete the Sentences ‘If’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1 10

C Fill in the Blanks
Connectives: so that / because / 

so
10

D Fill in the Blanks
Very few / very little / enough / 

not enough / too
14

E  Complete the Dialogue Making suggestions 10

F Fill in the Blanks Tenses: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12

G Complete the Dialogue
Connectives: either … or / 

neither … nor / both … and
14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newspaper repor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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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ing 2. trying

3. to take 4. to learn

 get 6. to become

5. ‘could’是情態動詞 (modal verb)，後面的動詞不

變。

 to join

7. ‘Would you like’後面的動詞要轉為帶 ‘to’不定式

(to-infinitive)，即 ‘to join’。

B
1. I will greet them politely

2. If my classmate forgets to bring her pen, I 

will lend her mine.

3. If I feel ill in class, I will tell my teacher 

immediately.

4.  If my teacher asks me a question in class, I 

will stand up and tell the answer.

 If my classmates invite me to play games 

during recess, I will join them happily.

5.  Lily表示希望在學校交到很多朋友，因此如果同

學邀請她玩遊戲時，她會十分樂意加入 (join them 

happily)。

C
1. so 2. because 3. because

4. so that 5. so that

D
 very little 2. enough

1. ‘earn’解作「賺取」，所以這裏是指金錢 (money)，

而 ‘money’ 是不可數名詞 (uncountable noun)，

因此用 ‘very little’。

5.

7.

5.

1.

3. very few 4. too 5. too

6. very few 7. not enough

E
1. Let’s 2. Shall we

3. shouldn’t 4. Shall we 5.  should

F 
1. thought 2. holds

3. did not join / didn’t join

4. have changed

5.  was 6. encouraged

7.  did not feel / didn’t feel

8. asked 9. sold

10. have learned

11. will continue  want

12. 這裏表示Leo現在的想法，因此用一般現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

G 
 neither play chess nor chat

1.  這裏說明 Mr Wong不想住進老人院的原因，Mr 

Wong表示如果住進了老人院，他便不能與他的

朋友下棋或談天，因此用 ‘neither … nor’連接。

2.  either go to the library or play Tai Chi in the 

park

3.  both relaxing and healthy

4.  neither smoke nor drink

 either watch TV or play computer games

5.  Leo其後表示他平時很少做運動，可推斷他空餘

時間不是看電視，就是玩電腦遊戲，因此用 ‘either 

… or’連接。

6. both keep you strong and refresh your mind

7. either cycling or jogging

1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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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還   2. 又   3. 也   4. 再
5. 再   6. 又

二	 近義詞辨識

1. B   2. A    D   4. A

3. 「鄭重」有「小心謹慎」的意思，通常與「宣布」搭

配；「隆重」則有「盛大而莊重」的意思，通常與

「舉行」搭配。

5. C    C

6. 「期盼」有「期待、盼望」的意思，「期許」有「希

望、期望」的意思，在意義上，「期許」多用於表

示對晚輩的期望，因此用「期盼」較為合適。

三	 改寫句子

1. 我問爸爸甚麼時候帶我去海灘游泳。
2. 老師告訴明欣：「今天由你代子健當值日生。」
3. 媽媽生氣地問到底是誰把沙發弄髒了。
 出場前，教練說不要把比賽的勝負看得太重。

4. 直述句改寫成轉述句時要將感歎號改寫成句號。

 老師說：「這次數學測驗中，志明的成績最好，你
們要向他學習。」

5. 改寫時要留意人稱代詞，原句的「我們」是指老師

的說話對象，所以當改為直述句時，就要改寫成

「你們」。

四	 供詞填充

1. 抹   2. 頓   3. 行   4. 幢
5. 趟   6. 棵

五	 句意理解

 D   2. A   3. C   4. B

1. 借喻句只有喻體，沒有喻詞和本體，會直接把本

體說成喻體，回答這類問題時，應先找出喻體，

然後推敲本體是甚麼。

5. D

3.

6.

4.

5.

1.

六	 配對

1. E   2. D   3. A   4. C
5. B   6. G   7. F

七	 聯結句子

1. 即使你有多匆忙，也不能這麼冒失地橫過馬路。
2. 媽媽一方面要上班，另一方面要照顧我和爸爸的起
居生活。

八	 供詞造句

1. 只要天氣晴朗，我們就會到郊外呼吸新鮮空氣。
2. 只要你的要求合理，媽媽就會答應。
3. 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就能在這場比賽中取得勝利。

九	 閱讀理解

1. 登陸 2. 長年累月 3. 四
4. C 5. D 6. C
7. 地方：南極的海洋充滿生機。
 例子：海裏有海藻、珊瑚、海星等多種不同的生
物。╱有眾多的魚類、海鳥和海豹在海中自由地暢
泳。（任答一項）

十	 閱讀理解

1. C  2. B  3. 發生故障，無法行駛。

測驗二

一	 以詞代意

 D   2. C   3. A   4. B

D
1. 「瞻前顧後」形容做事猶豫不決，或者比喻做事謹

慎周密，並不是用來形容動作的。

二	 擴寫句子

 輕柔的音樂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工作上沉重的壓力。

1. 形容詞一般加在名詞前面，答題時應先找出句子

中的名詞，然後想一想加上哪個形容詞較合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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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急救箱 first aid kit (n.) 戀愛 love (n.)

痛楚 pain (n.) 約會 dating (n.)

意外 accident (n.) 懷孕的 pregnant (adj.)

消毒藥水 disinfectant (n.) 援交 compensated dating (n.)

受傷的 injured (adj.) 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 (n.)

傷者 injured person (n.) 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n.)

傷口 wound (n.) 頭痛 headache (n.)

醫學 medical science (n.) 胃痛 stomachache (n.)

火警 fire (n.) 舒緩壓力 release stress (phr.)

逃生路線 escape route (n.) 保持鎮定 keep calm (phr.)

交通意外 traffic accident (n.) 錯誤 mistake (n.)

氣體洩漏 gas leak (n.) 改善 improve (v.)

熱衰竭 heat exhaustion (n.) 潛能 potential (n.)

緊急服務 emergency service (n.) 放棄 give up (v.)

救援 rescue (n.) 目標 target (n.)

優點 strength (n.) 挑戰 challenge (n.)

缺點 weakness (n.) 積極的 optimistic (adj.)

獨特的 unique (adj.) 消極的 pessimistic (adj.)

期望 expectation (n.) 社工 social worker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能量轉換 energy transfer (n.) 滾子 roller (n.)

動能 kinetic energy (n.) 裝置 device (n.)

熱能 heat energy (n.) 科技 technology (n.)

光能 light energy (n.) 發明 invent (v.)

勢能 potential energy (n.) 燃料 fuel (n.)

化學能 chemical energy (n.) 改良 improve (v.)

聲能 sound energy (n.) 科學家 scientist (n.)

電能 electrical energy (n.) 蒸汽機 steam engine (n.)

修理 repair (v.) 發電機 power generator (n.)

力 force/strength (n.)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n.)

摩擦力 friction (n.)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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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上） 常識詞彙學英文129

按學習範疇分類，

方便整理所學。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六上） iii



升 Level學習攻略

1.	 錯誤組成 ‘if’條件句 (‘if’ conditional sentence)
	 例 1 	 If it will rain tomorrow, we will stay at home.	 ✗
	 	 If it rains tomorrow, we will stay at home.	 ✓

	 例 2 	 If I am you, I will not buy it.	 ✗

	 	 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buy it.	 ✓

組成 ‘if’條件句時，先辨識假設的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然後選用適當的條件句。

第一種條件句 (type 1)：假設可能發生的事情

If it rains, we will stay at home. We will stay at home if it rains.

第二種條件句 (type 2)：假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buy it. I would not buy it if I were you.

2.	 混淆 ‘ed’字尾和 ‘ing’字尾形容詞 (‘ed’ and ‘ing’ adjectives)
	 例 	 The clown was amused. We laughed a lot. ✗

  The clown was amusing. We laughed a lot. ✓

如果形容詞是描述主語（通常是人）的感受，便用 ‘ed’字尾形容詞；如果形容詞是描述
主語（人或事物）所引起的感覺，便用 ‘ing’字尾形容詞。

Katy is bored.	  vs.	 	 Katy is boring. 
（Katy	覺得沉悶。）	 	 	 （Katy	令人感到沉悶。）

即使出現 ‘tomorrow’一字，
仍要用一般現在式表示假設。

「我」沒有可能成為「你」，
因此用第二種條件句。

  
假設（一般現在式） 假設（一般現在式）可能的結果（will +	動詞） 可能的結果（will +	動詞）

  
假設（were/ 過去式動詞） 假設（were/ 過去式動詞）想像的結果（would + 動詞） 想像的結果（would + 動詞）

這裏是我們覺得小丑很風趣，
所以用 ‘amusing’。

• ‘If’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1 and 2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 Connectives: so that / because / so
• Very few / very little / (not) enough / too
• Either…or / neither…nor / both…and

• Relative pronouns: who / which
• Different tenses
• ‘Ed’ and ‘ing’ adjectives
• Phrasal verbs
• Passive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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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語文基礎

能力

副詞 一、詞義辨識 6

近義詞 二、近義詞辨識 6

直述句、轉述句 三、改寫句子 10

量詞 四、供詞填充 6

借喻 五、句意理解 5

關聯詞 六、配對 7

「……一方面……另一方面……」、

「即使……也……」句式
七、聯結句子 8

「只要……就……」句式 八、供詞造句 12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8

實用文一篇：日記 十、閱讀理解 12

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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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詞義辨識   圈出正確的副詞。（6分，每題 1分）

1.  除了遠足，爸爸（又 ╱ 還 ╱ 再）喜歡和朋友一起打高爾夫球。

2.  這位義工（也 ╱ 還 ╱ 又）一次為了照顧流浪貓而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

3.  無論媽媽怎麼追問，弟弟（還 ╱ 再 ╱ 也）不肯說出他被老師責罵的原因。

4.  敏宜（還 ╱ 也 ╱ 再）一次因為犯規而失去勝出羽毛球比賽的機會。

5.  媽媽，下次我會（還 ╱ 也 ╱ 再）努力一點，取得更好的成績。

6.  才過了不到半小時，饞嘴的弟弟（又 ╱ 也 ╱ 還）嚷着要吃東西了。

/6

二　近義詞辨識   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6分，每題 1分）

1.  颱風前夕， (  ) 的空氣讓人覺得窒息。
 A. 鬱悶   B. 悶熱   C. 納悶   D. 沉悶

2.  你別看姐姐的外表 (  ) ，其實她也有心靈脆弱的時候。
 A. 堅強   B. 堅固   C. 堅決   D. 堅定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校際音樂節，屆時會在大會堂舉行 (  ) 的開幕禮。
 A. 端莊   B. 鄭重   C. 嚴重   D. 隆重

4.  別小看自己，即使再 (  ) 的人，也能做出有意義的事情。
 A.  平凡   B. 平常   C.  渺小   D.  尋常

5.  陳老師因意外入院，大家都 (  ) 地希望他能早日康復，回到我們身邊。
 A.  熱情   B.  緊急   C.  熱切   D.  熱心

 自從老師宣布六年級的同學將會到新加坡遊學交流後，大家都 (  ) 着那一
天的到來。

　 A.  力求   B.  懇求   C.  期盼   D.  期許

/6

3.

6.

2教圖 100 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六上） 中文科　測驗一　1−2



總分：� /100

6上

數學科 考試卷考試卷

姓名： 　班級： （　　）　日期：

限時：45分鐘

數

	 小數除法

	 小數和分數互化

	 百分數

	 百分數的應用

數據處理

	 平均數

圖形與空間

	 容量和體積

	 圓周

	 圓面積

一、計算題 6

二、多項選擇題 26

三、短答題 22

四、填充題 30

五、列式計算題 12

六、高階思維題 4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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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完 ~

44.	 爸爸在計算他上星期所用的交通費，當中有 4天平均每天用了 21元，餘下 3
天平均每天用了 14元，上星期爸爸平均每天所用的交通費是多少？

 

45.	 美雲摺了紙星星 80顆，其中紅色的有 20顆，黃色的有 24顆，餘下的是綠
色。黃色和綠色的紙星星共佔全部紙星星的百分之幾？

 

46.	 長方體水池的底的面積是 36平方米，儲水 18立方米時水位剛好是水池深度

的
1
3 ，這個水池深多少米？

 

/12

六　高階思維題 	 完成下列各題。（4分，每題 2分）

右面是一個容量 4368 mL的箱子。（第 47 – 48題）

47.	 整個箱子的體積是	 	cm3。

48.	 箱子的四個側面由厚 3 cm的木板砌成，

箱子的底面厚	 	c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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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還	 	 	 2.	 又	 	 	 3.	 也	 	 	 4.	 再
5.	 再	 	 	 6.	 又

二  近義詞辨識

1.	 B	 	 	 2.	 A	 	 	 	 D	 	 	 4.	 A

3. 「鄭重」有「小心謹慎」的意思，通常與「宣布」搭

配；「隆重」則有「盛大而莊重」的意思，通常與

「舉行」搭配。

5.	 C	 	 	 	 C

6. 「期盼」有「期待、盼望」的意思，「期許」有「希

望、期望」的意思，在意義上，「期許」多用於表

示對晚輩的期望，因此用「期盼」較為合適。

三  改寫句子

1.	 我問爸爸甚麼時候帶我去海灘游泳。
2.	 老師告訴明欣：「今天由你代子健當值日生。」
3.	 媽媽生氣地問到底是誰把沙發弄髒了。
	 出場前，教練說不要把比賽的勝負看得太重。

4. 直述句改寫成轉述句時要將感歎號改寫成句號。

	 老師說：「這次數學測驗中，志明的成績最好，你
們要向他學習。」

5. 改寫時要留意人稱代詞，原句的「我們」是指老師

的說話對象，所以當改為直述句時，就要改寫成

「你們」。

四  供詞填充

1.	 抹	 	 	 2.	 頓	 	 	 3.	 行	 	 	 4.	 幢
5.	 趟	 	 	 6.	 棵

五  句意理解

	 D	 	 	 2.	 A	 	 	 3.	 C	 	 	 4.	 B

1. 借喻句只有喻體，沒有喻詞和本體，會直接把本

體說成喻體，回答這類問題時，應先找出喻體，

然後推敲本體是甚麼。

5.	 D

3.

6.

4.

5.

1.

六  配對

1.	 E	 	 	 2.	 D	 	 	 3.	 A	 	 	 4.	 C
5.	 B	 	 	 6.	 G	 	 	 7.	 F

七  聯結句子

1.	 即使你有多匆忙，也不能這麼冒失地橫過馬路。
2.	 媽媽一方面要上班，另一方面要照顧我和爸爸的起
居生活。

八  供詞造句

1.	 只要天氣晴朗，我們就會到郊外呼吸新鮮空氣。
2.	 只要你的要求合理，媽媽就會答應。
3.	 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就能在這場比賽中取得勝利。

九  閱讀理解

1.	 登陸	 2.	 長年累月	 3.	 四
4.	 C	 5.	 D	 6.	 C
7.	 地方：南極的海洋充滿生機。
	 例子：海裏有海藻、珊瑚、海星等多種不同的生
物。╱有眾多的魚類、海鳥和海豹在海中自由地暢
泳。（任答一項）

十  閱讀理解

1.	 C	 	 2.	 B	 	 3.	 發生故障，無法行駛。

測驗二

一  以詞代意

	 D	 	 	 2.	 C	 	 	 3.	 A	 	 	 4.	 B

D
1. 「瞻前顧後」形容做事猶豫不決，或者比喻做事謹

慎周密，並不是用來形容動作的。

二  擴寫句子

	 輕柔的音樂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工作上沉重的壓力。

1. 形容詞一般加在名詞前面，答題時應先找出句子

中的名詞，然後想一想加上哪個形容詞較合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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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箱 first aid kit (n.) 戀愛 love (n.)

痛楚 pain (n.) 約會 dating (n.)

意外 accident (n.) 懷孕的 pregnant (adj.)

消毒藥水 disinfectant (n.) 援交 compensated dating (n.)

受傷的 injured (adj.) 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 (n.)

傷者 injured person (n.) 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n.)

傷口 wound (n.) 頭痛 headache (n.)

醫學 medical science (n.) 胃痛 stomachache (n.)

火警 fire (n.) 舒緩壓力 release stress (phr.)

逃生路線 escape route (n.) 保持鎮定 keep calm (phr.)

交通意外 traffic accident (n.) 錯誤 mistake (n.)

氣體洩漏 gas leak (n.) 改善 improve (v.)

熱衰竭 heat exhaustion (n.) 潛能 potential (n.)

緊急服務 emergency service (n.) 放棄 give up (v.)

救援 rescue (n.) 目標 target (n.)

優點 strength (n.) 挑戰 challenge (n.)

缺點 weakness (n.) 積極的 optimistic (adj.)

獨特的 unique (adj.) 消極的 pessimistic (adj.)

期望 expectation (n.) 社工 social worker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能量轉換 energy transfer (n.) 滾子 roller (n.)

動能 kinetic energy (n.) 裝置 device (n.)

熱能 heat energy (n.) 科技 technology (n.)

光能 light energy (n.) 發明 invent (v.)

勢能 potential energy (n.) 燃料 fuel (n.)

化學能 chemical energy (n.) 改良 improve (v.)

聲能 sound energy (n.) 科學家 scientist (n.)

電能 electrical energy (n.) 蒸汽機 steam engine (n.)

修理 repair (v.) 發電機 power generator (n.)

力 force/strength (n.)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n.)

摩擦力 friction (n.)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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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