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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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 (3 + 5) =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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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道算式的答案最小？

	 A. 182 × 7   B. 182 × 8 − 9
	 C. 185 × 7 − 4 × 7  D. 185 × (7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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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以下各分數由小至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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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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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答案： ， ，

  （最小） （最大）

3
17

5
17

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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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圖形的着色部分，在方格內填上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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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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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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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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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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混淆 j q x
機 j* ✓  q* ✗
汽 q_ ✓  x_ ✗
洗 x) ✓   j) ✗

j 發音時舌面前部抵住硬顎前部，軟顎上升，
上下齒對緊，使氣流從舌面與硬顎的間隙透
出而成聲。 q 和 x 的發音方式和 j 接近，只是
氣流比 j 更強。學生可通過對讀練習，分辨不
同。例：「j_ 計、 q_ 氣、 x_ 戲」和「j6 舉、 q6
取、 x6 許」。

混淆 an en in 和 ang eng ing
但 d#n vs 盪 d#ng
分 f$n vs 風 f$ng
新 x*n vs 星 x*ng

發前鼻韻母 an en in 時，舌尖向上齒齦移動，
抵住上齒齦，最後發前鼻音 -n；發後鼻韻母
ang eng ing 時，舌根向後縮，抵住軟顎，讓
氣流進入鼻腔，最後發後鼻音 -ng 。

混淆 z c s
自 z_ vs 次 c_
測 c& vs 色 s&
所 su2 vs 左 zu2

z c s 都是舌尖前音， z c 的分別在於送不送
氣，即是 z 發音時氣流比較弱， c 發音時氣
流比較強；而 s 的摩擦時間比 z c 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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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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3下

常識科 測驗一測驗一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例如：金錢）

自我管理的能力

	 認識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責任

	 了解社區提供的商品、設施和服

務

	 認識本地社區的特色（例如：歷

史名勝、自然環境、社區生活）

	 知道進行貨品及服務的交易，以

滿足個人及家庭需要

	 認識消費及使用社區設施與服務

時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一、看圖判斷題 6

二、看圖分類題 4

三、是非題	 6

四、配對題 8

五、選擇題 12

六、填充題 18

七、短答題 10

八、看圖辨別題 12

九、問答題 8

十、生活情境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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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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A Fill in the Blanks Simple present tense 8

B Fill in the Blanks Object pronouns 14

C Fill in the Blanks Prepositions 12

D Fill in the Blanks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12

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Tenses: simple present and 

simple past

 Measurements

16

F Fill in the Blanks Vocabulary: school subjects 12

G Fill in the Blanks Verbs with prepositions 12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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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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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2. prepares

3. does not know / doesn’t know 

4. needs

5. does 6. come

7. help 8. finish

B
1. him 2. it 3. them

4. her  me 6. you

5. Jenny 於後面句子表示她遲些可以告訴她 

(Vivian)，可推斷出 Vivian 是和她一起上芭蕾舞

課，因此這裏用 ‘me’。

 us

7. Louis提議在邀請卡上加上他和 Jenny的電話號

碼 (our phone numbers)，方便朋友聯絡他們，因

此這裏用 ‘us’。

C
1. between 2. in front of

3. next to 4. behind

5. on my left 6. on my right

D
1. reading 2. writing

 to become 4. playing

3. ‘want’後面接動詞時要先加 ‘to’，而動詞不變。

5. sing 6. listening

5.

7.

3.

E
1.  was 121 cm; 21 kg

2. am 126 cm; 25 kg

3.  was 125 cm tall; 20 kg

4.  is 128 cm tall; 24 kg

5.  was 122 cm tall and weighed 26 kg

6. is 124 cm tall and weighs 24 kg

7.  were 119 cm tall and weighed 20 kg

8.  are 122 cm tall and weigh 22 kg

F
1. Maths 2. PE

3. Chinese 4. General Studies

5. Music 6. Visual Arts

G
1. on 2. after 3. at

4. to 5. to 6.  with

H
1. B 2. C 3. A

4. D

 He is in New York.

5.  第 2 行中，Daniel 提到紐約 (New York) 正在下

雪，因此可推斷他寫信時是在紐約。

6.  They play different games together.

 He plans to visit Hong Kong at Chinese New 

Year.

7. 第 13行中，Daniel表示於農曆新年時在香港與

Louis再會，因此可推斷他打算在農曆新年時回

港。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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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A   2 C   3. D   4. B
 C   6. C

5. 在四個選項中，只有「老老實實」形容舉止規規矩

矩，符合句子描述弟弟用功讀書的意思。

二	 供詞填充

1. 了   2. 了   3. 過   4. 着
5. 過   6. 了   7. 着

三	 修辭辨識

1. 糟糕了，大家快逃啊！ 失火了！失火了！  

2. 飛機載着乘客飛上天空， 愈飛愈高，愈飛愈高
⋯⋯

3. 枝頭上開着一朵木棉花， 紅豔豔的，紅豔豔的 ，
像火一樣。

4. 春天到了！ 天氣變得暖和，路旁野花盛開，
春天到了！

5. 上天啊！ 為甚麼要讓我遇上這種可怕的事情？
上天啊！

6. 我翻看着菜單， 煩惱着，煩惱着 ，終於決定好點
哪道菜。

7. 已經是深夜，小孩躺在牀上，睡了，睡了 。

 全完了！全完了！ 這個項目已經徹底失敗，
全完了！

8. 反復的修辭手法是指重複地使用部分字句，沒有

指定的次數，句子中「全完了」重複了三次，可知

運用了反復。

5.

8.

四	 判斷

1. ✓   2. ✗   3. ✓   4. ✗
5. ✗    ✓   7. ✓   8. ✗

6.  句子以美術館來形容掛上畫作後的客廳，使用了

比喻的手法，但沒有直接使用喻詞「像」，可知它

屬於暗喻句。

五	 標點符號運用

 B   2. C   3. A

1.  句子引出「茂納洛亞火山」為世界上最大的火山，

故兩者之間應使用破折號。另外，茂納洛亞火山

是地名，所以要用專名號標示。

六	 句義辨識

1. C   2. D

七	 重組句子

1. 青蛙撲通一聲跳進了河裏。 
2. 一隻討厭的蒼蠅嗡嗡地飛着。
3. 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十分動聽。
4. 小狗汪汪地吠叫，把我吵醒了。

八	 供詞造句

 班長不僅每天做好功課，而且會用心温習。

1. 造句時，要留意句式「⋯⋯不僅⋯⋯而且⋯⋯」屬

於遞進複句，後分句的內容在程度上應比前分句

更進一步。

2. 水果不僅味道鮮甜，而且對身體有益。
3. 妹妹不僅擅長跳遠，而且奪得了學界跳遠比賽的金
牌。

九	 閱讀理解

1.  (1)  驚慌 (2) 供應  2. 長洲
3. C   4. A    5. 肉    6.  C

十	 閱讀理解

1.  D   2. 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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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體廢物 solid waste (n.) 堆填區 landfill (n.)

循環再用 recycle (v.) 焚化 incineration (n.)

重複使用 reuse (v.) 綠化 greening (n.)

減少使用 reduce (v.)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煤氣 gas (n.) 電風扇 electric fan (n.)

煤 coal (n.) 電暖爐 electric heater (n.)

電力 electricity (n.) 冷氣機 air-conditioner (n.)

石油 oil (n.) 能源 energy (n.)

天然氣 natural gas (n.) 資源 resources (n.)

會耗盡的 exhaustible (adj.) 節約 save (v.)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目的地 destination (n.) 品質 quality (n.)

街市 market (n.) 價錢 price (n.)

電影院 cinema (n.) 因素 factor (n.)

商場 shopping mall (n.) 公共屋邨 public housing estate (n.)

超級市場 supermarket (n.) 建築物 building (n.)

百貨公司 department store (n.) 法定古跡 declared monument (n.)

博物館 museum (n.) 保育 conservation (n.)

主題樂園 theme park (n.) 社會 society (n.)

自然景色 natural scenery (n.) 尊重 respect (v.)

郊野公園 country park (n.) 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n.)

交通 transport (n.) 外籍人士 foreigner (n.)

鐵路 railway (n.) 宗教 religion (n.)

小巴 minibus (n.) 公平的 fair (adj.)

四：社會與公民：社會與公民

管理 manage (v.) 積水 stagnant water (n.)

善用 make good use of (phr.) 蚊子 mosquito (n.)

衞生 hygiene (n.) 細菌 bacteria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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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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使用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 
	 例 1 	 I meeted my cousin yesterday.	 ✗

	 	 I met my cousin yesterday.	 ✓

	 例 2 	 Mum did not washed the dishes yesterday.	 ✗
	 	 Mum did not wash the dishes yesterday.	 ✓

一般過去式用來講述過去發生的動作，主語後的動詞要轉成過去式。

句型 例子

肯定句 主語 +
過去式 be

I / He / She / It was tall.
You / They / We were tall.

過去式動詞 I went to school yesterday.
否定句 主語 + did + not + 原形動詞 I did not go to school yesterday.

問句
Did + 主語 + 原形動詞

Did you go to school yesterday?
Yes, I did. / No, I didn’t.

疑問詞 + did + 主語 + 原形動詞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過去式動詞分為規則動詞和不規則動詞，規則動詞根據字尾有不同轉法：

動詞 轉法 動詞 轉法
大部分動詞 加 -ed，如 walk 	walked -e字尾 加 -d，如 like  liked

母音 +	輔音字尾
重複輔音加 -ed，	
如 skip	 skipped

輔音 + -y字尾
拿走 -y加 -ied，	
如 carry  carried

不規則動詞不在動詞後加 -d / -ed，如 eat  ate；或和原形動詞相同，如 read。

不同時態通常會以不同提示字表示動作發生的時間：
一般現在式常見提示字：every day,	on Mondays,	usually
一般過去式常見提示字：yesterday,	two days ago,	last Monday,	this morning

‘meet’是不規則動詞，過去式
是 ‘met’。

‘not’ 後的動詞不變，因此用
‘wash’。

• Prepositions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 Simple present tense
• ‘Wh-’ questions

• Pronouns and possessive adjectives
• Connectives: so / because
• Verbs with prepositions
• Simple past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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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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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重疊 一、詞義辨識 6

助詞「着」、「了」、「過」 二、供詞填充 7

反復 三、修辭辨識 8

暗喻句 四、判斷 8

破折號、省略號、書名號 五、標點符號運用 6

設問句 六、句義辨識 4

擬聲詞 七、重組句子 12

「⋯⋯不僅⋯⋯而且⋯⋯」句式 八、供詞造句 9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9

實用文一篇：便條 十、閱讀理解 11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1 中文科　測驗一　1−1



一　詞義辨識	 在 (	 ) 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6分，每題 1分）

1.	 寒風把我的雙手吹得（　　）的。
A. 冷冰冰		 	 B. 乾巴巴	 	 C. 慢吞吞	 	 D. 沉甸甸

2.	 花叢的小花散發出一股（　　）的氣味。
A. 靜靜	 	 	 B. 薄薄		 	 C. 香香	 	 	 D. 白白

3.	 服裝店的櫥窗裏展示着（　　）大衣。
A. 一條條		 	 B. 一本本	 	 C. 一個個	 	 D. 一件件

4.	 登山隊的隊員互相扶持，（　　）向山頂進發。
A. 一級級		 	 B. 一步步		 	 C. 一趟趟		 	 D. 	一段段

	 弟弟放棄了出去玩耍的念頭，（　　）地坐下來用功讀書。
A. 懶洋洋		 	 B. 平平安安	 C. 老老實實	 	 D. 健健康康

6.	 聰明的表姐只用了幾秒鐘，就（　　）地想到了答案。
A. 認認真真	 	 B. 辛辛苦苦	 C. 輕輕鬆鬆	 	 D. 清清楚楚

/6

二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助詞，填在	 	上。（7分，每題 1分）

着 了 過

1.	 寒冷的冬天過去 ，大家陸續換上春裝。

2.	 王老師遇見 學生，都會親切地跟他們打招呼。

3.	 這種白色的草莓十分稀有，沒有多少人吃 。

4.	 妹妹一直盯 電視機，連眼睛也不眨。

5.	 曾經去 這家餐廳吃飯的人，都不會想去第二次。

6.	 我忽然打噴嚏，聲音嚇倒 坐在旁邊的信謙。

7.	 媽媽撫摸 我的背，等待我平復心情，止住哭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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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3下

常識科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考試卷考試卷 限時：45分鐘

	 認識消費及使用社區設施與服務時應有的

權利與義務

	 認識基本的環境衞生

	 認識香港房屋的發展

	 了解香港居民的多元文化背景及他們對香

港歷史發展的貢獻和影響

	 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之處，以及尊重他

人權利的重要性

	 學習在社區內與人溝通及和睦相處

	 認識法律與規則的重要性

	 認識《基本法》的由來與「一國兩制」（例

如：旅遊證件、貨幣）

	 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象徵（例如：區旗及

區徽）及其意義

	 認識《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生活的重要性

	 認識國旗、國徽、國歌、首都、重要城市

及一些重要的國家日子

	 認識家庭與學校作為社會文化背景的發展

基礎

	 認識社會上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生活方式

	 認識不同的文化羣體，並尊重不同文化和

生活方式

	 了解在不同文化羣體中，人們互相溝通和

交往的方法

一、看圖判斷題 6

二、是非題	 6

三、配對題	 4

四、選擇題 12

五、排序題 4

六、辨別題 14

七、填充題 20

八、短答題 12

九、生活情境題 6

十、問答題 8

十一、課外題 4

十二、時事題 4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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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圖判斷題	 以下哪些小朋友遵守規則？遵守的，在方格內加 ✓；

沒有遵守的，在方格內加 ✗。	（6分，每個答案 1分）

1. 2. 3.

4. 5. 6.

/6

二　是非題	 下列哪些句子是正確的？正確的，在方格內加 ✓；錯誤

的，在方格內加 ✗。（6分，每題 1分）

1.	 我們在購物時，不應只考慮價格。	

2.	 唐樓大多位於舊區，沒有升降機。	

3.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保留原有制度及生活方式。	

4.	 每年回歸紀念日，皇后像廣場都有升旗儀式。	

5.	 聖安德烈堂是基督教場所。	

	 香港眾多的外籍居民中，以澳洲籍為最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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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詞義辨識

1.	 A	 	 	 2	 C	 	 	 3.	 D	 	 	 4.	 B
	 C	 	 	 6.	 C

5. 在四個選項中，只有「老老實實」形容舉止規規矩

矩，符合句子描述弟弟用功讀書的意思。

二  供詞填充

1.	 了	 	 	 2.	 了	 	 	 3.	 過	 	 	 4.	 着
5.	 過	 	 	 6.	 了	 	 	 7.	 着

三  修辭辨識

1.	 糟糕了，大家快逃啊！ 失火了！失火了！ 	

2.	 飛機載着乘客飛上天空， 愈飛愈高，愈飛愈高
……

3.	 枝頭上開着一朵木棉花， 紅豔豔的，紅豔豔的 ，
像火一樣。

4.	 春天到了！ 天氣變得暖和，路旁野花盛開，
春天到了！

5.	 上天啊！ 為甚麼要讓我遇上這種可怕的事情？
上天啊！

6.	 我翻看着菜單， 煩惱着，煩惱着 ，終於決定好點
哪道菜。

7.	 已經是深夜，小孩躺在牀上，睡了，睡了 。

	 全完了！全完了！ 這個項目已經徹底失敗，
全完了！

8. 反復的修辭手法是指重複地使用部分字句，沒有

指定的次數，句子中「全完了」重複了三次，可知

運用了反復。

5.

8.

四  判斷

1.	 ✓	 	 	 2.	 ✗	 	 	 3.	 ✓	 	 	 4.	 ✗
5.	 ✗	 	 	 	 ✓	 	 	 7.	 ✓	 	 	 8.	 ✗

6.  句子以美術館來形容掛上畫作後的客廳，使用了

比喻的手法，但沒有直接使用喻詞「像」，可知它

屬於暗喻句。

五  標點符號運用

	 B	 	 	 2.	 C	 	 	 3.	 A

1.  句子引出「茂納洛亞火山」為世界上最大的火山，

故兩者之間應使用破折號。另外，茂納洛亞火山

是地名，所以要用專名號標示。

六  句義辨識

1.	 C	 	 	 2.	 D

七  重組句子

1.	 青蛙撲通一聲跳進了河裏。	
2.	 一隻討厭的蒼蠅嗡嗡地飛着。
3.	 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十分動聽。
4.	 小狗汪汪地吠叫，把我吵醒了。

八  供詞造句

	 班長不僅每天做好功課，而且會用心温習。

1. 造句時，要留意句式「⋯⋯不僅⋯⋯而且⋯⋯」屬

於遞進複句，後分句的內容在程度上應比前分句

更進一步。

2.	 水果不僅味道鮮甜，而且對身體有益。
3.	 妹妹不僅擅長跳遠，而且奪得了學界跳遠比賽的金
牌。

九  閱讀理解

1.		 (1)	 	驚慌	 (2)	供應	 	 2.	 長洲
3.	 C	 	 	 4.	 A		 	 	 5.	 肉		 	 	 6.		 C

十  閱讀理解

1.		 D	 	 	 2.	 C、E

6.

1.

1.

教圖100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三下） 答案頁106



固體廢物 solid waste (n.) 堆填區 landfill (n.)

循環再用 recycle (v.) 焚化 incineration (n.)

重複使用 reuse (v.) 綠化 greening (n.)

減少使用 reduce (v.)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煤氣 gas (n.) 電風扇 electric fan (n.)

煤 coal (n.) 電暖爐 electric heater (n.)

電力 electricity (n.) 冷氣機 air-conditioner (n.)

石油 oil (n.) 能源 energy (n.)

天然氣 natural gas (n.) 資源 resources (n.)

會耗盡的 exhaustible (adj.) 節約 save (v.)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目的地 destination (n.) 品質 quality (n.)

街市 market (n.) 價錢 price (n.)

電影院 cinema (n.) 因素 factor (n.)

商場 shopping mall (n.) 公共屋邨 public housing estate (n.)

超級市場 supermarket (n.) 建築物 building (n.)

百貨公司 department store (n.) 法定古跡 declared monument (n.)

博物館 museum (n.) 保育 conservation (n.)

主題樂園 theme park (n.) 社會 society (n.)

自然景色 natural scenery (n.) 尊重 respect (v.)

郊野公園 country park (n.) 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n.)

交通 transport (n.) 外籍人士 foreigner (n.)

鐵路 railway (n.) 宗教 religion (n.)

小巴 minibus (n.) 公平的 fair (adj.)

四：社會與公民：社會與公民

管理 manage (v.) 積水 stagnant water (n.)

善用 make good use of (phr.) 蚊子 mosquito (n.)

衞生 hygiene (n.) 細菌 bacteria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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