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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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 + 1 

1
5 + 4 

2
5  = 9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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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道算式的結果最大？

	 A. 
13
17 + 2

17  

 B. 
1
9 + 49

 C. 
13
25 + 11

25  

 D. 
1
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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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出 45.002 的讀法。 四十五點零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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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杯 b$i ✓  be* ✗
貴 gu_ ✓  g7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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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混淆 z c s 和 zh ch sh
綜合 z`ng h% vs 中和 zh`ng h%
粗菜 c4 c#i vs 出差 ch4 ch~i
散心 s#n x*n vs 善心 sh#n x*n

z c s 是舌尖前音，發音時舌尖平伸，用舌尖
抵住上排齒背，再發音。 zh ch sh 是舌尖後
音，發音時舌尖翹起頂住硬顎前端。

混淆 j q x 和 z c s
基本 j* b^n  vs  資本 z* b^n
奇異 q( y_  vs  詞義 c( y_
夕陽 x* y!ng  vs  飼養 s_ y@ng

j q x 是舌面音，發音時舌尖向下，舌面抬起，
自然與上顎接觸。 z c s 是舌尖前音，發音時
舌尖平伸，用舌尖抵住上排齒背，再發音。

混淆 j q x 和 zh ch sh
技能 j_ n%ng  vs  智能 zh_ n%ng
起立 q) l_  vs   吃力 ch* l_
希望 x* w#ng  vs  失望 sh* w#ng

j q x 是舌面音，發音時舌尖向下，舌面抬起，
自然與上顎接觸。 zh ch sh 是舌尖後音，發
音時舌尖翹起頂住硬顎前端。

混淆 in 和 ing 、 ian 和 iang
金魚 j*n y5 vs 鯨魚 j*ng y5
恆星 h%ng x*ng vs 恆心 h%ng x*n
鮮甜 xi~n ti!n vs 香甜 xi~ng ti!n

in 和 ian 是前鼻韻母，尾音要發出鼻音 -n；
ing 和 iang 是後鼻韻母，尾音是 -ng 。

說話 用詞出錯
奶奶 ✓ 嫲嫲 ✗

「逛」街 ✓ 「行」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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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常識科 測驗一測驗一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和減低危

機的策略（例如：健康）

	 認識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作息

定時、健康飲食）

	 了解常見疾病的主要成因，對身體

健康的影響及預防方法（例如：傳

染病與非傳染病）

一、看圖辨別題 16

二、填充題 16

三、短答題 8

四、配對題 4

五、判斷修正題 8

六、選擇題 10

七、分類題 8

八、看圖判斷題 6

九、生活情境題 8

十、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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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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

4 B

English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Complete the Dialogue
Simple future tense: ‘yes / no’ 

questions
15

B Complete the Questions Question words 18

C Fill in the Blanks
Prepositions of direction and 

position
16

D Fill in the Blanks Giving directions 12

E Fill in the Blanks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and simple future
15

F Fill in the Blanks Vocabulary: places in Hong Kong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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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won’t. 2. Yes, they will.

3. No, we won’t. 4. Yes, she will.

 Yes, I will.

5. ‘too’解作「也」，用於連接兩個肯定的句子，Sally

表示也會帶雨衣，因此用肯定的回應。

B
1.  Where will you

2.  What will you

3.  Who will go with you?

4.  How will you go there?

5.  Why do you feel excited?

6.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to Hong Kong?

C
1. into 2. on 3. across

4. opposite 5. into 6. opposite

7. next to  8. on

D
1. Go out of

2. walk straight along

3. Turn left into

4. Turn right into

5. Go straight ahead

6. walk across

E
1. called 2. were not / weren’t

3. went 4. came

5.

5. will visit  Do; want

6.  Mandy是在問 Sam現在的想法，因此用一般現

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

7. love  did not watch / didn’t watch

8. ‘last time’解作「上一次」，提示這句是描述過去

的事，因此用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

9. invited  will watch

10. ‘that day’ 指 Mandy 希望約 Sam 到海洋公園的

那天，即下星期六，因此用一般將來式 (simple 

future tense)。

11. will not join / won’t join

12. will; go 13. will go

14. will take 15. will see

F
1. Lantau Island

2. The Peak

3. Tsim Sha Tsui

4. Mai Po

5. Sai Kung

G
1. C 2. D  B

3.  第 5 – 7行中，Tiffany表示 Nelson想再到迪士尼

樂園的原因是他上次錯過了巡遊表演，可推斷他

想看巡遊表演，因此答案是 B。

4. She will have dinner at the hotel.  

5.  She will go to Tai O Fishing Village.

 She will stay in Hong Kong for four days.

6.  第 10 行和第 12 行中，分別提及第三天 (the 

third day)和最後一天 (the last day)，因此可推測

Tiffany將會留在香港四天。

7. It is because she needs to join the summer 

camp in August.

6.

8.

10.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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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不供詞填充

1. 他   2. 他們   你們  4. 牠

3. 人稱指代的是「兩個兒子」，但由於在話語之中，

「王太太」直接以兩個兒子為說話對象，所以要用

「你們」而不是「他們」。

5. 它   6. 她   7. 您 

二	 以詞代意

 B   2. A   3. C   4. B

1. 留意「貪心」和「自私」都和個人的利益有關，但

前者只表示貪得無厭、不知滿足，而不能表達出

「只顧自己」的意思。

5. C

三	 詞語改正

1. 兩兄弟小時候的長相和身材差唔多，隨着成長，才
漸漸有了明顯的分別。（差不多）

2. 好不容易找到一雙合心水的鞋子，沒想到我的尺寸
已經賣光了，真遺憾！（心意）

3. 我和妹妹都愛吃冰淇淋，不過我喜歡清淡的豆腐口
味，妹妹則喜歡香濃的朱古力口味。（巧克力）

4. 為了保護環境，我們應該減少使用塑料飲筒。　
（吸管）

5. 美思是班上最百厭的學生，常常對同學惡作劇，大
家都不想跟她玩耍。（頑皮）

6. 吃完晚餐後，媽媽拿出放在雪櫃裏的蛋糕，以慶祝
爸爸的生日。（冰箱）

四	 語氣辨識

1. C   2. A    B   4. D

3. 句子屬於反問句，即通過疑問的句式來表達觀

點，雖然表述了肯定的意思，但使用的是疑問的

語氣。

5. D   6. A 

五	 擴寫句子

1. 在大草原中，嘰嘰的蟲鳴十分響亮。

3.

1.

3.

2. 碼頭傳來一陣嗚嗚的汽笛聲，一艘船靠岸了。
3. 書房裏很安靜，只聽得見一陣沙沙的寫字聲。
4. 魚湯咕嘟咕嘟地煮沸了，爸爸趕緊把爐火關掉。

六	 判斷

 表弟睡了一個午覺，馬上恢覆了精神。（復）

1. 「復」和「覆」的字形和字音相似，「復」的字義一

般和「回到原狀」有關的，因此「恢覆」並不正確，

應改作「恢復」。

2. ✓
3. 如果沒有這根拄子支撐，整座大廈就會倒下。（柱）
4. 馬兒搖着尾巴，軀趕停在牠背上的蒼蠅。（驅）
5. ✓
6. ✓
7. 在大熱天做運動，一定要記得定時喝水，以減低中
署的機會。（暑）

七	 聯結句子

1. 那位歌星一面演唱歌曲，一面向台下的歌迷揮手。   
2. 老師一面向我們講解數學題，一面把算式寫在黑板
上。

3. 麪包師傅一面揉麪團，一面往麪團裏加鹽。
4. 欣欣一面安慰美兒，一面用手帕幫她擦眼淚。

八	 供詞造句

1. 要不是姐姐鼓勵，我就放棄彈鋼琴了。
2. 要不是牙醫及早為我治療，我的蛀牙就要拔掉了。
3. 要不是我乘坐的士去學校，我上學就會遲到了。

九	 閱讀理解

1. 保證   2. 充耳不聞   3. 三
4. D    5. C     6. B
7. 因為醫生胡亂行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令他十分難
過，而且他對醫生的行為感到憤怒。

十	 閱讀理解

1. B   2. D  
3. 不能。因為作者只有一天成功日行萬步，而連續七
天成功者才能得到證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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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氣候 climate (n.) 霧 fog (n.)

熱帶氣旋 tropical cyclone (n.) 積聚 accumulation (n.)

暴雨 rainstorm (n.) 凝結 condensation (n.)

春天 spring (n.) 清涼的 cool (adj.)

夏天 summer (n.) 寒冷的 cold (adj.)

秋天 autumn (n.) 香港天文台 Hong Kong Observatory (n.)

冬天 winter (n.) 天氣預報 weather forecast (n.)

季候風 monsoon (n.) 警告 warning(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營養素 nutrient (n.) 視力 vision (n.)

脂肪 fat (n.) 抵抗力 immunity (n.)

熱量 energy (n.) 血紅素 haemoglobin (n.)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n.) 骨骼 bones (n.)

蛋白質 protein (n.) 病毒 virus (n.)

維生素 vitamin (n.) 病人 patient (n.)

礦物質 mineral (n.) 便秘 constipation (n.)

鈉 sodium (n.) 心臟病 heart disease (n.)

鈣 calcium (n.) 高血壓 high blood pressure (n.)

鐵 iron (n.) 癌症 cancer (n.)

膳食纖維 dietary fibre (n.) 細胞 cell (n.)

循環系統 circulatory system (n.) 食物中毒 food poisoning (n.)

血管 blood vessel (n.) 中風 stroke (n.)

血液 blood (n.) 糖尿病 diabetes (n.)

心臟 heart (n.) 哮喘 asthma (n.)

舒張 relax (v.) 傳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n.)

收縮 contract (v.) 傳播 spread (v.)

均衡飲食 balanced diet (n.) 預防 prevention (n.)

加工食物 processed food (n.) 治療 cure (v.)

農藥 pesticide (n.) 疫苗 vaccine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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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使用一般將來式 (simple future tense) 
	 例 1 	 Mum will bakes a cake tomorrow.	 ✗
  Mum will bake a cake tomorrow.	 ✓

	 例 2 	 We is going to doing revision.	 ✗

	 	 We are going to do revision.	 ✓

一般將來式用來講述將會發生的動作，通常以 ‘will’ + 原形動詞組成。

句型 例子
肯定句 主語 + will + 原形動詞 I will go cycling tomorrow.
否定句 主語 + will + not + 原形動詞 I will not go cycling tomorrow.

問句
Will + 主語 + 原形動詞

Will you go cycling tomorrow?
Yes, I will. / No, I won’t.

疑問詞 + will + 主語 + 原形動詞 What will you do tomorrow?

另外，亦可以 ‘be going to’ + 原形動詞講述計劃好會做的事：
例：I am going to do revision at home this weekend.	（我打算這個週末在家温習。）
	 She is going to visit her grandma after school.	（她打算放學後探訪奶奶。）
	 They are going to play football next Sunday.	（他們打算下週日去踢足球。）

同學容易混淆 ‘will’和 ‘be going to’ 兩種將來式，前者多數用於預測或沒有明確計劃
的事，後者通常用於早已決定好要做的事	：
 I am going to do more exercise. Then I will become stronger.
	 （決定好要做的事）	 	 	 	（預測的結果）

‘will’後動詞不變。

‘We’後面要用 ‘are’，而 ‘be 
going to’後的動詞不變。

• Simple future tense: will / be going to
• Prepositions of direction and position
• Giving directions
• A lot of / a few / a little
• Fewer / less / more
• Too many / too much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 Adverbs of frequency
• Ought to / need to
• ‘How’ questions
• Units of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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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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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稱代詞 一、不供詞填充 7

形容詞 二、以詞代意 5

口語、書面語 三、詞語改正 6

陳述、疑問、祈使、感歎 四、語氣辨識 6

擬聲詞 五、擴寫句子 8

錯別字 六、判斷 7

「⋯⋯一面⋯⋯一面⋯⋯」句式 七、聯結句子 12

「要不是⋯⋯就⋯⋯」句式 八、供詞造句 9

閱讀理解

能力

短文一篇 九、閱讀理解 28

實用文一篇：周記 十、閱讀理解 12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11 中文科　測驗一　1−1



一  不供詞填充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人稱代詞。（7分，每題 1分）

1.	 子松的爸爸只是到了外地公幹幾天，子松已很想念	 。

2.	 有幾個旅客在維港海旁興高采烈地用外語聊天，不曉得
	 來自哪個國家呢？

	 「喂， 不要亂跑！」王太太喊住正在追逐的兩個兒子。

4.	 路邊有一隻漂亮的貓咪在曬太陽，每個路人都忍不住停下腳步，仔
細看看 。

5.	 心明用完了剪刀，就把 放回筆筒裏面。

6.	 外婆最擅長裁縫，用不着幾分鐘， 就能補好衣服上的
破洞。

7.	 周老師，感謝 給我講解這道題目，我現在全明白了。

/7

二　以詞代意  以下句子中帶 •的文字可用哪一個詞語代替？圈出代表

答案的英文字母。（5分，每題 1分）

	 我們凡事要多為他人着想，不應該只顧自己的利益
3 3 3 3 3 3 3

。
A.	 貪心	 	 B. 自私	 	 C. 自滿	 	 D.	 淺薄

2.	 他的演講太單調而缺乏趣味
3 3 3 3 3 3 3

，讓人昏昏欲睡。
A.	 枯燥	 	 B.	 複雜	 	 C.	 頑固	 	 D.	 刺耳

3.	這是一件很少見
3 3 3

的寶物，據說全國只有十件。
A.	 奇特	 	 B.	 古怪	 	 C.	 稀有	 	 D.	 貴重

4.	少豪是我最忠誠可靠
3 3 3 3

的朋友，我完全信賴他。
A.	 聽話	 	 B.	 忠實	 	 C.	 可信	 	 D.	 親密

5.	這件事十分急迫
3 3

，不容許拖延
3 3 3 3 3

，請立刻告訴校長！
A.	 緊張	 	 B.	 重要	 	 C.	 緊急	 	 D.	 迅速

/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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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4下

數學科 考試卷考試卷

姓名： 　班級： （　　）　日期：

限時：45分鐘

數

	 四則混合計算

	 進一步認識分數

	 分數加減

	 小數的認識

	 小數的加減

度量

	 周界

	 面積

一、計算題 12

二、多項選擇題 22

三、短答題 18

四、填充題 28

五、列式計算題 18

六、高階思維題 2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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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完 ~

45.	 志剛和明輝練習跑步，志剛跑 2個圈所用的時間分別是 3 56 分鐘和

4 16 分鐘，明輝跑 2個圈共用了 7 56 分鐘，比志剛少用多少分鐘？

46.	 哥哥有 65元，姐姐有 48.3元，哥哥購買了一個豬排飯套餐之後，
姐姐有款和哥哥相差多少？

/18

六　高階思維題	 完成下列各題。（2分，每題 2分）

 一包薯片的售價是 8 35 元，每買兩包可獲 1 25 元的折扣。購買 6包

薯片，最少需付  元。

/2

$	36.9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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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不供詞填充

1.	 他	 	 	 2.	 他們	 	 	 你們	 	 4.	 牠

3. 人稱指代的是「兩個兒子」，但由於在話語之中，

「王太太」直接以兩個兒子為說話對象，所以要用

「你們」而不是「他們」。

5.	 它	 	 	 6.	 她	 	 	 7.	 您	

二  以詞代意

	 B	 	 	 2.	 A	 	 	 3.	 C	 	 	 4.	 B

1. 留意「貪心」和「自私」都和個人的利益有關，但

前者只表示貪得無厭、不知滿足，而不能表達出

「只顧自己」的意思。

5.	 C

三  詞語改正

1.	 兩兄弟小時候的長相和身材差唔多，隨着成長，才
漸漸有了明顯的分別。（差不多）

2.	 好不容易找到一雙合心水的鞋子，沒想到我的尺寸
已經賣光了，真遺憾！（心意）

3.	 我和妹妹都愛吃冰淇淋，不過我喜歡清淡的豆腐口
味，妹妹則喜歡香濃的朱古力口味。（巧克力）

4.	 為了保護環境，我們應該減少使用塑料飲筒。　
（吸管）

5.	 美思是班上最百厭的學生，常常對同學惡作劇，大
家都不想跟她玩耍。（頑皮）

6.	 吃完晚餐後，媽媽拿出放在雪櫃裏的蛋糕，以慶祝
爸爸的生日。（冰箱）

四  語氣辨識

1.	 C	 	 	 2.	 A	 	 	 	 B	 	 	 4.	 D

3. 句子屬於反問句，即通過疑問的句式來表達觀

點，雖然表述了肯定的意思，但使用的是疑問的

語氣。

5.	 D	 	 	 6.	 A	

五  擴寫句子

1.	 在大草原中，嘰嘰的蟲鳴十分響亮。

3.

1.

3.

2.	 碼頭傳來一陣嗚嗚的汽笛聲，一艘船靠岸了。
3.	 書房裏很安靜，只聽得見一陣沙沙的寫字聲。
4.	 魚湯咕嘟咕嘟地煮沸了，爸爸趕緊把爐火關掉。

六  判斷

	 表弟睡了一個午覺，馬上恢覆了精神。（復）

1. 「復」和「覆」的字形和字音相似，「復」的字義一

般和「回到原狀」有關的，因此「恢覆」並不正確，

應改作「恢復」。

2.	 ✓
3.	 如果沒有這根拄子支撐，整座大廈就會倒下。（柱）
4.	 馬兒搖着尾巴，軀趕停在牠背上的蒼蠅。（驅）
5.	 ✓
6.	 ✓
7.	 在大熱天做運動，一定要記得定時喝水，以減低中
署的機會。（暑）

七  聯結句子

1.	 那位歌星一面演唱歌曲，一面向台下的歌迷揮手。			
2.	 老師一面向我們講解數學題，一面把算式寫在黑板
上。

3.	 麪包師傅一面揉麪團，一面往麪團裏加鹽。
4.	 欣欣一面安慰美兒，一面用手帕幫她擦眼淚。

八  供詞造句

1.	 要不是姐姐鼓勵，我就放棄彈鋼琴了。
2.	 要不是牙醫及早為我治療，我的蛀牙就要拔掉了。
3.	 要不是我乘坐的士去學校，我上學就會遲到了。

九  閱讀理解

1.	 保證	 	 	 2.	 充耳不聞	 	 	 3.	 三
4.	 D	 	 	 	 5.	 C	 	 	 	 	 6.	 B
7.	 因為醫生胡亂行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令他十分難
過，而且他對醫生的行為感到憤怒。

十  閱讀理解

1.	 B	 	 	 2.	 D		
3.	 不能。因為作者只有一天成功日行萬步，而連續七
天成功者才能得到證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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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climate (n.) 霧 fog (n.)

熱帶氣旋 tropical cyclone (n.) 積聚 accumulation (n.)

暴雨 rainstorm (n.) 凝結 condensation (n.)

春天 spring (n.) 清涼的 cool (adj.)

夏天 summer (n.) 寒冷的 cold (adj.)

秋天 autumn (n.) 香港天文台 Hong Kong Observatory (n.)

冬天 winter (n.) 天氣預報 weather forecast (n.)

季候風 monsoon (n.) 警告 warning(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營養素 nutrient (n.) 視力 vision (n.)

脂肪 fat (n.) 抵抗力 immunity (n.)

熱量 energy (n.) 血紅素 haemoglobin (n.)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n.) 骨骼 bones (n.)

蛋白質 protein (n.) 病毒 virus (n.)

維生素 vitamin (n.) 病人 patient (n.)

礦物質 mineral (n.) 便秘 constipation (n.)

鈉 sodium (n.) 心臟病 heart disease (n.)

鈣 calcium (n.) 高血壓 high blood pressure (n.)

鐵 iron (n.) 癌症 cancer (n.)

膳食纖維 dietary fibre (n.) 細胞 cell (n.)

循環系統 circulatory system (n.) 食物中毒 food poisoning (n.)

血管 blood vessel (n.) 中風 stroke (n.)

血液 blood (n.) 糖尿病 diabetes (n.)

心臟 heart (n.) 哮喘 asthma (n.)

舒張 relax (v.) 傳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n.)

收縮 contract (v.) 傳播 spread (v.)

均衡飲食 balanced diet (n.) 預防 prevention (n.)

加工食物 processed food (n.) 治療 cure (v.)

農藥 pesticide (n.) 疫苗 vaccine (n.)

一：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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