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特色

升 Level學習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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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的平均速率是 60 km/h，行駛了 52分鐘，即行駛了多少 km？
	 A. 3120 km B. 112 km C. 52 km D. 4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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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巴行駛了 24分鐘，共走了 22公里，小巴的平均	
速率是多少？  公里每小時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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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角大於	 °，但小於	 °180 360

特別集中於「圖形與空間」範疇的課題。

同學須根據指示，在圖形上畫出答案，以便評估於運算以外的解題能力。

例 	 以虛線為對稱軸，完成右面的對稱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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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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改變韻母寫法
休 xi4 ✓  xi`u ✗
灰 hu* ✓  hu$i ✗
困 k7n ✓  ku&n ✗

iou 前面加聲母，要寫成 iu。uei 前面加聲母，
要寫成 ui 。 uen 前面加聲母，要寫成 un 。

閱讀 混淆多音字
減少 ji@n sh@o vs 年少 ni!n sh#o
要好 y#o h@o vs 愛好 #i h#o

多音字有兩個或以上的讀音，有的多音字讀
音不同，字義也不同。

混淆 m w
慢性 m#n x_ng vs 萬幸 w#n x_ng
尾數 w^i sh7 vs 美術 m^i sh7

廣東話中聲母是 m 的字，在普通話中有時是
聲母 m ，有時是零聲母 w 。例如「忙」，無論
廣東話還是普通話，聲母都是 m；「亡」的廣
東話聲母是 m ，普通話是零聲母 w 。

混淆 ai 和 ie
孩子 h!i zi vs 鞋子 xi% zi
解禁 ji^ j_n vs 改進 g@i j_n

廣東話讀音相近的字，普通話的讀音可以完
全不同。例如廣東話「孩」和「鞋」的讀音相
同，但是在普通話中「孩」讀 h!i ，「鞋」讀
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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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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

常識科 總分：	 /100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地區

組織的功能與服務

	 認識《基本法》的憲制背景與「一

國兩制」（例如：宗教、體育）

	 了解根據《基本法》，香港居民所

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了解遵守法律與規則的重要性

	 了解參與社會事務的重要性（例

如：參與籌款活動或義務工作）

	 認識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

	 認識向政府、機構或團體表達意

見的渠道與方法

	 學習使用通訊網絡及社交媒體處

理資訊和表達意見（例如：電子郵

件、網上平台）

一、填表題 14

二、配對題 4

三、辨別題	 8

四、判斷修正題 8

五、看圖分析題 12

六、選擇題 10

七、填充題 16

八、短答題 8

九、生活情境題 8

十、問答題 8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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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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

常識科 總分：	 /100測驗一測驗一 限時：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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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參與社會事務的重要性（例

如：參與籌款活動或義務工作）

	 認識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

	 認識向政府、機構或團體表達意

見的渠道與方法

	 學習使用通訊網絡及社交媒體處

理資訊和表達意見（例如：電子郵

件、網上平台）

一、填表題 14

二、配對題 4

三、辨別題	 8

四、判斷修正題 8

五、看圖分析題 12

六、選擇題 10

七、填充題 16

八、短答題 8

九、生活情境題 8

十、問答題 8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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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Fill in the Blanks
 Adverbs and adverb phrases

 Connectives
12

B Fill in the Blanks Adjectives 12

C Fill in the Blanks Similes 12

D Fill in the Blanks So many / so much 12

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onnectives: if / unless 12

F Fill in the Blanks Gerunds 10

G Fill in the Blanks Tenses: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14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story 16

Question Type   Language Focus     Marks Your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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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rks: /100English

6 B

Test 1Test 1 Time allowed: 45 min

Name:  Class:  (  ) Date: 

A Fill in the Blanks
 Adverbs and adverb phrases

 Connectives
12

B Fill in the Blanks Adjectives 12

C Fill in the Blanks Similes 12

D Fill in the Blanks So many / so much 12

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onnectives: if / unless 12

F Fill in the Blanks Gerunds 10

G Fill in the Blanks Tenses: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14

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typ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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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2. Then 3. Soon

4. Suddenly 5. At last 6. However

B
1. brave 2. fierce 3. silly

4. wise 5. gentle 6. timid

C
1. as hot as 2. big like

3. as tough as 4. loud like

5. colourful like 6. as agile as

D
1. so much 2. So many

 so many 4. so many

3. 這裏的 ‘times’解作「次數」，是可數名詞 (countable

noun)，因此用 ‘so many’。

5. so much 6. so much

E
1. unless you plan the menu beforehand

2. If you make a shopping list beforehand

3. unless they are damaged or rotten

4. If you buy too much food and cannot finish it 

by yourself

5. If you set the fridge at the right temperature

6. unless they are stored well in the fridge or a 

cool place

F 
1. should stop playing

2. should stop using

3.

3. should stop talking

4. should stop wasting

5. should stop buying

G 
1. has chosen 2. have joined

3. was 4. became

5. announced

6. did not think / didn’t think

 was cooking  8. told

7.  此句表示 Harry告訴母親這個消息的時候，她正

在煮飯， ‘cook’是較長的動作，因此用過去進行

式 (past continuous tense)。

9. dropped 10. is working

 has promised 12. will lead

11. 這裏沒有明確的時間表示父親何時作出了承諾，

因此用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

13. will have 14. have been

H 
1. B 2. B  3. C

 They collected mushrooms to eat.

4. 第 3-4 行中，提到當家裏沒有食物時， James和

Ginny便會到森林採摘蘑菇食用，因此他們最初

到森林就是去採摘蘑菇食用。

5. They always left the forest and went / returned 

home before sunset.

 She taught them to make candies twice a 

week.

6.  第 21-22行中，提到 James和 Ginny逢星期三和

星期六便去跟 Mrs Rich學習製作糖果，因此答案

是一星期兩次 (twice a week)。

7. (i)  witch  (ii) retired

7.

11.

4.

6.

教圖 100 分教室　中英數常普應試試卷（小六下） 117 答案頁

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哈哈   哦   3. 哎呀  4. 哼

2. 句子的說話者表示明白了美華悶悶不樂的原因，

歎詞「哦」可表達領會的語氣，符合句子的意思。

5. 唉   6. 咦   7. 啊

二	 語氣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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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形近字辨識

1. 率   2. 鳴    己   4. 鼓

3.  三個選項的字形十分相近，「己」表示「自己」，

「已」表示「已經」，而「巳」是古代計算時辰或地

支的用字，應仔細辨別。

5. 傅   6. 析   7.  準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我與那位老伯聊了一會兒，得知他年輕時當過演
員，還出演了《西遊記》（我最愛的電視劇）的其中
幾集，真讓我驚訝啊！

2.  在九十年代，有誰不知道荔園這個地方呢？這座大
型遊樂場內有機動遊戲設施、動物園、蠟像館⋯⋯
在當年大受歡迎。

3.  香港有不少特色建築，而我最喜歡的是全港最高的
大廈 ─ 環球貿易大廈。

五	 修辭辨識

 C   2. A   3. A   4. C

1. 擬物法是指將人當作事物來寫，或將甲事物當作

乙事物來寫。「展翅飛翔」是對鳥類的描寫，在句

子中用於描寫風箏，可知運用了擬物法。

5. B   6. C

2.

3.

1.

六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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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改寫句子

1. 這位畫家筆下的人物總是很呆板。
2.  哥哥的英文科成績相當普通。
 魚缸裏那幾條金魚都生氣勃勃。

3.  從例句可知應該選出帶點詞語的同義詞。「生龍

活虎」形容有生氣和活力，所以應以「生氣勃勃」

改寫句子。

八	 供詞造句

1.  雖然蔬菜的味道有些苦澀，但它們富含營養和纖
維，值得多吃。

2.  雖然取得滿分是一個困難的目標，但我還是會全力
以赴。

3.  雖然法律禁止行人在行人過路燈亮起紅燈時過馬
路，然而總是有些人違反規定。

九	 閱讀理解

1. 力不從心 2. 雜亂無章
3.  D 4. A 5. C
6.  因為作者重看小時候畫的漫畫，發現自己當年的繪
畫技巧很糟糕，還寫了很多錯別字。

7. 「這項任務」是指給漫畫上色。

十	 閱讀理解

1. C 2. A
3.  劉輝德校長和兩位副校長負責進行

測驗二

一	 詞義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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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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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釋題目要求，帶領

同學逐步推敲出答案。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n.) 頻危物種 endangered species (n.)

哺乳類 mammals (n.) 持續地 continuously (adv.)

魚類 fish (n.) 絕種的 extinct (adj.)

鳥類 birds (n.) 土壤 soil (n.)

昆蟲類 insects (n.) 污染 pollution (n.)

兩棲類 amphibians (n.) 沙漠 desert (n.)

爬行類 reptiles (n.) 濕地 wetland (n.)

棲息地 habitat (n.) 熱帶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n.)

喙 beak (n.) 極地 polar region (n.)

翅膀 wings (n.) 仙人掌 cactus (n.)

羽毛 feather (n.) 保護色 protective colour (n.)

肺 lungs (n.) 濃密的 dense (adj.)

毛髮 hair (n.) 稀疏的 sparse (adj.)

濕潤的 moist (adj.) 鋒利的 sharp (adj.)

鱗片 scales (n.) 荒漠化 desertification (n.)

構造 structure (n.) 温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n.)

根 root (n.)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n.)

莖 stem (n.) 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 (n.)

適應 adapt (v.) 海平面 sea level (n.)

氣味 scent (n.) 冰川 glacier (n.)

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n.) 極端天氣 extreme weather (n.)

氧氣 oxygen (n.) 自然災害 natural disaster (n.)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n.)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resources (n.)

生態系統 ecosystem (n.) 太陽能 solar power (n.)

城市發展 urban development (n.) 風能 wind power (n.)

平衡 balance (n.) 水能 hydropower (n.)

食物鏈 food chain (n.)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 (n.)

捕食者 predator (n.) 節能科技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n.)

互相依存 interdependence (n.) 綠色城市 green city (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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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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淆時態 (tenses)
	 例 	 I joined the school football since I was in Primary 3. ✗

  I have joined the school football since I was in Primary 3. ✓

時態 用法 例子
一般現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
事實、習慣或現況

I am tall and thin.
She does not read every day.

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正在發生的動作
I am reading a book now.
She is not dancing now.

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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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just arrived.
He has not paid yet.

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
過去發生的動作

I talked to Jim last week.
They did not come yesterday.

過去進行式

(past continuous tense)
在過去持續進行的動作

I  was sleeping whi le my 
brother was watching TV.

一般將來式

(simple future tense)
將會發生的動作或計劃好會做
的事

I will go cycling tomorrow.
She is going to do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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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現在完成式表
示於過去開始而現
在仍繼續的動作。

• Similes
• Adverbs and adverb phrases
• So many / so much
• Connectives: therefore / when / because / 

so that / if / unless

• Different tenses
• Adverbs of manner
• Reflexive pronouns
• Adjectives with prepositions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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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

中文科 總分：� /100

姓名： 　班級： （　　）　日期：

語文基礎

能力

歎詞 一、供詞填充 7

語氣詞 二、語氣辨識 7

形近字 三、形近字辨識 7

省略號、問號、感歎號、破折

號、括號
四、標點符號運用 9

排比、反復、擬人、擬物 五、修辭辨識 6

「……愈……愈……」句式 六、聯結句子 6

近義詞、反義詞 七、改寫句子 9

「雖然……但……」、 

「雖然……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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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十、閱讀理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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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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詞填充   選出適當的歎詞，填在橫線上。（7分，每題 1分）

咦　　啊　　喂　　哼　　唉　　哦　　哈哈　　哎呀

1.	 ！一看到這潦草的字跡，我就立即猜中這是子龍寫的文章了！	

	 ，原來美華最近失去了她的寵物，難怪她顯得悶悶不樂的。

3.		 ！這個橘子放得太久，已經發霉了！	

4.		 ，既然你一點都不珍惜我們的友誼，那我也不打算繼續把你當作好
朋友！

5.		 ，建同雖然有奪冠的實力，卻因在決賽當天生病而錯失這個機會，
真是可惜。

6.		 ，剛剛走過的那個人是不是教我們體育科的張老師？

7.		 ！泡温泉真是舒服極了！

/7

二　語氣辨識   以下句子中帶 •的語氣詞有甚麼作用？在括號內填上代表答案的

英文字母。（7分，每題 1分）

A.	 感歎 B.	 祈使 C.	 	陳述 D.	 疑問

1.	 這家中式糕餅店的店主找不到繼承人，最終只能關店，實在太令人
遺憾了

4

！

2.	 你不要太灰心，下次默書再努力一點吧
4

！	

3.	 一股季候風吹散了夏日酷熱的空氣，多涼快啊
4

！	

4.	 我上星期就光顧過街角那家新開的文具店了
4

。

5.		 我想在這個星期六去香港藝術館看展覽，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呢
4

？

6.		 你知道童軍活動的創始人來自哪個國家嗎
4

？

7.		 我們只要認真地學習知識，時時複習，相信學過的內容是不會輕易
被遺忘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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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100

6下

數學科 考試卷考試卷

姓名： 　班級： （　　）　日期：

限時：45分鐘

度量

	 角和度

	 時間和速率

數據處理

	 圓形圖

	 折線圖

	 統計圖的應用

代數

	 簡易方程

圖形和空間

	 軸對稱

一、多項選擇題 6

二、短答題 16

三、填充題 22

四、繪圖題 10

五、統計圖題 39

六、列式計算題 3

七、高階思維題 4

考核重點 題型 佔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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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完 ~

38.	 兩個主題樂園上週末的總入場人數是 。（2分）

39.	 小美認為「主題樂園 Y上週末成人的入場人數是主題樂園 X的一半」。他的
想法正確嗎？為甚麼？

	 答案：	* 正確 / 不正確（* 圈出答案），因為主題樂園 X上週末成人的入場人

數是 ；主題樂園 Y上週末成人的入場人數是 ，	

是主題樂園 X的 。（以最簡分數作答）（8分）

/39

六　列式計算題 	 列式計算下列各題。（3分，每題 3分）

40.	 考試卷分成甲乙兩部分，甲部答對每題可得 5分，子明在乙部取得 32分，整
份試卷取得 72分，求子明在甲部答對了多少題。（列方程計算）

 

/3

七　高階思維題 	 完成下列各題。（4分，每題 2分）

	 家倩跑步 24.3公里需時 3小時，佩兒跑步 132米需時 48秒。若她們以上述

的平均速度在一條直的緩跑徑同時起步，跑步  分鐘後，家倩會

與佩兒相距 1050米。

	 在右面的等距方格紙中繪畫一個有最多條對稱軸的	
圖形，並畫出所有對稱軸。

/4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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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答案中文科答案

測驗一

一  供詞填充

1.	 哈哈	 	 	 哦	 	 	 3.	 哎呀	 	 4.	 哼

2. 句子的說話者表示明白了美華悶悶不樂的原因，

歎詞「哦」可表達領會的語氣，符合句子的意思。

5.	 唉	 	 	 6.	 咦	 	 	 7.	 啊

二  語氣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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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形近字辨識

1.	 率	 	 	 2.	 鳴	 	 	 	 己	 	 	 4.	 鼓

3.  三個選項的字形十分相近，「己」表示「自己」，

「已」表示「已經」，而「巳」是古代計算時辰或地

支的用字，應仔細辨別。

5.	 傅	 	 	 6.	 析	 	 	 7.		 準

四  標點符號運用

1.		 我與那位老伯聊了一會兒，得知他年輕時當過演
員，還出演了《西遊記》（我最愛的電視劇）的其中
幾集，真讓我驚訝啊！

2.		 在九十年代，有誰不知道荔園這個地方呢？這座大
型遊樂場內有機動遊戲設施、動物園、蠟像館⋯⋯
在當年大受歡迎。

3.		 香港有不少特色建築，而我最喜歡的是全港最高的
大廈	─	環球貿易大廈。

五  修辭辨識

	 C	 	 	 2.	 A	 	 	 3.	 A	 	 	 4.	 C

1. 擬物法是指將人當作事物來寫，或將甲事物當作

乙事物來寫。「展翅飛翔」是對鳥類的描寫，在句

子中用於描寫風箏，可知運用了擬物法。

5.	 B	 	 	 6.	 C

2.

3.

1.

六  聯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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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改寫句子

1.	 這位畫家筆下的人物總是很呆板。
2.		 哥哥的英文科成績相當普通。
	 魚缸裏那幾條金魚都生氣勃勃。

3.  從例句可知應該選出帶點詞語的同義詞。「生龍

活虎」形容有生氣和活力，所以應以「生氣勃勃」

改寫句子。

八  供詞造句

1.		 雖然蔬菜的味道有些苦澀，但它們富含營養和纖
維，值得多吃。

2.		 雖然取得滿分是一個困難的目標，但我還是會全力
以赴。

3.		 雖然法律禁止行人在行人過路燈亮起紅燈時過馬
路，然而總是有些人違反規定。

九  閱讀理解

1.	 力不從心	 2.	 雜亂無章
3.		 D	 4.	 A	 5.	 C
6.		 因為作者重看小時候畫的漫畫，發現自己當年的繪
畫技巧很糟糕，還寫了很多錯別字。

7.	「這項任務」是指給漫畫上色。

十  閱讀理解

1.	 C	 2.	 A
3.		 劉輝德校長和兩位副校長負責進行

測驗二

一  詞義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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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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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n.) 頻危物種 endangered species (n.)

哺乳類 mammals (n.) 持續地 continuously (adv.)

魚類 fish (n.) 絕種的 extinct (adj.)

鳥類 birds (n.) 土壤 soil (n.)

昆蟲類 insects (n.) 污染 pollution (n.)

兩棲類 amphibians (n.) 沙漠 desert (n.)

爬行類 reptiles (n.) 濕地 wetland (n.)

棲息地 habitat (n.) 熱帶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n.)

喙 beak (n.) 極地 polar region (n.)

翅膀 wings (n.) 仙人掌 cactus (n.)

羽毛 feather (n.) 保護色 protective colour (n.)

肺 lungs (n.) 濃密的 dense (adj.)

毛髮 hair (n.) 稀疏的 sparse (adj.)

濕潤的 moist (adj.) 鋒利的 sharp (adj.)

鱗片 scales (n.) 荒漠化 desertification (n.)

構造 structure (n.) 温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n.)

根 root (n.)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n.)

莖 stem (n.) 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 (n.)

適應 adapt (v.) 海平面 sea level (n.)

氣味 scent (n.) 冰川 glacier (n.)

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n.) 極端天氣 extreme weather (n.)

氧氣 oxygen (n.) 自然災害 natural disaster (n.)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n.)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resources (n.)

生態系統 ecosystem (n.) 太陽能 solar power (n.)

城市發展 urban development (n.) 風能 wind power (n.)

平衡 balance (n.) 水能 hydropower (n.)

食物鏈 food chain (n.)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 (n.)

捕食者 predator (n.) 節能科技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n.)

互相依存 interdependence (n.) 綠色城市 green city (n.)

二：人與環境：人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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