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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及
寫作系列

公開試應試系列

語文基礎系列及其他

www.hkep.com/pri

小學支援網站

一冊 至 六冊    共六冊 小一 至 小六    共六冊

小一 至 小六    共六冊

小三 至 小六    共四冊 初小適用   全一冊

一上 至 六下    共十二冊一上 至 六下    共十二冊

一上 至 六下    共十二冊

小一 至 小六    共六冊小六    全一冊 小二 至 小六    共五冊

小四 至 小六    共三冊 小一 至小六    共六冊

一上 至 二下    共四冊

新 新
新

試閱



˙佳作賞析本

附送

附送

˙語基知識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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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   備教師用書

教圖閱讀寫作同步特訓

 按全學期的閱讀及寫作學習重點，每冊設 12 個練習。

 運用「以讀帶寫」，通過閱讀提升寫作技巧。

 寫作題目附思考圖、參考詞語和相關的寫作手法，幫助學生

構思文章內容和整理寫作思路。

 練習涵蓋多種文體，題材多元化。

 每個練習設三大部分，包括： 

  運用「以讀帶寫」，每個練習設一篇緊扣學習重點的閱讀理解。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剖析寫作手法。

  提供寫作題目，並附思考圖，幫助學生構思文章內容和整理寫作思路。

 每冊備「佳作賞析本」，就每道寫作題目提供範文，讓學生參考優秀文章，

 以提升寫作水平。

 附「參考答案」，提供每道題目的詳細答案解說。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教學資源光碟提供互動電子答案及寫作教學簡報，方便教師教學。

 全書六冊，每冊設 14 個單元。

 設語文基礎知識練習及閱讀理解訓練，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語文基礎知識練習題型由淺入深、豐富多元，打穩語文根基。

 特設古詩文單元，增進學生的文學涵養。

 閱讀理解訓練配合語基知識學習重點撰寫，同步提升語文運用及閱

讀理解能力。

 附「語基知識快遞」，重點解說各個語文基礎知識，並引例說明，

方便學生複習。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互動電子答案

小一至小六   備教師用書

教圖語基閱讀同步特訓

新書推介

試閱

試閱



試閱

˙粵普雙語多媒體光碟

˙模擬試卷

˙寫作答題紙

附送

附送

˙應試攻略
˙應試分類精練

 題型緊貼公開試試卷，試卷包含聆聽、閱讀、寫作、說話及視聽

資訊五個範疇。

 聆聽評估、說話評估及視聽資訊評估附  ，分別連結粵普聆聽

評估錄音、說話示例錄音及視聽資訊評估短片。

 小三及小六特備：應試攻略及應試分類精練。

 應試攻略包含歷屆試題分析、學生試前備忘、成績記錄表、考前

四周温習時間表，幫助學生在試前作好準備。

 應試分類精練提供聆聽及閱讀兩個範疇的額外練習，強化學生應試技巧。

 參考答案冊每題設詳盡解說，幫助學生掌握答題要點。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提供互動電子答案及多媒體教學資源。

 •小三及小六特設應試攻略簡報、寫作及說話教學簡報，

    方便老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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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   

教圖中文綜合能力與策略訓練

備教師用書

 緊貼最新公開試考核範圍編寫。

 內容涵蓋  聆聽、 閱讀、 寫作、 說話及

視聽資訊 五大範疇。

 閱讀和聆聽特設進階練習，提供充足的強化訓練。

 閱讀和寫作練習按「以讀帶寫」編寫。

 聆聽和說話練習按「以聽帶說」編寫。

 附「粵普雙語多媒體光碟」，內含聆聽錄音及

 視聽資訊短片。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備試電子書提供電子答案及各種多媒體教學資源， 

    小三及小六特設寫作及說話教學簡報。 

小二至小六   備教師用書

教圖中文綜合能力模擬試卷

試閱

新書推介



˙寫作思維策略
˙奪分詞語錦囊
˙應試分類精練
˙應試攻略

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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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 HKAT(Pre-S1) 最新試題編寫，包括聆聽測驗及讀寫測驗。

 全書共 7 份模擬試卷，各附答題紙。

 寫作思維策略

     從審題立意、構思組織到表達修訂，按部就班地引導學生

 完成寫作題目，當中更提供不同的思維策略，提升學生的

 寫作能力。

 奪分詞語錦囊

     精選各卷字詞詞解，按詞性分類，並提供例句、褒貶義和難字讀音。

 特設小練習，鞏固學生理解和運用字詞的能力。

 應試分類精練

     針對學生表現較弱的範疇設計，詳細分析各種題型的特點及作答技巧，

 並設充足的題目，供學生作強化訓練。

 應試攻略

     包含學生試前備忘、歷屆試題分析，幫助學生在試前作好準備。

 參考答案冊

     每題設有詳盡解說，幫助學生掌握答題要點，查閱方便。

 聆聽錄音

     聆聽練習附  連結錄音 ，方便學生學習。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應試電子書提供試卷及《應試分類精練》每題答案詳解、

    寫作教學簡報、寫作思維策略簡報及應試攻略簡報。

小六   備教師用書

教圖 HKAT 中文科模擬試卷
2020/21 年版

試閱

最新出版



試閱

˙模擬試卷
˙聆聽光碟

附送

附送

˙成語自學光碟

6

 練習內容參照 HKAT (Pre-S1) 歷屆試卷編寫，讓學生熟習

考試題型及模式。

 練習按題型分類，針對學生難點設計內容，每種題型均

設：「題型分析」、「基礎練習」、「進階練習」及「應

試練習」，讓學生通過不同程度的訓練，加強應試能力。

 「題型分析」解構考試題型，詳列該題型的考核重點、特

點及難點，並提供作答解說的「答題攻略」。

 「基礎練習」特設解題的台階練習「答題階梯」，通過不

同步驟，幫助掌握答題方法。

 「進階練習」和「應試練習」加強學生綜合運用的能力。

 附參考答案冊，詳解每題答案。

 隨書附送模擬試卷，預習 HKAT (Pre-S1) 考試模式。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應試電子書提供互動電子答案、教學簡報及聆聽錄音。

小四至小六   備教師用書

教圖 HKAT (Pre-S1) 中文科分類練習

 根據現行香港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編撰，每冊分為五個單元，

共收錄常用成語 180 條。

 詞條配有解釋、漢語拼音、典故、兩個例句及近╱反義詞。

 各單元設成語練習，附參考答案，鞏固學生對成語的掌握。

 精選詞條加入創意漫畫貼紙，讓學生輕鬆有趣地掌握成語。

 附「成語自學光碟」，包含粵普雙語動畫和說書，以及成語

分類檢索等，讓學生以輕鬆、快捷的方法學習成語。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創意默寫工作紙

 •答案電子檔

小三至小六   

教圖小學活用成語

備教師用書

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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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冊設 8 個訓練，每個訓練配合學習重點，教授一種閱讀策

略，全書共教授 38 種閱讀策略，訓練學生運用閱讀策略理解

文章的內容。

  
基礎練習

 
參考祝新華教授的「閱讀認知能力層次」擬 

 題，涵蓋各層次的問題。

  
閱讀策略園

 
詳解閱讀策略，並通過練習引導學生掌握相 

 關的策略。

  實用文

格式小天地
 
簡介各種實用文格式，方便易學。

  
進階練習

 
參考公開試題型擬題，設 ，訓練學生掌握答題時間。

  
策略演練場

 
特設題目訓練學生運用已學的閱讀策略答題，鞏固所學。

 「評估」貼合公開試考核重點和模式，訓練學生運用閱讀策略應試。

 附錄設「閱讀策略小祕訣」、「古詩文閱讀妙法」、「常見題型分析」、「實用文答題

技巧」，幫助學生全面提升閱讀能力。

 每冊備「閱讀策略分佈表」，方便檢索及調整學習進程。

  附「答案詳解」，提供每道題目的詳細答案解說。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教學資源光碟提供互動電子答案及閱讀策略教學簡報，方便教師教學。

一上至六下   備教師用書

教圖閱讀策略訓練

試閱



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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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冊按各級閱讀重點，提供 24 個閱讀訓練和 2 個評估。

 閱讀有法

•提供閱讀該類文章的要訣。

•提示選用哪種閱讀策略幫助理解文章。

•培養歸納段意和主旨的能力。

•小一至小三設加強理解文章詞語的能力。小四至小六設加強

 解答HKAT開放式題目的技巧。

•附錄設「題型解構館」、「實用文教室」、「古詩文學堂」和

 「閱讀策略營」，掌握理解各類文章的技巧，全面提升閱讀能力。

 詞彙積累

 •從閱讀中學習重點詞語。

 •附錄設「重點詞語表」，方便查閱。

 隨書附送「閱讀詞林」，精選閱讀篇章 100 個重點詞語，解釋詞語的

形、音、義，並設詞語運用練習，鞏固所學。

 設「答案詳解」小冊子，提供每道題目的詳細答案解說。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互動電子答案

 •「以讀帶寫」教學資源光碟，內容包括：教學簡報、工作紙、  

 評估表、寫作示例。

小一至小六   

教圖閱讀能力提升訓練

備教師用書

˙閱讀詞林
˙答案詳解
˙鼓勵貼紙

附送



試閱

附送

˙臨摹練習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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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冊按周次設定練習，鼓勵學生每天練習寫字兩行，讓學生熟習

筆法，鞏固寫好字的技巧，並在過程中感受並領悟中國文字的藝

術美，從而寫出具個性的文字。

 各冊薈萃了書法的基礎筆畫、漢字部首、成語、詩詞古文等語文

及文化知識，讓學生同時接觸中華文化的精髓。

 由資深教師團隊編著，並由著名書法家以手寫體楷書示範當中的

字例。

 小四至小六設「家長專區：學習資料室」，請登入「教園小學園」

瀏覽有關古詩文的資訊：https://www.hkep.com/pri/parent_area_01.

html#PChiHDW

一至六冊   

寫一手好字：硬筆書法練習

 每冊設18個練習， 根據小一至小二年級常用字編寫，識字、寫

字同步學習，學習重點編排由淺入深，包括基本筆畫、複合筆

畫、筆順（基本規則、特殊規則）、字形間架結構、常見偏旁和

部件。

 由資深書法家參照《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的字形和筆順，以手

寫體楷書書寫字例。

 附筆畫表及答案頁，方便參考。

 附臨摹練習紙配合寫字練習使用，方便教師批改，以及張貼在壁

報上展示學生作品。

一上至二下   

教圖活學識字和寫字

試閱



 專為母語為粵語的香港初小學生而設，讓學生在

短時間內有系統地學會聲母、韻母和聲調。

 可配合現有任何一套小學中國語文或普通話課本

使用。

 教材共16課，涵蓋所有聲母和韻母，提供適量的

拼讀訓練及語音練習。

 發音口訣助記音

•每課均提供琅琅上口的拼音口訣，配以生動的插圖，讓學生可透過

 「內容聯想」幫助記憶，不必死記讀音。

 適量的語音練習

•每課都設有「寫寫樂」，讓學生學會正確書寫聲、韻、調。

•每課均有語音練習，通過連線、辨音、標音等題目，鞏固所學，加深對聲、

韻、調的掌握。

 加強聲調訓練

•針對香港學生聲調不準的問題，每課均設有標調練習，加強聲調訓練。

 方便自學

•為方便學生重温所學，隨書附送光碟一張，內含電子課本、發音示範、音節

拼讀機及口訣動畫。

•每課特設  ，學生可利用手機掃描，收聽標準的朗讀示範，提升拼讀能力。

 用戶專享  教學資源

•教師版電子課本除了提供發音示範、音節拼讀機及口訣動畫外，更提供了語

音聽辨工作紙、語音遊戲工作紙及教學簡報，方便老師教學。

附送

˙電子課本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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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適用   

活學漢語拼音

備教師用書

試閱



附送

附送

˙考前知識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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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緊貼公開試趨勢。每冊 23 個訓練根據學期的學習重點，

按「字詞」、「句式」、「篇章」、「標點」、「修辭」五大

範疇編排訓練內容，讓學生每周漸進重温語文基礎知識。

 每冊設 2 個「進展性評估」及 1 個「總結性評估」，分階段評

估學生的語文基礎知識。

 附參考答案，方便自學。

 附「考前知識快遞」，引例解說語文基礎知識，讓學生於試前

輕鬆掌握考核重點。

 每冊特設配合 普教中 的練習，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答案電子檔

 設 8 個閱讀訓練和 16 個語文基礎知識訓練，共 24 個練習。

 配合學生校內測考，每冊 2個「評估」，分階段評估學生的

語文能力。

 設增潤練習「詞彙應用」，讓學生利用「詞彙補給站」所學

的詞彙完成句子，鞏固所學。

 附參考答案，方便自學。

 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答案電子檔

一上至六下   

一上至六下   備教師用書

教圖中文星級班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

備教師用書

試閱

試閱

˙總評估模擬試卷



2020-2021 年教圖暑期大獎賞

小一升小二至小六升中一

共六冊

小一升小二至小六升中一

共六冊

小一升小二至小六升中一

共六冊

獎賞一

訂購任何 5 級
數量少於 300 本

《我是小一生》準小一生體驗冊及
《夏日成長奇兵》（小六升中一）*

獎賞二

訂購數量滿 301 本或以上

《我是小一生》準小一生體驗冊及
《夏日成長奇兵》（小六升中一）*

 或
《Yeah!悅讀識數方程式》一套

*按就讀小一及小六學生人數

訂購指定數量暑期作業

可免費獲贈不同的獎賞禮物

2020-2021 年教圖暑期大獎賞

或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匯廣場 9 樓 
   2887 8018 2570 9795 www.hkep.com

小學學科專線：

2887 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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