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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1
Part A  (26 marks)

Vincent在閱讀一個電影院的網頁，網頁介紹了四部正在上映的電影。

這類網頁一般有電影的簡介、上映時間、影院、影片的長度等，並附電影海報。

1 D（根據第一部電影的簡介，Ann入住了一間有百年歷史的酒店，第一晚已經發生了靈異事
件，因此她是電影內一個主角。）

2 C（‘risk’一詞前面已有動詞 ‘faces（面臨）’，因此 ‘risk’不是動詞，可以排除A和B選項。選
項中C和D都是名詞，符合句子格式，但句子的意思應該為「Bear Byron面臨失去家園的風
險」，因此答案是C。）

3 D（前文提到有一批工人砍伐了森林很多樹，Bear Byron可能失去家園，所以Bear Byron想
把工人趕走。）

4 A（速讀上映時間會發現只有Bear Byron和The End of the World的第一場是早上放映的，
接近題目Vincent須1 p.m. 前看完電影的要求。再計算影片的長度，Bear Byron長102

分鐘，10:35 a.m.放映，即12:17 p.m.完場；The End of the World長125分鐘，11:45 

a.m.放映，即1:50 p.m.才完場，因此答案是A。）

5 D（閱讀第25行，兩個放映時間只有9:20 p.m.是晚上，因此答案是第4號影院。）

6i D（第四部電影The End of the World是關於月球越來越接近地球的故事，因此對白內應該
會提到太空。）

6ii A（第二部電影Bear Byron是關於主角Bear Byron與其他動物怎樣抵抗人類砍伐森林，就
像兄弟般攜手發動一場戰爭。） 

6iii B（第三部電影Missing You內女主角Eva因為遠赴加拿大而與男主角Donald分開，答案B

最符合劇情。）

6iv C（根據第一部電影Special Hotel Guests的簡介，主角Ann入住酒店的第一晚，就被房外一
些奇怪的聲音弄醒，對白內 ‘I’m so sleepy(我很睏倦 ) ’形容她最貼切。）

7a love（根據簡介，Missing You是關於Eva和Donald的愛情故事，因此答案是 ‘love’。）

7b happy（橫線後的名詞是 ‘ending（結局）’，而下一個分句提及男女主角最終又再走在一起，
可知是大團圓結局。簡介內最合適的形容詞就是 ‘happy’了。）

8 Ann leaves her room because she wants to check where the strange noise comes 

from/what makes the strange noise.（Ann走出房間是為了查看怪聲的來源。）

9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the longest. It is a science fiction film.（電影海報下方列出了
各影片的長度，最長是The End of the World，全長125分鐘。電影講述月球和地球超過
一百五十年後發生的事，屬於科幻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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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16 marks)

Vincent在閱讀校規，既有普遍的規則，也有學生身處不同地方時要遵守的規則。

本部分考查的是方式副詞 (adverbs of manner)的應用。這類副詞通常以 ‘-ly’結尾，置在動
詞之後，用來形容人如何做事，或事情如何發生。

1 late（注意 ‘must’後有 ‘not’一字，強調學生上學絕對不能遲到。加上 ‘-ly’的 ‘lately’是另一
個意思，解作「最近」。）

2 early 3 neatly 4 politely 5 carefully

6 loudly 7 quickly  8 patiently

Part C  (14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疑問詞 ‘how far’、‘how long’和回答這兩類問題的詞組的應用。我們用
‘how far’來詢問一個地方的距離有多遠，再用表示距離的詞組如 ‘… metres/kilometres’來
回答問題。我們用 ‘how long’來詢問到達一個地方要多久，再用表示時間長短的詞組如 ‘… 

minutes/hours’來回答問題。

1 How far

2 800 metres（根據Polly的回答，學校離家不遠，答案應該是 ‘800 metres’，因為 ‘metres

（米）’比 ‘kilometres（千米）’為短。）

3 How long

4 30 minutes（Polly提到可以乘搭兩種交通工具由荃灣去銅鑼灣，而的士比巴士快，‘30 

minutes（三十分鐘）’比 ‘an hour（一小時）’快，所以答案是前者。）

5 an hour

6 How far

7 2,500 kilometres

Part D  (12 marks)

Vincent在閱讀如何跟朋友相處的一些建議。

本部分考查的是短語動詞 (phrasal verbs)。短語動詞由動詞和介詞組成，往往為原本的動
詞賦予新意思。例如：My brother always makes me laugh.「哥哥總是逗我笑。」和My 

brother always laughs at me.「哥哥總是取笑我。」。

1 laugh at

2 take care of

3 quarrel with（橫線所在的前半句中，建議當朋友對某個議題持不同的觀點時，我們要保持冷
靜，不要爭吵。若大家討論時不冷靜，討論就會變成吵架，因此答案是 ‘quarre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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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hout at（接續上題，橫線所在的前半句中，建議我們還要温柔，對人大聲喊正是温柔的相
反，因此答案是 ‘shout at’。）

5 talk to

6 listen to

Part E  (20 marks)

Vincent下星期會到美國探望表姐Doris，因此Doris在寫電郵給Vincent，講述她打算怎樣
接待他。

本部分考查的是一般將來式 (simple future tense)的用法。我們用一般將來式來描述將來的
狀態和活動。

1 ’ll/will come

2 ’ll/will meet

3 ’ll/will visit

4 ’ll/will take

5 ride（Doris寫到她總是在週末坐纜車，因此要用 ‘ride’的一般現在時態的單數形式，而不是
用一般將來式。）

6 will drive

7 ’s/is （Doris描述 Fisherman’s Wharf（漁人碼頭）是一個受歡迎的旅遊勝地，這是一個事實，
因此一般將來式是不合適的，要用 ‘be’的一般現在式。）

8 took （橫線所在的句子最後出現了 ‘last month’這個詞組，因此動詞 ‘take’要用一般過去
式。）

9 ’ll/will watch

10 ’ll/will be

Part F  (12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所有格代名詞 (possessive pronouns)。所有格代名詞跟所有格形容詞
(possessive adjectives)相似，都是用來說明物件的主人，但所有格代名詞不需與名詞一起
出現。

所有格代名詞包括 ‘mine（我的）’、‘yours（你 /你們的）’、‘his（他的）’、‘hers（她的）’、
‘ours（我們的）’和 ‘theirs（他們的）’。

1 theirs（山上的屋子是雙胞胎的，雙胞胎是複數，所有格代名詞的複數包括 ‘yours’、‘ours’和
‘theirs’ ，只有 ‘theirs’符合文意。）

2 his（句子比較 Johnny和 Tina的書包，Tina的書包比 Johnny的舊，橫線上的所有格代名詞
應指 Johnny的，Johnny是男孩子的名字，因此答案是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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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rs（句子指明車輛是屬於Fanny而不是 Jeremy的，Fanny是女孩子的名字，因此答案是
‘Hers’。）

4a mine（說話者向Dora指出二人的外套相似，叫她不要搞亂。說話者那麼緊張地指正Dora，
可以推斷這件外套是他自己的，因此他說 ‘mine’。）

4b Yours（接續上句，遠處的那件外套才是Dora的，因此說話者向她說 ‘Yours’。）

5 ours（Nico在回應 Sam的問題 : ‘Where are our paintings?（我們的畫在哪兒 ?）’，橫線上
的所有格代名詞應指我們的，因此答案是 ‘ours’。）

Test 2
Part A  (26 marks)

Sharon在閱讀四篇新聞文章，每篇主題都不同。

新聞文章通常會有一個標題，扼要陳述新聞重點。

1 B（根據第1–3行，司機先把車泊在馬路上，但因為沒有拉好手閘，以致車子向下滑行，直
至撞到行人路上的樹才停下來，因此可以排除C選項。從第4行前半部分得知，幸好意外發
生時附近沒有途人，因此也可以排除A選項。根據第4–5行，警方說可能控告司機不小心駕
駛，換言之，他們已找到司機，所以D選項是錯的。答案是B，第1行提到司機是一位四十
歲的女士。）

2 C（第7行詳細描述了兩名賊人的衣着：賊人戴了白色帽子、黑色口罩，穿了白色褲子。）

3 A（‘empty hands’表示「兩手空空」，可見賊人得不到任何金錢就逃跑了。）

4 A（閱讀第三篇文章的第二句。該句描述了學生感到不適後的症狀，不包括A選項的背痛。）

5 A（第17行 ‘hosted’一字緊隨着一個主語，可知它是一個動詞，因此可以排除C和D選項。 

A選項的解釋比B更接近文章內容，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首是主持了開幕儀式，不是電
視或廣播節目。）

6i B（第一篇新聞文章是關於一名司機因為不小心引致交通意外。）

6ii D（第二篇新聞文章是關於一名英勇的出納員怎樣智退賊人。）

6iii A（第三篇新聞文章是關於發生在學校的食物中毒事件。）

6iv C（第四篇新聞文章是關於高鐵香港段開始運作的消息，標題雖比其他三篇文章間接，但
‘public transport’一詞點出了該段新聞必與交通有關。）

7a travelling（橫線前面是動詞 ‘like’，橫線後面是介詞加名詞 ‘on trains’，因此橫線上須填
寫Sharon喜歡在火車上做的活動。文章內最能表達該意思，又合符句子文法的，就是答案
‘travelling’。）

7b grand（橫線上須填寫 Sharon對高鐵站的感覺，因此應該填上一個形容詞。站內有很多不同
的商店和餐廳，可見車站很大，形容詞 ‘grand’正吻合句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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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driver did not pull up the handbrake completely before she left the car. (This 

caused the accident.)（司機下車前沒有完全把手閘拉好，因此造成了意外。）

9 The (fish in the) lunch boxes at school made the students ill.（第三篇新聞文章的第1行
清楚指出學生在吃過午餐飯盒後感到不適，而文章最後一行更具體寫明這些學生都吃過魚，
可見午餐飯盒是食物中毒的源頭。）

Part B  (14 marks)

Sharon在班上向同學介紹自己的家庭成員。

本部分考查的是關於形容人的介詞和關係代名詞。我們用介詞 ‘in’ 形容人的衣着，用介詞
‘with’形容人擁有的物品或身體特徵，用關係代名詞 ‘who’補充對某人或某些人的資訊。

 

1 in

2 who

3 who

4 with

5 with

6 in

7 who

Part C  (12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 ‘each other（彼此）’和 ‘one another（互相）’的用法。兩者都可以表明人
們進行相同的活動，或感受一樣。我們用 ‘each other’描述兩個人。超過兩個人時，我們用
‘one another’。

注意除了在橫線上填寫該兩個代名詞之外，也要加上括號內配合句子文法的動詞。

1 have known each other（括號後的內容說明 Joey和Tina已有八年交情，他們現在仍是好
朋友，因此正確的時式是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Joey和Tina只有兩個人，所
以應該用 ‘each other’。）

2 gave one another（第一個句子提到Class 5C贏了朗誦比賽，接着同學互相擁抱。句子沒有
出現其他時間副詞，因此用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Class 5C肯定超過兩個人，所
以應該用 ‘one another’。）

3 see each other（詞組 ‘once a year’表明該探訪是每年慣常的活動，因此用一般現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句子中的「我」和表哥只有兩個人，所以應該用 ‘each other’。）

4 love one another（句子前半部分用一般現在式描述Ben和兄長有時吵架，因此後半部分也
須用同一時式。注意Ben有兩個哥哥，即共有三人，所以應該用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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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  (12 marks)

本部分通過校對，考查疑問詞 ‘whose’和 ’s的用法。我們用 ‘whose’來詢問他人物件誰屬，
用 ’s來回答該類問題。

1 Who ➔ Whose

2 uncle ➔ uncle’s

3 uncle’s ➔ uncle

4 classmates’ ➔ classmates

5 What ➔ Whose（根據 Sharon的答覆，錢包上的標籤寫明錢包是Mabel的，可見Mum的
問題是關於錢包的主人，而不是錢包的款式。）

6 Mabel ➔ Mabel’s

Part E  (16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所有格代名詞 (possessive pronouns)。所有格代名詞跟所有格形容詞
(possessive adjectives)相似，都是用來說明物件的主人，但所有格代名詞不需與名詞一起
出現。

所有格代名詞包括 ‘mine（我的）’、‘yours（你 /你們的）’、‘his（他的）’、‘hers（她的）’、
‘ours（我們的）’和 ‘theirs（他們的）’。

1 mine 2 yours 3 Yours

4 Hers 5 hers 6 his

7 theirs（上一段姐姐Sharon提到媽媽吩咐她和妹妹Elaine整理房間，因為房間太凌亂。妹
妹緊接着用了比較級形容詞 ‘worse（更差）’，可見她是在比較爸媽的房間和她們姐妹倆的房
間，因此答案是 ‘theirs’。）

8 ours

Part F  (20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的應用。我們用現在完成式來表示已完
成的動作或事件與現在有關係。

現在完成式由 ‘has/have’加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s)組成。

1 asked（Mum用了副詞 ‘yesterday（昨天）’來詢問Sharon，因此動詞要轉為一般過去式。）

2 Have, finished   3 Have, cleaned

4 ’ve/have swept  5 ’ve/have thrown

6 Have, watered  7 ’ve/have watered

8 Have, wa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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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orgot（上一句媽媽問Sharon晚飯後是否已洗碗，這裏Sharon回答她忘記了，這是過去的
事情，跟現在沒有關聯，因此用一般過去式。）

10 ’m/am going to do（接續上題，Sharon告訴媽媽她現在去洗碗。雖然句子出現副詞
‘now’，但現在進行式是不合適的，因為 Sharon不是正在洗碗，她只是準備去，所以應該用
‘going to’才正確。）

Test 3
Part A  (26 marks)

Stephen在閱讀學校一張海報，內容是關於在中國文化週期間舉行的四項活動。

海報通常印有大標題或口號，文字簡潔，插圖精美，目的是吸引讀者參加海報上宣傳的活
動。閱讀時應留意各項活動的詳情。

1 B（只有第四項活動提到普通話，因此答案是B。）

2 B（關鍵詞是 ‘art（美術）’。關於美術的活動只有中國畫畫班，它於十一月二日舉行，因此答
案是B。）

3 C（圖A是一盒蠟筆、圖B是油漆掃、圖C是毛筆、圖D是鋼筆。根據中國畫畫班的簡介，學
生要自備畫筆，因此答案是C。）

4 B（根據燈謎的活動簡介，花燈被放置於圖書館內。學生須在圖書館填寫答題紙，然後放入那
兒的收集箱。因此答案是B。）

5 D（關鍵詞是 ‘heard（聽到）’。四項活動中只有說中國故事比賽是跟聽覺有直接關係，評判為
Mr Michael Wong和Miss Yvonne Lam，所以答案是D。）

6 C ➔ A ➔ D ➔ B（根據海報，十一月一日舉行傳統中國服裝日，圖C 的男孩穿上中國服裝，
代表傳統中國服裝日。十一月二日教授中國畫，圖A 的男孩在用毛筆畫畫，代表中國畫畫
班。十一月三日玩燈謎，圖D 的女孩在猜花燈上的謎語，代表燈謎。十一月五日舉行說中國
故事比賽，圖B 的女孩在說故事，代表說中國故事比賽。按圖片所代表的活動再排列日期就
得出答案。）

7a uniform（橫線前Stephen提到 ‘wear（穿着）’，可以推斷橫線上須填寫與服裝有關的文字，
「校服」一詞正符合文意。）

7b dressed（橫線前只有主語 ‘I’，橫線後Stephen提到自己像一名中國古代的士兵，可見橫線上
須填寫動詞。傳統中國服裝日的簡介內，‘dress（穿）’這個動詞最符合 Stephen日記的文意。
注意原文中的 ‘dress’是祈使句，用的是一般現在式，但是此處Stephen用一般過去式寫日
記，因此要將 ‘dress’變為 ‘dressed’。）

8 Miss Poon will be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at 12 noon on 4 November.（根據燈謎的
活動簡介，十一月三日猜燈謎，第二日即十一月四日中午，Miss Carol Poon老師會在室內
操場宣布結果，因此Miss Poon在該時段會現身該地方。）

9 Stephen/He can’t join the Chines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because it will end at  

5 p.m.（Stephen在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就要離開學校，而說中國故事比賽要到五時才結束，
所以他不能參加這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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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12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疑問詞 ‘how often’和表示頻率的詞組的應用。我們用 ‘how often’來詢問
他人做某件事的頻率，用表示頻率的詞組如 ‘once/twice/three times/… times a day/week/

month/year’來回答問題。

閱讀上下文以完成Stephen和醫生的對話，特別要注意橫線後Stephen的補充，從而確定正
確的頻率詞組。

1 How often

2 once a year（Stephen表示去年十一月做身體檢查，今年打算下個月做，即是他每年做一
次。）

3 How often

4 twice a month（Stephen提到自己每隔兩星期去游泳，等於每個月做運動兩次。）

5 How often

6 three times a week（Stephen告訴醫生通常星期一、三、五去快餐店用膳，即是一星期三
次。）

Part C  (14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反身代名詞 (reflexive pronouns)的應用。當主語和賓語是同一個人時，我
們用反身代名詞來說明。

I ➔ myself（我自己） you ➔ yourself/yourselves（你自己 /你們自己）
we ➔ ourselves（我們自己） they ➔ themselves（他們自己）
he ➔ himself（他自己） she ➔ herself（她自己）
it ➔ itself（牠自己）

1 himself

2 myself

3 yourself（說話者叫Olivia不要找 Jacky幫助她，鼓勵她可以自己做得到，因此答案是單數的
‘yourself’。）

4 themselves

5 herself

6 yourselves（說話者似乎是一名老師，他叫孩子們自己答題，因此答案是複數的
‘yourselves’。）

7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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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  (16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時間副詞 (adverbs of time)的用法。常見的時間副詞包括 ‘already（已
經）’、‘just（剛才）’和 ‘yet（還沒有）’，我們用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搭配該三
個副詞。

‘already’和 ‘just’用於肯定句中；‘yet’用於疑問句和否定句中。

1 yet

2 just（Karen兩分鐘前才吃完晚飯，因此答案是「剛剛」。）

3 yet

4 already

5 yet

6 yet

7 already

8 just（Karen和Stephen一直互發短信，正好這時Karen的父母「剛剛」回到家，因此答案是
‘just’。）

Part E  (20 marks)

Stephen和姐姐Anna在談論明天韓國之旅需要攜帶的東西。

本部分考查的是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的應用。我們用現在完成式來表示已完
成的動作或事件與現在有關係。

現在完成式由 ‘has/have’加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s)組成。

1 ’re/are going to have（關鍵詞是 ‘tomorrow（明天）’。兩姐弟尚未出發旅行，因此須用表達
將來的 ‘going to’。）

2 ’ve/have, checked

3 ’ll/will be（Stephen網上查看韓國的天氣，橫線所在的前半句中，得知天氣預測當地大部分
時間會有陽光，用了將來式的 ‘It’ll be’，因此後半句話也應用同一個時式。）

4 have, brought

5 Have, put

6 ’ve/have, packed

7 Have, taken

8 haven’t/have not taken（注意否定句中 ‘not’一詞的位置，是在 ‘has/have’和過去分詞之
間。）

9 Have, seen

10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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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  (12 marks)

Stephen已經抵達韓國首爾，並且接受街頭訪問。

本部分考查的是副詞 ‘ever（從來）’和 ‘never’（從不）’的用法。我們用現在完成式搭配該兩個
副詞。‘ever’用於是非疑問句 (yes/no questions)，‘never’用來回答。

1 ever 2 ever 3 never 4 ever

5 never（Stephen回答說 ‘No’，即他從未去過皇宮，因此答案是 ‘never’。）

6 ever

Test 4
Part A  (26 marks)

Becky在閱讀一篇雜誌文章，是關於一間網上餅店的店主成功的故事。

雜誌涵蓋的內容可以很廣，視乎雜誌的性質。雜誌分每週、每月、每季甚至每年出版。雜誌
內的文章通常包含雜誌名稱、期號、文章標題、作者等內容。

1 C（Garden Cafe最有名的食物是紙杯蛋糕，因此答案是圖C。）

2 D（‘there’一詞的上一段提到的地方是法國餐廳Merci，因此答案是D。）

3 B（Fancy Cakes不幸遭發生在隔鄰餐廳的火災波及，以致被燒燬，所以只得結業。）

4 D（根據第12–13行，Mavis參加了課程學做蛋糕，不是單在其後工作的Merci餐廳學習，因
此首先排除A選項。根據第18–19行，Mavis工作了數年才開設自己的 Fancy Cakes餅店，
因此也可以排除B選項。根據第14–15行，Mavis是在Merci餐廳做pastry trainee，而不
是Garden Cafe，因此排除C選項。再閱讀第18–19行，Mavis一直的夢想是擁有自己的餅
店，所以D選項才是正確的。）

5 C（全篇文章描述Mavis怎樣開展自己的事業，追尋自己開餅店的夢想，縱然困難重重也不放
棄，最終夢想成真，而作者最後也鼓勵讀者追夢，因此C選項的標題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不要放棄你的夢想）’最合適。）

6 B ➔ A ➔ D ➔ C（根據第二段，Mavis首先在Garden Cafe做服務員。圖B捧着托盤、盤
上有個紙杯蛋糕的服務員，正是這個階段的Mavis。根據第三段，一年後，Mavis轉到法國
餐廳Merci做油酥糕點練習生，跟隨法國師傅學習。圖A代表這個時期的Mavis。根據第四
段，三年後，Mavis開設的自家品牌 Fancy Cakes很受歡迎，店外常見人龍。圖D中的餅店
就是Fancy Cakes。根據第五段，2016年的火災後，Mavis由實體店轉型至網店。圖C反映
了最後這個階段。）

7a online（Becky計劃訂一個生日蛋糕給媽媽。橫線後那個句子，她提到已經查看Mavis’s 

Place的網站，也覺得它的蛋糕很漂亮，可見她想光顧該店。Mavis’s Place是一家網店，買
蛋糕必須經由網上進行，因此橫線上須填寫 ‘online（網上）’。）

7b popular（閱讀橫線所在的句子格式，橫線上應該填寫形容餅店的形容詞 ; 加上橫線後的那句
Becky表示要儘快訂蛋糕，間接道出那是一間受歡迎的餅店，因此答案是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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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vis/She worked as a waitress (at Garden Cafe) and as a pastry trainee (at Merci 

restaurant) before she opened Fancy Cakes.（Mavis開設 Fancy Cakes前，曾於Garden 

Cafe做服務員和在Merci餐廳做油酥糕點練習生。）

9 Mavis/She decided to go online because she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to rent a 

new place.（Mavis決定發展網上事業，因為她沒有足夠的資金去租新店。）

Part B  (16 marks)

Becky在跟來自澳洲的新朋友Mike對話。

本部分考查的是疑問詞 ‘how long’以及 ‘for’和 ‘since’的用法。我們用 ‘how long’配合現在
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來詢問一件事情持續了多久，再用 ‘for’或者 ‘since’來回答
問題。‘for’描述的時間單位可以是年、月、週、日、小時，甚至分秒。‘since’具體說明事
情是何時開始。例如： Jayden has joined the football team for six years. Jayden has 

joined the football team since 2013.

1 How long 2 since 3 How long 4 for

5 How long 6 for 7 How long 8 since

Part C  (18 marks)

Becky在看網上一篇關於功夫片演員Eddie Wan的概述。

本部分考查的是一般過去式 (simple past tense)以及 ‘ago’和 ‘in’的用法。我們用一般過去
式來描述過去發生的事情。我們用 ‘… ago’來說明事情發生距離現在多久，‘ago’前的時間
單位可以是年、月、週、日、小時，甚至分秒。我們用 ‘in’來具體說明何時發生。

1 was

2 began

3 40 years ago（橫線所在那句說明Eddie讀小學時開始學功夫。前文則提到他是1970年出生
的，而且浸淫在電影業超過二十五年。詞組框內的 ‘in 1990’和 ‘in 1998’都不是答案，因為
Eddie已分別是二十歲和二十八歲，不再是小學生，所以只有 ‘40 years ago（四十年前）’最
合邏輯。）

4 became

5 in 1990（Eddie二十歲時成為功夫片演員。他出生於1970年，他二十歲時即是1990年。）

6 won

7 in 1998（橫線所在那句說明Eddie八年後贏得最佳功夫演員獎。上一句提到1990年時他二十
歲，八年後即是1998年。）

8 died

9 five day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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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  (10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 ‘used to’的運用。我們用 ‘used to’來描述過去常進行但現今已不再做的活
動。注意 ‘used to’後的動詞仍用原形動詞。

1 used to go, go 2 used to send, send 3 wash, used to wash

4 used to live, live 5 play, used to play

Part E  (16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不同疑問詞 (question words)的運用。

回答這類題目時，特別要注意問題的答覆，從而推斷正確的疑問詞。

1 Where（Terry答覆Becky時說想去博物館，博物館是一個地方，因此疑問詞是 ‘Where’。）

2 Which（Becky詢問前提供了兩個地方給Terry選擇，因此疑問詞是 ‘Which’。）

3 Why（Terry答覆Becky時用了連接詞 ‘because’，可見Becky是用疑問詞 ‘Why’詢問。）

4 how far（Becky答覆Terry時說出一個數字，數字後的名詞 ‘kilometres’通常與距離有關，
因此疑問詞是 ‘how far’。）

5 How long（Terry詢問時提及交通工具──地鐵，而Becky答覆時說出一個時間長度，因此
疑問詞是 ‘How long’。）

6 Which（除了地鐵，Becky答覆時也提供另一種交通工具──巴士給Terry選擇，因此疑問詞
是 ‘Which’。）

7 What（‘What do you think?’是一個常用句式，邀請別人說出他的想法。）

8 When（Terry答覆Becky時建議早上出發去博物館，早上是一個時段，因此疑問詞是
‘When’。）

Part F  (14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疑問詞 ‘why’和連接詞 ‘because’的用法。我們用 ‘why’來詢問原因，用
‘because’來回答，說明原因。我們可以把 ‘because’放在句子開頭。

1 Why

2 Because, ’m/am making some sandwiches（Becky爸爸下一個問題出現了 ‘make’一詞，可
見Becky這裏的答覆也應該有同一個動詞，所以詞組框內須選 ‘make some sandwiches’。
最後一條橫線後尾隨着 ‘now’一詞，表明動作正在發生，因此用現在進行式。）

3 Why

4 Because, ’ll/will have my school picnic（Becky的答覆表明三明治是明天食用的，所以詞組
框內的 ‘school picnic’比 ‘class project’更符合文意。最後一條橫線後尾隨着 ‘tomorrow’一
詞，因此用一般將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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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y

6 Because, was busy with his class project（Becky爸爸用了一般過去式詢問，因此Becky也
應該用同一個時式回答。）

7 why 

8 Why（‘Why not?’代表同意對方提出的建議，等於說 :「好的。」。）

Final Test
Part A  (26 marks)

Gloria在閱讀一份學校通告，內容是關於四項暑期活動。

通告通常由校長發出，通知家長有關學校各樣事情，有時需要他們簽署附上的便條回覆。

1 C（暑假時，Gloria星期一、三、五會上跳舞班。查看四項暑期活動的日期，只有參觀大館一
項在星期四舉行，沒有撞期。）

2 C（四項活動的地點，只有在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香港動植物
公園）’會見到動物，該項活動在八月十三日舉行。） 

3 B（根據 ‘Hong Kong Science Park（香港科學園）’的參觀詳情，學生將參與工作坊，因此可
排除C選項。活動將由Mr Derek Wong老師帶領，因此也可排除A選項。活動的費用是每
人$40，因此也可排除D選項。活動是為小四同學而設的，不是如B選項所說，所有學生都
可參加。）

4 C（根據香港動植物公園的參觀詳情，公園內可見到的動物包括鳥兒、猴子、陸龜，沒有圖b

的熊，因此答案是C。）

5 C（校長於通告的引言已清楚說明，邀請家長查看學校準備的暑期活動，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報
名，因此C選項最符合通告的目的。）

6i B（根據 ‘Tai Kwun（大館）’的參觀詳情，學生會到訪舊中區警署和域多利監獄，因此對話內
應該會提到 ‘old buildings（舊建築物）’。）

6ii C（根據香港科學園的參觀詳情，學生可與一個會說話的機器人會面，C對話的 ‘It can talk 

like us!（它像我們能夠說話 !）’最吻合該地方。） 

6iii D（根據香港動植物公園的參觀詳情，學生會在公園內見到樹木和動物，其中有猴子。D對
話內描述的 ‘It’s swinging from one tree to another tree.（牠正在由一棵樹盪向另一棵
樹。）’，正好描述猴子的表現。） 

6iv A（根據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Education Centre（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的參觀詳
情，學生在中心內有機會試穿消防員制服。因此對話內應該會提到 ‘uniform（制服）’。）

7a fire（Gloria在日記寫下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後的感想。根據該中心的參觀詳情，參觀者
會學習有關防火知識。橫線所在的那句Gloria寫道現在知道應該怎樣做，橫線後的那句她寫
道要保持冷靜，因此推斷是她遇到火警時懂得如何應變。）

7b firefighter（橫線所在的句子提到Gloria穿上制服，橫線前有冠詞 ‘a’，可見橫線上須填寫一
個名詞。根據中心的參觀詳情，參觀者可試穿消防員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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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loria/She can join two activities. They are Tai Kwun and (th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Education Centre.（每項暑期活動詳情的底部，都有列出該活動的學生對象。
Gloria是小五學生，可以參加大館和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這兩項參觀活動。）

9 Students will need to spend the most time on Hong Kong Science Park.（首先查看各
活動的 ‘Time（時間）’一行，再計算參觀所需的總時數，就可知道參觀香港科學園的時間最
長。）

Part B  (14 marks)

Gloria在網上閱讀一篇關於單車運動員Edwin Choi的報導。

本部分考查的是不同時態 (tenses)的用法。一般現在式可用於描述規律性的動作、個人喜好
或人與事物現時的狀態、性質、能力等。一般過去式用於描述過去的狀態或動作。一般將來
式用於描述將來的狀態或動作。現在完成式把過去發生的事情與現在連繫起來。

1 has hurt（‘since’一詞說明Edwin於星期六受傷，現在情況依舊，因此用現在完成式。）

2 has stayed（‘for two days’這個詞組說明Edwin兩日前已入院，現在仍留院，因此用現在
完成式。）

3 ’ll/will have（‘next Friday’這個詞組說明Edwin將於下星期五接受手術，事情尚未發生，因
此用一般將來式。）

4 won’t/will not take（‘in the coming six months’這個詞組說明Edwin未來六個月都不會參
加比賽，涉及將來的計劃，因此用一般將來式。）

5 started（橫線所在的句子提及Edwin九歲時的情況，用的是一般過去式。） 

6 paid（‘received’一詞說明此部分是繼續報道Edwin過往的事情，因此用一般過去式。）

7 represent（這裏用一般現在式來描述作者代表大家的願望。）

Part C  (16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不同疑問詞 (question words)的運用。

回答這類題目時，特別要注意問題的答覆，從而推斷正確的疑問詞。

1 where（Frank答覆Gloria時說去了墨爾本，墨爾本是澳洲一個城市，因此疑問詞是
‘where’。）

2 How long（Frank答覆說要九小時，「九小時」是一個時間，因此推斷Gloria是用 ‘How 

long’來發問。）

3 Which（Gloria詢問時提到有很多航空公司飛墨爾本，她想知道Frank選乘哪間，因此疑問
詞是 ‘Which’。）

4 How often（Frank的答覆表明他探望姐姐的頻密程度，可知Gloria應該是用疑問詞 ‘How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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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y（Gloria提問的兩條問題是有關連的，首先她很好奇 Frank的姐姐是住在澳洲的，跟着
她再問Frank他的姐姐是否在那兒讀書，可見Gloria其實是想問她住在澳洲的原因，因此疑
問詞是 ‘why’。）

6 What（Frank的答覆是關於一些活動的，因此Gloria應該是用疑問詞 ‘What’。）

7 How far（Frank的答覆是一個距離的單位，因此推斷Gloria是用 ‘How far’來發問。）

8 When（Frank的答覆是一個具體的月份，可以肯定Gloria是用疑問詞 ‘When’。）

Part D  (12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所有格代名詞 (possessive pronouns)。所有格代名詞跟所有格形容詞
(possessive adjectives)相似，都是用來說明物件的主人，但所有格代名詞不需與名詞一起
出現。

閱讀上下文以完成Gloria和Kenny的對話，注意橫線前提及的人物，從而確定所有格代 

名詞。

1 yours 2 mine 3 hers 4 his

5 ours 6 theirs

Part E  (12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方式副詞 (adverbs of manner)的應用。這類副詞通常以 ‘-ly’結尾，置在動
詞之後，用來形容人如何做事，或事情如何發生。

1 rudely

2 impatiently

3 carelessly

4 noisily

5 slowly

6 late（橫線前那個句子說明Matthew用了差不多一小時才吃完早餐，加上橫線所在的那句有
‘missed（錯過了）’一詞，由此推斷Matthew上學遲到，因此答案是 ‘late’。）

Part F  (10 marks)

本部分考查的是介詞 (prepositions)的用法。我們用 ‘at’、‘in’和 ‘on’來談論時間、節日、季
節、月份、星期、日期等等。其他常見的介詞還包括 ‘by’、‘from’、‘to’、‘with’。

1 in 2 at 3 by 4 from 5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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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G  (10 marks)

本部分要求根據圖片寫一個故事，描述Kenny在夢境裏參觀糖果廠和其後的經歷。

寫作前，先仔細觀察圖片，由圖片中的細節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再構思一個合理的結局。
除了運用圖片下建議的詞彙外，也可以思考以下問題：

• 圖1的糖果廠有什麼特色？

• 圖2的糖果廠在製造什麼糖果？

• 圖3的Kenny吃了多少糖果？

• 之後Kenny有感到不適嗎？

注意題目要求寫故事時須使用第一人稱，並以一般過去式描述過去發生的事情。

Sample writing

My dream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In my dream, I went to a sweet factory. I met the chubby 

factory owner. He gave me a tour of his factory. There were many machines producing 

sweets. I was amazed. Then, the owner took me to a playground. Everything was made 

of sweets there. I ate a lot of sweets and felt satisfied. Later, I had a bad toothache. My 

belly became big too! I felt very scared and shouted. Suddenly, I woke up. Luckily, it 

was only a dr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