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核範疇 考核重點 分數

一	供詞填充 能掌握詞語的運用 ８ 分

二	反義詞填充 能掌握反義詞的運用 10 分

三	標點符號 能運用已學過的標點符號 5 分

四	看圖續寫句子 能掌握圖意，根據提供的文字寫比喻句 9 分

五	同音字辨識 能分辨同音字 10 分

六	仿作句子 能依照例句仿作句子 12 分

七	改寫句子 能運用代詞準確地改寫句子 9 分

八	重組句子 能把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 12 分

九	閱讀理解 能理解文章，並回答有關問題 25 分

合計 100 分

二年級 上學期

測驗二

考核範疇 考核重點 分數

一	供詞填充 能掌握詞語的運用 6 分

二	配詞完句 能理解句子，正確地配上字 10 分

三	助詞填充 能掌握時態助詞和結構助詞的運用 10 分

四	擴寫句子 能運用提供的詞語擴寫句子 12 分

五	句子辨識 能準確地辨別疑問句和陳述句 8 分

六	重組句子 能把詞語組成通順的句子 9 分

七	標點符號 能運用已學過的標點符號 8 分

八	改寫句子 能依照例句改寫句子 12 分

九	閱讀理解 能理解文章，並回答有關問題 25 分

合計 100 分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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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句子辨識

辨別下列句子，是疑問句的，在	 	內加	△；是陳述句的，加	
○。（每題 1分，共 8分）

1. 我從來沒有乘坐過飛機。 

2. 你相信有外星人嗎？

3. 汽水是有益的飲品嗎？

4.  今天是不是母親節呢？

5. 妹妹應該還沒有起床。 

6. 子軒今天沒有去上學。 

7. 屋子裏甚麼也沒有。 

8. 是誰把房子打掃得這麼乾淨的？
8

六 重組句子

重組下面的句子，把排列於第五組的詞語所代表的字母填在方格內。	
（每題 3分，共 9分）

	１. 着 盤旋 天空中 一隻 在 大鷹 蔚藍的 。

A. 天空中 B. 在 C. 着 D. 盤旋

2. 極了 一陣 舒暢 風 海面上 的 吹來 使人
涼爽 ， 。

A. 風 B. 一陣 C. 的 D. 使人

3. 綠油油的 美麗的 開滿了 草地上 花 。

A. 開滿了 B. 花 C. 的 D. 美麗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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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閱讀理解

（甲）短文理解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共 17分）

  孟郊是唐代著名的詩人，小時候家境很貧窮，別
人都看不起他。

  孟郊十歲那年，家鄉發生水災，朝廷派了一名大
臣來視察災情。縣官知道朝廷大臣到來，很早便站在
城門外迎接。鄉民們好奇，也來看熱鬧，孟郊也在其
中。民眾等了大半天，終於等到朝廷大臣到來。縣官
上前迎接，看見站在前排的孟郊穿着一件又破又爛的
綠衣裳，覺得很失禮，便喝令他離開。孟郊見縣官出
口傷人，便生氣地說他狗眼看人低。朝廷大臣見到孟
郊居然對縣官無禮，便想教訓一下他。

 朝廷大臣對孟郊說：「小朋友，我們來玩個對聯遊
戲吧！我說上聯，如果你能對出下聯，我便請你吃飯；
如果你對不出，可就要受罰了！」孟郊年紀雖小，但他
一點也不害怕，十分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朝廷大臣說
出上聯：「小小青蛙穿綠衣。」孟郊知道朝廷大臣這是
取笑他穿得像隻青蛙，他想了想，對出了下聯：「大大
螃蟹着紅袍。」

 朝廷大臣聽到孟郊竟然說自己是螃蟹，雖然心裏
很生氣，但也不得不承認孟郊很有才華，便請他吃了
一頓飯。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2 題的  上，使句子
的意思完整。 （4 分）

1. 中秋節的晚上，孩子們都聚集在公園裏玩燈籠，氣氛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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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志輝請求哥哥教他做功課，哥哥  地答應了。

3. 為甚麼朝廷大臣要跟孟郊玩對聯遊戲？ （3 分）

○ A. 因為他想借此展現自己的才華。

○ B. 因為他想考驗一下孟郊的才學。

○ C. 因為他想教訓一下對縣官無禮的人。

○ D. 因為他很喜歡和別人對對聯。

4.  文章第三段主要是 （3 分）

○ A. 描述孟郊怎樣戲弄朝廷大臣。

○ B. 記述朝廷大臣和孟郊玩對聯遊戲的經過。

○ C. 說明朝廷大臣和孟郊玩對聯遊戲的結果。

○ D. 交代朝廷大臣和孟郊玩對聯遊戲的原因。

5.  下列哪一項符合對孟郊的描述？ （3 分）

○ A. 他覺得自己的衣着很失禮。

○ B. 他的衣着和體型都像一隻青蛙。

○ C. 他一心想在眾人面前表現自己。

○ D. 他懂得靈活運用自己的才智。

6.  根據文章內容，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下面各項。
（請把英文字母填在  內） （4 分）

A. 朝廷大臣想教訓孟郊

B. 朝廷大臣欣賞孟郊的才華

C. 孟郊和鄉民一起迎接朝廷大臣

D. 朝廷大臣用對聯取笑孟郊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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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完 —

（乙）實用文理解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共 8分）

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1 題的   上，使句子的意
思完整。  （2分）

1. 這個機器人既會做家務，又能和人對話，真 。

2. 這張賀卡是  寫給  的，兩人是 
 關係。  （3分）

3. 下列哪一項不符合賀卡中的內容？  （3分）

○ A.  志恆在故事創作比賽中獲得第二名。

○ B.  碧霞和家人都以志恆為榮。

○ C.  志恆在社區中心舉行的故事創作比賽中獲獎。

○ D.  志恆創作的故事深受家人讚賞。

25

志恆 :
  恭喜你獲得學校舉行的「我愛我家」故事創作比賽的

亞軍！你創作的故事既有趣又感人，我們都很喜歡，我們
全家人都為你感到驕傲！希望你再接再厲，繼續發揮你的
創意，為我們創作更多好看的故事。

姐姐
碧霞

                                          三月十日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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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

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號和引號  「把」字句  書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

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便條  描寫文  反義詞  同音字  關聯詞  並列句  反復  近義詞  比喻  專

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

比  說明文  冒號和引號  「把」字句  書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

詞  成語  便條  描寫文  反義詞  同音字  關聯詞  並列句  反復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

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號和

引號  「把」字句  書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便條  描寫

文  反義詞  同音字  關聯詞  並列句  反復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

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號和引號  「把」字句  書

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

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

號和引號  「把」字句  書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便條  

描寫文  反義詞  同音字  關聯詞  並列句  反復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

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號和引號  「把」字

句  書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便條  描寫文  反義詞  同

音字  關聯詞  並列句  反復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號和引號  「把」字句  書信  句號  轉折

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便條  描寫文  反義詞  同音字  關聯詞  並列句  

反復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複句  排比  助詞  直述句和

複述句  象聲詞 問號  排比  說明文  冒號和引號  「把」字句  書信  句號  轉折複句  肯定句和否定

句  祈使句  感歎號  形容詞  成語  近義詞  比喻  專名號  寓言  因果複句  記敍文  語氣詞 逗號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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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伴學手冊

名詞

詞語 詞義 例句

大綱 大概的內容或要點 寫文章前最好先擬訂寫作大綱。（上學期	測驗一	一）

才華 表現出來的才能

朝廷大臣聽到孟郊竟然說自己是螃蟹，雖然心裏很生
氣，但也不得不承認孟郊很有才華，便請他吃了一頓
飯。（上學期	測驗二	九）

公道 公正的道理
小白兔還在生小螃蟹的氣，她以為媽媽要去為自己討
回公道，立即答應媽媽的要求。（上學期	測驗一	九）

天性 先天具有的品質或性情

螃蟹家族向來都是橫着走路的，這是他們的天性，
我們應該互相尊重大家的特點才對啊！（上學期	測驗
一	九）

抽屜
桌子或櫃子上所裝置，可
以拉出或推入的盛東西的
匣子。「屜」粵音「替」

媽媽打開抽屜，從裏面拿出了很多照片。（下學期	 測
驗二	三）

長處 好處、優點 我們要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下學期	考試一	一）

高峯
高的山峯；也比喻事物發
展的最高點

春季是傳染病爆發的高峯期，為有效預防禽流感，社
區中心將於本週五（三月二十五日）下午進行一次大
規模的清潔活動。（下學期	測驗三	九）

陷阱
為捉捕野獸而掘的深坑；
引申指害人的計謀

小花鹿不小心落入了獵人的陷阱。（上學期	考試一	 	一）

損友 對於自己有害無益的朋友
我們要小心選擇朋友，不要結交損友。（上學期	 考試
一	一）

標本
經過處理，可長久保存原
貌的動、植物個體或器
官，或礦物的碎片等

我們跟隨導賞員，首先參觀了擁有超過五百件珍貴蝴
蝶標本的標本館。（上學期	測驗四	九）

噪音 嘈雜、刺耳的聲音
外面的噪音太大了，媽媽把窗戶關上了。（下學期	 測
驗二	七）

學問 高深的學識或技藝
爸爸說養金魚是有學問的，如果養不好，金魚便會死
掉，我聽了後很擔心。（下學期	考試二	九）

臉頰
臉的兩邊。	「頰」	粵音		
「甲」

温柔的風媽媽輕輕地撫摸着我的臉頰。（上學期	 測驗
四	七）

動詞

詞語 詞義 例句

允許 答應、同意
如未得到老師允許，學生不可開關電燈、風扇及空
調，以免發生意外。（上學期	測驗三	九）

出醜 露出醜態、丟臉

他本想上前教訓一下養由基，但冷靜下來一想，既然
對方敢口出狂言，那就乾脆讓他當眾出醜好了。（上
學期	考試一	九）

字詞
寶庫中文科評估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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