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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茶聚講座

應試策略



應試
攻略

考試前

考試中考試後



測考前

1. 培養良好學習習慣

a. 參與及投入課堂活動

b. 摘錄筆記

c. 經常複習筆記與重點

d. 準時交功課

e. 將學習聯繫生活，培養學習興趣

f. 培養有規律的讀書習慣，切忌臨急抱
佛腳



測考前

g. 善用不同的學習技巧，如閱讀策略、記憶
技巧等

· 記憶與學習
Ø 無意識地記憶

–只儲存短時間
Ø 複習是記憶的基礎

–複習的對象須相同



測考前

記憶與學習

Ø分階段記憶提高學習效率

Ø從基礎學起→增加難度→學得
更快

Ø先全盤理解

l粗略→細緻

Ø制定長遠學習計劃，著實執行



記憶方法

·細緻化:		利用五官

–聲音

·諧音

·朗讀

·向人講解

–視覺

·色彩

·圖像

測考前



測考前

記憶方法

• 細緻化:  利用聯想
–腦圖



測考前

2. 考試前留些時間瀏覽並複習重點

3. 了解考試題型

4. 考試時間和範圍

5. 找題目練習



測考中

應試策略

·同學應付考試縱使努力溫習，如欠臨場應

試的方法，那便會功虧一簣。所以，臨場應

考也需講求技巧，注意應試策略。



測考中

(一) 認真審題
Ø接到試卷後，要先弄清每一題目的類型、關鍵字

(key	words)和重點才去認真回答

·題目字字珠璣，看漏了「不」字，正確答案可能

剛相反

·「略述」與「詳述」亦有不同。

（曾經有考生將作文題：《一位受歡迎的校工》，

看作是《一位受歡迎的社工》



測考中

１.選擇題

·可將有明顯錯誤的答案先行刪除，然後
逐一分析餘下的選擇題項(options)， 選
出最準確的題項予以肯定

·遇有疑難者，在題號旁邊打上記號，盡
量選(撞)一個最可靠的答案，跳答下一
題，看這時可否再度攻破難題。



測考中

２.分析題

·要弄清、理解題目所給的內容(條件)，明確
理解老師提出的，掌握關鍵，用最準確、簡
潔的語言去發表自己的分析意見

·要注意條理，力求層次分明，言簡意清。

·為求理解精確，可於審題時間橫下字眼，
也可慎防答錯答漏。



測考中

３.運算題

·要運用公式，採用最簡潔的方法去推算
答案，惟步驟要條理清晰，清楚列出

·得出答案後，再進行驗算。



測考中

(二) 先易後難
·總覽全卷後，由易到難，要先做自己把握
最大，最易取分的題目。這樣可以增強信心
， 況且一旦不夠時間，失分也只是屬於難題
而已

*這方法對於習慣按次序做事的學生是很具挑
戰性的



測考中

(三) 理清思路
·先想後寫 審清題目(特別是寫作)，
弄清題目之後，不要忙於馬上下筆
作答。應先行理清思路，擬定大綱
，避免語多言贅，層次不明。



測考中

(四) 掌握重點
·每一題的答案及要點不可遺漏，但文
字不宜冗長，以免枝葉掩蓋重點，費時
失事，影響表現。

·現時多數題目均只佔 1-3	分左右，取
分以字眼(key	points)	為主即可。



測考中

(五) 衡量時間
·答題要「睇分數、配時間」，以免偏
於回答較淺或較深的題目。

·時限若過仍未想到答案，那末就暫時
放棄，留待覆查之時才補答去。



測考中

(六) 細心檢查

·要預有覆卷的時間，要從頭到尾細心
檢查，或選擇預先打有記號的題目重 點
覆核，看看是否符合題目的要求，有沒
有錯別字或漏答，以免無辜失分



測考中

(七) 字跡清楚
·字體潦草難辨會讓老師無法看清答案的
原意，因而影響成績

·若然有刪改字句，僅用簡單綫條予以斜
劃一兩下即可，然後在邊旁或後面加回答
案

·用塗改液後，別忘記填回正確答案



測考中

(八)處變不驚

·考試期間隨時會有突發事情，只要同
學冷靜沉着，注意一下考試技巧，臨場
自能發揮自如



中文科溫習小秘訣



中文科考試卷目

·卷一：語文運用 +	閱讀理解

·卷二：寫作

·聆聽

·說話



卷一

·語文運用(佔 40 分)

·閱讀理解(佔 60 分)



語文運用(佔 40分)

·字詞運用(如：供詞填充、不供詞填充、字形
結構辨析、部首辨別、錯別字辨別等)

·句子結構(如：重組句子、供詞造句、改寫句
子等。**小一(考二)及小二(考一)會於卷二考核
)

·標點符號(於句子或段落中填寫標點符號)

**溫習平日課業(作業、工作紙、造句……)



·理解句子意思
·判斷要填的詞語是動作、地方、心情…….(動詞、
名詞、形容詞)
·再選出合適的詞語填上

****温習所學字詞(詞語、寫字簿)



閱讀理解(佔 60 分)

· 需深入了解文章內容

· 仔細審閱題目及選項

· 反覆閱讀文章，找尋答案

· 在文章中把答案劃下來

· 按指示寫下答案



寫作

卷二



卷二：寫作(一、二年級)

·句子結構 (如：重組句子、改寫句子、擴寫
句子、供詞造句、看圖造句)

·實用文寫作/填充

**溫習平日課業(寫作工作紙)、實用文小冊子



聆聽考試

· 日常用語

· 聽辨字詞

· 聆聽故事，回答問題



說話考試
一二年級(普通話)

· 朗讀課文

· 看圖說故事

· 小組交談

**如有溫習範圍，請好好準備

http://www.keichun.edu.hk/




英文科考卷比重

Papers Levels Duration Total 
marks

Percentage

Listening P.1-P.2
P.3-P.4
P.5-P.6 

15 minutes
20 minutes
25 minutes

100 10%

Speaking
P.1-P.6

P.1-P.4

P.5-P.6

P.1-P.4
P.5-P.6 

About 5 minutes
Exam 1

Reading Alou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Exam 2
Reading Alou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Presentation

Exam 3
Picture Description

Presentation

10 10%

Reading & G.E. P.1-P.6 45 minutes 100 50%
Writing P.1-P.6 25 minutes 100 30%



英文科

• 閱讀大題目，理解作答要求

Paul is talking about the school events at 
school. Put the correct letters in the boxes. 
(15 marks @3)

Help Paul write a reply e-mail to Peter in 
about 30 words. (15 marks)



英文科
• 將重點字詞圈出，找出答案

Who drew the pictures for this book?
¡ A. John Lee
¡ B. Timothy Lau
¡ C. A Trip To Repulse Bay
¡ D. Timothy Lee

A Trip To Repulse Bay

Illustrated by John Lee
Written by Timothy Lau



英文科

• 運用閱讀策略選出正確答案

• What does “it” refer to?
A. I
B. John
C. going shopping
D. the watch

On the last day, I went shopping with John. I bought a 
watch for him. I am glad that John liked it very much.



Q & A
Sally is browsing a website about Victoria Harbour.  
Read i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complete sentences. 12 marks @2 
marks

Victoria Harbour --- Past and Now

Victoria Harbour is between Hong Kong Island and Kowloon. It has changed very 
much in the past 100 years.

Victoria Harbour is smaller now because some of the water has been filled with 
land.

Victoria Harbour is very busy now.  About 220,000 ships and boats visit the 
harbour every year.  In 1913, there were only 22,000 ships.

1.    Where is Victoria Harbour?
Victoria Harbour is between Hong Kong Island and Kowloon.                                              

2. How many ships and boats visit the harbour every year? 
About 220,000 ships and boats visit the harbour every year.                       



Writing
John writes about his friend, Mary. Look at the example.  

 

1. My friend is Mary.
2. She is tall and thin.
3. She has big eyes.
4. She has thin arms and thin legs.
5. She is wearing a pink dress.
6. She is wearing pink socks and black shoes.



Look at the picture carefully. Help John write about his brother Ken 
in at least 6 sentences. 

  1. My brother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peaking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aloud.

Lucy

Hello!
My name is Lucy.
I am a girl.
I am in Class 1C.
My class teacher is Miss Chan.
My English teacher is Miss Wong.
I love my school very much.



1. What is your name?
2. Can you spell your name?
3. What class are you in?
4. How old are you?
5. Who is your class teacher?
6. What is it? (Teacher shows a pencil/…)

Answer the teacher’s questions..



數學科溫習小秘訣



數科科評估及考試比重

• 評估內容包括已有知識(3-5題)及新學知識

(7-12題)。評估總題數不多於17題。

• 評估時間:15至25分鐘，因應題目數量來調適。

• 考試範圍:包括新學的課題約70-80分，已有知
識約20-30分。

• 考卷時間: 

• P1-2: 45分鐘 P3-4: 50分鐘 P5-6: 55分鐘







數學科溫習小秘訣

考試前:

·重溫書本上的學習檔案

·複習功課及評估內容，尤其是曾犯錯的
地方

·默寫數學名詞，

例:三角形、四角錐體等

·可做一些相關的數學練習

如:重做學校的評估試卷



常犯錯的地方

·應用題:漏寫單位

·忘記先乘除，後加減

·進位、退位

·寫錯數學名詞

·未能小心審題



應用題注意事項
• 使用答句形式作答



各級學生感到較困難的題目:一年級



各級學生感到較困難的題目:二年級



各級學生感到較困難的題目:三年級



各級學生感到較困難的題目:四年級



測考後

1. 認同孩子的努力

2. 聽取師長的建議

3. 評估考試結果與調整應試策略

4. 協助孩子整理出自己的應考模式

5. 為下一個考試做計劃

(包括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測考後

1. 無論成績如何，均以

正向態度鼓勵孩子



測考後



應試
攻略

考試前

考試中考試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