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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答案頁

p. 2

p. 6

p. 8

p. 3

p. 7

p. 9

一起來寫揮春吧！在 內寫上正確的字，然後把祝賀語句讀出來。
Fill in the blanks and read the greetings aloud.

習重點：新年的祝福語。

你家中有沒有張貼揮春？把其中一句寫在下面。
Write one of the greetings posted in your home.

口   高   入   出   大   笑 

常
開

快

長
平
安

笑

高

出
入口

大

（按實際情況作答。）

請為故事選一個你喜歡的結局，在  內塗上顏色，並說說原因。
Which ending do you prefer? Colour the circle and give your reasons.

小兔燃點了爆竹，火花差點濺到其他動物身上，
把牠們都嚇跑了！

觀察故事圖畫，找出動物們的不正確行為。
The animals did not behave well in the story.  What have they done? 

警察叔叔及時制止了小兔，並教訓了小兔一頓。

（自由作答。）

年宵市場裏售賣年花，請把兩瓶合起來有 10 朵花的年花找出來，並把花瓶塗上相
同的顏色。
Put the vases into pairs so that the flowers add up to ten. Colour the pairs of vases the same 
colour.

習重點：10 的組合和分解。
10 以內的單雙數。

請把有雙數花朵的年花圈起來。
Circle the vases with an even number of flowers.

猜猜花朵拼砌了甚麼動物造型，把漏掉的英文字母寫在  上。
Fill in the blanks to complete the names of the animals.

l  on m  nk  y 

el  ph  ntd  lph  n

習重點：字詞：dolphin, elephant, lion, monkey。

i

o i e a

eo

請在迷宮畫線帶小健一家去參加慶祝農曆新年的活動。
Kin's family wants to take part in different Chinese New Year activities. Draw lines to show their routes.

習重點：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

你最喜歡上面哪些新年活動？請寫下來。
Which Chinese New Year activity do you like best?

我最喜歡的新年活動是 。

放煙花

舞獅

花車巡遊

龍舟比賽
（自由作答。）

習重點：幫助有需要的人。
關心他人。

哪些小朋友做得對？在  內畫 ；哪些小朋友做得不對？在  內畫 。
Which pictures show good behaviour? Draw    in the appropriate circles. Which picture shows 
bad behaviour? Draw       in the appropriate circle.

請設計一枚好孩子襟章，

把它畫在空格內。
Design a badge for well-behaved 
children and draw it in the box.

（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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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p.12

p.14

p.11

p.13

p.15

閱讀剪報的內容，在  內貼上適合的照片，也可以把配合的情景畫下來。
Read the newspaper cutting. Paste or draw a picture in the box to match the content.

習重點：增強閱讀理解能力。

煙花滙演 照耀維港

以下誰說的話是正確的？請把答案塗色。
Read what the people say. Colour the correct sentences.

 

年初二晚上舉行煙花𣾀𣾀演𣾀

年初二晚上舉行舞火龍𣾀

人們可以去維多利亞港看煙花𣾀

【本報訊】香港於
年初二晚上舉行新
年煙花匯演，美麗
的煙花在維多利亞
港上空綻放，十分
美麗𣾀

煙花匯演  照耀維港

（答案合理便可。）

請把圖中的民族服飾塗上顏色，並透過互聯網搜集其他民族服飾，畫或貼在
中間那位小朋友的身上。
Colour the national costumes. Find another national costume on the Internet, then draw or paste 
on the child in the middle.

習重點：欣賞不同的民族服飾。
 透過互聯網搜集資料。 

（自由作答。）

大家來猜燈謎，把答案寫在  內。
Read the riddies and write the answers in the boxes.

身體圓，黑白色，
最愛吃竹葉。 

(猜一種動物)

萬獸之王，氣力如牛，
張口一吼，動物害怕。 

         (猜一種動物)

吃魚蝦，會發聲，
會跳躍，真聰明。

(猜一種動物)

汪汪叫，蹦蹦跳，
一見客人尾巴搖。

(猜一種動物)

習重點：字詞：大熊貓、狗、獅子、海豚。
 學習猜謎語。 

提示：狗    大象    獅子    鳥    大熊貓    海豚

大熊貓 狗

獅子 海豚

請計算下面各種東西的數量，把數字寫在  內。
Write the correct numbers in the boxes.

習重點：10 以內的加法。

＝ 

＝ 

＝ 

＝ 

＋ 

＋ 

＋ 

＋ 

4

7

9

7

習重點：字詞：library, playground, supermarket, swimming pool。

police

欣欣去祖母家拜年，途中經過以下的社區設施，請把適當的設施貼紙貼在  內。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to show the community facilities Yan 
will see on the way to her grandmother's home.

playground   supermarket   library   swimming pool

這家人正在準備新年物品。細心觀察下圖，把四個不合理的地方圈起來。
Circle four things in the picture which do not belong to Chinese New Year.

習重點：農曆新年的習俗。
 減少吃不健康的賀年食品。

把賀年食品貼紙貼在 上，並說說應少吃這類食品的原因。
Put the stickers on the plates to show Chinese New Year food, Give reasons why 
we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of thi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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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p.18

p.20

p.17

p.19

p.21

小青在整理物件。請找出一對的東西，並把它們畫在盒內。
Put objects in pairs and draw them in the boxes.

習重點：一對的概念。

小朋友想用紅封包的錢買東西，他們要付多少錢？請把硬幣圈起來。
How much do the children need to pay? Circle the coins.

習重點：組合硬幣的幣值。

8元8元 5元 10元

（答案合理便可。）

把紅封包以一種特徵來分類，請分作兩組，用筆圈起來。
Group the red packets that have same characteristics. Circle them into two groups.

你還想到以第二種特徵來分類嗎？請分作兩組，用筆圈起來。
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way of grouping? Circle them into two groups.

習重點：以不同的特徵來分類。

（答案合理便可。）

（答案合理便可。）

請在  內貼上適當的貼紙表示時間，然後說故事。
Put the correct stickers in the boxes and tell the story.

習重點：句式：'What time is it?',
 'It is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 is  o clock.

What time is it?

It is  o clock.

What time is it?

It is  o clock.

What time is it?

It is  o clock.

six

ten

seven

eight

請利用紅色的紙替下面的舞獅拼貼美麗的獅身。
Use pieces of red paper to decorate the lion.

找出和下圖獅頭相同的貼紙，貼在  內。
Put the sticker that matches the lion in the box.

習重點：創作拼貼畫。
 鍛煉小肌肉的活動能力。

（自由作答。）

下面哪些動物可以在水裏生活，也可以在陸地上行走？請圈起來。
Circle the animals that live in water and also on land.

習重點：兩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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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習重點：增強邏輯推理及說故事的能力。

以下哪一句適合用來祝福祖父祖母？把答案圈起來。
Circle the greeting for grandfather and grandmother.

快高長大 學業進步 龍馬精神

請根據圖意，在  內填上數字 1 至 4，為故事排列次序，並把故事說出來。
Put the pictures in the correct order. Write 1-4 in the circles. Then tell the story.

1

2 3

4

p.23
不同國家的人在新年會以不同的方式慶祝新年，一起來看看吧！
Look at the photos and see how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elebrate New Year.

習重點：認識不同國家慶祝新年的習俗。
欣賞和尊重不同種族的文化。

中國人喜歡舞獅來慶祝。 尼泊爾人穿着傳統服飾，在街上演奏樂器來歡度新年。

互相潑水是泰國人過新年的習俗。

你認為哪種中國新年習俗最

有趣？請畫下來。
Draw a Chinese New Year 
custom you find very interesting.

（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