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練習 頁碼學習重點

1.	 我的身心成長

3.	 餘暇活動

5.	 做個好朋友

7.	 傳統習俗

2.	 動植物的成長

4.	 玩具面面觀

6.	 歡度節日

8.	 香港的節日

上學期評估（練習	1	至練習	8	內容）	

·�掌握人類在不同成長階段

中的變化

·�了解身體重要器官的功用

·�掌握動植物的特徵

·�認識動植物的基本需要

·�學習善用餘暇

·培養良好的餘暇興趣�

·認識交友的方法

·認識農曆新年的傳統和習俗

·認識節日習俗的由來和意義

·分辨玩具的種類

·掌握選擇玩具的注意事項

·留意玩具的安全

·��了解香港的節日

·�認識慶祝節日的方法

·�理解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

的社會

·�了解均衡飲食對身體的

重要

·掌握舒緩情緒的方法

·了解動植物的生長過程

·掌握照顧動植物的方法

·��掌握參加和編排餘暇活

動時的注意事項

·�學習與朋友相處的應有

態度

·�掌握慶祝節日時的注意

事項

·培養珍惜玩具的態度

·享受自製玩具的樂趣

·�學習安排有意義的節日

活動

·�認識不同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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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頁碼學習重點

9.	 左鄰右舍	 	

11.	 白晝與黑夜

13.	 中國的歷史與文明

10.	 謝謝您幫忙

12.	 戶外遊蹤

14.	 祖國的壽辰

下學期評估（練習	9	至練習	14	內容）

全學年評估（練習	1	至練習	14	內容）

通識小達人

答案

·學習閱讀簡單的地圖

·�認識社區設施對我們日常

生活的重要

·�了解社會上一些服務人員

的工作，以及與市民生活

的關係

·掌握白晝和黑夜的特徵

·�明白白晝和黑夜與生物作

息的關係

·�認識中國重要歷史事件及

對後世的影響

·�掌握一些中國著名歷史人

物的事跡

·�認識香港郊遊地點和泳灘

·�認識郊野公園和泳灘的設

施和標記

·�分辨在郊外及海灘看到的

小動物

·�認識中國國慶的意義和活動

·�認識與鄰居守望相助的

重要

·�培養關心社區、積極參

與社區活動的態度

·理解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認識跟他們合作的重要

·認識太陽和月亮的變化

·認識觀賞星星的方法

·�認識中國的四大發明

·�掌握中國人的優良品德

·�掌握郊遊和暢泳時要注

意的事項

·培養保護環境的態度

·�加深對中國國旗、國徽

和國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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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常識試前強化練習  2年級8

一	 下列的動物是胎生的，在	 	內填	A；是卵生的，填	B。

	 1.		 2.	

	 3.		 4.	

二	 下列哪些是動物的基本需要？把正確的答案塗上顏色。

食物
肥料

水
陽光

泥土
空氣

2 動植物的成長

每種哺乳類動物都有不同的懷孕期，例如人類是10個月，小狗大概2個

月。懷孕期最長的是大象，你知道是多少個月嗎？

A.	 12個月	 B.	 15個月

C.	 18個月	 D.	 22個月	

樣
 本



小學常識試前強化練習  2年級10

五	 下列句子描述正確的，在（　）內加	3；不正確的，加	7。

	 1.	植物能四處活動，會進食。	 （　　）

	 2.	我們要為寵物提供合適的居所和食物。	 （　　）

	 3.	所有植物都可以用剪下來的葉或莖長出新的植物。	 （　　）

六	 下列各圖是植物的哪個主要部分？在表格內填上該部分的名稱，然
後分辨該部分的功能，把代表字母填表格內。

A 	輸送水分和養料，並支持整棵植物

B 	吸收陽光，製造食物；呼吸空氣，維持生命

C 	把植物固定在泥土中，吸收泥土裏的水分和養料

1.	 	康文署選定了約多少棵樹編入《古樹名木冊》？	

2.	 漁護署規定，凡飼養狗隻的市民，必須領取牌照，	 	

	 並為狗隻注射疫苗，還需要做甚麼？	

植物
部分

名稱 1. 2. 3.

功能 4. 5. 6.

樣
 本



69眾課堂

怎樣才能有效地舒緩光污染問題？主題一

引領思維問題

香港地球之友： 

http://www.foe.org.hk

專題網站

燈光耗用不少能量，
燃燒大量的煤、石油或天然氣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造成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

影響糧食生產、生態環境

光污染會帶來甚麼影響？

甚麼是光污染？

     又名「光害」
     人造光，如燈光等，
越來越多，且越來越
亮，達到污染的程度

   善用燈光，不要安裝過多 
  及光度過強的燈具
     用後記得關燈
    見到光污染招牌，可向 
   環境保護署投訴

日常生活中有甚麼方法

幫助減輕光污染問題？

     政府：
     制定《公共照明設施設計手冊》， 
      監管公共照明系統的設計
     商戶：
     關掉不必要的廣告燈箱
     在客人數量較少時調低光度
     環保團體：
     監察商業機構的光污染情況
      教導市民減輕光污染的方法， 
       如舉辦「地球一小時」活動

社會各界有甚麼方法減輕光污染問題？

樣
 本

樣
 本



小學常識試前強化練習  2年級70

節慶應不應該舉辦煙花或煙火匯演？主題二

引領思維問題

太陽報通識攻略： 

http://the-sun.on.cc/cnt/

news/20121221/00661_001.html

專題網站

1.   環境保護署： http://www.epd.gov.hk

2.   漁農自然護理署： http://www.afcd.gov.hk

3.   衞生署香港健康寶庫：http://www.healthyhk.gov.hk

4.   香港旅遊發展局：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喜慶的日子，社會各界
一同慶祝

     配上維港兩岸夜景，迷
人景色能吸引更多遊客

為甚麼要舉行煙花或

煙火匯演？

     部分環保團體指出，放煙花會
釋出大量懸浮粒子，造成空氣
污染

     數十分鐘的匯演需要數百萬
元，浪費金錢

煙花或煙火匯演會帶來甚麼

壞處？

香港有哪些日子會

放煙花或煙火呢？

     除夕、農曆新年、 
七 · 一回歸紀念日、 
國慶日

樣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