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4 年度中一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9/1 (四)  寫作 

13/1 (一) 閱讀 

20/1 (一) 說話 

21/1 (二) 聆聽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15 分鐘   100 分 

(一)  閱讀理解  40%   2 篇文言文及白話文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及圈劃題目的關鍵詞 

 敘事的六大要素：運用時、地、人、事 (原因、發展過程、結果) 

 順敘的寫作手法，順敘倒敘插敘的分別 

 學習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學習第三人稱的敘事手法 

 詳略得宜的敍事方法 

 找出段意 \ 主旨及中心主題  

 掌握關鍵詞及中心句(必須是原文句子) 

 評論題、發揮題的作答方法 

 

(二)  語文運用  25%        

 文言文的虛詞  

1. 之：代詞，代人或物(他 / 牠 / 它) 

     ：結構助詞(即白話文中「的」字) 

2. 也：語氣助詞(用於句尾，表示肯定語氣，沒有解釋)   

3. 工作紙內文言詞庫 

 文言文中的人稱代詞：吾、我、 余、予(第一人稱：我、我們) 

                     汝、爾、若、乃、子(第二人稱：你、你們) 

                     彼、其、之(第三人稱：他、他們)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副詞、擬聲詞、  

          代詞(指示代詞、人稱代詞、疑問代詞。)、助詞(結構助詞、   

          語氣助詞)、歎詞等。 

 認識修辭：疊字、明喻、暗喻、頂真、誇飾、對比、對偶、排比、 

          設問、反問、反語、擬人等 

 明喻法(本體 + 比喻詞 +  喻體)。例：春天的細雨(本體)像(比喻詞)鵝

毛(喻體)亂飛。 

 認識標點符號：感歎號、破折號。 

 認識句式：疑問句、反問句。 

 認識不同語氣的句子。(祈使語氣、陳述語氣、感歎語氣、疑問語氣) 

 認識肯定句和否定句及雙重否定句。 

 辨析錯別字。 

 寫作題目之關鍵字。 

 格言考核 10 則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木蘭辭》 《岳飛之少年時代》、工作紙內文言詞庫及「文言字詞」1-8 

 

(四)  讀本問題  25% 

    《留些好的給別人》《岳飛之少年時代》《木蘭辭》《背影》《風箏》 

     《羚羊木雕》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見各工作紙參考答案 

   
 
 



卷二     【寫作】   1 小時 15 分鐘  

(一) 簡短寫作  1 題   20%    便條 / 家書  

(二) 作文    80%   記敘文       

     不少於 250 字(A-D 班) /200 字(M 組)    選擇題數：二選一 

     計算學習重點的分數佔 10%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 

其中一題是發揮題，發揮題字數：中一不多於 50 字。 

 

卷四  【說話測試】   總分為 30 分 

(一) 字詞朗讀  8%   字詞庫之詞語 6 題 (見詞語庫) 

(二) 個人短講  22 %   上學期個人短講   1 分鐘    

     (說話部分佔分 16%，腹稿佔分 2%)   

 

ENGLISH 

10/1(Fri) Compo 

15/1(Wed)Listening 

17/1(Fri)GE 

24/1(Fri)Speaking 

Coverage(GE) 

Book 1A       Unit 1-4       Word Power, G.E, SiG.  

Reader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and Other Stories by Aesop 1-4) 

 

Examination Papers 

 G.E.(100)  Listening(40)  Composition(40)  Oral(20)  

 

1.  GE Paper(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1 passage from Book 1A)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  

 -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Part III. Usage (50) 

   A. MC Cloze (9)# 

-common phrases, prep., agree., tense, sing/plural, adjectives, pronouns 

etc. 

B. Vocabulary (8) #   Unit 3, 4   - 1-2 situations 

C. Tense (10) *#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 with negative and questions 

if possible  

D. Blank filling (15) # *   

- a) prepositions of time  

- b) articles  

- c) how many, how much, some, any 

   E. key structure (8) * 



* example required        # in context        + task-based 

 

2.  Listening (40) (at least 5 sections with 1 extended task) 

-M.C., form filling, sequencing, matching, following instructions, etc.  

 

3.  Composition (40)   

   - Short writing task (80 words/ 10 marks) and  

    Long writing task (160 words/ 30 marks) 

 

4.  Oral (20)   

   - 1-minu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1-minute response 

數學 21/1 (二) 第 0,1,2,3,5,6,12 章 

通識 15/1 (三) 

- 香港社會現全冊 

- 所有 Chapter Summary 及 ELA Worksheet 

- 暑期升中適應課程 

中史 14/1 (二)  
- 課本 P. 4 - 55 

- 作業 P.2 - 18 

地理 16/1 (四) 

- 課本及作業 P. 1.1 - 1.5 

- ELA T1A1 和 T1A3 

- 地圖技能 單元 1, 2, 3(P. 30 - 35), 5 

*帶量角器、直尺 

綜合科學 23/1 (四) 

- 課本第 1 章至第 3.3 章(至 P.161) 

  *刪除 P.94 - 95, P.147 - 149 

- 作業第 1 章至第 3.3 章 (至 P.61) 

- 工作紙 

- ELA Exercise Unit 1-3 

 

 

 

 

 



2013-2014 年度中二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10/1 (五) 寫作 

14/1 (二) 閱讀 

15/1 (三) 說話 

23/1 (四) 聆聽 

考試範圍：單元一、二、三及四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15 分鐘  總分為 100 分 

1. 閱讀理解 40%  2 篇文章(文言白話文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及圈劃題

目的關鍵詞 

*掌握文章選材與剪裁的技巧 

*掌握文章佈局謀篇的技巧 

*掌握文章的思想內容 

*歸納主旨及段意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分析

及評價寫作手法 

*掌握間接抒情的手法：借事抒情、

借景抒情 

*掌握詞曲中所含的感情 

*掌握評論題及發揮題的作答方法 

 

2. 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介詞 

*認識文言詞匯：  一字多音、一詞多

義 

*認識文言詞匯：虛詞(且、安、蓋、耳) 

*認識複句：並列複句和承接複句 

 

*認識文言句式：判斷句、敍述句 

*認識標點符號： 引號 

*認識修辭：引用、 映襯、借代、

對偶、排比 

*並考核格言選讀 1-10 則 

 

 

3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貓》、《馬說》、《中秋與花燈》、《燕詩》、《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越

調】《天淨沙•秋思》、工作紙內文言詞庫及文言字詞 1-8 則 

 

4. 讀本問題 25% 

《貓》、《馬說》、《中秋與花燈》、《燕詩》、《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越

調】《天淨沙•秋思》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見各工作紙參考答案 

 

卷二  寫作 1 小時 15 分鐘    總分為 100 分 

1. 簡短寫作(通知/章則)   1 題 20%    

2. 作文(抒情文)  80%  不少於 350 字(A-C 班)/300 字(D 班)  

選擇題數：二選一    **計算學習重點的分數佔 10%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 

  其中一題為發揮題，字數不少於 70 字。 

 

卷四  說話測試  總分為 30 分 

1. 字詞朗讀 8% 字詞庫之詞語 8 題  (包括中一已教授的字詞) 

2. 個人短講 22%   1.5 分鐘圖片題 (說話部分佔 20%，腹稿佔 2%) 



ENGLISH 

9/1 (Thu) Compo 

20/1(Mon)Listening 

21/1 (Tue) Speaking 

24/1 (Fri) GE 

Coverage(GE) 

 Book 2A   Unit 1-4    (G.E. ,  Class Reader  Chapter 4-6) 

  

1. GE Paper(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statements, 

etc 

 

  Part III. Usage (50) 

  A. MC Cloze (9) 

-common phrases, types of shops/ clothes, agree., tense,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comparing quantities, connectives, adverbs of sequence, reflexive  

pronouns, prepositions, etc. 

 

B. Vocabulary (9)    Unit 3, 4   - 1-2 situations 

 

C. Tense (9)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perfect, simple past , pas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with negative and questions if possible  

 

  D. Blank filling (9)  

    - pronouns/ prepositions /adverbs of sequence 

 

  E.  Sentence -making (14)  

    - (Pron)….(present perfect)…since / for … 

    - Have/ Has (Pron)….. (present perfect) yet? 

    - It is (adj) for us to (action)… in order to save… 

    - I think/ believe that we can/ must/ should… 

    - Form sentences using if type 0, 1 

   - (Pron) like(s)/dislike(s) going to (place) by (transport) because it is...    

 

2. Listening (40) 

-M.C., form filling, sequencing, matching, following instructions, 

integrated task, etc.  

 

3.  Writing (40)   

  - 1 short task ( A visit guide) and 1 long writing task (Story writing) 



4.  Speaking(20)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min) and response (1 min) 

    - My favourite shopping centre    

    - My favourite outfit    

    - How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數學 13/1 (一) - 第 1,2,3,5,6,10 章 

通識 23/1 (四) 

- 學習技能手冊 

  書 P.1-23 及 P.23-44 (此部份為自習篇章) 

- 全球化 

  書 P.1-42 

- 所有 Chapter Summary 及 ELA Worksheet 

綜合科學 16/1 (四) 

- 課本：單元 7 至 8 

  *刪除 P.46 - 54, 63 - 65, 100 - 103, 141 - 151 

- 作業單元七(P.1 - 16, 19, 22 - 35)及單元八(P.39 - 62, 67 - 71) 

- 相關工作紙 

- ELA Exercise Unit 7 & 8 

地理 17/1 (五) 

- 課本及作業 單元 5.1- 5.4 

- ELA T1A1 和 T1A3 共兩張英文工作紙 

- 地圖技能 單元六 

*帶直尺、鉛筆、紅及藍色顏色筆 

中史 20/1 (一) 
- 課本 P. 4 - 61 

- 作業 P.2 - 17 

 

 

 

 

 

 

 

 

 

 



2013-2014 年度中三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9/1 (四) 寫作 

21/1 (二) 說話 

22/1 (三) 閱讀 / 

聆聽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30 分鐘   100 分 

(一)  閱讀理解  40%   文言文及白話文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比較題材相近作品的內容和作

法。 

 運用逆向思維分析作品。 

 認識記敍人稱。 

 分析人物的性格。 

 掌握故事情節的安排。 

 文言閱讀理解 

 場面描寫的特點 

 細節描寫的方法 

 借事說理的方法 

 事和理的關係 

 綜合訓練： 

掌握作者的觀點；掌握文

章思想內容；歸納主旨；

撰寫段旨；運用閱讀策

略；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

和作法；分析及評價寫作

手法；提出評價和見解；

運用閱讀策略。 

(二)  語文運用  25%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慣用語。 

 認識文言句式：句子成分的省略、被動句。 

 文言句式：被動句。 

 修辭法（借代、反復、雙關、疊字、疊詞、著色詞、層遞等） 

 詞類（形容詞、副詞、名詞、動詞、代詞、數詞、量詞、介詞、歎詞、

連詞、擬聲詞、助詞等） 

 文言詞匯：虛詞 (而、則、其、然、何、哉) 

 句子成份：定語、狀語、補語、獨立語 

 格言選讀 1-10 則 

 其他：多義詞及中一中二所學語文知識 

(如詞性︰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副詞、量詞、介詞、連詞、助

詞、歎詞等； 

修辭︰明喻、暗喻、借喻、借代、映襯、層遞、誇張、比擬、引用、

反復等； 

標點符號；文言虛詞、實詞；肯定句、否定句； 

句式：假設、遞進、條件、承接、因果、並列、選擇、轉折等複句)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孔明借箭》、《西門豹治鄴》、《觀潮》、《習慣說》； 

     工作紙文言實詞庫, 文言字詞 1-8 則   

(四)  讀本問題  25% 

     《孔明借箭》、《西門豹治鄴》、《觀潮》、《習慣說》、《旁若無人》-------- 

      包括課文、各工作紙參考答案及書後問題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卷二     【寫作】   1 小時 30 分鐘    100 分 

(一) 實用文   20%    （請假信、投訴信、啟事、便條、章則）  

(二) 命題作文 80%     (創意寫作、場面描寫、說明事理)      

不少於 450 字(普通班 A-CD 班) /400 字(後進班 D1 班)   

 選擇題數：二選一   學習重點的分數佔 10%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 

 推斷說話者的身份 

 根據場合和說話者的身份分析實際語意 

 聆聽廣播劇，掌握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 

 聆聽場面描述 

 聽清事件的細節 

 綜合訓練：聽出觀點；概括要點。聽出話語中的道理。 

 其中一題是發揮題，發揮題字數：中三不多於 100 字         

卷四  【說話測試】   總分為 30 分 

(一) 字詞朗讀  8%   字詞庫之詞語 8 題 (中三詞語庫為主，中一中二為次) 

(二) 個人短講  22 %   個人短講  2 分鐘   (說話部分佔 20%，腹稿佔 2%)   

ENGLISH 

10/1 (Fri) GE 

13/1(Mon)Writing 

15/1(Wed)Listening 

20/1(Mon)Speaking 

Coverage 

 Treasure Plus Book 3A   Units 1-4    

 Class Reader - The Talking Tree and other stories  (Chapter 1-6) 

  

1. GE Test Paper(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with one poem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statements,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Vocabulary - Unit 3 

   B. 'nothing', 'something', 'anything',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or 'none' 

   C. 'should', 'ought to', 'must', 'have to', 'had better' 

   D. 'so', 'so as to', 'so that' 

   E.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F.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I and II 

   G. Reported Speech 

   H. Units 1-4 key structures 

 

  2. Listening (60 marks) 

  - TSA format and integrated tasks 

 



3.  Writing (40 marks)   

  - 1 short task and 1 long task  

 

4.  Speaking (20 marks)    

  -2-minu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reasure Plus Book 3A units 1-3) 

數學 16/1 (四) 
- TSA 01-08 

- 第 1,2,3,4,6,11 章 

地理 

(3A,3B) 
14/1 (二) 

- 課本及作業 11.1 - 11.5 

- ELA T1A1 和 T1A3 

- 地圖技能 單元 1-6 

*帶量角器、直尺 

經濟 

(3A, 3B) 
17/1 (五) 

-第一、二章全部 

-第三章至 P.5 

企業、會

計及財務

概論 

(3A,3B) 

23/1 (四) 

- 第 1-6 課 

  書 1-3 

  筆記 4-6 

物理 

(3A,3B) 
24/1 (五) 

第一章：可見光 

第二章：我們的眼睛 

第三章：凸透鏡成像 

第四章：光的反射 

第五章：電子元件簡介 

歷史 

(3C, 3D) 
14/1 (二) 

- 課本 P.48 - 119 

- 作業 P.19 - 45 

化學 

(3C, 3D) 
15/1 (三) - 筆記第 1 節至第 5 節 

中史 

(3C, 3D) 
17/1 (五) 

- 課本 P. 4 - 78 

- 作業 P. 2 - 23 



旅遊與款

待 

(3C,3D) 

23/1 (四) - 課本 P. 1 - 21 

生物 

(3C, 3D) 
24/1 (五) 

- 第 35、36、37.3 章 

- 細胞 

- 工作紙 (一) 至 (五) 

- ELA Exercis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