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14年度 中一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寫作: 

6/6(五) 

 

閱讀: 

9/6(一) 

 

說話: 

16/6(一) 

 

聆聽: 

17/6(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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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文言文及一篇白話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採用

給分制：佔該部份 2分 

 認識觀察的距離和角度。 

 認識描寫對象的特點。 

 認識描寫的方法：步移法。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認識描寫的方法：隨時推移法、直接描寫、間接描寫、動態描寫、靜態描寫、多感

觀描寫。 

 認識詩歌體制、描寫和抒情的特色。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提出評價和見解；運用閱讀策略；比

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二)  語文運用  25%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語氣助詞、結構助詞、歎詞、代詞、數詞、量詞、副詞、名詞、動    

    詞、形容詞、着色詞 

 認識修辭：明喻、暗喻、擬人、擬物、擬聲、排比、反問、設問、疊字、誇飾、 

雙聲疊韻、對偶 

 認識標點符號：逗號、句號、感歎號、破折號、冒號 

 認識句式：被字句、把字句、主動句、被動句 

 寫作題目之關鍵字 

 格言 11-20則 

 其他(中一上學期所學語文知識)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迢迢牽牛星》、《客至-喜崔明府相過》、《烏衣巷》及工作紙內文言詞庫、 

文言字詞   8-15則 

(四)  讀本問題  25% 

《在風中》、《西環》、《風雪中的北平》、《夜，在海上》、《迢迢牽牛星》、《客至-喜

崔明府相過》、《烏衣巷》、《友情傘》(包括課文、各工作紙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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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鐘        100分 

(一) 簡短寫作  1題   20%    (通告 / 啟事)  

(二) 作文    80%   描寫文     

    不少於 300字(A-D班) /250字(M組)    選擇題數：二選一 

    學習重點的分數佔 10%(包括寫作手法及修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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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題 (見中一詞語庫) 

(二) 小組討論  22 % 五人一組討論  時間 7.5分鐘  (說話部分佔分 20%，腹稿佔分

2%)   



ENGLISH 

Comopo: 

5/6 (THU) 

 

GE: 

10/6(TUE) 

 

Listening: 

17/6(TUE) 

 

Speaking: 

20/6(FRI) 

1. Coverage(GE) 

New Treasure Plus 1A & 1B       Unit 1-8 

G.E. exercise book 

Class Reader Chapter 7-9 

 

2. GE Paper(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MC,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8 marks)  

-e.g. common phrases, prep. ,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adverbs of manner and degree etc. 

B. Vocabulary (8 marks)    

Unit 7, 8   - (1-2 situations) 

C. Tense (8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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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questions if possible  

D. Personal pronouns,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6 marks) 

E. Verbs + to-infinitive and gerunds (4 marks) 

F.  Prepositions of location, time and indicating movement (6 marks) 

G.  Modals (can, could, should) with negative and questions (4 marks) 

H   Sentence Making (6 marks) 

-Key structure 

 

3.  Listening (4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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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 file (2 extended tasks) 

 

4. Comp (40 marks)   

- 1 short writing task (not less than 80 words) 

-1 long writing task (not less than 160 words) 

 

5.  Speaking (20 marks)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response 

My favourite festival, Childhood obesity, Introducing a celebrity   

數學 19/6(四) 
- 1A冊第 0章至第 7章、 

- 1B冊第 8章至第 14章 



綜合科學 12/6(四) 
- 1B課本：單元四至六 (除 P.106-120, P.166-168, P.170-171, P.179-181 外) 

- 相關作業及工作紙 

中史 13/6(五) 
- 課本 P.58-108 

- 作業 P.19-37 

通識 18/6(三) 

-  新標準初中生活與社會 –《香港政府與公民權責》全冊 

-  下學期所有工作紙、Chapter Summary 及 ELA Worksheet 

- 報章閱讀材料 2份 

地理 18/6(三) 

- 第一冊 第 1.1-1.7單元課本及作業 

- 第二冊 第 2.1-2.2 單元課本及作業 

- 地圖閱讀技能全冊 

- ELA_T2A1, ELA_T2A3 

*帶量角器及計數機 

 

 

 

 

 

 

 

 

 

 

 

 

 

 

 

 

 

 

 

 



2013-14年度 中二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寫作: 

4/6(四) 

 

閱讀: 

16/6(一) 

 

聆聽: 

19/6(四) 

 

說話: 

20/6(五) 

 

 

考試範圍：單元五、六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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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評論題及發揮題的作答方法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分析及評價

寫作手法 

*掌握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語言、行動

和心理描寫。 

*掌握說明的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

邏輯順序。 

*掌握說明的層次。 

*掌握說明文的語言特色。 

*掌握說明的方法：舉例、分類、描述、比

較、數據、比喻、定義、引用、圖表。 

 

2. 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連詞 

*認識文言詞匯：單音詞  

*認識標點符號：分號、省略號、括號 

 

 

*認識修辭：反問、反復、反語、層遞、排

比 

*並考核格言選讀 11-20則 

*中一及中二上學期已教授的語文知識 

 

3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賣炭翁》、《我的老師》、《今上岳陽樓》、《田忌賽馬》、《張衝的地動儀》、 

《奇特的激光》工作紙內文言詞庫及文言字詞 9-15則 

 

4. 讀本問題 25% 

《賣炭翁》、《我的老師》、《今上岳陽樓》、《田忌賽馬》、《張衝的地動儀》、 

《奇特的激光》;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分。 

 

卷二  寫作 1小時 15分鐘    總分為 100 分 

1. 簡短寫作(請假信/說明書)   1 題 20%    

2. 作文(說明文)  80%  不少於 400字(A-D組)/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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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題為發揮題，字數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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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討論 22%   10分鐘討論題 (說話部分佔 20%，腹稿佔 2%) 



ENGLISH 

Comopo: 

6/6 (FRI) 

 

GE: 

17/6(TUE) 

 

Speaking: 

18/6(WED)  

 

Listening: 

19/6(THU) 

1.Coverage (GE)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B - Unit 5,6, 7, 8       

 G.E. exercise book    

 Class Reader - Chapter 9-12 

 

2.GE Paper (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 matching,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vocabulary,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13 marks) 

  - e.g. relative pronouns, tenses, articles, conditional sentences, prepositions, 

be used to/ used to, adjectives, wh-question words and to -infinitives,  

 modal verbs, etc. 

B. Vocabulary (10 marks)         

  -Unit 7, 8 (1-2 situations)  

C. Tense (11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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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uture tense 

D. Conditional sentences (8 marks) 

E. Sentence making (8 marks) 

    -key structures  

 

3.  Listening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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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etc. 

 

4.  Comp (40)  -2 writing tasks, 1 short (an article) and 1 long (a reply email) 

 

5.  Oral (20)   - group discussion and response 

   - Save the Animals Week     - Suitable places for family     - A film Show 

數學 9/6(一) 
-  2A 冊第 1章至第 3章、第 5 章至第 7章、 

-  2B 冊第 8章至第 14章 



中史 10/6(二) 
- 課本 P.82-143 

- 作業 P.23-40 

地理 12/6(四) 

- 第五冊 單元 5.4-5.6 課本及作業 

- 第九冊 單元 9.1-9.2課本及作業 

- 地圖閱讀技能手冊 

- ELA T2A1 及 T2A3 

*帶繩、直尺及計數機 

綜合科學 13/6(五) 

-  2B 課本：單元九至十一 (除 P.48-51, P54-58, P.66-73, P.114-121,   

                      P.131-135,P.156-158, P.185-189, P.201-217外) 

-  相關作業及工作紙 

通識 17/6(二) 

1.《學習技能手冊》全本 

2.《全球化》全本 

3. 所有工作紙、Chapter Summary 及 ELA Worksheet 

4. 專題研習工作紙 

 

 

 

 

 

 

 

 

 

 

 

 

 

 

 

 

 

 

 

 

 

 



2013-14年度 中三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閱讀: 

5/6(四) 

 

寫作: 

10/6(二) 

 

聆聽: 

11/6(三) 

 

說話: 

19/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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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語的感情色彩 

 間接抒情的手法：借物抒情 

 議論的要素：論點、論據和論證 

 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引用論證、對比論證、類比論證、駁論 

 找出段意；歸納主旨；掌握作者的觀點；掌握思想內容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提出評價和見解；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二)  語文運用  25%        

 修辭法（設問、反問、引用、借代、反復、雙關、疊字、疊詞、著色詞、層遞、明

喻、暗喻和借喻等修辭法） 

 句式（假設、遞進、條件、承接、因果、並列、選擇、轉折等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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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匯：褒貶詞、諺語及慣用語 

 文言詞匯：名詞活用為動詞、虛詞(乎) 

 恰當運用標示語 

 格言選讀 11-20 則 

 其他（中一中二所學語文知識）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愛蓮說》、《讀孟嘗君傳》；工作紙文言實詞庫(工作紙單元五、單元七及單元

八) ；文言字詞 9-15則。 

 

(四)  讀本問題  25% 

    《愛蓮說》、《醜石》、《最苦與最樂》、《想和做》、《讀孟嘗君傳》 

    (包括課文、各工作紙參考答案及書 5.4、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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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報告、啟事、會議紀錄、說明書、便條、投訴信）  

(二) 命題作文 80%     創意寫作 及 議論文 

    D1 組不少於 450字；其他組別不少於 500字    選擇題數：二選一 

    學習重點的分數佔 10%(包括寫作手法及修辭手法)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 

 聽出說話者的論點和論據 

 判別話語內容的邏輯性 

 綜合訓練：聽出立場；評價話語 

 聽出各方不同的觀點，推斷說話者的立場 

 聽出立場和觀點；聽出語氣；聽出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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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討論  22 %   五人一組，討論時間 12.5 分鐘   

      (說話部分佔 20%，腹稿佔 2%) 

ENGLISH 

 

GE: 

6/6(FRI) 

 

Comopo: 

9/6 (MON) 

 

Listening: 

13/6(FRI) 

 

Speaking: 

17/6(TUE)  

I. Coverage 

  New Treasure Plus Book 3B - Unit 5, 6, 7 and 8 

  TSA Reading Booklet 

  Class Reader – Chapter 10, 11, 12 

 

II. G.E.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varied question types 

-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ualized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statement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e.g. common phrases, prep. ,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phrases, passive voice etc.) 

B. Vocabulary   - Unit 6, 7 (1-2 situations) 

C.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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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perfect tense 

D. Conditional sentences  

E. Reported speech 

F.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s 

 

Listening (4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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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 file (2 extended tasks) 

 

Writing (40 marks)   

-1 short writing task (not less than 120 words) 

-1 long writing task (not less than 220 words)  

 

Speaking (20 marks)    

- Group interaction  

- Topics: Unit 5-7 



數學 12/6(四) 

-  2A 冊第 2章和第 4章 

-  3A 冊第 1章至第 6章 

-  3B 冊第 7章至第 11章 

-  TSA01-17 

生物 

(3A,3B) 
11/6(三) 

- 3A 課本：P.1-61, P.80-87 

- 工作紙及 ELA Exercises 

物理 

(3C,3D) 
11/6(三) 

第一章：可見光 

第二章：紫外光 

第三章：眼睛的物理 

第四章：凹透镜、凸透镜 

第五章：光的反射 

第六章：電子元件 
 

化學 

(3A,3B) 
13/6(五) 第 1節至第 5節所有筆記 

歷史 

(3A,3B) 
16/6(一) 課本 P. 48-119, 作業 P. 19-45 

地理 

(3C,3D) 
16/6(一) 

- 第 11 冊單元 11.1 - 11.5 課本及作業 

- ELA T2A1 及 T2A3 

- <如何繪畫橫切面圖>工作紙 

中史 

(3A,3B) 
18/6(三) - 課本 P.4-78, 作業 P.2-23 

經濟 

(3C,3D) 
18/6(三) 第一、二全章，第三章至 p.3-5 

旅遊與 

款待 

(3A,3B) 

20/6(五) 課本 P. 1-18, 21 



企業、會計

及財務學 

(3C,3D) 

20/6(五) 
- 課本(第一至三課) 

- 筆記(第一至六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