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文  2016-2017 年度中一級中文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15 分鐘   100 分(另設額外 10 分

延伸題)  

1. 【單元四：描寫和抒情：詩之花徑】書(4.3-4.13)、(4.21-4.27)、(4.28-4.30)及

工作紙； 

《山居秋暝》【補充教材】及工作紙 

2. 【單元六：說明的方法一適者生存】書(6.3-6.16)及工作紙 

3. 【單元七：說明的順序和層次─內有乾坤】書(7.3-7.17)及工作紙 

4. 【文言單元次序三：文言導賞 ─ 成語之趣】書(5.2-5.8) 

5. 【文言單元次序四：文言鞏固 ─ 智謀妙語】書(8.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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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四：描寫和抒情：詩之花徑 

 認識詩歌描寫和抒情的特色。 

 體會詩歌表達的感情。 

單元六：說明的方法一適者生存 

 掌握說明對象的特點。 

 認識說明語言的特色。 

 認識說明的方法：舉例說明、數字

說明、分類說明、描述說明。 

單元七：說明的順序和層次─內有乾坤 

 掌握說明的順序：時間順序、空間

順序。 

 認識說明的層次：總分、分總、總

分總。 

 認識說明語言的特色：趣味性、文

學性、通俗性。 

綜合訓練：1.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2. 掌

握文章的思想內容；3.分析

及評價寫作手法；4.提出評

價和見解；5.比較不同作品

內容和作法；6. 歸納主旨；

7. 劃分及撰寫段旨。 

 (二)  語文運用  25%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修辭：對偶(4.38)、暗喻

(4.38-4.39)、設問(6.34)、引用

(7.29-7.32) 

 認識詞匯：成語。(6.31-6.32) 

 認識標點：引號。(6.32-6.33) 

 複習文言詞匯：單音詞、人稱代詞

〔汝、其〕、文言虛詞〔之〕〔8.4-8.6〕 

 複習文言句式：判斷句 (肯定句)。 

 格言考核 11-20 則 

 其他語文知識︰ 

例如︰ 

1. 認識詞匯：名詞、動詞、形容

詞、數詞、量詞、副詞、擬聲

詞、代詞、助詞、歎詞等。 

2. 認識修辭：明喻、暗喻、對偶、

反問、反語、擬物、擬人等 

3. 認識標點符號：句號、逗號、

問號、感歎號、破折號、引號

等。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工作紙內文言詞庫；《迢迢牽牛星》《烏衣巷》《山

居秋暝》詞解、語譯；《孟母三遷》《宋定伯捉鬼》詞解 

(四)  讀本問題  25%《迢迢牽牛星》《友情傘》《烏衣巷》《孟母三遷》《山居



秋暝》《生物的睡眠》《鏡子小史》《宋定伯捉鬼》〔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

該部分 2 分〕 

(五)  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迢迢牽牛星》《友情傘》《烏衣巷》《孟母三遷》

《山居秋暝》《生物的睡眠》《鏡子小史》《宋定伯捉鬼》 

卷二     【寫作】   1 小時 15 分鐘   100 分(另設 10 分延伸部分) 

(一) 簡短寫作  1 題   20%    通告 / 說明書 / 投訴信 

(二) 作文    80%   說明文     (1A、1AB 組不少於 300 字)  (1B1、1C1、

1CD、1D1 組不少於 250 字)      

選擇題數：二選一         延伸部分考核學習重點，額外 10 分。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另設 5 分延伸題) 

延伸題為發揮題，字數 60-100 字，額外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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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詞語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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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2%)   

 

【註：若考卷設延伸題，學生可選擇作答與否；若學生選擇作答，可額外取得

分數，惟得分不超過該卷總分上限。】 

 

英文 S1 English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2016-2017 

1. Coverage(GE) 

New Treasure Plus 1B    Units 5-8    G.E.    Grammar Book 

Reader (Chapters 4-6) 

2. GE Paper(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1 passage from Book 1B)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MC, etc. 

Part III. Usage (50) 

A. MC Cloze (9)  

-common phrases, prep. of time,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adverbs of manner and degree etc. 

B. Vocabulary (7)    Unit 7, 8   - 1-2 situations 

C. Blank filling (5)  

-Modals (can, could, should)  

D. Ten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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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lank filling (5)   

- personal pronouns,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F. Blank filling (5)   

-Verbs + to-infinitive and gerunds 

G.  Blank filling (5)  

    - Prepositions of location, time and movement 

H.  Key structures (8) 

    

3.  Listening (66) (with extended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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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omp (40)  - Short writing task (80 words/ 10 marks) and Long writing 

task (110 words/ 30 marks) 

5.  Speaking (20)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response 

    - Teenage problems, Childhood obesity, My favourite festival 

 

數學 第 0-13章 

地理 1.地理書、作業及工作紙:1.5~1.8 課 

2. 地圖技能 1 冊，P1~35，42~59 

3. T2A3 ELA worksheet 

通識 通識科中一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1. 新領域初中通識校本版 P.1-41 

2. 重要概念表：生活素質 

3. 工作紙 3,4,5 

4. 英語工作紙： Quality of life 

5. 時事新聞 

中史 課本： p. 72-134 

作業： p. 23-38 

綜合科學 1B 課本 P.1-175 (刪除 P.21-29, 93-103, 106-120, 166-168, 170-171) 

1B 作業 (刪除 P.6-9, 36-46, 53-58, 70-71, 76, 79, 81-84) 

工作紙  

ELA worksheets 

eClass 練習 

 

 

 

 

 

 

 

 

 



中二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文 1617 中二級中文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    1 小時 15 分鐘  總分為 100 分(另設 10 分延伸題) 

1. 【單元四：描寫人物的方法──剪影人間】書 4.3-4.15 及工作紙 

2. 【單元六：說明的方法二──世界真奇妙】書 6.3-6.15 及工作紙 

3. 【單元七：論點、論據和論證──節儉之美】書 7.3-7.15 及工作紙 

4. 【文言單元三：文言鞏固──尋幽探秘】書 8.2-8.14 

 

一、閱讀理解 40%  2 篇文章(文言白話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及圈劃題目

的關鍵詞 

單元四：人物描寫──剪影人間 

 掌握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描寫、

語言描寫、行動描寫 

單元六：說明的方法二──世界真奇妙 

 認識說明的方法：引用說明、比較

說明 

單元七：論點、論據和論證──節儉之美 

 認識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對比

論證 

 

文言單元 

三：文言鞏固──尋幽探秘 

 分析文言文的內容及寫作手法、掌握作者

的思想感情、比較不同文言文的內容和作

法 

 複習文言詞匯：一字多音、一詞多義、

古今詞義 

綜合訓練：*歸納主旨      

           *劃分段落、撰寫段旨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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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標點符號：括號、間隔號(書

6.25-6.26) 

*認識修辭：疊字、反復、反語(書

4.26-4.29)、對比(書 7.26-7.27) 

*認識詞匯：課文詞語 

*複習修辭：擬人(書 6.27)、設問(書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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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賣炭翁》、《桃花源記》、工作紙內文言詞庫 

四、讀本問題 25% 

《賣炭翁》、《桃花源記》、《張衡的地動儀》、《一個值得擔憂的現象--- 再論包裝》 

五、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賣炭翁》、《桃花源記》、《張衡的地動儀》、《一個值得擔憂的現象--- 再論包裝》 

 



卷二  寫作   1 小時 15 分鐘    總分為 100 分(另設 10 分延伸部分) 

一、簡短寫作(專題介紹/規章/會議紀錄)  1 題 20%   

二、作文  80% 描寫(人物) 不少於 450 字(2A1、2AB 組) / 不少於 400 字(2B1、2C1、2CD、 

    2D1 組)  

 選擇題數：二選一 

 延伸部分考核學習重點，額外 10 分。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另設 5 分延伸題) 

延伸題為發揮題，字數 70-110 字，額外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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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一及中二上學期已教授的字詞) 

2. 小組討論 22% 10 分鐘 選擇題 (說話部分佔 20%，腹稿佔 2%) 

 

英文 S.2 English Second Term Exam 2016-2017 

1.Coverage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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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 exercise book , Grammar Book  

 Class Reader - Chapters 7-11  

2.GE Paper (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1 passage from textbook)    

    * varied question types with 10 bonus marks for challenging question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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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8 marks) 

- e.g. relative pronouns, tenses, articles, conditional sentences, be used to/ used to,    

    adjectives, wh-question words and to -infinitives, modal verbs, question tags,  

    passive voice etc. 

B. Vocabulary (8 marks)     

    -Unit 6, 8   

C. Tense (9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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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odal verbs (4 marks) 

E. Passive Voice (5 marks) 

F.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0, 1, 2) (8 mark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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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ply email of giving advice) and 1 long (an       

              article) 

 

5.  Oral (20)  - group discussion and response  

   - Save the Animals Week   - Suitable places for a family day    

   - An anti-drug concert 

數學 第 1-3, 5-14章(不包括 2.3C) 

中史 課本：p.88 -146  

作業：p.22-32 

地理 1. 地理書、作業及工作紙 5.5 課、2.1-2.7 課（延伸部分：2.8 課） 

2. 地圖閱讀 

3. T2A3 ELA Worksheet 

通識 中二級 期終通識科考試範圍 

-        初中新思維通識全書(1 至 5 章)-第 4 及 5 章較為重要 

-        學習技能手冊 

-        工作紙、溫習筆記及英文工作紙、生字紙 

-        時事新聞 

綜合

科學 

2B 課本 P.1-185 (刪除 P. 39-43, 48-51, 57-58, 66-73, 116-121, 130-138) 

2B 作業 (刪除 P.15-16, 51-53, 64, 71-73, 78-90, 92-93, 95-100) 

工作紙  

ELA worksheets 

eClass 練習 

 



中三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文 2016-2017 年度中三級中文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30 分鐘   100 分(另設額外 10 分延伸題) 

1. 【單元六： 論證的方法一：三思而行】書 6.2-6.31 及工作紙 

2. 【單元七： 論證的方法二：力排眾議】書 7.2-7.13，7.27-7.29 及工作紙 

3. 【單元四： 敍事寫人：故事萬花筒】書 4.2-4.19，4.46-4.47 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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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 論證的方法一：三思而行 

 分析議論的要素：論點、論據和論證。 

 認識論證的方法：引用論證、類比論

證、舉例論證、對比論證、反面論證。  

 

單元七： 論證的方法二：力排眾議 

 複習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引用論

證、對比論證、類比論證。  

 認識駁論。  

 

單元四： 敍事寫人：故事萬花筒 

 認識小說塑造人物的方法。 

 掌握故事情節的安排。 

 認識場面描寫。 

 
綜合訓練：1.歸納主旨；2.掌握作者的思想感

情；3.分析及評 

          價寫作手法；4.運用閱讀策略；5.

提出評價和見 

          解；6.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

法。 

 

 

 (二)  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慣用語 6.28-6.29  

 認識修辭：誇飾 6.29-6.30 

 複習修辭：排比 6.30-6.31 

 認識詞匯：諺語 7.27-7.28  

 認識修辭：借喻 7.28-7.29 

 認識修辭：雙關 4.46 

 複習文言句式：被動句 4.47 

 其他：語文基礎知識 

 包括中一、中二級所學的詞性、修辭、

標點、句式等。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工作紙文言實詞詞庫、《讀孟嘗君傳》7.4-7.13 詞解及語譯、《孔明借箭》4.4-4.19 詞解 

格言考核 11-20則、文言字詞 9-15 

 

(四)  讀本問題  25%       

《談克制》6.4-6.16、《想和做》6.17-6.27、《讀孟嘗君傳》7.4-7.13、《孔明借箭》4.4-4.19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五)  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談克制》6.4-6.16、《想和做》6.17-6.27、《讀孟嘗君傳》7.4-7.13、

《孔明借箭》4.4-4.19 



卷二     【寫作】   1 小時 30 分鐘   100 分(另設 10 分延伸部分) 

(一) 簡短寫作  1 題   20%   請假信 / 啟事 / 通告 / 報告 

(二) 作文 80%  (議論文)   不少於 500 字  

 選擇題數：二選一 

 延伸部分考核學習重點，額外 10 分。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45 分(另設 5 分延伸題) 

延伸題為發揮題，額外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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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詞語庫) (中三詞語庫為主，中一中二為次) 

(二) 小組討論  22 %   小組討論       (說話部分佔 20%，腹稿佔 2%) 

 

【註：若考卷設延伸題，學生可選擇作答與否；若學生選擇作答，可額外取得分數，

惟得分不超過該卷總分上限。】 

英文 S.3 English Second Term Exam 2016-2017 

G.E. 

I.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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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 Reading Booklet 

  Class Reader – Chapters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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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ves, etc.) 

B. Vocabulary  

-Unit 5-7 (1-2 situations) 

C. Tense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present continuous, future, present perfect 

and past perfect tense) 

D.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I, II and III) 

E. Reported speech with tense change 



F. Sentence making  

-key structures 

 

Listening (40 marks) 

- TSA format (M.C., form filling, sequencing, matching, following instructions, etc.) 

- Data file (2 extended tasks) 

 

Writing (40 marks)   

-1 short writing task 

-1 long writing task 

 

Speaking (20 marks)    

- 5-minute group interaction (4 students a group) 

數學 第 1-11章+2A冊第二章 2.3C, 第四章 4.1 

 及 TSA工作紙 1-17 

地理 1. 地理書、作業及工作紙:3.1~3.6 課 

2. T2A3 ELA worksheet 

經濟 書本 1-1 至 4-3 及所有筆記 

生物 教科書 P.1-68 

英文詞彙 教科書 P. 61 

物理   章節 課題 頁次 

第 1 章 可見光 P.2-P.7 

第 2 章 我們的眼睛 P.8-P.12 

第 3 章 凹透鏡、凸透鏡的應用 P.13-P.22 

第 4 章 不可見光—紫外線 P.23-P.27 

第 6 章 光的反射 P.33-P.37 

第 7 章 電子元件簡介 P.38-P.40 
 

旅遊 旅遊與款待全本教材 

企財 Chapter 1 to Chapter 6 (BOOKS and NOTES) 

中史 課本：p.37-81 

作業：p.10-26 

歷史 課本： P. 48-120 

作業： P.23-55 

化學 中三級化學筆記 P.1 - 43 

中三級化學練習(全份) 

實驗工作紙(全部) 

所有補充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