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 中一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卷一 閱讀能力 (1 小時) 

考核課文： 《曾子殺猪》、《御人之妻》 

(主旨、課文問答、內容分析、寫作技巧及課文相關的思考題) 

其他溫習材料: 

1. 成語書: 成語 76 至 100 (其他成語不予接受) 

2. 文言文閱讀能力步步升 1: 第 5 至 6 篇, 只考字詞解釋部分 

3. 課外篇章: 閱讀理解設語體文、文言文各一篇 

4. 以往已學語文知識 

 

評估重點: 寫段意、內容理解、文章體裁、修辭、寫作手法、詞語解釋、句子語譯、成語填空等等 

 

卷二 寫作能力 (1 小時 15 分鐘) 

1. 命題作文(350 字以上)，題型包括: 記敘文、抒情文、描寫文，三題選答一題 

2. 成語造句，範圍與卷一相同 (成語書 76 至 100，照抄成語書例句不予接受) 

 

卷三 聆聽能力 (約 30 分鐘) 

1. 聆聽錄音以回答問題。 

2. 就錄音資料回應挑戰題。 

 

數學科 

1. 第 1–12 章 及 第 14 章 

 

科技與生活科 

**考試時，請帶備木顏色一盒、鉛筆、擦膠。** 

1. 教科書 (單元 3) 3-2 至 3-18 

2. 教科書 (單元 12) 12-2 至 12-10   

3. 教科書 (單元 15) 15-3 至 15-5 

4. 筆記 (針步) 

 

地理科 

1. 善用城市空間(1.1-1.4,1.6-1.7) 

2. 地圖閱讀技能 

 

中國歷史科 

I. 書 :  133-137, 149-153, 155-157, 163-169 頁 

II. 作業 :  作 51-54, 60-64, 66-71 頁 

III. 問答 : 問答紙 

IV. 地圖 : 作 64 及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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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New Treasure Plus 1B (NTP) 

 Success in Grammar 1 (SG)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1 

 

Paper Unit Part Details / Remarks 

English 1  

General English 

NTP Units 5-8 

(grammar) 

NTP Units 5,6,8 

(Vocabulary) 

 

SG Units 5-8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Vocabulary 

blood, sweat and tears addicted 

to 

depressed success passionate 

got my act together incredible 

put her heart and soul 

into 

lanterns 

self-

conscious 

selfless hopeless 

stressed countless grave 

thoughtful intelligent anxious 

reaching for the stars inspire 

never said die bullying 

goals peach 

blossoms 

patience 

Grammar Usage 

 Simple future tense with will 

(U.5) 

 Talk about the future with be 

going to (U.5) 

 Modals: can, could and should 

(U.5, 8) 

 Quantifiers (U.6)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ese 

and those (U.6) 

 Verbs + to-infinitives and 

Gerunds (U.5, 7) 

 Using and, but and or (U.7) 

 Possessives (U.7) 

 Imperatives (U.8) 

 Adverbs of manner (U.8) 

English 2  

Writing 

NTP Units 

5,6,8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6,8 

English 3 Listening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Plus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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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科 

範圍：教科書課題 2 (頁 19-56)、課題 3 及課題 4，校本筆記及工作紙 

 歐洲文明的發展中古時代的歐洲與基督宗教世界的形成 

 伊斯蘭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歐亞文化的交流 

 早期香港地區的歷史、文化與承傳 

題型：選擇題、配對題、填充題、歷史資料題 

 

設計與科技科 

中一 初中設計與科技 第一冊  

第二章    科技的應用  

第四章    設計的基礎知識 

第五章    設計的展示 

第十章    常用的手工具 

第十二章  物料的認識 

及設計習作指引:手提電話座 

 

科學科 

 第三課全課及第四課 4.1-4.3 

 

資訊科技科 

 黑客，倉頡輸入法及 Powt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