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 中二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use: 

 New Treasure Plus 2A (NTP) 

 Success in Grammar 2 (SG)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2 
Paper 1 General English Paper 2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Paper 4
NTP Units 1-4 (grammar) 
NTP Units 1-3 (vocabulary) 
SG Units 1-4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NTP Units 1-3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1-3

NTP Units 1-3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A. Reading Aloud 
B.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extbook 

passages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1-4

 

Details for Paper 1 

Vocabulary 

global warming droughts 

aluminium cans communicate 

save energy air pollution 

payment shopping cart 

flood climate change 

plastic  recycle 

electronic waste glass bottles 

food court cinema 

delivery anxious 

cardboard reduce 

protective reuse 

batteries stress boutique 
 

Grammar Usag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U1) 

 Past Simpl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with 

‘while’ and ‘when’ (U2) 

 Connectives of reason and result (U2) 

 Present perfect tense and Time words (U3) 

 Reflexive pronouns (U3) 

 Prepositions (U4) 

 Adverbs of sequence (U4) 

 Conditional sentences – Types 0 and 1 (U4) 

 

 

Details for Paper 4: Phonics 
Phonics: Scope Resources 

Short vowel sounds (e.g. cat, get, sit, top, cup) Lesson notes in workbook 
Magic “e” Rule long vowel sounds (e.g. came, these, time, home, cute) Lesson notes in workbook 
Long Vowel Diphthongs:  
-Long-A: ay, ai and ei    -Long-I: igh, y and ie   -Long-E: ee, ea, ie, y and 
ei 
-Long-O: ow, oa, ough and oe  -Long-U: ue, ew, ure  -“oi” sound: oi and oy  

Lesson notes in workbook 

New Treasure Plus 2A: Chapters Pages 
Chapter 1: Shopping fun 4, 8, A1 and A2
Chapter 2: Time for a real chat! 34, A3 and A4
Chapter 3: Save our planet! 68, A5 and A6

★ Plus prior knowledge 



歷史科 

日期： 2021 年 1 月 11 日 (1 小時) 

範圍： 1) 2.1 文藝復興(書頁 P.33-37)  

2) 2.2 啟蒙運動、美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書頁 P.47-71) 

3) 課堂工作紙 

題型：選擇題、填充題、歷史資料題、挑戰題 

 

溫習重點： 

– 文藝復興的影響 

– 專制主義的特點 

– 啟蒙運動的展開：背景、原因及定義 

– 主要的啟蒙思想家及重要主張 

– 啟蒙運動的影響 

– 美國革命革命的成因 

– 美國革命革命的經過：戰前危機、革命的揭幕與發展 

– 革命後的美國：戰後問題，《美國憲法》的頒布與修訂（1787 年、1791 年） 

– 美國革命的影響：影響革命思想的傳播，成為自由、民主的典範 

– 法國大革命的背景：政治、社會及財政，危機的積累 

– 革命的成因：政治及社會的不滿、財政上的困境、啟蒙運動的影響及美國革命的鼓舞 

 

溫馨提示： 

美國革命的成因 

政治上的不滿 

 七年戰爭後，英國不斷收緊對十三個殖民地的管治： 

 地方議會通過的法律，必須由英國國會審批才能正式生效 

 總督有權否決地方議會的決議，甚至將它解散 

經濟上的不滿 

 貿易政策 

 北美殖民地不可製造類同於英國的出口產品 

 北美殖民地生產的貨品只能售予英國，且須用英國貨船運送 

 徵稅問題 

 英國政府自 1764 年起對十三個殖民地加徵各種稅項 

啟蒙運動的影響 
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盧騷、潘恩、傑佛遜）的主張： 

喚醒更多北美民眾爭取獨立自主 

 

重要詞彙 

宗主國、平等、武力、請願信、波士頓慘案、波士頓傾茶事件、《常識》、忠誠、 

華盛頓、費城、《不可容忍的法案》、美利堅合眾國、國慶日、《獨立宣言》 

 

數學科 

第 1 – 4 , 5.1, 6 章 

 

地理科 

水的煩惱(4.1 至 4.6 章) 

地圖閱讀技能 



中國語文科 

試卷一 考核內容 

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文言文一篇 

單元二 人物描寫 
1. 直接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心理描寫 
2. 間接描寫人物的方法：人物烘托、環境烘托 
3. 從事件分析人物的性格特點 
 
單元三 景物描寫 
1. 描寫景物的方法（一）：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 
2. 描寫景物的方法（二）：定點描寫法和步移法 
 
單元四  散文欣賞 
1. 散文表達的思想感情 
2. 散文的語言 
3. 散文的寫作手法 

文言詞解 文言文閱讀能力步步升 
1. 練習 7《一牆之爭》（P.33 第 1(1)-1(6)題） 
2. 練習 11《腰纒萬金》（P.52 第 1(1)-1(6)題） 

課文問答 篇章問答： 
1. 單元三 《在風中》 
2. 單元四 《風箏》 
 此部份主要考問以上篇章的內容分析、寫作手法及主旨立意。 
 考生應熟讀課文及相關工作紙。 

語文知識 1. 修辭：比擬─擬人、擬物、明喻、暗喻、借喻、借代、引用（單元一）、

排比（單元二）、頂真（單元三）、誇張、呼告、層遞（單元四） 
2. 語法：主語和謂語（單元二）；動詞、賓語、雙賓語（單元三） 

成語運用 成語及韻文自學手冊（第 21-40 個） 

 

試卷二： 

 命題作文 

單元一至單元三寫作技巧：記敘文(插敘)，人物描寫及景物描寫 

 實用文寫作 

通告一則 

 

試卷三： 

 聆聽 

 

試卷四： 

 個人短講 (容後公布) 

 

科學科 

 課本 2A 冊第 7 章 7.1 至第 8 章 8.8 (P.2 至 P.156) 

 

 



中國歷史科 

期考 (12-1-2021) – 温習範圍 

I. 書 :  甲 2.2-4.15 頁 

II. 作業 :  作甲 2.2-2.11, 3.2-3.3, 3.5-3.6, 4.2-4.4 頁 

III. 問答 : 問答紙 

IV. 地圖 : 書甲 2.17 及甲 4.15 頁 

 

基礎商業 

1) 第 1 章  做個明智消費者 

2) 第 2 章  消費者的責任和權益 

3) 第 3 章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4) 第 4 章  金錢的性質 

5) 第 5 章  香港經濟的特徵與內地的聯繫 

 

CL 考試範圍 

1. e-Learning@HLMSSST 

2. Google 各式各樣協助我們學習的工具 

3. 利用會聲會影進行影像處理 / 影片格式 

4. 不要網上欺凌 

5. 資訊安全 

6. 全面數碼電視廣播 

 

溫習提示 

1. 熟讀筆記內容，特別是筆記中留空填充部份。 

2. 遺失的筆記可到學校 eclass (eclass.hlmssst.edu.hk  => Power Lesson) 內下載， 

3. 網上筆記已附有答案。 

4. 考試時細閱題目和前文後理，魔鬼在細節裡，但同時也隱藏不少提示。 

5. 記熟校網 / eclass / HLMSS GMail 網址及電郵地址，必考!! 

6. 留意網上教學期間老師給予的提示。  

7. 中一中二帶鉛筆，多項選擇題要用鉛筆做。 

 

設計與科技科 

 工場安全守則 

 初中設計與科技第二冊第一、四、十章 

 等角投影圖 

 及工作紙 P.20-23 科技與環境 

 

科技與生活 

1. 教科書(單元 8) 8-2 至 8-12 

2. 教科書(單元 7) 7-2 至 7-10 

3. 教科書(單元 10) 10-2 至 10-11 

4. 教科書(單元 11) 11-2 至 11-12 

**考試時，請帶備木顏色一盒、鉛筆、擦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