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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中一級 
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文 2017-2018 年度中一級中文科上學期考試範圍  

1. 【基礎單元】書 2-13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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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單元一：記敍的人稱、要素和方法 ─人間有情】書 1.3-1.35 及工作紙、 

【單元二：景物描寫 ─ 生活照相館】書 2.3-2.15、2.28-2.30 及工作紙 

3. 【文言基礎】書 3.2-3.6、3.9-3.11、3.17-3.20、3.22、3.23-3.26(肯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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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單元：理解歸納 

 根據文題，推斷文章的內容。 

 從上下文推斷字詞的意思。 

 掌握句子的意思。 

 劃分段落。 

 概括段意。 

 歸納主旨。 

單元一：記敍的人稱、要素和方法 ─人間有

情 

 認識記敍的要素：時間、地點、人物和

事件（原因、經過、結果）。 

 認識記敍的方法：順敍、倒敍和插敍。 

 認識記敍人稱。 

單元二：景物描寫 ─ 生活照相館 

 認識描寫對象的特點。 

 認識描寫的方法：步移法、直接描寫、

間接描寫、動態描寫、靜態描寫。 

綜合訓練：1.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2.分析及

評價寫作手法；3.提出評價和見解；4.比較不

同作品內容和作法。 

 (二)  語文運用  25%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修辭：反問、擬物、明喻、擬人。

(書 1.34-1.35、2.29-2.30) 

 認識詞匯：着色詞。(書 2.28-2.29) 

 認識單音詞(書 3.2-3.4) 

 認識人稱代詞(我、吾、予、汝、爾、

其、之)。(書 3.5-3.8) 

 認識文言虛詞(之)。(書 3.9-3.12) 

 認識文言詞滙：文言虛詞(其、者)。(書

3.17-3.20) 

 認識文言句式：判斷句(肯定句)。(書

3.23-3.26) 

 格言考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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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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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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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紙內文言實言詞庫、《哀溺文序》及《揠苗助長》詞解、

語譯 

(四)  讀本問題  25%      《背影》、《羚羊木雕》、《在風中》、《哀溺文序》、《揠苗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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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見各工作紙參考答案 

(五)  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背影》、《羚羊木雕》、《在風中》、《哀溺文序》、《揠苗助長》 

(一) 簡短寫作  1 題   20%    便條 / 家書 / 請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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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作文   80%   記敘文 或 描寫文    不少於 300 字(1A、1B 班) / 不少於 250 字(1C1、

1D1、1M 組)  

 選擇題數：二選一 

 延伸部分考核學習重點，額外 10 分。 

延伸題為發揮題，字數 60-100 字，額外 5 分。 

卷三   【聆聽測試】   30 分鐘   總分為 50 分(另設 5 分延伸題) 

(一) 字詞朗讀  6%   字詞庫之詞語 6 題 (見詞語庫) 

卷四  【說話測試】   總分為 30 分 

(二) 個人短講  24%   個人短講(建議/設計)   1 分鐘   (說話部分佔分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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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Term Examination 2017-2018 
1. Coverage(GE) 

Book 1A       Units 1-4       G.E, Grammar Book 
Reader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apters 1-3 
 

2. Examination Papers 
G.E.(100)     Listening(40)      Writing(40)   Speaking(20)  

 
GE Paper(100)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1 passage from Book 1A, Units 1/2/4)  * varied 
ques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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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I. Usage (50) 
A. MC Cloze 
-common phrases, prep., agree., tense, sing/plural, adjectives, pronouns etc. 

B. Vocabulary    Unit 3, 4   - 1-2 situations 
C. Tense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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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lank filling   
- a) preposition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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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key structures  

  Listening (40)  (at least 5 sections with 1 extended task)    
 -M.C., form filling, sequencing, matching, following instructions etc.  
Writing (40) 

- Short writing task (80 words/ 10 marks)  
- Long writing task (110 words/ 30 marks) 

Speaking(20) - 1-minu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1-minute response 

   1. My family member    2. My new school       3. My favourite restaurant 

數學 第 0,1,2,3,5,6.1,6.2,6.4,12 章 
綜合科學 1A 課本 P.1-95  

1B 課本 P.62-84 
1A 作業 P.1-26, 29-39, 42-47 
1B 作業 P.27-32 
工作紙  
ELA worksheets 

通識 1.     單元 11   

書 1.1-1.5 

2.     所有工作紙 

包括工作紙 1、2、3 及英文工作紙 

3.     施政報告 

內容筆記及工作紙 

4.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工作紙) 
5.     時事常識 

中史 課本： P. 29-63 
作業： P.10-20 

地理 城市空間書 1.1-6.3 課 
地圖閱讀技能書 1-4 課 
T1A1, T1A3 ELA worksheet 
工作紙 file 
筆記簿 
帶量角器及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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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電腦系統》第 1-7 課、《專題研習工具：Google 雲端硬碟》第 1-2 課 
普通話 1.重點詞語  第一課 P.5  第二課 P.13  第三課 P.25 要掌握重點詞語的寫法、

拼音（包括聲母、韻母和聲調）。 

 
2. 聲母 8 個 b, p, m, f, d, t, n, l 

3. 韻母 17 個 a, o , e, i, u, ü, ê, er,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4. 粵普對比 筆記簿(1-3 課) 統測 5 個+新增 10 個,一共 15 個粵普對照詞語。 

 



5 
 

上學期中二級 
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文 1718 中二級中文科上學期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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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礎單元】書 2-13 及工作紙 

5. 【單元一：借事抒情 ─ 情繫我心】書 1.4-1.14、1.30-1.32、1.34-1.36 及工作紙 

【單元二：借景抒情 ─ 詞曲的水井】書 2.21-2.29、2.36-2.38、自設教材及工作紙 

6. 【文言基礎一、二】書 3.2-3.10、3.13-3.14、3.16-3.19、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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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評論題及發揮題的作答

方法 

*歸納主旨及段意 

*理清段落層次 

*找出段落的銜接關係 

*認識文章選材與剪裁的技巧 

*認識間接抒情的手法：借事抒情 

*體會詞曲中表達的感情 

*認識間接抒情的方法：借景抒情 

綜合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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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詞匯：擬聲詞(1.30) 

*認識文言詞匯：一字多音(3.2-3.3)、

一詞多義(3.4-3.5)、古今詞義(3.6-3.8) 

*認識文言詞匯：虛詞〔安(3.9-3.10)、

豈(3.13-3.14)、且(3.16-3.19)〕 

*認識文言句式：疑問句(3.25-26) 

*認識修辭：頂真(1.32)、排比(2.38) 

*複習修辭：對偶(2.36-2.37) 

*考核格言選讀 1-10 則 

三、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燕詩》(1.3-1.14 及工作紙)、《聲聲慢‧秋情》(自設教材及工作紙)、《天淨沙‧秋思》(2.21-2.29

及工作紙)詞解及語譯；工作紙文言閱讀理解實詞詞庫及語譯 

四、讀本問題 25% 

《燕詩》(1.3-1.14 及工作紙)、《人間情分》(1.34-1.36 及工作紙)、《聲聲慢‧秋情》(自設教

材及工作紙)、《天淨沙‧秋思》(2.21-2.29 及工作紙) 

五、延伸題  (額外 10 分) 

《燕詩》(1.3-1.14 及工作紙)、《人間情分》(1.34-1.36 及工作紙)、《聲聲慢‧秋情》(自設教

材及工作紙)、《天淨沙‧秋思》(2.21-2.29 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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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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報告/書信)  1 題 20%   

二、作文  80% 借事抒情或借景抒情 不少於 400 字(2A1、2AB 組) / 不少於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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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另設 5 分延伸題) 

延伸題為發揮題，字數 70-110 字，額外 5 分。(摘錄要點佔 1 分，圈劃關鍵詞佔 2 分) 

卷四  說話測試  總分為 30 分 

1. 字詞朗讀 6% 字詞庫之詞語 6 題  (中二詞語庫為主，中一為次) 

2. 個人短講 24%   1.5 分鐘圖片題 (說話部分佔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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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English First Term Examination 2017-2018 
1. Coverage(GE)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A - Units 1-4    Key structures, SiG   
Class Reader - Chapters 3-4 
 

2. GE Paper(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1 passage from Book 2A Unit 1/2/4)    
  * varied question types with 10 bonus marks for challenging question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ualized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statements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9 marks) 

-common phrases, types of shops/ clothes, agree., tenses,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comparing quantities, connectives, adverbs of sequence, reflexive pronouns, prepositions, etc  
 

B. Vocabulary (7 marks)   Unit 3, 4   - 1-2 situations 
 

C. Tense (10 marks)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perfect, simple past , past continuous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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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lank filling (10 marks)    - pronouns/ prepositions  
 
E. Sentence –making (14 marks)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0,1 / key structures 

     
3. Listening (40 marks) 

-M.C., form filling, sequencing, matching, following instructions, integrated task, etc.  
 
4. Writing (40 marks)  - 1 Short writing task (100 words/ 10 marks)  
                     - 1 Long writing task (150 words/ 3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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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y favourite shopping centre   - My favourite outfit   - How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數學 第 1,2,3,4,5,9.1,9.2 章 
綜合科

學 
2A 課本 P.1-45, 54-58, 73-130, 132-140, 152-159  
2A 作業 P.1-16, 22-23, 27-35, 39-61, 67-71 
工作紙  
ELA worksheets 

通識 單元 13  香港的經濟表現  全冊 
習題工作紙 
施政報告工作紙 
ELA 工作紙 
時事新聞 

中史 課本：p. 37-68 
作業：p. 9-16 

地理 書 1.1-4.1 課 
工作紙 1.1-4.1 課 
T1A1, T1A3 ELA worksheet 
筆記簿 
帶計算機及間尺 

電腦 《資訊科技與社會》第 1-6 課 
普通話 1.重點詞語 

書 P.1-16,P.15-16, P.22-29, P.30-35 

2. 複習一不變調(頁 15) 

3. 複習三聲變調(頁 27) 

4. 複習聲母(22個)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z  c  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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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複習韻母(25個） 

a  o  e  i  u  ü er(單韻母)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複韻母) 
 ia  ie  iao  iou  ian  in  iang  ing  iong (帶有 i 介母的複韻母) 

歷史 課本  文藝復興 P. 27-38         課本  法國大革命 P.4-24 
作業  文藝復興 P. 4, 5, 8 (No.2,4,10), 11 (No.7-10)                    
作業  法國大革命 P.3 (a,b), 5(a,b), 9(No.1,2,3,7), 12(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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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中三級 
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文 2017-2018 年度中三級中文科上學期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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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基礎單元】書基礎 p.2- p.9、p.18- p.21 及工作紙 

8. 【單元一：借事說理——個人修身】書 p.1.3- p.1.13、p.1.27- p.1.30 及工作紙、 

【單元二：借物抒情——萬物有情】書 p.2.3- p.2.32 及工作紙 

9. 【文言基礎】書 3.2-3.10、3.1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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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單元：評鑒精進 

 學習分析篇章，提升鑒賞能力。 

 學習比較不同的材料，提升鑒賞能力。 

單元一：借事說理——個人修身 

 認識借事說理的方法：先敘事後說理；把道

理寄寓在故事中；借助故事中的人物說明道

理。 

 認識事和理的關係。 

單元二：借物抒情——萬物有情 

 辨析詞語的感情色彩。 

 認識間接抒情的手法：借物抒情。 

 

 

綜合訓練：1.劃分段落，歸納段旨；2. 歸納主旨； 3.

掌握作者的觀點及思想感情；4.分析及

評價寫作手法；5.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

和作法。 

 (二)  語文運用  25%        

 複習詞匯：多義詞 (書 p.1.29-1.30) 

 認識修辭：層遞 (書 p.1.27-1.28) 

 認識詞匯：褒義詞、貶義詞(書 p.2.29-2.30) 

 認識修辭：映襯(書 p.2.30-2.31) 

 複習文言詞匯：虛詞(乎)(書 p.2.32) 

 認識文言詞滙：1.認識詞類活用(書 p.3.2-3.4) 

2.認識通假字(書 p.3.5-3.7) 

3.認識文言虛詞(乃)(書

p.3.8-3.10)、(何) (書

p.3.13-3.14)、(然) (書

p.3.15-3.16) 

 格言考核 1-11則 

 文言字詞 1-8 

 其他：語文基礎知識 

 包括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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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說》及《愛蓮說》詞解、語譯 

(四)  讀本問題  25%      《論孝》(基礎單元工作紙)、《習慣說》(書 p.1.4-1.13)、 

                            《愛蓮說》(書 p.2.4-2.14) 、《醜石》(書 p.2.15-2.28)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五)  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論孝》(基礎單元工作紙)、《習慣說》(書 p.1.4-1.13)、 

                            《愛蓮說》(書 p.2.4-2.14) 、《醜石》(書 p.2.15-2.2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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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事 / 公函 / 通告 

(二) 作文 80%  (創意寫作)   不少於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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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另設 5 分延伸題) 

延伸題為發揮題，額外 5 分。摘錄要點佔 1 分，圈劃關鍵詞佔 2 分。 

卷四  【說話測試】   總分為 30 分 

(一) 字詞朗讀  6%   字詞庫之詞語 6 題 (見詞語庫) 

(二) 個人短講  24 %  準備時間 5 分鐘，短講時間 2 分鐘   (說話部分佔分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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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English Exam (2017-18 First Term) 
 G.E . 
A. Coverage   

Treasure Plus Book 3A Units 1 - 4, Class Reader-Robinson Crusoe (Ch.3-5)  

B. 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with one poem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Robinson Cruso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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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Vocabulary – Units 1-3 
B. ‘nothing’, ‘something’, ‘anything’,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or ‘none’ 
C. ‘should’, ‘ought to’, ‘must’, ‘have to’ ,’had better’, ‘why not’, ‘why don’t’ 
D. ‘so’, ‘so as to’, ‘so that’ 
E. Passive voice 
F.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I and II 
G. Reported speech 
H. Units 1-4 Key structures  

 Listening (40 marks) – TSA format and integrated tasks 
 Writing (40 marks) – 1 short task (a speech) and 1 long task (a narrative article) 
 Speaking (20 marks) – 2-minu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SA format) 

數學 TSA01-09,第 1,2.1-2.3,3.1,4.1-4.3,6.1-6.6,6.8,8.1-8.4 章 
中史 課本：p.81-118 

作業：p.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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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電腦網絡》第 1-4 課、《圖像編輯軟件：Photoshop 2017》第 1 課 
通識 1. 教科書「明智消費」P.1-26 

2. ELA WS1,WS2 
3. 2017 施政報告工作紙 
4. 延伸工作紙 

地理 書 4.1-4.5 課 
工作紙 4.1-4.5 課 
T1A1,T1A3 ELA worksheet 
筆記簿 
功課簿 
帶計算機及間尺 

歷史 課本 P. 32-69 
作業 P.5(No.5), 9(No.10), 10, 23(a,b), 29, 30, 34(No.1-7) 

化學 筆記 P.1 - 27 
中三級化學練習 P.1 - 9 
實驗工作紙 P.1 - 5 

物理   章節 課題 頁次 

第 1 章 可見光 P.2-P.14 

第 2 章 我們的眼睛 P.15-P.20 

第 3 章 凹透鏡、凸透鏡的應用 P.25-P.29 
 

生物 教科書：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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