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年度期中試 - 中一至中三級考試範圍 
 

中一級 
 

科目 測驗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 
甲部、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文言文一篇 
實用文一篇 
 
乙部、課文問題 
單元一 ：《背影》、《我的母親》 
單元二 ：《風雪中的北平》、《海濱仲夏夜》 
單元三 ：《在風中》、《桃花源記》 
 
丙部、語文知識 
修辭辨識 ：明喻、暗喻、擬人、反問、設問 
成語填充 ：山水自然、動物成語(一) 
詩詞默寫 ：《春曉》、《秋夕》、《江雪》 
 
卷二 寫作 
甲部、實用文寫作 
啟事 
乙部、命題寫作 
題目二選一 
借景抒情／敘事抒情 
 
卷三　聆聽 
 
卷四　說話 
個人短講　限時2分鐘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

／填表題／短答題／長答

題 

多項選擇題須用鉛筆作

答 



 

English Language For Reading & Usage: Units 1-4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 

For Writing: Units 1-4 - - 

For Listening: - Short tasks &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ed pens 

For Oral: Units 1-4 Convers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reading 

- 

數學 Ch 1 Basic Computation 基礎數學, 
CH 2 Directed Numbers 有向數, 
CH 3 Algebraic expressions 代數式 , 
CH 4 Linear equation in one unknown (I) 一元一次方程(一), 
CH 7 Linear equation in one unknown (II) 一元一次方程(二), 
CH 6 Manipulations of Polynomials 多項式的運算 , 
CH 5 Areas and Volumes 面積與體積 

Paper I : Long questions 長
問答 
Paper II: Multiple choices 
選擇題 

The use of calculator is 
not permitted in S.1 
Mid-term examination. 
中一級期中試不能使用

計算機。 

綜合科學 科學書1A 1.1-1.6 (P.1-76) 2.2 (P.96-103) 3.1-3.2 (P.150-176) 科學作業 
1A  
science textbook 1A ：1.1-1.6 (P.1-76) 2.2 (P.96-103) 3.1-3.2 (P.150-176) 

選擇題、問答題 
multiple choices, questions 

間尺、鉛筆 
ruler, pencil  

中國歷史 課本：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至秦漢：統一國家的形成與中外文
化交流（P.6-P.83）、作業：（P.2-P.26) 

選擇題、填充題、排序
題、配對題、地圖題、訂
正題、資料題、挑戰題 

- 

地理 城市空間C1書本單元1(全部), 單元2(全部), 單元3(全部), 單元4.1、4.2, 
單元5.1、5.4 及相對應的習作簿範圍。地圖閱讀技能書本P1-18。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資料回應題 

- 

歷史 1) 歷史研習簡介筆記(全份)、2)古埃及文明工作紙(三)、3)古希臘、古
羅馬文明筆記(P.  2-3)、4)古希臘、羅馬工作紙(一)、5) 教科書《歐洲
文明的發展》P. 6-12 

選擇題、填充、配對、地
圖、歷史資料題、論述題 

- 

普通話 聆聽（60%），語音知識（40%）；語音知識包括：第一至三課的重點
詞語及粵普對譯，拼音、聲調及聲母 

選擇題、填充、配對 - 

科技與生活 電腦系統：第1至5章、 Google文件及Google簡報 選擇題、配對、短問答 - 



中二級 
 

科目 測驗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 
甲部、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文言文一篇  
實用文一篇（通告／啟事） 
 
乙部、課文問題 
單元一 ：《張衡地動儀》 
單元二 ：《差不多先生傳》、《一件小事》 
單元三 ：《賣炭翁》 
 
丙部、語文知識 
修辭辨識：借喻、排比、反問、設問、反語 
成語填充：講信修義、逆境自強 
詩詞默寫：《出塞》、《春望》 
 
卷二　寫作 
甲部、實用文寫作 
通告／啟事 
乙部、命題寫作 
二選一　 
文類：人物描寫／說明文 
 
卷三　聆聽 
 
卷四　說話 
個人短講　限時2分鐘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

／填表題／短答題／長答

題 

多項選擇題須用鉛筆作

答 

English Language For Reading & Usage: Units 1-4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 



 
 
 
 
 
 
 

For Writing: Units 1-4 - - 

For Listening: - Short tasks &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ed pens 

For Oral: Units 1-4 Convers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reading 

- 

數學 CH 2 Manipulations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多項式的運算及因式分
解 
CH 3 Identities 恆等式 
CH 1 Approximation and errors 近似與誤差 
CH 4 Formulae 公式 
CH 5 Linear equations in 2 unknowns 二元一次方程 
CH 6.0 - 6.2 More about data handling 續數據處理  

Paper I : Long questions 長
問答 
Paper II: Multiple choices 選
擇題 

Calculator is permitted to 
used in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帶計算機. 

綜合科學 2A書本(P.3-43 P.53-59,P.75-95 P.100-119)、2A作業 選擇題、問答 帶計算機 

中國歷史 課本：隋代統一南北與速亡(P. 4-21) 、唐代的盛世及其後的藩鎮與宦
官亂政(P.26 - 55)、五代的武人專政(P. 60-71)、北宋的積弱與變法︰北
宋的統一和積弱、北宋的變法(P. 76-92) 

選擇題、填充題、排序
題、配對題、地圖題、訂
正題、資料題、挑戰題 

- 

地理 水的煩惱C4 書本 單元1(全部), 單元2(全部), 單元3.1、3.2、3.3、3.5, 單
元4.1、4.3；及相對應的習作簿範圍；地圖閱讀技巧書本P1-37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資料回應題 

帶直尺、計算機及量
角器 

歷史 課題26 文藝復興(課本全本、筆記全本)  
課題27 革命的時代(課本P.4-11,P.26-28、筆記P.1-5) 

選擇題、填充、配對、資
料題、論述題 

- 

普通話 第一至四課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 

科技與生活 Excel, 資訊科技與社會，Arduino，網頁設計Wix 選擇題、短問答、編程題 - 



中三級 
 

科目 測驗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甲部、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文言文一篇  
實用文一篇 （通告／啟事／公函） 
 
乙部、課文問題 
單元一 ：《習慣說》、《大哉問》 
單元二 ：《談克制》、《想和做》 
單元三 ：《讀孟嘗君傳》、《「雞鳴狗盜」未可輕》 
 
丙部、語文知識 
修辭辨識 ：層遞、設問、反問、對比等。 
成語填充 ：成語主題  「治學態度」、「進德修業」、「瞻前顧後」 
詩詞默寫 5%：《竹石》、《官倉鼠》、《病牛》 
 
卷二　寫作 
甲部、實用文寫作 
通告／啟事／公函 
乙部、命題寫作（75%） 
三選一 
文類：敍事說理／議論文／開放式題目 
 
卷三　聆聽 
 
卷四　說話 
小組討論 （四人一組）限時8分鐘 
 
個人短講　限時2分鐘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

／填表題／短答題／長答

題 

多項選擇題須用鉛筆作

答 

English Language For Reading & Usage: Units 1-4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 usage 

For Writing: Units 1-4 - - 

For Listening: - Short tasks &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ed pens 

For Oral: Units 1-4 Convers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reading 

- 

數學 CH 1 More about Factorization of Polnomials 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CH 2 Laws of indices 指數定律 
CH 5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and other statistical values  
          集中趨勢的量度及數據的不同統計值 
CH 3 Percentages (II) 百分法(一) 
CH 4 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一元一次不等式 
CH 7.0 - 7.3  Quadrilaterals 四邊形 

Paper I : Long questions 長
問答 
Paper II: Multiple choices 
選擇題 

Use of calculator is 
permitted in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帶計算機  

綜合科學 課本3A: 單元12.1,12.2,12.4; 課本3B: 單元13.1-13.4(p19-20、p36-38及
p51-57除外); 課本3C: 單元14.1,14.6,14.7; 及有關作業、工作紙、筆記
等。 
 
3A Unit 12.1,12.2,12.4 (P. 3-28,P. 47-59) 3B Unit 13.1-13.4 (P.1-63 except 
P.19-20, 36-38, 51-57) 3C Unit 14.1,14.6,14.7 (P.3-10, 67-96) , workbooks, 
worksheets and notes 

選擇題、問答 
multiple choices and 
questions 

帶計算機 
calculator, ruler, pencil 

中國歷史 課本中三甲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 (P33-118)、作業
11-46 

選擇題、填充、配對、
地圖、時序、訂正題、
歷史資料題、評論題 

- 

地理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C5 課本P.2-63 作業P.1-25 選擇題、填充、資料回
應題 

帶計算機 

歷史 中三上冊3.1.1第一次世界大戰P.1-P.35、筆記P.1-P.13、工作紙(1-4) 選擇題(10分)、填充(20
分)、歷史資料題(50
分)、論述題(20分) 

- 

生活與社會 《基本法》單元1-2，核心單元14, 20，《基本法》溫習筆記 選擇題、填充、配對、
更正、短問答 

- 



 
 
 

經濟 單元一至二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 

商業 基本商業組合單元04單元一和二，組合單元05單元一 ，課本和課業冊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科技與生活 電腦網絡，Arduino 選擇題、短問答、編程
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