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期中試範圍 (2019-20)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閱讀理解（60%） 

白話文 1 篇  

文言文 1 篇  

 

乙部、課文問題（20%） 

單元一：《背影》、《羚羊木雕》 

單元二：《在風中》、《黃金海岸》 

單元三：《守株待兔》、《按圖索驥》、《鄭人買履》 

 

丙部、語文知識（20%） 

一、詩詞默寫 

二、成語填充 

三、修辭辨識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填表題／短

答題／長答題 

 

 

卷二 甲部、實用文寫作（25%） 

啟事 

 

乙部、命題寫作（75%） 

二選一 

文類：記敍抒情／景物描寫 

---  

卷三 ---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填表題 自備 HB 鉛筆及橡皮擦。 

選擇題 – 選出正確的答

案，並用 HB 鉛筆把選

項的圓圈塗黑和塗滿。 

卷四 --- 個人朗讀 1 分鐘朗讀  

個人短講 2 分鐘短講   

帶備文具 

English Paper 1 Units 1-4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Language Usage 

Paper 2 Units 1-4 ---  

Paper 3 --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 pens 

Paper 4 Units 1-4 Convers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Reading 

 

數學 卷一 1A 第 0 課至第 4 課、1B 第 7 課及第 12 課   註︰第 12 課為英文題 

1A Ch.0 to Ch.4, 1B Ch.7 and Ch.12    

短長題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卷二 1A 第 0 課至第 4 課、1B 第 7 課及第 12 課   註︰第 12 課為英文題 

1A Ch.0 to Ch.4, 1B Ch.7 and Ch.12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綜合科學  1A 書本(P.4-22, P.24-85, P.96-104, P.108-127)、1A 作業 

所有補充筆記及工作紙 

1A Textbook (P.4-22, P.24-85, P.96-104, P.108-127)、1A Workbook 

All the supplementary notes and worksheets 

選擇題、問答題 

 

MC & Structural questions  

帶計算機 

地理  牛津《初中活學地理》地圖閱讀技能(第二版) p.1-18  

雅集《互動地理》第一冊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C1 書 P1.-35, 42-43,48-49  

雅集《互動地理》第一冊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C1 習作簿 

P.1-6,8-13,15-19,P,24-28,30-39 

選擇題、填充、資料回應題  

歷史  歷史研習簡介教科書(整本)、筆記(全部)、香港史教科書 P.4-10、筆記 1-4 頁 選擇題、填充、配對、資料訂正、歷史

資料題、長問答 

 

中國歷史  課本 P.4 - P.85  （重點為 P. 51- P.85）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排序、訂正、

地圖題、資料題、挑戰題 

 

科技與生活  Google, Word, PowerPoint, mBlock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普通話  第一至三課 選擇題、短答、粵普對譯  



中二級期中試範圍 (2019-20)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閱讀理解（60%） 

白話文 1 篇  

文言文 1 篇  

 

乙部、課文問題（25%） 

單元一： 《張衡的地動儀》、《指紋說》 

單元二： 《桃花源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單元三： 《燕詩》 

 

丙部、語文知識（15%） 

一、詩詞默寫：《春望》、《兵車行》、《燕詩》 

二、成語填充：破舊立新、講信修義、逆境自強 

三、修辭辨識：擬人、對偶、頂真、借代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填表題／短

答題／長答題 

 

卷二 甲部、實用文寫作（25%） 

會議紀錄、書信 

 

乙部、命題寫作（75%） 

三選一 

文類：記敍抒情、景物描寫、說明文 

  

卷三 ---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填表題 自備 HB 鉛筆及橡皮擦。 

選擇題 – 選出正確的答

案，並用 HB 鉛筆把選

項的圓圈塗黑和塗滿。 

卷四 --- 個人朗讀 1 分鐘朗讀 

個人短講 2 分鐘短講 

帶備文具 

English Paper 1 Units 1-4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nits 1-4  



Language Usage 

Paper 2 Units 1-4   

Paper 3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 pens 

Paper 4 Units 1-4 Convers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Reading 

 

數學 卷一 2A 第 1 課至第 6 課   註︰第 5 課只考圖解法、第 6 為英文題 

2A Ch.1 to Ch.6   Note: Only graphical method is tested in Ch.5 

短長題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帶計算機    

Bring a calculator 

卷二 2A 第 1 課至第 6 課   註︰第 5 課只考圖解法、第 6 課為英文題 

2A Ch.1 to Ch.6   Note: Only graphical method is tested in Ch.5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帶計算機    

Bring a calculator 

綜合科學  2A 書本(P.3-43, P.53-59, P.75-95, P.100-119) 

2A 作業 

所有補充筆記及工作紙 

2A Textbook (P.3-43, P.53-59, P.75-95, P.100-119) 

2A Workbook 

All the supplementary notes and worksheets 

選擇題、問答題 

 

 

MC & Structural questions 

帶計算機 

 

 

Bring a calculator 

地理  水的煩惱筆記(頁 19－20 除外)，地圖閱讀工作紙 1 及 2， 作業

1-9,11-13,15,17-19,21-25, 資料回饋題練習 

資料回饋題、選擇題、填充題、地圖閱

讀 

計算機 

歷史  課題 26 : 文藝復興 

課題 27 : 革命的時代(筆記 1-5 頁) 

課本、筆記及工作紙 

選擇、填充、圖片題、資料題、論述題  

中國歷史  課本 P.4 - P.92 （重點為 P. 46 - P.92）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排序、訂正、

地圖題、資料題、挑戰題 

 

科技與生活  Excel，網頁編寫 Wix，3D 繪圖及 AR、VR 選擇題、短問答  

普通話  第ㄧ至三課 選擇題、短答、粵普對譯  

 



中三級期中試範圍 (2019-20)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閱讀理解（60%） 

白話文 1 篇  

文言文 1 篇  

實用文 1 篇 

 

乙部、課文問題（20%） 

單元一：《習慣說》、《大哉問》 

單元二：《愛蓮說》、《醜石》 

單元三：《孔明借箭》 

 

丙部、語文知識（20%） 

一、詩詞默寫：《梅花》、《竹石》、《官倉鼠》、《病牛》 

二、成語填充：治學態度 、進德修業、瞻前顧後 

三、修辭辨識：自習手冊 P.36-44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填表題／短

答題／長答題 

 

卷二 甲部、實用文寫作（25%） 

通告／啟事／書信 

乙部、命題寫作（75%） 

三選一 

文類：記述、描寫、抒情或說理等   

卷三 --- 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自備 HB 鉛筆及橡皮擦。 

選擇題 – 選出正確的答

案，並用 HB 鉛筆把選

項的圓圈塗黑和塗滿。 

卷四 --- 個人短講 2 分鐘 

小組討論 8 分鐘 

帶備文具 

English Paper 1 Units 1-4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nits 1-4 



Language Usage 

Paper 2 Units 1-4 

  Paper 3 --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 pens 

Paper 4 Units 1-4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Group 

Discussion 

 數學 卷一 3A 第 1 課至第 5 課、3B 第 7 課   註︰第 5 課為英文題、第 7 課只考四邊形性質 

3A Ch.1 to Ch.5, 3B Ch7   Note: Ch.5 is tested in English, only properties of 

quadrilateral is tested in Ch7 

短長題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帶計算機    

Bring a calculator 

卷二 3A 第 1 課至第 5 課、3B 第 7 課   註︰第 5 課為英文題、第 7 課只考四邊形性質 

3A Ch.1 to Ch.5, 3B Ch.7   Note: Only properties of quadrilateral is tested in 

Ch7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帶計算機    

Bring a calculator 

綜合科學  3A 書本(P.3-32)、3A 作業，所有補充筆記及工作紙； 

3B 書本(P.3-37)、3B 作業，所有補充筆記及工作紙； 

3C 書本(P.3-13, P.28-42)、3C 作業，所有補充筆記及工作紙。 

Textbook 3A (P.3-32), workbook 3A, worksheets & notes; 

Textbook 3B (P.3-37), workbook 3B, worksheets & notes; 

Textbook 3C (P.3-13, P.28-42), workbook 3C, worksheets & notes. 

選擇題，問答題 

 

 

MC & Structural questions 

帶計算機、鉛筆、間尺、

擦膠 

 

Bring a pencil, an 

eraser and a ruler 

通識教育  中三級期中試考核範圍: 

1. 教科書(P3-12, 22-35) 

2. 學習冊(P.3-4,26 第 7 至 11 個概念詞,39-41,44-45) 

3. 所有堂課、習作及筆記簿內容 

4. 時事新聞 

時事多項選擇題、填圖題、填充題 [學習

冊內容]、問答題[成長新動力-分析篇、

逆境篇]、詞語解釋[參考學習冊 P.26]、

資料回應題 

帶計算機 

地理  互動地理 C5 P.1-65，作業 P1.-25 選擇題、填充、填圖、資料回應題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 

課本、筆記及工作紙 

選擇、填充、配對、資料題、論述題  

中國歷史  課本 P.4-118 (重點 P. 81-118) 選擇題、填充、配對題、地圖題、訂正

題、時序題、資料題、評論題、挑戰題 

 



經濟  單元 1 及 2.1(至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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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至 22 頁)、課業冊相關部份。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科技與生活  Arduino、電腦網絡 選擇題、短問答、編程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