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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第一組

卷I 60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父親的愛》、《獻你一束花》、《孟母三遷》、《老馬識途》、《宋定伯捉鬼》、《樂羊子妻》
乙部：閱讀理解(課外篇章)
內容理解、寫作手法、句子深層意思等
丙部：語文運用
1. 修辭：擬人、擬物、設問、反問、明喻、暗喻、對偶、排比
2. 名言佳句：語文知識手冊P.72(21-39)

本卷共有白話文篇章及文言文篇章。
考生須根據文章內容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題。
甲部讀本問題不會供篇章。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課本、文言短文
2.檢討測驗
3.作答時留意時間分配

卷II
1小時

15分鐘

甲部
1.        記敘文
2.        描寫文
乙部
1.        通告2.        啟事

本卷分甲、乙兩部分。
甲部命題作文：
共設兩題，考生選答一題，作文一篇（不少於350字）。
乙部實用文寫作：
根據題目要求，擬寫一篇實用文。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了解如何運用各種寫
作技巧
2.檢討平時在課堂上創作的命題作
文
3.多創作文章，並嘗試靈活運用各
種寫作手法及修辭技巧。
4.熟讀實用文格式。

卷III 7分鐘

個人短講：
1、「試分享一次受傷的經歷和感受」
2、「經過這件事後，我發現他／她是個值得結交的
人。」

5分鐘預備
2分鐘個人短講

1.        考題由老師隨機分配。
2.        試前就各講題擬好腹稿，惟
應考時不可帶備任何紙張筆記。
3.        平時多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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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卷I 60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單元三︰《家鄉的小橋》
 單元四︰《沒有「背影」的一代》、《媽媽的手》
 文言篇章 (不提供原文 )：《單衣順母》、《遊子吟》
 乙部：閱讀理解
  課外篇章︰內容理解、說明手法、說明順序等
 丙部︰語文運用
  1. 修辭手法（設問、反問、比 喻、比擬）
  2. 語文知識手冊P.72

本卷共有語體文篇章兩篇及文言文篇章一篇
篇。考生須根據文章內容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
問題。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課本、文言短
文
 2.檢討測驗
 3.作答時留意時間分配

卷II 1小時
 15分鐘

甲部
 1. 描寫文
 2. 記敘文
  
 乙部
 1. 啟事
 2. 書信

本卷分甲、乙兩部分。
 甲部命題作文：共設兩題，考生選答一題，作
文一篇（300字或以上）。
 乙部實用文寫作：
 根據題目要求，擬寫一篇實用文。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了解如何運用
各種寫作技巧
 2.檢討平時在課堂上創作的
命題作文
 3.多創作文章，並嘗試靈活
運用各種寫作手法及修辭技
巧。
 4.熟讀實用文格式。

卷III
個人短講

 5分鐘準備
 2分鐘短講

短講題目共兩題：
 1. 介紹一位樂於助人的朋友
 2. 你希望可以改掉哪三項壞習慣？為甚麼？

1. 同學可利用五分鐘準備時間在筆記欄 內記
下要點。
 2. 短講時可參考筆記欄內所準備的筆記。
 3. 短講題目由老師隨機分配。

注意發音要正確、吐字要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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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Group 1

Paper I 45 minutes Module 4: Food Part A: Sentence making 
Part B: Composition writing 120 words

Paper II 60 minutes Module 4: Food

Part A: Reading
Part B: Vocabulary, Imperatives, possessive 
nouns and  adjectives,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MC cloze

Paper III 60 minutes Module 4: Food

Theme: Food
Part A: short tasks
(1) checklist
(2) sequence
(3) order form
(4) podcast note taking
Part B: long task
(1) recipe
(2) email to students

Paper V
Part A
max. 2 minutes 
Part B 
1 minute

Module 3: Festivals
Module 4: Food

Part A: Reading aloud 
Part B: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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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2

Paper I 45 minutes Module4 : Food Part A: sentence-making; Part B: composition 
writing in 110  words

Paper II 60 minutes Module 4: Food

Part A: 2 Reading passages about food
Part B: Usage
 (1) Vocabulary
 (2) Imperatives
 (3) Possessive pronouns & adjectives
 (4) Countable & uncountable nouns
 (5) Some, any, no
 (6) MC cloze

Paper III 60 minutes Module 4: Food

Part A: Short tasks (Order form, M/C 
questions, Sequence, blank-filling)

Part B: Write an email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the Data file.

Paper V
Part A
max. 2 minutes 
Part B 
1 minute

Module 3: Festivals
Module 4: Food

Part A: Reading aloud 
Part B: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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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60分鐘

Ch07 一元一次方程  (二)
Ch08 統計(一)
Ch09 百分法(一)
Ch10 坐標簡介
Ch11 與直線和三角形有關的角
Ch12 全等三角形
Ch13 數值估算

甲部 多項選擇題
乙部 短答題
丙部 長答題

計數機
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
鉛筆
擦膠
間尺



2122_測考評估組_考試錦囊_中一級_T2 生活與社會

生活與社會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下學期期終試 1小時 人際關係（一）－ 交友戀愛 時事及課文選擇題（20分） 溫習

單元6-1 友誼和戀愛的異同 (筆記及工作紙) 課文填充題（22分） 課本

單元6-2至4 戀愛包含的元素、談戀愛的目的、應有態度和原則 (筆記及工作紙) 配對題（9分） 筆記及工作紙

單元4-1 網上友誼的特徵、價值與危機(課本P3-15) 課文短答題（8分）

單元4-2 妥善處理和健康發展網上友誼的方法(課本P16-29) 資料回應題（31分）

單元7-2 與戀人或異性訂定親密界限的目的和原則 (筆記及工作紙) 應考需攜帶物品

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

人際關係（二）－ 尊重、包容、共融 塗改液或改錯帶

單元3-1 友誼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 (課本P3-6)

單元3-3 面對朋輩壓力 (課本P14-17)

單元3-4至5 欺凌行為及處理對策 (課本P17-34)

單元5-3 溝通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筆記及工作紙)

單元9-1 尊重不同階層、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了解多元社會可帶來的正面效益 (筆記及工作紙)

單元9-3 和不同背景的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 (筆記及工作紙)



2122_測考評估組_考試錦囊_中一級_T2 科學

科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下學期期終試 1小時 單元四：細胞、人類生殖與遺傳   本卷分四部分： 溫習

單元五：能量 甲：選擇題(20分) 1. 課本

單元六：物質的粒子觀 乙：是非題(10分) 2. 作業

丙：填充題(10分) 3. 下學期小測驗 / 統測

丁：問答題(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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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60 分鐘 書本P.63-80 甲部：多項選擇題

乙部：填充題

丙部：填充題 

丁部：時序題 

戊部：短答題 

己部：資料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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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30分鐘
資訊素養

筆試

溫習重點：電子教室的筆記和課業、
工作紙、應用程式的操作

流程圖 (時間表，圖形報表)
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配對/填表、情境處理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Google 雲端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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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筆試 45min

甲部　聆聽理解
乙部    語音知識
1.        課本及作業內容：第五課至第八課
2.        變調：第三聲變調、「一」「不」變調
3.        拼音及聲調
4.        韻母分辨：ang  eng  ong  ing  an en in ian uan üan un ün
5.        譯寫：第五至第八課  
6.        粵普對譯

甲部、聆聽若干段課外錄音並回答所附問題：
1.配對
2.選擇題
3.填充
乙部、根據題目，在適當位置填寫答案：
1.配對
2.選擇題
3.填充
4.譯寫

藍色或黑色圓珠筆、塗改液或改錯帶

口試

朗讀篇章：第五課至第八課短講 內容
朗讀詞語：第五課至第八課 2分鐘朗讀

藍色或黑色圓珠筆、塗改液或改錯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