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9-2020年度中一級第二學段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卷一 閱讀 

甲部、閱讀理解：(40分) 描寫白話文一篇 及 論說文言文一篇 各一 

乙部、課文及語文運用(60分) 

1. 重點解說﹕單元 6和 8 

2. 課文問答及文言課文句譯﹕ 

單元六風雪中的北平、菜市場 

單元八曾子殺豬、賣油翁 

3. 成語﹕第 2-5、115、116頁（6頁） 

形式﹕改正錯字、成語及解釋配對、填補漏字、按句子意思填入適當的成語 

4. 語運﹕單元 6(書 6.33-6.39)、單元 8(書 8.35-38) 

5. 文言文補充練習範圍﹕7答客罵父、8唱籌量沙、9二年之期、10四知

金也 

形式﹕常見文言字詞解釋。 

卷二 作文 

長文 80%﹕記敘抒情/寫景抒情(3選 1) 

短文 20%﹕實用文啟事 

 

 

 

 

 



中一 NCS中文科考試範圍 

中一（基礎程度） 

試卷一 閱讀及語文運用 

考問形式 溫習範圍 

一、供詞填充（10分） 

二、詞義關係辨識（10分） 

下學期課文生詞表 

三、重組句子（10分） 重組句子練習 

四、錯別字辨識（10分） 錯別字辨識練習 

五、複句（10分） 複句配對練習 

六、量詞運用（10分） 北京普通話學會規範量詞表（簡化版） 

七、實用文理解（10分）  

八、閱讀理解（30分） 

兩篇文章，共約 900字。 

 

 

試卷二 寫作 

供詞造句 5題（20分） 

看圖寫作（80分） 

 

中一（進階程度） 

試卷一 閱讀及語文運用 

考問形式 溫習範圍 

一、不供詞填充（10分） 

二、詞義關係配對（10分） 

下學期課文生詞表 

三、量詞運用（10分） 北京普通話學會規範量詞表 

四、病句辨識及改正（10分） 病句辨識及改正練習 

五、錯別字辨識（10分） 錯別字辨識練習 

六、選取文章要點（10分）  

七、句意辨識（10分）  

八、實用文理解（10分）  

九、閱讀理解（20分） 

一篇文章，約 1000字。 

 

 

試卷二 寫作 

供詞造句 5題（20分） 

命題寫作，三選一（80分） 

 

 



英文科 

Paper Scope of examination 

I (Reading)  

23/6/2020 

(Tue) 

1 hour 15 

min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3 passages) 

Part B: Grammar & Usage 

- Adjectives –ed / –ing 

- Prepositions of time (in / on / at)  

- ‘some’ / ‘any’ / ‘a’ / ‘an’ 

-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 ‘how much’ / ‘how many’ 

- Simple past tense 

Part C:   Vocabulary  

Unit 3 

sweet  mango mochi 

barbecued pork spaghetti 

egg tarts bake 

curry fish balls steam 

congee deep-fry 

 

Unit 4 

hamster lizard 

feather fish 

spider turtle 

fin horse 

rabbit claws 

 

Part D: Optional challenging part  

- A poem based on Catholic core values—Love and 

Family 

 

II (Writing)  

23/6/2020 

(Tue) 

45 mins 

– Long writing  A short story (about 100-140 words)  

 

 

 



數學科 

中一級數學科考試範圍 

1. 第 4章 百分法(一) 

2. 第 5章 數值與度量的估算(只考 5.1) 

3. 第 6章 幾何簡介 

4. 第 8章 面積和體積 (一) 

5. 第 12章 簡易多項式的運算 

6. 上學期及統測已考核過的課題 

第 1 章   有向數及數線 

第 2章  代數簡介 

      第 3章   一元代數方程 

Scope of S.1 Math Examination 

1. Chapter 4 Percentages (I) 

2. Chapter 5 Estimation in Numbers and Measurement (5.1 only) 

3. Chapter 6 Introduction to Geometry 

4. Chapter 8 Areas and Volumes (I) 

5. Chapter 12 Manipulation of Simple Polynomials 

6. Topics tested in the first term  

Chapter 1  Directed Numbers and the Number Line  

Chapter 2  Introduction to Algebra 

            Chapter 3  Algebraic Equations in One Unknown 

 

生活與社會 

 課本 課題 

中一級 公民權責  

 

 

世界公民與人道

工作   

單元一 香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單元二 法治如何保障我們的權利？ 

 

單元一 世界公民的涵義和素養 

單元二 人道工作 

 



中史科 
中一級 

日期：二零二零年六月廿六日 

考試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至九時十五分（一小時完卷） 

滿分：一百分 

甲. 考試範圍：唐的建立與盛世、安史之亂與唐的中衰、唐的衰亡 

    課本：第二冊 P.30-P.69   作業及筆記 

乙. 形式： 

 一. 選擇題 (20分)      二. 史事排序題 (10分)     三. 填充題 (30分) 

 四. 配對 (20分)        五. 歷史資料題 (20分)    

 

    形式 / 內容 選擇 

20分 

填充 

30分 

史事排序 

10分 

配對 

20分 

資料題 

 20分 

唐的建立與盛世 ＊ ＊  ＊ ＊ 

安史之亂與唐的中衰 ＊  ＊ ＊  

唐的衰亡 ＊ 

 

 ＊ ＊  

 

 

綜合科學科 Integrated Science 

中一綜合科學科  Form 1 Integrated Science 

單元三  觀察生物 

3.1 生物 

3.2 生物的分類 

3.3 生物與生境 

3.4 生物多樣性 

 

單元四  細胞、人類生殖與遺傳 

4.1 細胞 

4.2生物體內的細胞是怎樣組織的？ 

4.3人類生殖 

4.4 為人父母 

 

單元五 能量 

5.1 能量的基本概念 

5.2 能量轉換 

 

Ch.3 Looking at Living Things 

3.1 Living things 

3.2 Grouping of the living things 

3.3 Living things and habitat 

3.4 Biodiversity 

 

Ch.4 Cells, Human, Reproduction and 

Heredity 

4.1 Cells 

4.2 How are cells organized in living 

things 

4.3 Human Reproduction 

4.4 Bring parents 

 

Ch.5 Energy 

5.1 Basics of energy 



5.2 Energy conversion 

 

試卷形式： 

是非題 (10%) 

多項選擇題 (30%) 

填充題 (20%) 

問答題 (40%) 

*不設額外獎分題 

Exam Paper Format: 

True or False (10%) 

Multiple Choice (30%) 

Fill-in-the-blanks (20%) 

Question and Answer Section (40%) 

*No Bonus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