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9-2020 年度中二級第二學段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溫習範圍： 

1. 中二中文課本：單元六〈母雞〉下冊 6.22、〈愛蓮說〉下冊 6.5、〈差不多先

生傳〉上冊 2.5、〈賣炭翁〉（自訂教材） 

2. 修辭手法（包括誇飾、呼告、層遞 上冊 4.37 至 4.39 及排比 上冊 2.38-2.39） 

3. 工作紙及語譯：單元六（借物抒情）、單元二（人物描寫） 

4. 《成語》：88-91 頁，74-77 頁（共 8 頁） 

5. 文言補充練習：阮閔〈布衣之交〉（《步步升》練習四）、劉義慶〈陶公錄

屑〉（《步步升》練習五） 

考試形式： 

卷一（閱讀卷）  時限：1 小時完卷 

甲部：閱讀部份（50 分）（兩篇：白話 + 文言） 

乙部：課文及語文運用（50 分） 

一、學習重點（填充） 

二、課文問答 

三、文言語譯 + 字詞解釋（〈布衣之交〉、〈陶公錄屑〉） 

四、成語（配對 + 供詞填充） 

五、修辭（明喻、暗喻、呼告、擬人、擬物、層遞、排比、設問、反問、誇飾等） 

卷二（寫作卷）  時限：1.5 小時完卷 

 實用文寫作（20 分）（通告） 

 命題作文（80 分）（3 選 1）（450 字） 

須注意：審題、字數要求、分段、標點、字體之端正等。 

（全部答案必須寫在答題紙及作文紙上。無須書寫題目，但須清楚書寫題號。） 



中二 NCS 中文科考試範圍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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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Paper Scope of examination 

I (Reading)  

22/6/2020 

1 hour 15 min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passages) 

Part B: Grammar & Usage 

- Present Perfect Tenses 

- For/Since 

- Conditional Sentences 

- Preposition of time and movement 

- Reflexive pronouns 

- Adverbs of sequence 

Part C: Vocabulary  

- Unit 3 and unit 4 vocabulary items 

- Vocabulary items tested in unit quizzes 



Part D: Challenging Part 

- Based on one of the Reading Passages in Part A 

- Proofreading 

II (Writing)  

22/6/2020 

45 mins 

Part A:  Writing an article 

 

 

 

數學科 
中二級數學科考試範圍 

1. 第五章         與直線圖形相關的角  

2. 第十章         畢氏定理與無理數 (只考 10.1-10.5)  

3. 第十一章       面積和體積(二)  

4. 第八章         整數指數律 (只考 8.1-8.3) 

5. (S1)第十三章    統計學與統 計圖表簡介 

6.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 

7. 上學期及統測已考核過的課題 

第一章 率及比 

第二章  恆等式及因式分解 

第三章 代數分式與公式 

第四章  近似與誤差 

Scope of S.2 Math Examination 

1. Chapter 5  Angles related to Rectilinear Figures 

2. Chapter 10  Pythagoras’ Theorem and Irrational Numbers (10.1-10.5 Only)  

3. Chapter 11  Areas and Volumes (II) 

4. Chapter 8  Laws of Integral Indices (8.1-8.3 Only) 

5. (S1)Chapter 13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and Statistical Diagrams 

6. Chapter 7  Linear Equations in Two Unknowns 

7. Topics tested in the first term and the uniform test 

Chapter 1  Rate and Ratio 

Chapter 2  Identities and Factorization 

Chapter 3  Algebraic Fractions and Formulas 

Chapter 4  Approximation and Errors 



生活與社會 

生活與社會科 第二學段 考試範圍 

中二級 自由與公平 

 

 

中國的國民生活 

第三課：香港的貧窮和貧富懸殊問題 

第四課：香港如何面對貧富懸殊的問題 

 

第一課：城鄉之別 

第二課：城鄉差異解構 

第三課：中國傳統家庭的延續與轉變 

 

 

中史科 
中二級 

日期：二零二零年六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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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入關及統治政策、清代中衰、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英法聯

軍之役 

    課本：第三冊 P.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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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五. 歷史資料題 (25 分)    

 

    形式 / 內容 選擇 

20 分 

填充 

30 分 

史事排序 

10 分 

配對 

15 分 

資料題 

 25 分 

滿清入關及統治政策 ＊  ＊ ＊  

清代中衰 ＊   ＊  

鴉片戰爭 ＊ ＊  ＊ ＊ 

太平天國 ＊  ＊ ＊  

英法聯軍之役 

 

＊ ＊  ＊  

 

 

 

 

 



綜合科學科 Integrated Science 

中二綜合科學科  Form 2 Integrated Science 

單元九：酸和鹼 

9.1 常見的酸和鹼 

9.2 酸鹼指示劑與 pH 標度 

9.3 中和作用 

9.4 酸的腐蝕性質 

 

單元十：環境的覺察 

10.1 感覺和感覺器官 

10.2 視覺 

 

單元十一：力與運動 

11.1 運動 

11.2 力 

11.3 重力 

11.4 摩擦力和空氣阻力 

  

Chapter 9: Acids and Alkalis 

9.1 Common acids and alkalis 

9.2 Acid-alkali indicators and pH scales 

9.3 Neutralization 

9.4 Corrosive nature of acids 

 

Chapter 10: Sensing the Environment 

10.1 Senses and sense organs 

10.2 Sight 

 

Chapter 11: Force and Motion 

11.1 Motion 

11.2 Force 

11.3 Gravity 

11.4 Friction and air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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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