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20-2021 年度中二級第一學段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溫習範圍： 

1. 中二中文課本：單元一〈回家〉上冊 1.16、〈桃花源記〉下冊 9.4、 

       「語文運用」上冊 1.35-1.36 

2. 工作紙及語譯：單元一（記敘）、單元九（宋詞）（自編教材） 

3. 《成語》  ：10-13 頁，184-187 頁（共 8 頁） 

4. 文言補充練習：李商隱〈李賀詩囊〉（《步步升》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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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記〉、〈李賀詩囊〉） 

四、成語（配對 + 供詞填充） 

五、修辭（明喻、暗喻、借代、擬人、擬物、引用、排比、設問、反問、誇張等） 

 

卷二（寫作卷）  時限：1.5 小時完卷 

 實用文寫作（20 分）（邀請信／活動報告） 

 命題作文（80 分）（3 選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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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中文科考試範圍 

考試範圍： 

卷一（閲讀卷） 

1. 中二及中三級閲讀教材（課文）：單元一〈遠方〉頁 10-21、〈中秋與花燈〉

頁 22-35、單元二〈背影〉頁 9-22。 

2. 學習重點：單元一，頁 12-13（記敘六要素、記敘人稱及方法）、頁 24（借

事抒情）；單元二，頁 11-12（人物描寫）。 

3. 語文運用：單元一，頁 20-21（擬人法、因果複句）及頁 33-35（明喻、暗

喻、轉折複句 1）；單元二，頁 38-39（量詞、轉折複句 2）。 

4. 工作紙：單元一（中秋節文化）、單元二（人物描寫） 

 

卷二（寫作卷） 

 看圖寫作（段落寫作：不少於 100 字。深卷：不供詞；淺卷：供詞） 

 命題作文（記敘文：不少於 300 字） 

 

 

英文科 

Paper Scope of examination 

I (Reading)  

7/12/2020 

(Mon) 

1 hour 15 min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3 passages) 

 

Part B: Grammar & Usage 

- Connectives of reasons 

- Connectives of results  

- Possessive nouns 

- Possessive adjectives 

- Possessive pronouns 

- Comparative adjectives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 Imperatives  



Part C: Vocabulary 

Unit 1 

entertainment personal care shop 

discover convenience store 

the latest department store 

delicious ice rink 

boutique electronics shop 

 

Unit 2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technology instead of 

lonely jealous 

anxious thankful 

helpless guilty 

 

Part D: Optional challenging part  

- A question on Christmas 

- An open cloze passage  

II (Writing)  

7/12/2020 

(Mon) 

1 hour 

Part A1 – Writing complete sentences using direct speech 

    A2 – Writing an introduction paragraph 

       – Stretching sentences using given labels (adj, who, when, 

why, etc) 

    B – Long writing → your favourite shopping mall (about 

100-120 words)  

III (Listening) 

8/12/2020 

(Tues) 

45 mins 

Part A – Filling in the blanks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Form-filling  

Part B – Completing profiles and an email 

 

Keywords: 

recycling paper advice 

plastic activities  adopting a dog  

glass  features a dog shelter  
 

IV (Speaking) 

11/12/2020 

(Fri) 

  

Part A – Word Cutting 

Part B – Reading aloud  

Part C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My favourite place to shop’ or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t home’ 



數學科 

中二級數學科考試範圍 

1. (S1) 第3章   一元代數方程 

2. 第1章      率及比 

3. 第2章  恆等式及因式分解 

4. 第3章  代數分式與公式 

 

Scope of S.2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1. (S1) Chapter 3 Algebraic Equations in One Unknown 

2. Chapter 1   Rate and Ratio 

3. Chapter 2 Identities and Factorization 

4. Chapter 3 Algebraic Fractions and Formulas 

 

 

普通話 

 

中二級普通話第一學段考試 20-21 筆試範圍及形式 

1.  考試範圍: 第 2 至 3 課 

⚫ 聲母 

⚫ 韻母 

⚫ 聲調 

⚫ 把漢語拼音譯寫成漢字 

⚫ 一、不變調 

⚫ 三聲連讀 

⚫ 日常生活用語的粵普對譯 

2．形式 

甲、聆聽（30 分） 

乙、語音知識（50 分） 

  



中史科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 

考試時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時三十分（一小時完卷） 

滿分：一百分 

 

甲. 考試範圍：宋室南渡與偏安、宋蒙關係與南宋滅亡 

    課本：P.132--159    作業：P42—49 

 

乙. 形式： 

 一. 選擇題 (15 分)      二. 填表題 (40 分)     三. 配對 (10 分) 

 四. 時序題 (10 分)      五. 資料題 (25 分)          

 

          形式           

內容 

選擇 

15 分 

填充 

40 分 

配對 

10 分 

時序題 

10 分 

資料題 

25 分 

宋室南渡與偏安 ＊ ＊ ＊ ＊ ＊ 

宋蒙關係與南宋滅亡 ＊ ＊ ＊ ＊  

 

 

生活與社會 

 課本 課題 

中二級 經濟全球化 

 

 

 

世界貿易 

單元一 經濟全球化與我們的生活 

單元二 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因素 

單元三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單元一 認識世界貿易 

單元二 貿易保護政策 

 

 

 

 

 

 

 

 

 



綜合科學科 Integrated Science 

Form 2 Integrated Science 

單元七：生物與空氣 

7.1 空氣 

7.2 光合作用 

7.3 呼吸作用 

7.4 植物和動物的氣體交換 

 

單元八：電的使用 

8.1 電和簡單電路 

8.2 電路圖 

8.3 電流 

8.4 電壓 

8.5 電阻 

8.6 串聯電路和並聯電路 

8.7 家居用電 

8.8 用電安全 

 

Chapter 7: Living Things and Air 

7.1 Air 

7.2 Photosynthesis 

7.3 Respiration 

7.4 Gas exchange in plants and animals 

 

Chapter 8: Making Use of Electricity 

8.1 Introducing electricity and simple 

circuits  

8.2 Circuit diagrams  

8.3 Electric current 

8.4 Voltage  

8.5 Resistance  

8.6 Series circuits and parallel circuits 

8.7 Our household electricity 

8.8 Electrical safety with household 

electricity  

 

額外獎分題：公開課堂內容 Bonus marks: Content of Public Lesson 

試卷形式： 

是非題 (10%) 

多項選擇題 (30%) 

填充題 (20%) 

問答題 (40%) 

-----------------------------------------------

--------- 

額外獎分題 (5%) 

Exam Paper Format: 

True or False (10%) 

Multiple Choice (30%) 

Fill-in-the-blanks (20%) 

Question and Answer Section (40%) 

----------------------------------------------------

--------- 

Bonus Question (5%) 

 

 

電腦教育 CS 

中二：Ch. 1,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