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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考 2017-2018 各學科考試範圍及溫習內容  
Revision guide for First Term Exam 2017-2018 

為使 貴家長更能了解 貴子弟在本學年第一段考各學科的考核內容，現整理有關大綱以供參考。各科老師亦已向同學

發放詳細的考評要求及評核重點，請同學留意並作全面之溫習。如 貴子弟有任何問題，可與科任老師了解。希望同學能努

力溫習，運用得宜的應試策略，取得理想成績。 

教務副校長 

謝萃輝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中二級 Secondary Two 
學科 

Subject 
考核內容  

Topics to be covered in exam  
課本/ 作業 / 工作紙/ 形式 

Textbook/ Workbook/ 
worksheets/ format  

備註 (如特別物品或 
其他注意事項) 

Remarks   

宗教  編寫祈禱文四步曲 
 鮑思高、慈幼大家庭 
 查閱聖經及理解 
 禮儀知多 D 
 中英文祈禱經文 

 筆記及功課冊 P.1-2; 
P.3-6; P.8; P.11-12; P.26-27  

 若望鮑思高實錄 

 學生須自備聖經

進試場。 
 開考後不得借閱

聖經。 

中文 
 

 
 
 
 
 
 
 
 

1. 閱讀理解卷 
a. 課文問答部分︰ 
《一件小事》、《楊修之死》、《荷塘月色》、《山陰道上》 
文言文篇章︰ 
《工之僑獻琴》、《陋室銘》、《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

樓記》 
b. 閱讀理解部分: 

單元一  記敘文 

記敘人稱、記敘手法；運用對比突出人物性格； 

記敘文結構（起、承、轉、合） 

單元二  描寫文 

各種描寫手法 

 設文言文、白話文各一，考

問文章內容意義的理解、寫

作技巧的分析及在日常生

活的應用與評鑑等。 
 語譯文言篇章字詞及句

子、理解文章內容及中心思

想，並分析文章的寫作手

法。 
 定點描寫法、步移法、比喻

描寫、多角度描寫法、多感

官描寫法、直接描寫和間接

描寫、動態描寫和靜態描寫 

 有關中文科詳細

溫習項目，請參閱

學科已派發給同

學之參考資料 

2. 語文運用卷 
a. 背誦類 
《始得西山宴遊記》及《岳陽樓記》選段必須背誦

名言金句︰《自律篇》、《自強篇》工作紙 
b. 語文運用 
修辭手法︰借代、層遞（二上書 1.43-1.44）、及其

他過往曾學修辭（二上書 p.2.52-2.54） 
成語：中二級成語︰修養德行篇、禮儀習俗篇、忠

義信實篇（《語文學習手冊》p.96-119） 
文言虛詞︰雖、安、耶、耳（二上書 1.44-1.46） 

字詞摘錄︰ 
單元一及單元二之字詞摘錄表

格 
 
文言句式︰ 
倒裝句、省略句 
 
其他： 
 錯別字工作紙（一）（二） 

 就以上知識設題

考問，題型包括選

擇、判斷、填充、

短答及長答等。 

3. 寫作卷 
a. 命題寫作 
記敘文或描寫文 
溫習記敘手法、描寫手法（參看課文及相關筆記） 
b. 實用文 
啟事、通告、邀請信  

 設兩條題目，選答一題，

寫作文章一篇，不少於

500 字（以 550 字或以上

為宜） 
 另擬寫實用文一則。 
 有關工作紙、筆記 

 同學必須完成命

題作文的寫作大

綱，否則會被扣分 
* 必須熟讀實用文格式 
* 寫作時須注意措辭語

氣 

4. 聆聽卷 
 聆聽錄音內容，回答題目。 
 懂得圈出題目關鍵字，在筆記欄摘錄要點。 

 多項選擇題、判斷題、填

充、問答 
 

 

5. 說話能力卷 
說話能力︰個人短講題目 
* 要點明個人立場，並提出原因，最後總結。 
 

（筆記）第 19-23 題 
隨機抽出 1 題作考試題目，預

備時間 5 分鐘，短講時間以 1
分 30 秒為限。短講不足 1 分鐘

者，內容分數會被調低。 

必須攜帶准考證，並

須於指定時間到達預

備室報到。遲到、缺

席將作 0 分處理) 



English  1. GE paper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30%)  
 2 reading passages 
b. Vocabulary (20%):  
 Vocabulary items in TB Chapter 4 
c. Grammar: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Future tense 

(will, going to), Present continuous , Past 
continuous tense 

 Prepositions of time or place 
 Relative pronouns, Relative clauses  
  less’, ‘more’, ‘least’, ‘most’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adverbs 

There are 3 component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 Vocabulary items in Textbook 
2A Unit 4 and worksheets 
 
c. Grammar 
- all things learned in S1  
- Textbook 2A Unit 4 
- Grammar Worksheets Unit 4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revision guide 
given to students 

2. Writing paper 
 Short writing (30%)  
 Long writing (70%)  

 Themes: Festival & school 
activities (TB2A Unit4) 
 Text type: Postcard, blog 

entry, revision worksheets 
Maths Textbook: Chapters 1A, 1B, 2, 3   Calculator (with 

“HKEAA approved” 
label) is allowed 

通識科  單元4 個人群性發展 人際關係 
 單元22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我和香港政府 
 政府決策過程 
 時事問答題  

 課本 P.4,6,9,10,13; 58-63, 68 
 政府決策過程 (簡報筆記) 
 工作紙（鞏固和課堂） 
 時事問答題附件 (學科派發) 

詳情可參閱學科派發

之溫習大綱及附件 

Integrated 
Science 

Unit 7 Ch.20-22 (Extension: p.46-47,53 only) 
Unit 8 p.98-110 
 Unit 7 Workbook 
 Revision Helper Unit 7 
 Every taught experiment  

 Format: There are 5 
sections including MC, T/F, 
fill in the blanks (words 
provided), matching & 
structured questions 

Bring a calculator 
(HKEAA approved) 
 (You may finish the 
revision exercise in 
Revision Helper p.26–
29). (Answers given.) 

中史 
 
 

課題一：隋代統一南北與速亡 
第一至第二節 
課題二：唐代的盛世及其後的藩鎮與宦官亂政 
第一至第三節 
課題三：北宋的積弱與變法 
第一節 

 課本 P.6-11; 14-18; 21-22; 
28-37; 39-44; 45-48; 51-52; 
76-83) 

 課堂筆記工作紙 
 第一、二次小測 

 詳細內容參考學

科溫習指引。 

經濟 
Economics 

單元一 香港的公共財政 
單元二 香港經濟的主要特徵 
Unit 1 Public Finance of Hong Kong 
Unit 2 The main features of Hong Kong economy 

 課本 P.1 – 36; 作業 P. 1-16 
 校本課堂活動小冊子 
 詞彙溫習紙 
 TB P.1 – 36, WB: P.1-16 
 School based activity book 
 Revision Vocabulary list 

  

地理 
Geography 
 
 

1. 核心單元 第 2 冊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4.1 至 5.3 (P.56-83) 
1. Core Module 2 – Living with Natural Hazards  
Unit 4.1- Unit 5.3 (P.56-83) 
 

 相關課堂工作紙及習作簿 
 概念工作紙 
 Related class exercises and 

workbooks 
 Concepts worksheet 

 參閱學科已派發

之資料 
 Please refer to the 

revision guide 
given 

電腦 
Computer 
Literacy 

a. 中文班: 
 Excel I; Excel II; Excel III; Excel IV 
 電腦硬件 
b. EMI class : 
 Excel Application I—Basic concept 
 Excel Application II—Formula & Address 
 Excel Application III—Bar, Pie & Line charts 
 Excel Application IV – Functions & Formula 

 筆記 2-5 
 Teaching notes 2-5 
 

 

普通話 
 

1. 筆試分為聆聽部分及譯寫部分。 
i) 譯寫重點詞語 (參照學科派發溫習紙) 
ii) 語音知識:  
 P.9  帶介音的韻母、拼寫規則 
 P.19 聲母 n - l、k–h 的分辨   

譯寫部分包括課本第一至第二

課之內容。 
 有關譯寫詞語及

口試安排，請參照

學科派發與同學

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