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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大考 2018-2019 各學科考試範圍及溫習內容  
Revision guide for Final Exam 2018-2019 

為使 貴家長能更了解 貴子弟在本學年大考各科的考核內容，現整理有關大綱以供參考。各科亦已發放詳細的考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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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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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星光道：第 6-10 課 (課本 P. 49-102) 

 聖經大事年表 (課本 P. 105-106) 
 查閱聖經及理解、天主十誡、中英文祈禱經文 
 兩根大柱的奇夢(鮑思高) 

 我走星光道 (頁數見左欄) 
 筆記及功課冊 P.9; 22-26 

 學生須自備聖經

進試場，開考後不

得借閱 
 請自備 HB 鉛筆，

作答選擇答題紙 

中文 
詳見中文科另
行派發之考試
範圍/ 指引 
 

一. 閱讀理解及課文問答卷 

1. 閱讀理解 

寫作手法（借物抒情及以往所學手法） 
事物特性與人格象徵 
2. 課文問答 
課文︰《愛蓮說》、《駱駝》、《松喻》、《青玉案‧元夕》、

《念奴嬌‧赤壁懷古》 

- 設文言文、白話文各一，考問學

生對文章內容及深層意義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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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詞的格律與文章的

寫作手法。 

二. 語文運用  
- 文言文篇章：《愛蓮說》、《青玉案‧元夕》 
- 名言金句：《愛國篇》、《感恩篇》 

- 修辭手法（辨析及造句） 
- 成語：人生世情篇、《語文學習

手冊》p.136-170 
- 其他 (錯別字、文言字詞解釋、

語譯、宋詞格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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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寫作卷 

1. 命題寫作 (設兩條題目，選答一題) 
溫習記敘手法、描寫手法（參看課文及寫作筆記） 

2. 實用文 (擬寫實用文一則) 
啟事、通告、投訴信（工作紙） 

寫作不少於 500 字文章一篇(以

550 字為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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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聆聽及綜合卷 

第一部分︰ 
- 聆聽錄音內容，回答題目 
- 圈出題目關鍵字 
第二部分︰ 
- 聆聽錄音內容，摘錄筆記 
- 整合錄音及閱讀資料，並就題目提出個人見解，寫

作實用文一篇 

第一部分︰多項選擇題、判斷題、

填充、問答 
第二部分︰寫作實用文一篇 

同學回答聆聽理解的

題目時，應同時在題

目中標示重點，切記

圈劃題目關鍵字。 

五. 說話 

小組討論 (以 6 人為一組) 
即場派發題目，預備時間 5 分鐘，

考核時間每組 12 分鐘。  
 

通識科  單元 8:重點 1.1-1.6 
 單元 26:重點 1.1-1.4 
 時事題 

課本 
時事資料 

詳細內容可參閱學科

派發之溫習指引。 

Maths  Chapters 1, 3-9, 11 (about 50% of exam paper) 
 Chapters 2, 10, 12, 13 (about 50% of exam paper) 
 All relevant notes & textbook chapters 

 3 sets of Practice papers 
 Collective Tests 
 Assignment Booklets 
 Basic Competence Ex Books 
 Self-enhancement Exercise 

 Using calculator 
(with “HKEAA 
approved” label) is 
allowed 

Integrated 
Science 

Book 2B 
Unit 9   Chapter 27 
Unit 10  Chapters 28-30 
Unit 11  Chapters 31-32 

Textbook 
Workbook Units 9-11  

 



English  A. General English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s (30%): 
Part B 2 Vocabularies (20%): TB Units 3 & 5; Synonyms 
Part C Grammar items: (50%) 
- Mixed tenses; Adjective patterns; Reporting orders; 
Connectives; S-V agreement 

 
- 2 passages/poems 
- TB, Worksheets 
 
- TB 2A & 2B 
- Grammar exercises 

 

B. Writing 
Short Writing (30%) 
Long Writing (70%): article;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mes: Based on Units 3 & 5 
 

C. Listening 
Part A: Listening tasks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 Listening book and exercises 

D. Speaking 
1. Phonics;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3. Pair/group interaction 

- Oral notes  Please refer to the 
arrangement from 
the panel 

電腦 
Computer 

 Computer hardware & software (電腦硬件及軟件) 
 Robot Programming (機械人編程) 
 Multimedia elements (多媒體元素) 
 Adobe Animate 

相關教學筆記 3-12 
Respective teaching notes 3-12 
 

 

經濟 
Economics 

中文班： 
單元 5 中國政府在經濟的角色 
單元 6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 
EMI Class: 
Unit 5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Unit 6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課本 P65-88 
作業 32-43 
校本教材- 第三學期 
Textbook 65-88 
Workbook 32-43 
School-based materials - Term 3 

 

中史 
 
 

第二冊 課題六  
第一節 明太祖的君主集權政治（p.153-155） 
靖難之變與君主集權的進一步加強（p.157-159） 
第二節 明代中後期的宦官弄權與東林黨議

（p.161-165） 
第三節 明未的外患與民變（p.167-170） 

第三冊 課題一 
第一、二節 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的統治

政策（p.6-14）* （p.15-17 頁不用考） 
        課題二  

第一節 清代的中衰（p.28-30） 
第二節 中英鴉片戰爭（p.31-38） 

各課題相關工作紙及本學期之小

測卷 
題型：選擇題、填充

題（不供詞）、配對

題、排序、填表題及

資料回應題等 
 
分數：考試卷滿分 80
分，第三學期兩次測

驗（其中一次） 及習

作共 20 分。滿分 100
分 
 

地理 
Geography 
 
 

中文班: 
1. 核心單元第 4 冊 《水的煩惱》 
- p. 4-24; p. 26-29; p36-37; p44-45; p48-49  
2. 概念工作紙 
EMI Class: 
1. Core Module 3 - << Trouble of Water>> 
- p. 4-24; p. 26-29; p36-37; p44-45; p48-49 
3. Concept Worksheet 

1. 選擇題 /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2. 填充題 / Fill in the blanks 
3. 短答題 / Short questions 
4. 資料回應題 / Data Response 
questions 

 

普通話 
 

筆試分為聆聽部分及譯寫部分。 
i.  語音知識: 
P.67  「一」和「不」的變調 
P.81   有規律的輕聲詞和輕聲的作用 
P.91   兒化韻和兒化韻的作用 
ii.  譯寫之重點詞語 (參見學科派發之溫習指引) 

譯寫部分包括課本第六、 第七及

第八課之學習重點。 
口試安排 (參見學科

派發之溫習指引) 

音樂 筆試 (40%) 
基礎音樂理論 (音值、時值記號、附點、調號及音階; 表
情記號、演奏方法、旋律動向、曲式；粵劇知識 

參考歌紙及工作紙 
另留意學科派發資料 

班本評估: 牧童笛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