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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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 Secondary One 
學科 

Subject 
考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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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book/ Workbook/ 
worksheets/ formats  

備註  
 Remarks   

宗教 
 

 我走星光道：第 6-10 課 (課本 P. 49-95) 
 天主十誡 (課本 P. 62) 
 查閱聖經及理解 (課本 P.6) 
 中英文祈禱經文、瞻禮知多 D 

 我走星光道 (頁數見左欄) 
 筆記及功課冊 P.2-3; 

13,17, 21 

 學生須自備聖

經進試場，開考

後不得借閱。 

中文 
詳見中文科
另發之考試
範圍/ 指引 
 
 

一. 閱讀理解卷 
課文及課文問答、班本筆記、練習 
 所有已學單元能力／寫作手法：記敍、人物描寫、

說明、抒情、議論 
 閱讀工作紙：月下獨酌、山居秋暝、登樓、發問

的精神、學習語文要養成習慣 

 兩篇課外篇章（一篇白話文、

一篇文言文） 
 課文問題包括寫作手法、課文

內容、文言詞解等，必須溫習

閱讀工作紙 
 題型包括問答、判斷題、多項

選擇題、填充等 

 

二. 語文運用部份 
 背默、語譯：月下獨酌、山居秋暝、登樓、論仁、

論君子 
 修辭手法筆記 
 字詞摘錄（成語） 
 評論：仁、君子相關 

 錯別字工作紙 6-7 
 近體詩格式筆記 
 實用文（邀請信、報告）筆

記 

題型: 背默、句子

語譯、成語填充、

修辭辨析、錯別字

改正、近體詩格式

辨析、實用文格式

改正、評論題等 
三. 寫作卷 
命題寫作（班本）: 記敍抒情、議論 
實用文（邀請信、報告）筆記 
＊記事時必須注意詳略安排及立意 
＊論說文必須有清晰架構，以中心句展示論點 

寫作一篇命題作文（不少於 400
字，以 500 字或以上為佳）及一

篇實用文 
 
 

- 同學必須完成命

題作文的寫作大

綱，否則會扣分 
- 必須熟讀實用文

格式 
四.  聆聽卷 
題型包括填充、問答、多項選擇題、判斷題 

- 類似平日聆聽練習 
- 邊聽邊記錄的能力 
 

同學必須在聆聽過

程圈下題目關鍵字

及於筆記欄摘錄筆

記，否則會被扣分 
五. 說話能力－小組討論 (6 人一組，10 分鐘討論時間) 
 說話筆記－小組討論 
＊三條題目將於考試前一周派發，考生可回家準備 
＊考試當天由監考老師隨機抽出一條作考試題目 
＊准考證稍後派發，詳細列明考試程序、時間和地點 

必須於題目紙上完成論點構思

表格 
 

必須於試前作好準

備，考試當日只會

給予一分鐘準備時

間 
 

Maths 
 

 Chapters 0-7, 11, 12 (about 50% of exam paper) 
 Chapters 8-10 (about 50% of exam paper)  
 All relevant notes & textbook chapters 

 

 3 sets of Past exam papers 
 Collective Tests 
 Basic Competence Exercise 

Books A1, A2, B1 & B2 
 Self-enhancement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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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 
 

 單元 5：重點 1.1-1.4 
 單元 24：重點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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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Computer 
Literacy 

 Regulations in Computer Labs and Internet 
 Chinese input method (速成輸入法) 
 Microsoft Word & PowerPoint 
 Computer Concept (電腦概念) 
 App Inventor (App 程式處理) 

Respective notes 相關教學筆記  
 Computer Notes 1-5, 7 
 e-Class Classwork (CW01-17) 

 



English  
 

A. General English 
Part A –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passages) (30%) 
Part B – Vocabulary (20%) 
• Units 5 and 7  
Part C – Grammar (50%) 
1. Mixed tenses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ast, future) 
2. Possessive Adjectives; 3. Possessive Pronouns 
4. and, or, but; 5. Modal (can/ could/ should) 
6. Suffixes –ful, -less, -ness 

 
 
- Textbook, worksheets 
 
- Textbook Units 5 & 7 
- Grammar Booklets (Unit 5 & 7) 
 
 

 

B. Writing 
1. Short writing (30%): topic sentences + chart description  
2. Long writing (70%): Email, article, blog entry 

Themes: Based on Units 5 & 7 + 
Maths-Eng. Project booklet 
 

 

C. Listening 
Listening tasks;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Listening TB: Performance 1 
- Modules 1-4; TSA worksheets 

 

D. Speaking  
1. Read aloud phonics + passages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2 minutes) 

Speaking worksheets & TB Unit 5 
& Unit 7 

 

普通話 
 

筆試分為聆聽部分及譯寫部分。 
(i) 語音知識: 
P.67  後鼻韻母: ang、eng、ing、ong 
P.81  介音 i、u、ü 
P.91  三聲連讀的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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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Science 

Chapters 2, 6 
 

Textbook and related workbook 
chapters 

 

經濟 
Economics 

中文班： 
單元 5 香港的人口數量與人口分佈 
單元 6 香港的人口結構 
單元 7 人口結構對社會的影響 
EMI Class: 
Unit 5 Population size & population density of Hong Kong 
Unit 6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Hong Kong 
Unit 7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society  

課本 p53-71 
作業 p26-35 
課本課堂活動小冊子(第三冊) 
 
Textbook p53-71 
Workbook p26-35 
School-based activity book (Bk3) 

 

中史 
 
 

第一冊 課題六  
第一節 三國鼎立（p.146-151） 
第二節 西晉的政局（p.153-157） 
第三節 東晉偏安（p.158-163） 
第四節 南北朝對峙（p.164-168） 

第二冊 課題一 
第一節 統一國家的重建（p.6-13） 
第二節 隋朝的失敗及其速亡（p.14-19） 

（第二節隋代滅亡只略考，範圍僅限堂課工作紙之相關

內容） 

 各相關課題工作紙及本學

期小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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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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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Geography 
 

1. 地圖閱讀 Map Reading (P.4-50) 
2. 第一冊 Module 1: (P.30-49) 
3. 概念工作紙 Concept Worksheet 
 

1. 選擇題 / MC questions 
2. 填充題 / Fill in the blanks 
3. 地圖技巧 /Map-reading skills 
4. 資料回應題及短答題/    
Data Response & Short questions 

同學必須帶備量角
器、計算機和間尺 
Student must bring 
their protractor, 
calculator and 
ruler for the exam 

音樂 筆試 (30%):  
時值記號；強音記號, 強弱拍次序；休止符、音符；譜

號；音名；唱名；大調及調號；連結線, 圓滑線, 分句

線；重複音, 跳進音, 級進音；速度記號；力度記號；

氣氛 

留意學科派發資料 另班本評核: 歌唱 
(20%); 牧童笛 
(35%); 電子軟件

應用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