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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初中將於 8/6復課，而本年度學年大考將於 22/6 展開。為使 貴家長能有更充分的準備和了解 

貴子弟在本學年大考各科的考核內容，現整理有關大綱以電郵附件供家長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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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部分學科之卷別及方式可能有所改動，請同學留意。希望同

學能努力溫習，運用得宜的應試策略，取得理想成績。如 貴子弟有任何問題，可與科任老師了解。 

教務副校長 

謝萃輝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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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及 5 課 (P. 1-20;41-48) 

 查閱聖經及理解; 天主十誡 
 聖母無染原罪 
 真福高華斯基神父 

 我走星光道 (頁數見左

欄) 
 宗教冊 P.13-16; 22-23 

 學生須自備聖經進

試場。開考後不得

借閱聖經 

中文 
 

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30 分鐘) 
 
甲部. 閱讀理解 (卷面 60 分) 
 白話文、文言文閱讀理解各一篇 (約 40 分) 
 
乙部. 語文運用  (卷面 30 分) 
 名言金句背誦：「孝順父母篇」、「思念親

朋篇」、「愛國篇」、「感恩篇」 
 佳作背誦：《愛蓮說》、《論四端》 
 文化評論題 

閱讀理解 
 課文問答考核文章：《愛

蓮說》、《論四端》、《師

說》共 3 篇 (約 20 分) 
語文運用 
 修辭手法：所有學過之

修辭手法 
 成語：字詞摘錄手冊(三) 
 錯別字：錯別字練習

(5)、(6)、(7) 

 
 
 
註: 因疫情關係，本
年大考之聆聽及口試
卷取消，分數比重將
有所改動 

二. 寫作卷 (1 小時 10 分鐘) 
 只考核命題作文一篇 
 二選一 
 題型：記敘抒情文、描寫抒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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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  單元 22 

 單元 26 
 基本法 

- 課本及相關作業 
- 相關基本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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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exam papers 
 Collective Tests 
 Assignment Booklets 
 Self-enhancement 

Exercise 
 Videos in 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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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Science 

Chapter 9.1-9.4 (No extension) 
Chapter 10.1-10.2A-C (No extensions) 
Chapter 11 (All) 

There are at most 5 sections:  
MC, T/F, Fill in blanks, Matching 
& Long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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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A. General English 
1. Reading comprehensions (30%): 
2 Vocabulary (20%): TB Units 3, 5 & 7 
3. Grammar (50%) 
- Mixed tenses; Adjective patterns; Reporting orders; 
wh-word + to-infinitives; Conditionals; S-V 
agreement 

- 2 passages/poems 
- TB, Worksheets (including 
online worksheets) 
- TB Unit 5 & 7 
- Grammar exercises (including 
online exercises) 

 
Not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two papers are 
cancelled in this exam 
due to the epidemic. 
The marks in English 
papers are adjusted B. Writing  

1. Short Writing (30%) 
2. Long Writing (70%): Informal email; article 

Themes: Based on Reader (How 
to be a Sports Star) and Unit 3 
(Saving Our planet) 



電腦 
Computer 

 Excel (試算表) 
 Computer hardware & software (電腦硬件及軟

件) 
 Multimedia elements (多媒體元素) 
 Adobe Animate (電腦動畫) 

相關教學筆記 1-16 
Respective teaching notes 1-16 
(筆記 16 不在筆試評核 
Notes 16 will not be examined 
in written examination). 

已印製關於 Lego 機

械人筆記 9-10 將不

會考核 
Issued notes 9-10 on 
Lego Robotics will not 
be examined 

經濟 
Economics 

中文班： 
單元 3: 政府在香港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單元 4: 中國的經濟概況 
EMI Class: 
Module 3: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HK 
economy 
Module 4: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economy 

1. 課本 P. 37-63 
2. 作業 P. 17-31 
3. 課堂活動小冊子 p2-19 
4. 詞彙溫習紙 
1. Textbook P.37-63 
2. Workbook P. 17-31 
3. Activity Book p2-21 
4. Vocabularies revision list 

 

中史 
 
 

第二冊 課題五 南宋的偏安 (P.108-115; 118-
121)  

第一節 宋室南渡與宋金和戰 
第二節 南宋聯蒙滅金及其滅亡 
  

第三冊 課題二 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P. 31-38) 
第二節 中英鴉片戰爭 

試卷考時：30 分鐘 
課本 (相關頁數見左欄) 
各課題相關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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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大考總分

100 分；考試卷佔 80
分，第二學期測驗佔

10 分，各停課期間

之習作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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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考試包括筆試卷一聆聽卷及卷二譯寫卷 
溫習重點:  
(i) 語音知識: 
P.43  聲母 j、q、x 和 z、c、s 
P.57  聲母 j、zh 和 y、r 
P.67  「一」和「不」的變調 
ii.  譯寫之重點詞語(參見學科稍後派發之溫習指

引) 

卷一滿分為 70 分，卷二滿分

為 30 分。 兩卷滿分為 100 分 
 
主要範圍包括課本第四、第五

及第六課之學習重點。 
 
 

註: 因疫情關係，本
學年大考之口試取消 

音樂 
(筆試提前於
16/6 Day5 班
主任節進行) 

1. 筆試 (70%) 
基礎音樂樂理 (歌紙及工作紙)；粵劇初探 (影片

及工作紙)；中文校歌歌詞（學生手冊） 
 
2. 創意音樂功課 (30%) 

 
留意學科派發資料附件 (有關
詳細筆試及創意音樂功課、平
時分安排及網上功課連結一
覽) 

註: 由於疫情關係，
本學年大考取消牧童
笛評核 

  



慈幼英文學校 

2019 – 2020  學年大考考試範圍 

中二級音樂科 

考試內容 

1. 筆試  70% (於 6 月 16 日(Day 5)班主任節進行) 

 粵劇初探  (影片及工作紙) 

 基礎音樂樂理（歌紙及工作紙） 

 中文校歌歌詞（學生手冊） 

2. 創意音樂功課  （原為第二學期考試評分項目）30% 

 於 2 月 28 日後遞交將按比例調整分數 

 補交同學需於 6 月 7 日或之前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限期過後一律不予給分 

 

平時分﹕根據工作紙及音樂簿表現給分 

 音樂簿於 6 月 17 日(Day 6)  班主任節收，欠交零分 

 

溫習資源 

粵劇的唱與唸(1) 

 

https://youtu.be/EQk5o96hov4 

 

粵劇的唱與唸(2) 

 

https://youtu.be/Ey2e0lfIFmk 

 

粵劇的唱與唸(3) 

 

https://youtu.be/SNOpRNOZIcY

 

粵劇的唱與唸(4) 

https://youtu.be/_RXAgpsVFn8 

 

粵劇的做與打(1) 

https://youtu.be/V519W6DGHnk

 

粵劇的做與打(2) 

https://youtu.be/TVKSogDUfgA

 

網上溫習小測 

 計算平時分，須於 6 月 15 日或之前完成 

 

溫習工作紙  (復課後堂上完成)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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