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 23 年度 上學期考試範圍  

2022/2023 學年 

中一級 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閱讀理解 (語文基礎單元、單元一、單元三) 
乙：課文問題 

 《楊修之死》 
 《背影》 
 《年夜飯》 
 《壽大姊五十序》 
 《每日文言半小時》 

1.2〈醜女效顰〉 
丙：語文知識 

 語文運用(單元一、三) 
 《每日一進》 

成語：1-33 

名人語錄：3,13,15,16(4 句) 

 《每日文言半小時》P.2-9 
P.2-3 文言語譯方法及要點   
P.4-5 文言虛詞「之」、「也」                            
P.7  認識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 
P.8-9 認識一字多音、一詞多義 

丁：自學 

    《每日文言半小時》文言應試訓練一 
    〈老馬識途〉、〈不識自家〉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一、三)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記敘、描寫或抒情等體裁、看圖寫作 
實用文：私函 

English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Language Skills：  
(1) Verb Forms and Tenses  (2) Pronouns   
(3) Articles (Self-study)  (4)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Writing 
Compulsory Part involving  
1) writing a descriptive writing,  2) blog/ diary, narrative,  
3) article,  4) leaflet,  5) reply letter or email 

Listening 
Short Tasks involving  
1) labeling diagrams,  2) completing forms and tables,  
3) ordering items,  4) correcting mistakes etc 

Speaking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round 2 minutes)  
*Exam paper has been distributed for preparation 



22 – 23 年度 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數學 Ch0 – 5.2 
Ch1.3 整除性的判

別方法，Ch3.3B 一

些常見的數列 

Ch5.1 Basic 
Concepts in 
Geometry 

中國歷史 
第一章第一節 〈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起源及中華

民族的演進歷程〉至第二章第二節 〈封建制度與

春秋戰國局面形成的關係〉 

第 二 章 第 二 節 ( 二 ) 
〈戰國時代的形成〉 

 

History 
(S1A, 1C) 

Book 1A :  
what is History, stone age, what is civilization, 
Fertile Crescent civilization (page 6 - 45) 

Book 1B:  
history of early Hong 
Kong region  
(page 58 - 62) 

 

世界歷史 
(S.1B, 1D) 

中一上冊課題一 P.1 - 63 
中一下冊課題四 

P.49 - 107 
中 一 上 冊 課 題 一 
P.34-47 

綜合科學 第 1A 冊：單元一, 單元三 (3.1 - 3.2 (A-C)) 單元三 (3.3) 
第 1A 冊： 單元一 
英語工作紙 

Geog 
(S1A, 1C) 

Textbook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Unit 1 – Unit 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ites P.52 - 57 

 

地理 
(S.1B, 1D) 

課本單元一 P.4 至單元四 P.37 
課本 P.33 - 35 
城市衰落 

Solutions to 
housing shortage 
in HK (Teacher’s 
Notes) 

生活與 
社會 

‧個人與群性發展 ── 單元 1：個人成長(一) 
 課堂筆記：自尊與自信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 單元 21：公民權責 
 課堂筆記：什麼是身份、權利與義務 
 課本(全本) 

課堂筆記： 
兒童權利 

 

普通話 

聆聽：考核學生聆聽普通話能力 
語音知識﹕ 
(1) 工作紙(一)(二)(三)(四)(五) 及  
 粵普工作紙（1） 
(2) 課文詞語 p.5，p.15，p.30 
(3) 課文語音知識：p.8，p.18，p.33 
(4) 課文說說看「普通話怎麼說」p.6，p.16，

p.31 

課本 p.107 詞匯補

給站(第一課及第二

課) 
 

備註： #多項選擇題：必須帶備 HB 鉛筆及軟身膠擦 

以上之考試範圍只作參考，一切以科任老師堂上宣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