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考核範圍 

中一級 
 
科目 考核範圍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考核及語文運用 
(一) 閱讀能力範圍：單元一至單元四 
(二) 語文基礎知識：單元一至單元四 

1. 標點符號：頓號、逗號、句號、問號、歎號、冒號、引號、括號 
2. 語法：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語氣助詞、擬聲詞 
3. 修辭：反語、對偶 

(三) 成語及諺語小冊子：單元一至單元四 
(四) 文言篇章：《王冕向學》 
(五) 文言知識：一字多音、一字多義 
(六) 篇章考核：《楊修之死》、《岳飛之少年時代》、《背影》、《燕詩》 
卷二：寫作能力考核 
(一) 範圍：單元一至單元四 
(二) 命題寫作﹕記敘、敘事抒情、敘事寫人 

實用文﹕私人書信、通告 
(三) 出題模式：1. 實用文寫作 

2. 命題寫作（300 字以上） 
卷三：聆聽能力 考試範圍 
(一) 範圍：1. 聽出敘述話語中的記敘要素。 

2. 從事件分析人物的性格特點。 
3. 聽出話語的關鍵詞和中心句，摘錄重點。 
4. 綜合運用聆聽能力：聽出觀點、語氣、深層意義；概括要點。 

(二) 形式：選擇題、填充、短答題、三式判斷題、填表、評鑑題 
卷四：說話能力考核 
朗讀（根據指定篇章於一分鐘內完成朗讀） 
（溫習範圍將於課堂上由科任老師派發） 

英文 

U.1 – U.4  
U.1 
Vocabulary:   
 Family members 
 Describing appearance 
 Describing personality 
Grammar: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rticles  
 Personal pronouns 
 Simple present tense  
 Adverbs of frequency  
U.2 
Vocabulary:  
 School facilities  
 School Clubs 
 Subjects 
Grammar:  
 There is and There are  
 Wh-questions 
 Prepositions of plac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U.3 
Vocabulary:  
 Popular food items  
 Ways of cooking 
 Adjectives describing food  
 Using the prefixes dis-, un-, in-, re- and inter-  
Grammar: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Talking about quantities 
 Simple past tense 
 Expressions of time 
U.4 
Vocabulary:   
 Kinds of pets 
 Different parts of animals 
 Caring for animals 
Grammar:  
 Prepositions of time 
 Using from…to and between…and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is and that  
 Adjectives ending in -ed and -ing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考核範圍 

中一級（續） 
 
科目 考核範圍 

數學 第 1 至 4 課、第 5.1-5.3 課、第 6 至 8 課 

科學 
第一課：科學入門 
第二課：水 
第三課：觀察生物 

中史 
課本：P.5-P.51（單元一第一章第一節 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起源 至 單元二第一章第二節 

秦朝的統治措施） 
溫習：課本、作業、默書、課堂筆記、測考試卷 

生活與

社會 
1.《明智消費》、《傳媒與我們的生活》（重點一、二） 
2. 時事議題閱讀 7-12 

普通話 

1. 聆聽判斷及理解 
2. 辨認及拼寫 
3. 粵普對譯工作紙 
4. 課文詞語及拼音 

電腦 
1. 電腦及電腦操作的基本概念 - Ch1 - Ch4 
2. 九方輸入法 
3. 文本和圖形的綜合使用 - Ch1, Ch3, Ch4 

地理 第 1 章：善用城市空間（1.1-1.8） 
形式：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及問答題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考核範圍 

中二級 
 

科目 考核範圍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考核及語文運用 
(一) 閱讀能力範圍：單元一至單元三 
(二) 語文基礎知識：單元一至單元三 

1. 語法：偏正短語、並列短語、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語、謂語、動詞、賓語、 
雙賓語） 

2. 修辭：借代、引用、排比、頂真 
(三) 成語及諺語小冊子：單元一至單元三 
(四) 文言篇章：《一牆之爭》、《曲突徙薪》 
(五) 文言知識：古今詞義 
(六) 篇章考核：《種梨》、《差不多先生傳》、《在風中》、 
卷二：寫作能力考核 
(一) 範圍：單元一至單元三 
(二) 命題寫作：記敘、人物描寫、景物描寫 

實用文：通告、投訴信 
(三) 出題模式：1. 實用文寫作 

2. 命題寫作（400 字以上） 
卷三：聆聽能力考試範圍 
(一) 範圍：1. 理清事情發展的脈絡。 

2. 聆聽人物的特點。 
3. 聆聽描述景物的話語，掌握景物的特徵。 

(二) 形式：選擇題、填充、短答題、三式判斷題、填表、評鑑題 
卷四：說話能力考核 
個人短講（根據指定題目作兩分鐘短講） 
（溫習範圍將於課堂上由科任老師派發） 

英文 

U.1 – U.4 
U.1 
Vocabulary:  
 Places in a 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cente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Online shopping 
 Using collocations about shopping 
Grammar:  
 Using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to compare people and things 
 Making comparisons by comparing quantities and showing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Using too much, too many, too little, too few and enough to talk about quantities 
U.2 
Vocabulary:   
 Words to talk about feelings 
 Family problems 
 Causes of family problems 
 Using the prefixes im- and ir- to make opposites 
Grammar:  
 Using Past Continuous Tense to talk about events happening at a particular time in the past 
 Using as, because and since as connectives of reason 
 Using so, therefore and as a result as connectives of results 
U.3 
Vocabulary:   
 Types of wast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Grammar:   
 Using Present Perfect Tense to talk about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are still 

connected with the present  
 Using already, ever, just, never, yet, since and for as time words  
 Using Reflexive pronouns to reflect the action described by the verb  
U.4 
Vocabulary:   
 Tourist attractions 
 Types of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ies at the train station 
 Using phrasal verbs related to transport and travelling 
Grammar:  
 Using Prepositions to talk about means of transport and indicate movement 
 Using Adverbs of sequence to tell the order of events 
 Using Conditional sentences to talk about possible situations  
 Using Conditional sentences to talk about facts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考核範圍 

中二級（續） 
 

科目 考核範圍 

數學 第 1 至 6.3 課 

科學 第七課：生物與空氣 
第八課：電的使用 

中史 
課本：P.7-P.75（第一章第一節  隋的統一和開皇之治 至 第三章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形

成） 
溫習：課本、作業、默書、課堂筆記、測考試卷 

生活與

社會 
1.《全球城市》、《世界公民與人道工作》、《中國國民的生活》（課題一） 
2. 時事議題閱讀 7-12 

普通話 

1. 聆聽判斷及理解 
2. 辨認及拼寫 
3. 粵普對譯工作紙 
4. 課文詞語及拼音 

電腦 

1. 生活電腦化 
2. 九方輸入法（延展） 
3. Powerpoint 

- Ch2.1-Ch2.4 
- Ch3.1-Ch3.4 
- Ch4.1-Ch4.4 
- Ch6.2-Ch6.3 
- Ch7 

地理 
第 10 章：控制沙塵（10.1-10.6） 
第 4 章：水的煩惱（4.1-4.2） 
形式：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及問答題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考核範圍 

中三級 
 

科目 考核範圍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考核及語文運用 
(一) 閱讀能力範圍：單元一至單元四 
(二) 修辭：比喻、比擬、借代、對比、反問、設問、層遞 
(三) 成語及諺語小冊子：單元一至單元四 
(四) 文言篇章：《兄弟分財》、《五石之瓠》 
(五) 文言知識：判斷句、疑問句、被動句、否定句 
(六) 篇章考核：《消失了的特色街道》、《爸爸的花兒落了》、《歸園田居》、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卷二：寫作能力考核 
(一) 範圍：單元一至單元三 
(二) 命題寫作：景物描寫、間接抒情、結合記敘和描寫抒發感情 

實用文：建議書、啟事、通告 
(三) 出題模式：1. 實用文寫作 

2. 命題寫作（500 字以上） 
卷三：聆聽能力考核 
(一) 範圍：1. 重組零碎的話語，理清事件的脈絡，掌握主要的內容。 

2. 聽出語氣、深層意義。 
3. 聽出說明話語的重點。 
4. 聽出說話技巧、概括要點。 

(二) 形式：選擇題、填充、短答題、三式判斷題、填表、評鑑題 
卷四：說話能力考核  
個人短講（根據指定題目作兩分鐘短講） 

英文 

U.1 – U.4 
U.1 
Vocabulary: 
 Words about travelling 
 At the airport  
 Phrasal verbs about travelling 
 Understanding synonyms 
Grammar: 
 Using indefinite pronouns to refer to people or things which we do not know or do not 

have to mention. 
U.2 
Vocabular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society 
 Fundraising activities 
 Qualities of good volunteers 
 Using the prefixes: mis-, non- and pre- 
Grammar: 
 Using passive voice to focus on the receiver of the action. 
 Using conditional sentences to talk about possible situations. 
U.3 
Vocabulary: 
 Types of films 
 Cast and crew 
 Adjectives for talking about films 
 Looking for root words 
Grammar: 
 Using bare infinitives after some words. 
 Using conditional sentences to talk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Using connectives to talk about results. 
U.4 
Vocabulary: 
 Modern gadgets 
 Words related to smartphones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Using the suffix: -able 
Grammar: 
 Using modal verbs and questions to give advice. 
 Using reported speech to report what another person has said or asked.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考核範圍 

中三級（續） 
 

科目 考核範圍 

數學 第 1 至 6 課 

物理 
1. 考試範圍：單元 1 至單元 7 
2 選擇題（30 分）、乙部：填充題（10 分）、丙部：問答題（60 分） 
3. 帶備計數機，鉛筆及間尺 

化學 

（舊課題，統測已考，佔 35%-40%） 
資料冊第 1 冊 P.1-19, P.25-29（第一節化學導論，13.4 金屬，13.5A 合金） 
雅集科學新世紀（3B 書）（P.45-67）單元 13.4 金屬，13.5 現今世界的材料（A 合金） 
 
（新課題，重要，佔 60%-65%） 
資料冊第 1 冊 P.20-24, P.30-37, P.38-43（13.5 現今世界的材料 B 原油，C 塑膠）（快速溫

習錦囊） 
雅集科學新世紀（3B 書）（P.65-97, P.106-108）單元 13.5 現今世界的材料（B 原油， 
C 塑膠，D 引起的環境問題） 

 
題目形式：選擇題、判斷是非題、填充題、短答題，題目著重與生活的連繫及應用。 

生物 
12.1-12.3 課 
課本：2-47 頁 
作業：2-16 頁 

中史 課本：P.2-P.68（第一章第一節  清初入關 至 第二章第四節  英法聯軍之役） 
溫習：課本、作業、默書、課堂筆記、測考試卷 

生活與 
社會 

1. 第 12 冊（香港的公共財政）課題 1 至課題 3 
2. 第 14 冊（香港的勞工市場）課題 1 至課題 3 

普通話 

1. 聆聽判斷及理解 
2. 辨認及拼寫 
3. 粵普對譯工作紙 
4. 課文詞語及拼音 

電腦 
1. 多媒體概論 
2. 網頁製作 - Dreamweaver 

- Ch1-Ch6 

地理 
第 2 章：爭奪能源（2.1-2.5） 
第 5 章：與自然災害共處（5.1 及 5.3） 
形式：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及問答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