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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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至單元八（除單元五） 
(二) 語文基礎知識：單元一至單元八（除單元五） 

1. 標點符號：頓號、逗號、句號、問號、歎號、冒號、引號、括號、省略號、 
分號、破折號、專名號、書名號 

2. 語法：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語氣助詞、擬聲詞、數詞、量詞、連詞、 
代詞、結構助詞、歎詞、著色詞 

3. 修辭：反語、對偶、比喻、疊字、擬人、擬物、設問、反問 
(三) 成語及諺語小冊子：單元六至八 
(四) 文言篇章：《東施效顰》、《孟母戒子》、《論孝四則》 

文言知識：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 
(五) 篇章考核：《風雪中的北平》、《故宮博物院》、《賣油翁》、《曾子殺豬》 
卷二：寫作能力考核 
(一) 範圍﹕單元一至四、六至八 
(二) 命題寫作：借事抒情、敘事寫人、景物描寫、說明方法、借事說理 

實用文：啟事、投訴信 
(三) 出題模式：1. 實用文寫作 

2. 命題寫作（300 字或以上） 
卷三：聆聽能力考核 
(一) 範圍：1. 內容理解語意。 

2. 判斷話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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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定題目作一分半鐘個人短講） 
於考試前派發有關題目作溫習範圍 

英文 

Unit 5 – Unit 8 
Unit 5 
Vocabulary:   
 Describing role models 
 Talking about motivation 
 Idioms about determination 
 Using the suffixes –ful, -less and -ness 
Grammar:  
 Simple future tense with will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with be going to 
 Modals: can and could 
Unit 6 
Vocabulary:  
 Festive food 
 Festive activities 
 Festive idioms and expressions 
 Using words ending in -al and -le 
Grammar:  
 Quantifiers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ese and those 
 Verbs + to -infinitives 
Unit 7 
Vocabulary:  
 Sports and athletic events 
 Sport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Sportspersons  
 Using action verbs 
Grammar:  
 Using and, but and or 
 Possessive form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Gerunds 
Unit 8 
Vocabulary:   
 Parts of the body 
 Teenage problems 
 Emotions 
 Looking of words within words 
Grammar:  
 Imperatives 
 Modal: should 
 Adverbs of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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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課 

科學 

第一課：科學入門 

第二課：水         30% 

第三課：觀察生物 

 

第四課：細胞與人類生殖與遺傳 

第五課：能量                   70% 

第六課：物質的粒子觀 6.1-6.4 

中史 

課本：P.5 – P.139（第一章第一節：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至 第一章第一節：隋朝

的統一與開皇之治） 

溫習：筆記簿、課本、作業及測驗卷  

生活與

社會 

《明智消費》 

《傳媒與我們的生活》 

《公民權責》 

《我和香港政府》 

時事議題閱讀 13-18 

普通話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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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試： 

1. 普通話科口試預備工作紙 

電腦 

包括：課本內容、測驗卷及工作紙 

1. 電腦及電腦操作的基本概念 (CS01)︰單元一至單元四 

2. 文本和圖形的綜合使用 (IT02&IT12)︰單元一、單元三 

3. 九方輸入法︰分辨獨體或分體字、拆碼方法 

4. PhotoImpact︰相片編輯合成、路徑繪畫及編輯工具 

5. 資訊素養及資訊與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IT-E1)︰單元一至單元三 

6. Scratch 2.0︰單元一至單元二 

地理 

活學地理 

1. 善用城市空間 1.1-1.8 

2. 糧食問題 3.1-3.8 

形式：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資料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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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至三、單元六至八 
(二) 語文基礎知識：單元一至三、單元六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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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義詞、貶義詞、獨立語、修改病句、諺語 

2. 修辭：借代、引用、借喻、排比、頂真、象徵 
(三) 成語及諺語小冊子：單元六至八 
(四) 文言篇章：《陋室銘》、《景公不知寒》、《論交友》 

文言知識：通假字、詞類活用 
(五) 篇章考核：《愛蓮說》、《秦陵兵馬俑》、《為學一首示子姪》、 
卷二：寫作能力考核 
(一) 範圍：單元一至三、六至八 
(二) 命題寫作：記敘方法、人物描寫、景物描寫、借物抒情、說明方法、議論方法 

實用文：建議書、報告 
(三) 出題模式：1. 實用文寫作 

2. 命題寫作（400 字以上） 
卷三：聆聽能力考核 
(一) 範圍：1. 聽出論點和論據 

2. 聽出語氣、深層意義 
3. 概括要點，聽出立場、觀點與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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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討論（根據指定題目，四人一組，作六分鐘討論） 

英文 

Unit 5 – Unit 8 
Unit 5 
Vocabulary:  
 Endangered animals 
 Insects 
 Habitats 
 Using compound words 
Grammar:  
 Reporting orders, requests and advice 
 Using adjectives to report feelings and opinions (I &II) 
Unit 6 
Vocabulary:   
 Clothing items 
 Types of materials 
 Adjectives describing clothes 
 Forming job titles with the suffixes -er, -or and -ist 
Grammar:  
 Relative pronouns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Nouns with and without articles 
Unit 7 
Vocabulary:   
 Mysterious settings 
 Beings with unusual powers 
 Types of stories 
 Understanding antonyms 
Grammar:   
 Wh-words + to -infinitives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Using be used to and used to  
Unit 8 
Vocabulary:   
 Types of addiction 
 Causes of addiction 
 Ways to beat addiction 
 Using the suffixes -ion and -ment 
Grammar:  
 Using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to talk about schedules and timetables 
 Using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to talk about arrangements and plans 
 Using can, may, might and could to talk about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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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課 

科學 

第七課：生物與空氣 

第八課：電的使用      30% 

 

第九課：常見的酸和鹼  

第十課：環境的察覺     70% 

第十一課：力和運動 

中史 

課本：P.6 – P.199（第一章第一節：隋的統一和開皇之治 至 第七章第二節：靖難之變與

成祖的集權措施） 

溫習：筆記簿、課本、作業及測驗卷 

生活與

社會 

《全球城市》 

《世界公民與人道工作》 

《中國國民的生活》 

《中國政制》 

時事議題閱讀 13-18 

普通話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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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試： 

1. 普通話科口試預備工作紙 

電腦 

包括：課本內容、測驗卷及工作紙 

1. 生活電腦化︰單元一至單元三 

2. PowerPoint︰單元一至單元八 

3. 九方輸入法︰分辨獨體或分體字、拆碼方法 

4. 會聲會影︰單元一至單元四 

5. Scratch 2.0︰單元一至單元三 

地理 

活學地理 

1. 控制沙塵 10.1-10.5 

2. 水的煩惱 4.1-4.6 

3. 變化中的氣候 11.1-11.5 

形式：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資料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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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八 
(二) 修辭：比喻、比擬、借代、對比、反問、設問、層遞、反語、排比、引用（明引、 

暗引）、疊字、反復、頂真、誇飾 
(三) 成語及諺語小冊子：單元六、七、八 
(四) 文言篇章：《論君子》、《雜說四》、《匠石運斤》 
(五) 文言知識：省略句、倒裝句 
(六) 篇章考核：《孔明借箭》、《最苦與最樂》、《墨子止楚勿攻宋》 
卷二：寫作能力考核 
(一) 範圍：單元一至單元四、六至八 
(二) 命題寫作：記敘方法、人物描寫、景物描寫、借物抒情、借景抒情、借事抒情、 

說明方法、議論方法  
實用文：通告、報告（工作報告、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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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短答題、三式判斷題、評鑑題 
卷四：說話能力考核  
小組討論（根據指定題目，四人一組，作八分鐘的討論） 

英文 

Unit 5 – Unit 8 
Unit 5 
Vocabulary: 
 Musical instruments 
 Types of performances 
 Words related to drama 
 Understanding homonyms 
Grammar: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as adjectives 
Unit 6 
Vocabulary: 
 Words to talk about appearance 
 Adjectives describing positive attitudes 
 Words used in a debate speech 
 Understanding abstract nouns 
Grammar: 
 Past perfect tense 
 Using wish/ if only with the past perfect tense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fulfilled past situations 
 Using to-infinitives and gerunds 
Unit 7 
Vocabulary: 
 Types of crimes 
 People related to law and order 
 Words related to crime and law 
 Using collocations about crime 
Grammar: 
 Using although/ though and despite/ in spite of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verbs 
Unit 8 
Vocabulary: 
 Jobs 
 Job-seeking 
 Describing strengths and skills 
 Saving and banking 
Grammar: 
 Reported speech with tense change 
 Simple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with before and after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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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課 

物理 

單元 1 至單元 11 

甲部：選擇題（30 分） 

乙部：填充題（10 分） 

丙部：問答題（60 分） 

帶備計數機、鉛筆及間尺 

化學 

（舊課題，上學期已考，佔 40%-45%） 

資料冊第 1 冊（黃色）（第一節化學導論，13.4 金屬, 13.5 A 合金, B 原油, C 塑膠）（快

速溫習錦囊） 

雅集科學新世紀（3B 書）（P.45-96）單元 13.4 金屬, 13.5 現今世界的材料（A 合金,  

B 原油, C 塑膠, D 引起的環境問題） 

 

（新課題，佔 55%-60%） 

資料冊第 2 冊（紅色）（13.3 化合物和混合物，13.1 原子和元素，13.2 周期表）（快速溫

習錦囊） 

雅集科學新世紀（3B 書）（P.3-44, P.104-108）（單元 13.3 化合物和混合物，13.1 原子和

元素，13.2 周期表）（單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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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12.1 至 12.6 課（頁 3-99） 

作業 頁 2-37 

中史 
課本：P.2 – P.186（第一章第一節：滿清入關 至 第六章第一節：國共第一次合作） 

溫習：筆記簿、課本、作業及測考試卷 

生活與 

社會 

第 15 冊、第 16 冊、第 19 冊（佔考試卷總分不少於 75%） 

第 12 冊、第 14 冊（佔考試卷總分不多於 25%） 

普通話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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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試： 

1. 普通話科口試預備工作紙 

電腦 

包括：課本內容、測驗卷及工作紙 

多媒體概論︰單元一至單元四 

1. Dreamweaver 網頁製作︰單元一至單元六 

2. 電腦系統與電腦網絡︰單元一至單元六 

3. 試算表 (Excel)︰單元一至單元三、單元五 

地理 

活學地理 

1. 爭奪能源 2.1-2.5 

2. 與自然災害共處 5.1-5.6 

3. 製造業全球轉移 6.1-6.5 

形式：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資料題／問答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