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  英  中  學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考試錦囊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第一組)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閱讀能力 
40% 60 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宋定伯捉鬼》、《不龜手之藥》、《孟母三遷》 

《東門行》、《賣絲襪的老人》、《父親的愛》 

《販夫風景》 

校本補充教材 

《揠曲助長》、《自相矛盾》 

乙部：閱讀理解 

課外篇章：內容理解、寫作手法、句子深層意思等 

丙部：語文運用 

1. 修辭：明喻、擬人、擬物、疊字、設問、反問 

2. 文化知識：朋友 

3. 辨別及改正錯別字 

本卷考核白話文及文言

文，考生須根據文章內容

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

題。甲部讀本問題不會供

篇章。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課本、

文言短文 

2.檢討測驗 

3.作答時留意時間

分配 

卷二 

寫作能力 
40% 

1 小時 

15 分鐘 

甲部 

1. 描寫文 

2. 記敘文 

乙部 

1. 書信 

本卷分甲、乙兩部分。 

甲部命題作文： 

共設兩題，考生選答一

題，作文一篇（450 字或

以上）。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了解如

何運用各種寫作

技巧 

2.檢討平時在課堂



2. 通告 乙部實用文寫作： 

根據題目要求，擬寫一篇

實用文。 

上創作的命題作

文 

3.多創作文章，並嘗

試靈活運用各種

寫作手法及修辭

技巧。 

4.熟讀實用文格式。 

卷三 

個人短講 

朗讀篇章 

20% 

準備： 

3 分鐘 

短講及朗

讀： 

3 分鐘 

個人短講： 

     1、「如果你於徵文比賽中獲得冠軍，並獲得三千元 

奬金，你會如何運用這筆金錢呢？」 

     2、「如果每星期五都不用上課，你會用這一天額外 

的假期來做甚麼呢？」 

     3、「如果有機會到一所中學參觀，你首先會到甚麼 

地方參觀？為甚麼？ 

 

朗讀篇章範圍： 

.《父親的愛》、《賣絲襪的老人》 

 

1. 短講 

2. 朗讀  

1.注意內容構思及

組織。 

2.發音要正確、吐字

要清晰。 

 



培  英  中  學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考試錦囊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校本課程）第二、三組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閱讀能力 
40% 60 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單元三︰《誘人的橘子》、《老殘遊記》（節錄）、《九龍寨

城公園》 

單元四︰《唐檸檬》、《母親》、《驚蟄》、《望梅止渴》、 

《指鹿為馬》 

 

乙部：閱讀理解 

   課外篇章︰內容理解、步移法、多感官描寫手法、

人物描寫手法等 

 

丙部︰語文運用 

1. 修辭手法（設問、反問） 

2. 比喻（本體、喻詞、喻體） 

3. 人物描寫手法 

4. 名言佳句  

（中國語文知識手冊 P.72—諺語格言 30-39） 

 

本卷共有語體文篇章一

篇 及 文 言 文 篇 章 一篇

篇。考生須根據文章內容

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

題。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課本、

文言短文 

2.檢討測驗 

3.作答時留意時間

分配 



卷二 

寫作能力 
40% 

1 小時 

15 分鐘 

甲部 

描寫文 

 

乙部 

邀請信 

本卷分甲、乙兩部分。 

 

甲部命題作文：共設二

題，考生選答一題，作文

一篇（350 字或以上）。 

 

乙部實用文寫作： 

根據題目要求，擬寫一篇

實用文。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了解如

何運用人物描寫

的寫作技巧 

2.檢討平時在課堂

上創作的命題作

文 

3.多創作文章，並嘗

試靈活運用各種

寫作手法及修辭

技巧。 

4.熟讀實用文格式。 

卷三 

說話能力 
20% 

準備： 

3 分鐘 

 

短講： 

2 分鐘 

 

朗讀： 

30 秒 

短講題目： 

一. 請你以香港飲食大使的身分，向外國旅客介紹三種香

港的特色美食，並分別指出它們的外型特點和味道。 

二. 你喜歡打電子遊戲嗎？你認為當中的益處和害處是

什麼？ 

三. 你面對壓力時，會選擇下列哪一種減壓方法？為什

麼？ 

1. 做運動    2. 聽音樂    3. 上網 

 

1. 短講 

2. 詞語朗讀 

注意發音要正確、

吐字要清晰 

 



2018 – 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 Examination Guide for S.1 English Language 
 

Paper Weighting Duration Examination Syllabus Examination Format Remarks 

Paper I 

Writing 
80 / 300 1 hour 

Section A: 

Sentence building  

 

 

 

Section B: 

Composition (120 words) 

 

Section A:  

(Make 5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grammar foci) 

 

Section B: 

An email to a friend 

- A school event 

Section A: 

Students shall show their abilities to: 

1) make sentences in correct grammar; 

2) fulfill different grammar foci; 

 

Section B: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1. arrange their ideas in paragraphs; 

2. use correct tenses; 

3. use connectives; 

4. revise the format of an informal letter  

 
 
 
 
 
 
 
 
 
 
 
 
 
 
 
 
 
 
 
 
 
 
 
 
 
 
 
 
 



Paper Weighting Duration Examination Syllabus Examination Formats Remark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90/300 1 hour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re are TWO texts. One is about food. The other is 

about festivals. 

Part B:  Grammar & Usage 

1.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2.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3.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4.  Some, Any, No 

5.  Connectives (and / or / but / because / so) 

6.  Prepositions of Time 

7.  Prepositions of Position 

8.  Prior knowledge 

1. Multiple choice 

 

2. Answering questions 

in complete sentences 

 

3. Giving short answers 

 

4. True / False / Not given 

 

5. Blank-filling 

 

6. Cloze passage 

Grammar Book 

(Units 2, 3, 4, 8, 10 

13,14,16, 20, 21) and 

prior knowledge 

 

Textbook 

(Unit 3 Food Treats,    

& Unit 4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Revision Notes for the 

Final Exam 

 

Paper Weighting Duration Examination Syllabus Examination Format Remarks 

Paper III 

Listening 
40 / 300 1 hour 

Integrated skills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1. Filling in a form 

2. Labeling pictures 

3. Taking notes on a note sheet 

4. Completing a letter of reply 

 

Revise  

 Food (Topic from 

Textbook and 

Performance Task-based 

Learning)  

 Festivals (Topic from 

Textbook)  

Paper IV  

Dictation 
50/300 1 period 

Vocabulary and passages from Unit 3 

Food Treats & Unit 4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3 paragraphs + 10 vocabulary items 

Refer to the dictation exam 

area given 



Paper V 

Speaking 
40 / 300 

Preparation: 

10 minutes 

Assessment: 

2-3 minutes 

 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dictation passages 

 

 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following topic: Go 

green and foods in Hong Kong 

Part A: Read aloud 

 

Part B: One-minute talk  

 

 



2018 – 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 Examination Guide for S.1 English Language 
 

Paper Weighting Duration Examination Syllabus Examination Format Remarks 

Paper I 

Writing 
80 / 300 60 mins 

Section A: 

Sentence building  

 

 

 

Section B: 

Composition (100 words) 

 

Section A:  

(Make 5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grammar foci) 

 

Section B: 

Blog entry with picture aids 

- A school event 

Section A: 

Students shall show their abilities to: 

1) make sentences in correct grammar; 

2) fulfill different grammar foci; 

 

Section B: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1. arrange their ideas in paragraphs; 

2. use time/sequence words; 

3. revise blog entry format 

Paper Weighting Duration Examination Syllabus Examination Formats Remark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90/300 1 hour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re are TWO texts. One is about Food. The other is 

about Festivals. 

 

Part B:  Grammar & Usage 

1.  Connectives (and / or / but / because / so) 

2.  Prepositions of Time 

3.  Prepositions of Position 

4.  Prior knowledge 

1. Multiple choice 

 

2. Answering questions 

in complete sentences 

 

3. Giving short answers 

 

4. True / False / Not given 

 

5. Blank-filling 

 

6. Cloze passage 

 

7. Circling answers 

Booklets 

(Unit 3 Food, &  

Unit 4 Festivals) 

 

Revision Notes for the 

Final Exam 



 

 

Paper Weighting Duration Examination Syllabus Examination Format Remarks 

Paper III 

Listening 
40 / 300 1 hour 

Integrated skills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1. Filling in the form/table 

2. Multiple choices 

3. Labeling pictures 

4. Taking notes on a note sheet 

5. Complete a blog entry 

 

Revise 

 Completed exercises 

from Performance Task-

based Learning  

 Food and Festival 

booklets 

Paper IV  

Dictation 
50/300 1 period 

Vocabulary and passages from 

school-based materials ‘Food treats’ 

and ‘Festivals’ 

2 paragraphs + 10 Vocabulary items 

1. Refer to the dictation exam 

syllabus given 

Paper V 

Speaking 
40 / 300 

Preparation: 

10 minutes 

Assessment: 

2-3 minutes 

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vocabulary in Unit 1 (Food treats) 

and Unit 2 (Festivals).  

 

 

Part A：Read Aloud (1-2 minutes) 

 

Part B: 1-minute talk 

1. revise topics covered in 

speaking, journals and long 

writing tasks   

 



 第 1 頁 

培英中學 

 

2018 至 2019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考試錦囊   中一級 數學科 

 

總分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 應考需攜帶物品 

120 分 1 小時 

1A 冊 

第 3 章：一元代數方程 

 

1B 冊 

第 8 章：面積和體積（一） 

第 10 章：坐標簡介 

第 11 章：與線相關的角 

 第 12 章：簡易多項式的運算 

第 13 章：統計學與統計圖表簡介 

全卷共 120 分，全卷均須作答。 

 

試卷分為三部分： 

甲部、 選擇題 (20 分) 

 

乙部、 短答題 (46 分) 

不需寫出計算步驟，只須填上答

案。 

 

丙部、 長答題 (54 分) 

必須詳細列出計算步驟。 

 計數機 

 

 文具︰ 

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 

鉛筆 

塗改筆 / 塗改帶 

擦膠 

間尺 

 
 



中一級  2018-2019年下學期考試—通識教育科 

 

卷別名稱 時限 考試範圍 試題形式 備註 

通識教育 
一小時 

 

疾病、科技與公共衛生 

課題一：香港常見的疾病 

課題二：科技與疾病 

    

 

 

時事選擇題  

課文選擇題 

課文配對題 

課文填充題 

資料回應題 

1. 温習有關工作紙、筆

記 

2. 溫習書本相關內容 

 

 

 



培英中學 

2018 - 2019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考試錦囊 

中一級初中科學科 

 

卷別名稱 比重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科學知識 
90 % 1 小時 

單元四：細胞、人類生殖與遺傳 

 

單元五：能量 

 

單元六：物質的粒子觀 

 

本卷分四部分︰ 

甲：選擇題 (20 分) 

乙：填充題 (10 分) 

丙：是非題 (10 分) 

丁：問答題 (50 分) 

(全卷 90分)  

 

温習 

1. 課本 

2. 作業 

3. 科學日誌 

4. 下學期測驗 

#卷二： 

實驗技巧 
10 % 6 分鐘 

 

1. 過濾法 

2. 質量、體積與密度 

 

每位學生須於指定時間

內完成兩項指定的實驗

(全卷 10 分) 

 

 

溫習 

1. 課本內學過的實驗內容 

2. 常用儀器的操作技巧 

 

 

# 卷二：實驗技巧 - 安排於第 40 周的實驗堂進行。 



培英中學 

2018– 2019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考試錦囊 

中一級  中國歷史科 

 

時 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1 小時 

 

1. 漢初政局 

A. 實施無為而治的原因及成效 

B. 郡國制(七國之亂及推恩令) 

2. 漢武帝施政(重點考核) 

A. 獨尊儒術 

B. 新經濟政策 

C. 對外武功 

D. 武帝失政 

3. 兩漢戚宦政治 

A. 王莽篡漢 

B. 東漢君主年幼與戚宦掌權的關係 

C. 黨錮之禍 

 

試卷包括下列部分： 

 多項選擇題 

 填充題 

 歷史時序題 

 配對題 

 填寫地圖 

 歷史資料題 

温習次序： 

1. 溫習作業重點 

2. 默寫重要的內容 

 

溫習及考試策略： 

1. 盡量作答，不要放棄 

2. 對資料題要有思考 

3. 熟讀地圖 

4. 注意漫畫內容 

 



培英中學 

2018 - 2019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考試錦囊 

中一級 普通話科 

卷別名稱 比重(%) 時限 考試範圍 試題形式 備註 

甲部 聆聽理解 30% 

45 分鐘 

聆聽若干段課外錄音並回答所附問題。 

選擇題 

填充題 

判斷題 

短答題 

 

1. 錄音將播放兩次。聆聽

錄音時，可記下重點以

助回答。 

2. 小心勿寫錯別字。 

乙部 語音知識 40% 

1. 課文  第五課至第八課 

2. 語音知識 

 聲母   

 韻母   

 聲調   

 三聲連讀變調 

 漢語拼音和漢字對譯 

 粵普對譯 

1 熟讀課文詞語、作業及

筆記本。 

2. 依照各課課文後面的

「語音知識」做練習。 

3. 熟讀課本和作業的「粵

普對對碰」做練習。 

4. 檢討習作及測驗。 

丙部 口  試 30% 2 分鐘 

朗讀材料：第五課至第八課課文 

課文重點詞語 

課外詞語 

包括漢字及漢語拼音 

1 分鐘朗讀篇章 

1 分鐘朗讀詞語 

1. 考題由老師隨機分配。 

2. 熟讀各課課文及延伸

朗讀。 

3. 應考時不可帶備任何

紙張筆記。 

4. 平時多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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