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下學期 

評估錦囊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第一組)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評估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20% 60 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宋定伯捉鬼》、《不龜手之藥》、《孟母三遷》 

《差不多先生》、《獻你一束花》、《父親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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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2. 改寫句子 

甲部、讀本問題 50% 

乙部、閱讀理解 30% 

丙部、語文知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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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熟讀筆記、文言

短文 

2.作答時留意時間

分配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第二、三組)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評估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20% 60 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媽媽的手》、《沒有「背影」的一代》、《背影》 

《天淨沙．秋思》、《遊子吟》、 

《九龍城寨——本來面目》、《九龍寨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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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喻、擬人、設問、反問 

2. 改寫句子 

甲部、讀本問題 50% 

乙部、閱讀理解 30% 

丙部、語文知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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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讀本問題提供篇

章選段。 

1.熟讀筆記、文言

短文 

2.作答時留意時間

分配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2020 – 2021 Second Term Third Assessment

S1  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Paper 2: Grammar and Usage
English Group 1 and Group 2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6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me(s):

- Festivals
- Food

Question types:
- Multiple choice
- Short questions
- Long questions
- Table filling
- True, False & Not Given

Targeted reading Competencies:
- Referencing
- Skimming and scanning
- Vocabulary question: synonyms
-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and expressions
- Identifying general (from many examples)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one example of a general idea)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Vocabulary:

- Festivals
- Food

Grammar items:
- Quantity words
- Possessive adjectives or possessive pronouns
- Articles
- Prepositions of time
- Prepositions of place
- Connectives
-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 Some, any & no
- Imperatives



English Group 3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6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me(s):

● French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Question types:
● Short questions
● Multiple choice
● Table filling
● True and False questions

Targeted reading Competencies:
● Referencing
● Identifying the contextual meaning of words and phrases
● Identifying general (from many examples)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one example of a general idea)
● Inferencing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Vocabulary:

● Introducing local food in Hong Kong

Grammar items:
● Imperatives
● Possessive pronoun and possessive adjectives
● How many and how much
●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 Connectives
● Prepositions of location / time
● Some and any



Paper 5: Speaking
All groups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V: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3 minutes
preparation and
one minute
presentation

Topics:
● Food
● International food
● Hong Kong Food



 

 

培英中學 

 

2020 – 2021年度下學期第三次評估 - 評估錦囊    中一級 數學科 

 

比重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 應考需攜帶物品 

120 分 60 分鐘 

第七章  一元一次方程(二) 

第九章  百分法(一) 

第十章  坐標簡介 

第十一章 與直線和三角形有關的角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 

第十三章 數值估算 

第十四章 率、比及比例 

分為三部分： 

(1) 選擇題(20分) 

 

(2) 短答題(46分) 

- 不需寫出計算步驟，只須填上答

案。 

 

(3) 長答題(54分) 

- 必須詳細列出計算步驟。 

 

全卷共 120分，所有題目必須作答。 

● 計數機 

● 文具︰ 

-  深 藍 色 或 黑 色

  原子筆 

-  鉛筆 

-  擦膠 

-  間尺 

 



 

培英中學 

2020 - 2021年度下學期評估三 

中一級 科學科 錦囊 

 

 

卷別名稱 總分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科學評估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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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分五部分︰ 

 

甲：選擇題 (20 分) 

乙：是非題 (10 分) 

丙：填充題 (30 分) 

丁：配對題 (10 分) 

丁：問答題 (30 分) 

 

 

 

 

温習 

 

1. 課本 

2. 作業 

3. 下學期小測驗 / 評估卷 

 



培英中學 
2020 – 2021 年度下學期第三次評估 

考試錦囊 
中一級  中國歷史科 

 

卷別名稱 時限 考試範圍 試題形式 備註 

全一卷 60 分鐘 

1. 西漢的建立和初期的統治 
2. 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 
3. 東漢建立 
4. 東漢戚宦相爭 # 
5. 黨錮之禍 
6. 東漢衰亡：黃巾之亂、州牧割據、東漢滅亡 #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時序題 
4. 配對題 
5. 資料題 
 

1. 溫習課本 
2. 熟讀工作紙 
3. 熟讀地圖及示意圖(書

P.69、P.70、P.73 及 P.74)

 

# 重點考核範圍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下學期第三次評估 

中一級  生活與社會科 考試錦囊 

 

比重 (%)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全卷滿分 70分 

 

45分鐘 核心單元三 

個人與羣性發展：人際關係(一) 

攜手互助，彼此尊重 

課題 2  同性及異性友誼的建立和滋養 

課題 3  面對同輩壓力 

課題 4  欺凌行為 

課題 5  處理欺凌行為的對策 

 

核心單元四 

個人與羣性發展：人際關係(二) 

駕馭網上友誼 

課題 1  網上友誼的特徵、價值與危機 

課題 2  妥善處理和健康發展網上友誼

的方法 

 

- 時事選擇題 

- 課本選擇題 

- 供詞填充題 

- 配對題 

- 短答題 

- 資料回應題 

温習重點： 

1. 課本相關課題內容 

2. 每課重點複習腦圖 

（單元三 P.30、單元四 P.26） 

3. 複習及溫習工作紙 

 

 

作答時注意： 

1. 小心審題 

2. 適當分配時間 

3. 多角度思考 

4. 用完整句子作答短答題及資料題 

5. 覆核答案 

 



2020-2021 下學期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中一級評估錦囊 

 

卷別名稱 比重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筆試 30% 30分鐘 1. 單元三 Google 試算表 

2. 單元四 Google 簡報 

3. 單元五 Google 表單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是非題 

4. 配對 

5. 情境處理 

溫習重點： 

1. 課本和作業的相

關內容 

2. 電子教室的筆記

和課業 

3. 應用程式的操作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下學期 

評估錦囊 

中一級  普通話科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評估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甲部 聆聽理解 

20% 30 分鐘 

聆聽若干段課外錄音，並回答所附問題。 

甲部、聆聽理解 40% 

乙部、語音知識 60%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判斷題 

4. 譯寫題 

5. 配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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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    文：第四課至第七課 

2.  語音知識： 

 聲調 

 聲調 

 韻母  

 漢語拼音和漢字對譯  

 粵普對譯  

1. 熟讀各課課本及作

業「寫寫看」部分。 

2. 掌握各課重點的「語

音知識」，並完成練

習 

3. 依照課本和作業所

附的「粵普對對碰」

做練習 

4. 檢討習作及評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