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3_測考評估組_考試錦囊_中⼀級_T1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卷I

卷II

卷III

60分鐘 本卷共有語體文篇章及文⾔文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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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華語組：
部分考核題型參照G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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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華語組：
温習次序
1.        熟讀《輕鬆學漢語1》（課本及練習冊）
課  本
2.         溫習《語文基礎知識冊》
3.         檢討測驗
4.         作答時留意時間分配

1⼩時
15分鐘

甲部
1.        記敘文
2.        描寫文

⼄部
1.        書信2.        啟事
----------

非華語組：
甲、命題作文(70%)
1. 記敘及抒情

⼄、實⽤文(30%)
1. 便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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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字或以
上）。
⼄部實⽤文寫作：
根據題⽬要求，擬寫⼀篇實⽤文。
----------

非華語組：
甲部只有⼀題，作文⼀篇（80-150字或以上）。

⼄部實⽤文，考⽣必答，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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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華語組：
温習次序
1.溫習已學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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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熟讀實⽤文格式

7分鐘

朗讀篇章及詞語範圍： 
《⼀件⼩事》 
《差不多先⽣傳》 
----------

非華語組：
朗讀篇章範圍：
《輕鬆學漢語1》單元⼆ 第四⾄六課

1. 文章朗讀 
2. 詞語朗讀 
----------

非華語組：
1.        篇章朗讀
2.        詞語朗讀

注意發⾳要正確、吐字要清晰
----------
非華語組：
注意發⾳要正確、吐字要清晰

甲部：讀本問題
《差不多先⽣》、《岳⾶之少年時代》、
《燕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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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知識
1.        修辭：比喻、疊字、
2.        標點：頓號、分號、冒號、感嘆號
3.        文⾔詞匯：⼈稱代詞
4.        課外諺語格⾔  (第11⾄20)
-------

非華語組：
甲、語文知識（50%）
1.        《輕鬆學漢語1》單元⼀、⼆
2.        已有知識

⼄、閱讀理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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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Paper I

Paper II

Paper III

Paper V

60 min

Section A (sentence making): with pictures, words and phrases,
students need to compose 5 sentences using the grammar items
specified. Section B(composition): Write about an activity in 120 words
using the text type (Blog entry)

60 min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Texts) (Camping trip; Sports)  Part
B Grammar & Usage  1. Tenses (Simple past tense ; Future tense)2.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3. Articles (a / an /the) 4.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5. vocabulary (Module 2 Dictation 3 & 4)

Study 1)Textbook  (Link
Unit 4 and Module 2
booklet Fun with sports);
2) Grammar Book Unit
3,5,6,10,11

60 min
Part A Short tasks  1. Filling in the form  2. Multiple choices 3. Taking
notes in a note sheet 4. Completing a letter with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Data file , the recording and the note sheet.

1. Reading
aloud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minute)

Themes: 1. It's school

Paper IV 45 minutes Dictation 1 - 4, Vocabulary Unit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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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60分鐘

第⼀章 基礎計算

第⼆章 有向數

第三章 代數式

第四章 ⼀元⼀次⽅程(⼀)

第五章 ⾯積與體積 (⼀)

第六章 多項式的運算 (6.1-6.2)

分為三部分

(⼀) 選擇題 (20分)

(⼆) 短答題(46分)
       不需寫出計算步驟，只須填上答案

(三) ⻑答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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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藍⾊或⿊⾊原⼦筆

-鉛筆

-擦膠

-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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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社會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60分鐘 熟讀溫習筆記、課本單元 1 、單元 2 、單元 11 (加補充筆記) 甲、時事選擇題

乙、課文選擇題

丙、供詞填充題

丁、是非題

戊、配對題

⼰、資料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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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只設⼀卷 60分鐘 單元⼀：科學入⾨ 本卷分四部分︰ 溫習

甲部：選擇題 (20分) 1. 課本1A

單元⼆：⽔

⼄部：是非題 (10分) 2. 練習簿1A

單元三：觀察⽣物

丙部：填充題 (10分) 3. 上學期測驗

丁部：問答題 (50分) 4. 單元1⾄3⼯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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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 時 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1 ⼩時 1.        春秋戰國 
A.        春秋時代周天⼦的地位變化 
B.        春秋霸主⼝號及事跡 
C.        戰國時代的政局及三家分晉 
D.        春秋、戰國政局的不同 
E.        戰國七雄的地理位置 
F.        商鞅變法 
G.        合縱連橫 
H.        遠交近攻 
I.        秦滅六國的先後次序 
 
2.        秦統⼀天下的原因 
A.        地理優勢 
B.        ⼈才獻計 
C.        六國⼒弱 
D.        ⺠⼼所向 
 
3.        秦朝的統治措施 

試卷包括下列部分：
 . 多項選擇題
 . 供詞填充題
 . 歷史時序題
 . 填表題
 . 圖片題
 . 歷史資料題

温習次序：
 1. 溫習⼯作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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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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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溫習重點

30分鐘
1. Google雲端硬碟 1. 選擇題

2. Google 文件 2. 填充題 2. 電⼦教室的筆記和課業

3. Google 繪圖 3. 是非題 3. 應⽤程式的操作

4. 資訊素養 4. 配對/填表

5. 情境處理

1. 課本、作業及⼯作紙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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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筆試

⼝試

45 min

聆聽若⼲段課外錄⾳，並回答所附問題。

1.        課文：第⼀課⾄第四課
2.        語⾳知識：

        聲⺟：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
        複韻⺟：ai ei ao ou ui ie  üe *
        聲調 *
        漢語拼⾳和漢字對譯
        粵普對譯 *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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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聆聽錄⾳時，可記下重點以助回答；
3.  ⼩⼼勿寫錯別字
4.  讀各課課本「重點詞語」及作業的「寫寫看」部分；
5.  掌握各課重點的「語⾳知識」，並完成練習。

課本：第⼀課⾄第四課
甲部：朗讀段落
⼄部：朗讀詞語 熟讀各課課文及課文詞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