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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2021-2022 年度 年終試考試範圍 (中一級)
科目

範圍

備注

卷一 閱讀
甲部
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乙部
考核指定「講讀」課文與《文苑》的文言經典學習材料
「講讀」課文﹝單元四至單元六﹞：
〈愚公移山〉、〈木蘭辭〉、〈楊修之死〉、〈背影〉
《文苑》上冊：
「論仁」、〈廉頗藺相如列傳〉、〈岳陽樓記〉、〈出師表〉
卷二 寫作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
圖寫作，並提供選擇文類包括記敘、描寫、說理，字數視題目要
求而定

中文

卷三 聆聽、實用寫作及語文基礎
甲部﹝聆聽﹞
試卷設一段錄音，全部試題考生均須作答。
乙部﹝實用文寫作﹞
實用文寫作︰
便條、啟事、書信、通告
試卷提供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完成寫作任務。
丙部﹝語文基礎﹞
語文基礎知識︰
詞性、同義詞、反義詞、褒義詞、反義詞、標點符號運用、修辭
成語辨析與運用︰
《漫畫成語》：47 – 94
卷四 說話
考核學生的說話能力，包括組織說話內容、表達意見、回應別人
的意見、提出見解等
考核將以個人短講形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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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1
1) 2 Reading passages (30%)
Reading skills:
A. Skimming
B. Identifying the main ideas
C. Sequencing
D. Scanning
E.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F.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by identifying a
range of cohesive devices
G. Making inference
H.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or expressions
2) Vocabulary (20%)
Vocabulary:
A. Pack your bags (Spark U6, p.31, 41, 42)
B. Connected (Spark U8, p.83, 84)

ENGLISH

3) Grammar (50%)
Grammar:
A.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Dev1A U23)
B.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s (Although) (Spark 1B p.73)
C.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Dev1A U11, 12)
D. How many / much (Dev1A U11, 12)
E. some, any, no, none (Dev1A U11)
F. Tense (Dev. 1A U1-4)
Paper 2
1.
2.
3.

Blank filling / error correction (20%)
Sentence making (20%) (Writing Worksheet U.8)
Writing an email (60%) (Writing Booklet U. 6)

Paper 3
Part A
Listening components:
Listening for numbers
Listening for names of people/places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Basic skills on data file manipulation
Paper 4
2 mins: preparation
2 mins: assessment
Section A (50%)
Read vocabulary/phrases
Section B (50%)
Read a passage 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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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1A 冊第 1-6 章、1B 冊第 7-12 章

綜合科學

筆試 :
第 4 課– 細胞、人類生殖與遺傳 (4.1–4.5)
第 5 課– 能量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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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考評局
核准之計算機
應考

不包括沒有教
授的內容

實驗試 :
第4課
中國歷史

單元三 三國兩晉南北朝
單元四 隋唐

地理

糧食問題 單元 1.1 至 5.1
地圖技能︰慣用符號、格網系統、方向
「七大洲五大洋、經緯線」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第二冊
第二課︰我與國民身份；
第五課︰自古以來的香港；
第六課︰鴉片戰爭後的香港；
第七課︰香港何去何從；
第八課︰起草《基本法》；
第九、十課︰《基本法》的基本理念；
第十一課︰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第十二課︰我們的國旗

書 P.87-190

須帶備量角器
和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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