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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Syllabus 

English Language 

A.. JS1A Edge 

1. U 1, 2, 3 (texts 1 and 2) 

2. -adverbs and adverbial phrases of time, parts of speech  (U1) 

    -prefixes, Wh-Qs, modal verbs, simple present and simple past U2) 

    -suffixes, present continuous, indefinite articles, preposition of location and movement (U3) 

    -passive voice (present + past) 

3. voc focus 

    vocabulary table (from U1, 2, 3) 

B. Grammar and usage 

Unit 1- simple present tense 

Unit 2-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Unit 3- simple past tense 

Unit 6- wh-questions 

Unit 7- modal verbs 

Unit 11-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Unit 13- subject and object pronoun 

Unit 14- possessives 

Unit 15- reflexive pronouns 

Unit 16-articles: a, an and the 

Unit 19- describing things and actions 

Unit 22- prepositions of place and movement 

C. Vocabulary booster 
Units 1, 2, 3 
 

Chinese Language 

卷一（35%）【1.5小時】 

甲部  經典背誦、詞解語譯及文化知識 (100分)(10%) 

1背默課文(《賣油翁》、《燕詩》和《木蘭辭》) 



2 

2  課內文言詞解及語譯 (《賣油翁》和《愚公移山》) 

3文化知識 (二十四孝之七 賣身葬父 (董永) 、二十四孝之八 親嚐湯藥 (漢文帝)、 

                     二十四孝之九 埋兒奉母 (郭巨)) 

乙部  閱讀理解及語文知識 (100分)(25%) 

題型:文言詞解、文言語譯、內容理解、劃分段落、歸納段旨和主旨、 

          結構分析、寫作手法分析、人物性格分析、故事道理、修辭 

1   一篇白話文(課外) (30%) 

2  多篇文言文(古文自學) (30%) 

(西京雜記《方朔設奇救乳母》、白居易《慈烏夜啼》、白居易《輕肥》) 

3   讀本問答【課內篇章】(30%) 

(《中秋與花燈》、《差不多先生傳》、《賣油翁》、《燕詩》和《木蘭辭》) 

4   實用文閱讀理解題(10%) (尋物(物件)啟事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卷二（30%）【1.5小時】 

甲部  實用文寫作(20%) ( 尋X(動物)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乙部 命題寫作(80%) (話題寫作、借事寫人)【從兩題中選作一題】 

卷三（20%）【1.5小時】 

甲部  聆聽題(30分) 

乙部  綜合能力寫作(50分) (投稿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丙部 實用文常識題(20分) (尋人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卷四：口語(佔全科15%) (取消，用日常練習取代) 

Mathematics 

Secondary Mathematics in Focus (2nd Edition) 

Ch 1, Ch 2, Ch 3, Ch 4, Ch 5, Ch 6 and Ch 11 

Relevant worksheets and exercises from 360o Consolidation Exercises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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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istory 

**考試範圍： 

**試題類別：（全卷合共60分，作答時間為1小時，特設自我挑戰題，同學可自

行選擇是否作答，得額外3分。） 

（甲）選擇題（6分） 

（乙）史事資料修正（10分） 

（丙）填充及排序（16分） 

（丁）歷史資料問答題（28分） 

 

 

 

 

 

 

 

 

核心課程（分析綜合、解難、評論） 隱蔽課程（作為該課題的引入或
總結） 

一．西周封建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 

           (學習歷程檔，頁12) 

3．史事間尺：周代大事記 

　  (學習歷程檔，頁11) 

二．秦朝的統一、統治措施與速亡 

 1． 溫習工作紙2：秦王政統一天下後的 

         統治制度、措施及影響  

        （學習歷程檔，頁17） 

2．學習模式的轉移與建立：秦始皇為何要修建 

      長城？又這對當世人民有甚麼負面影響呢？ 

（學習歷程檔，頁19） 

  

 1.  流程表（延伸練習）： 

    秦亡至西漢初的政局 

    (學習歷程檔，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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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Exam Content:  
Interactive Geography (Tourists - Friends or foes?) P. 4-7, 10-37 
Worksheet Booklet ( P.1-20)  
 
Exam Format:  
(A)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8 marks) 
(B) True or False (5 marks) 
(C)Fill in the blanks (7 marks) 
(D) Data-based questions ( 50 marks) 
 
Skills:  
Draw line graph/bar graph, Calculate Percentage Change  

History 

(1) What is History? 
Time Sense, Historical Sources, Facts or Opinion 

(2) Evolution of humans 
(3) Stone Ages and Metal Age 
(4) Ancient Civilizations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and Sumerian civilization) 

Textbook: 
P.4-P.10, P.12-18, P.20-P.24, P.26, P.28 (Meaning of Fertile Crescent), P.30  

Integrated Science 
Book 1A, worksheets, revision exercises and vocabulary lists  

L&S 

Module 1 Personal Growth (I) 
Unit 1  Understanding Yourself 
Unit 2  Building Self-esteem 
Unit 3  Building Self-confidence 
  
Module 8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alues 
Unit 1  What are Values? 

Putonghua 

筆試範圍如下-   (口試：用視頻錄像代替) 

1. 第一課至第三課課文及所有語音知識 
2. 第一課至第三課補充作業 

(重點: 聲調位置,輕聲, 聲母,單韻母, 廣普對譯, 拼音譯成漢字) 



2020至2021年度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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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形式 溫習範圍 

卷一 

（35%） 

【1.5小時】 

甲部  經典背誦、詞解
語譯及 

文化知識 (100分)(10%) 

l   背默課文 

l   課內文言詞解及語譯 

l   文化知識 

  

  

背默課文： 

《賣油翁》、《燕詩》和《木蘭辭》 

課內文言詞解及語譯： 

《賣油翁》和《愚公移山》 

文化知識： 

二十四孝之七 賣身葬父 (董永) 

二十四孝之八 親嚐湯藥 (漢文帝) 

二十四孝之九 埋兒奉母 (郭巨) 

  乙部  閱讀理解及語文
知識  

(100分)(25 %) 

  

l   一篇白話文(課外) 
(30%) 

l   多篇文言文(古文自學) 
(30%) 

l   讀本問答【課內篇章】
(30%) 

l   實用文閱讀理解題
(10%) 

  

題型: 

文言詞解、文言語譯、內容
理解、劃分段落、歸納段旨
和主旨、結構分析、寫作手
法分析、人物性格分析、故
事道理、修辭 

  

課內篇章： 

《中秋與花燈》、《差不多先生傳》、《賣油翁》、
《燕詩》和《木蘭辭》 

  

自學文言文： 

1.西京雜記《方朔設奇救乳母》 

2.白居易《慈烏夜啼》 

3.白居易《輕肥》 

  

實用文閱讀理解題： 

  

尋物(物件)啟事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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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30%
） 

【1.5小時】 

甲部  實用文寫作(20%) 

  

乙部 命題寫作(80%) 

【從兩題中選作一題，同學
須注意審題，善用合適的寫
作及修辭手法。】 

  

  

尋X(動物)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話題寫作、借事寫人 

  

  

  

卷三（20%
）【1.5小
時】 

  

甲部  聆聽題(30分) 

乙部  綜合能力寫作(50
分) 

丙部  實用文常識題(20
分)  

  

  

投稿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尋人的格式和寫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