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S1 NCD Chinese (Adapted)  Yearly Exam. Syllabus 

中一級 非華語學生中文(調適課程) 學年考試範圍 

1.試卷一( Paper 1: Usage and writing )     考試時限：60 分鐘             總分:120 

         試題模式        Question Type                               Mark 

一、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s 10 

二、 看圖填詞 Give the correct answer for each picture 
 14 

三、 配對 Matching 5 

四、 找相同部件 Find out the common part of the word  6 

五、 重組句子 Rearrange the sentences 10 

六、 翻譯字詞 Translate the words into Chinese or English 10 

七、 翻譯句子 Translate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6 

八、 供詞造句 Making sentences with words provided 6 

九、 填寫量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classifiers 10 

十、 填充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words provided 6 

十一、 閱讀理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11 

十二、 寫作 Writing  16 

溫習範圍 

單元三：個人與家庭 

閱讀理解篇章-- 3.1 我的童年、3.2 生日願望 

單元四：個人與社會 

4.1-4.8 工作紙 

重點溫習: 十二生肖、賀年食品、寫揮春、新年祝賀詞 

閱讀理解篇章-- 4.3 過新年、4.6 長洲遊 



單元五：生活態度 

5.1-5.5 工作紙 

重點溫習: 守規則、參觀圖書館 

其他基本語文知識: 

身體五官的名稱、各種課外活動/愛好的名稱、科目的名稱、天氣、量詞

運動會的項目、水果的名稱…… 

 

2.試卷二 ( Paper 2: Listening )                              時限：15 分鐘 

 Questions Type Marks
1 Multiple Choice                    

50 2 Fill in the blank  

3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3. 試巷三( Paper 3:Oral Examination) 

 Questions Type Marks
Section A Read vocabulary 10 
Section B Read a passage  10 
Section C Expression 10 

 

 
 



 2017-2018 中二 中文科 (NCD) 課程 
學年考試 

 
卷一：語文運用及寫作 120 分 
考試範圍：  
1.單元五：休閒活動 (工作紙 4、5、6) 
2. 單元六：旅遊 秋季旅行_上 下  (工作紙 1、2) 
3. 爸爸我錯了 
4. 阿波羅計劃 
 
考試題型： 
1 填充 10 分 
2 分類 6 分 
3 選擇 10 分 
4 排句 6 分 
5 翻譯(字詞、句子) 16 分 
6 重組句子 4 分 
7 看圖造句 12 分 
8 看圖寫字 18 分 
9 閱讀理解 18 分 
10 寫作(不少於 80 字) 20 分 
 

卷二：聆聽 50 分 
選擇及填充題 
 
說話考試：30 分 
1 朗讀 10 分 
2 對話 20 分 



2017-2018  S3 NCS Chinese (Adapted)  Yearly Exam. Syllabus 
中三級 非華語學生 中文(調適課程)  學年考試範圍 

 
工作紙 Work sheet 
單元四 天氣與衣服(Weather and clothes) 
單元五 香港旅遊(Hong Kong Tourism) 
單元六 家庭樂(Family happiness) 
單元七 理想與職業(Idea and career) 

已有基礎知識 (Basic knowledge) 
 

試卷一(語文應用)  Paper I (Usage)  時限:1 小時 

二零一八年六月十四日 ( 8:3 – 9:45pm ) 

分數：120

一、 量詞 Quantifier 12 

二、 字詞翻譯 Words Translation 10 

三、 句子翻譯 Sentences Translation 12 

四、 排比句 Row of sentences 9 

五、 疑問詞 Question words 7 

六、 作句 Making sentences 
(Conjunction) 6 

七、 形容詞 Adjective 24 

八、 閱讀理解(英文作答)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 

九、 閱讀理解(中文作答)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 

十、 寫作 Writing 20 
 

試卷二(聆聽)  Paper II (Listening) 時限：15 分鐘 
分數：50 

一、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36 

二、 填充 Fill in the blanks 14 
 
試卷三(口試)  Paper III (Speaking)  

分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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