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年度 上學期考試範圍 

中一級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 

 時限為一小時十分，滿分為 100 分，換算為 60 分。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閱讀

能力，包括：理解、分析、感受、鑑賞、運用不同閱讀策略等。 

甲部：閱讀理解 

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言、白話兼備，佔全卷分數百分之三十。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表、填充、語譯等。 

乙部：語文運用 

 佔全卷分數百分之四十。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範圍包括：明喻、反問、擬人、擬物、著色詞。設題方式 

 包括：選擇、填充、句子改寫等。 

丙部：課本問答 

佔全卷分數百分之三十。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問答、填表等。 

考核課文：單元一〈羚羊木雕〉、單元二〈在風中〉及〈黃金海岸〉 

 

【卷二 寫作】 

時限為一小時十五分，滿分為 100 分，換算為 70 分。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命

題寫作及實用文寫作能力。 

甲部：命題作文 

佔全卷分數百分之七十。 

三題任選其中一題，字數 (包括標點符號) 不得少於 300 字。考生須熟習記敍 

文、描寫文、抒情文的寫作手法。 

乙部：實用文寫作 

佔全卷分數百分之三十。 

此為必答題，字數 (包括標點符號) 不得少於 200 字。考生須熟習書信、啟事 

     的寫作格式。 

 

【卷三 聆聽】 

時限約二十五分鐘，滿分為 20 分，換算為 10 分。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理解、整

合和分析聆聽資料的能力。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選擇、填充、問答等。 

 

【卷四 說話】 

滿分為 20 分，換算為 10 分。本卷主要考核考生陳述、表達立場的說話能力。 

形式為個人短講，時限為兩分鐘。短講開始前，考生有五分鐘準備。 

本卷共設六題，由老師隨機抽取其中一題。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2020-2021 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二級 中國語文 

考試範圍 

試卷一  (100分，轉換成    60分)   閱讀能力    (限時：一小時十分) 

範圍                                                     基礎單元： 《吃蟹》、《貓》 

                                                                                                                                                    單元一： 《燕詩》、《小仙童》 

                                 單元二： 《水調歌頭》、《武陵春》、《天淨沙》 

                                單元三：  文言虛詞、一字多音、一詞多義    

     語文運用：    修辭手法 (比喻、借代、排比、對偶、誇張、擬人、頂真、襯托等)、 

擬聲詞、疊字 

 

形式：甲部 閱讀理解 (課外)：40 分    

       篇章一：白話文 (附注釋)  （25 分） 

       篇章二：文言文 (附注釋)  （15 分） 

    形式包括選擇、填充、問答、翻譯等。 

       

乙部 語文運用：30 分 

單元一、單元二「語文祕笈」、白話文、文言文基礎知識。 

形式包括選擇、填充、翻譯、作句等。 

 

  丙部 課本問題：30 分 

    擬題選自考試範圍內的課文主旨、內容探究、詞語解釋、寫作手法等。 

    形式以問答為主。 

 

  試卷二  (100 分，轉換成    70 分)   寫作    (限時：一小時十五分) 

甲部 命題作文：70 分 

  兩題任選其中一題，字數 (包括標點符號) 不得少於 400 字。同學須熟習 

       記敍文、描寫文、抒情文、論說文的寫作手法。 

 

乙部 實用文寫作：30 分  

       此為必答題，字數 (包括標點符號) 不得少於 300 字。同學須熟習書信、 

  啟事、通告、活動報導的寫作格式。 

 

  試卷三  (30 分，轉換成 10 分)   聆聽    (限時：約二十五分) 

        聆聽兩段錄音，回答有關問題。形式包括：選擇、填充、問答、簡短寫作等。 



  試卷四  (20 分，轉換成 10 分)   聆聽    (限時：約八分) 

        根據題目表達個人看法，說話時限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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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2020-2021 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三級 中國語文 

考試範圍 

 

試卷一  (100 分，轉換成 60 分)  閱讀能力  (一小時十分鐘) 

範圍： 課文《習慣說》、《愛蓮說》、《醜石》、《光管》、《說虎》及已有基礎知識 

 

形式：  甲、課本問題：30 分 

       擬題選自考試範圍內的文章的詞語解釋、語譯、內容或寫作手法等。 

 

乙、閱讀理解：70 分 

    篇章一：白話文   38 分 

    篇章一：文言文 (附注釋) 32 分 

 

 

試卷二 (100 分，轉換成 70 分)  寫作 (一小時十五分鐘) 

甲、命題寫作 (70 分) 

兩題任選其中一題，字數不得少於 550 字。 

乙、實用文寫作 (30 分) 

 

同學須熟習有關借事說理、借物抒情的寫作手法，和有關書信、啟事、通告的格式。 

 

 

試卷三 (30 分，轉換成 10 分)  聆聽 (約二十五分鐘)： 

聆聽兩段錄音，回答有關問題。形式包括：選擇、填充、問答、簡短寫作等。 

 

 

試卷四 (20 分，轉換成 10 分)  聆聽 (約十分鐘)： 

根據題目表達個人看法，說話時限兩分鐘。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2020-2021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四級 中國語文 

考試範圍 

考試包括四卷，全屬必考。  

 

試卷一 閱讀能力，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 

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閱讀能力，包括理解、分析、感受、鑑賞、運用不同策略等

能力。 

試卷分甲、乙兩部分。 

甲部考核指定的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唐詩三首》、《宋詞三首》，佔全卷百分之三

十。 

乙部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佔全卷百分之七十。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表、填充等。 

 

試卷二 寫作能力，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 

本卷主要考核考生構思、表達、創作等能力。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並

提供選擇。本卷設題三題，考生任選一題，作文一篇，字數不得少於 600（標點

符號計算在內）。文言、語體不拘。 

 

試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考試時間約一小時三十分鐘。 

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聆聽（佔本卷 30%）及綜合能力，包括理解、審辨、組織、

文字表達等能力。 試卷設一段錄音及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回答問題，並完成

寫作任務（佔本卷 70%），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試卷四 說話能力，考試時間約為二十五分鐘。 

口語溝通主要考核考生在討論中的表達、應對、溝通等能力。考生以 5人為一組，

準備時間 10分鐘，以理解所提供不同形式的討論材料。全組的討論時間為 15

分鐘，每位考生設有 1分鐘首輪發言時間。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2020-2021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五級 中國語文 

考試範圍 

考試包括四卷，全屬必考。  

 

試卷一 閱讀能力，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閱讀能力，

包括理解、分析、感受、鑑賞、運用不同策略等能力。 

試卷分甲、乙兩部分。甲部考核指定的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及單元課文，包括: 

1.《敬業與樂業》 

2.《師說》 

佔全卷百分之三十。 

乙部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佔全卷百分之七十。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表、填充等。 

 

試卷二 寫作能力，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構思、表達、

創作等能力。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並提供選擇。本卷設題三題，考生

任選一題，作文一篇，字數不得少於 650（標點符號計算在內）。文言、語體不

拘。 

 

試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考試時間約一小時三十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

的聆聽（佔本卷 20%）及綜合能力，包括理解、審辨、組織、文字表達等能力。 

試卷設一段錄音及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回答問題，並完成寫作任務（佔本卷

80%），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試卷四 說話能力，考試時間約為二十五分鐘。 口語溝通主要考核考生在討論中

的表達、應對、溝通等能力。考生以 5人為一組，準備時間 10分鐘，以理解所

提供不同形式的討論材料。全組的討論時間為 15分鐘，每位考生設有 1分鐘首

輪發言時間。 



2020-2021年度 模擬試範圍 

中六級 中國語文 

 

試卷一 閱讀能力，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的閱讀能力，

包括理解、分析、感受、鑑賞、運用不同策略等能力。 

試卷分甲、乙兩部分。甲部考核指定的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及單元一課文， 

除《岳陽樓記》、《六國論》以外的指定課文。 

佔全卷百分之三十。 

乙部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佔全卷百分之七十。 

全部試題均須作答。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表、填充等。 

 

試卷二 寫作能力，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構思、表達、

創作等能力。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並提供選擇。本卷設題三題，考生

任選一題，作文一篇，字數不得少於 600（標點符號計算在內）。文言、語體不

拘。 

 

試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考試時間約一小時三十分鐘。本卷主要考核考生

的聆聽（佔本卷 20%）及綜合能力，包括理解、審辨、組織、文字表達等能力。 

試卷設一段錄音及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回答問題，並完成寫作任務（佔本卷

80%），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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