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年度 學年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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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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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喻、設問、引用、文言人稱代詞、文言虛詞、成

語。設題方式包括：選擇、填充、寫作句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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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客至〉、〈友情傘〉、單元五〈背道而馳〉、單元六〈生物的睡眠〉、

單元七〈鏡子小史〉 

 

【卷二 寫作】 

時限為一小時十五分，滿分為 100 分，換算為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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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字。考生須熟習記敍文、 

描寫文、抒情文、說明文的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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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書的寫作格式。 

 

【卷三 聆聽】 

時限約二十五分鐘，滿分為 20 分，換算為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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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 分。本卷主要考核考生陳述、表達立場的口語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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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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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四： 《賣炭翁》、《差不多先生傳》、《賣絲襪的老人》 

                                 單元五： 《晚遊六橋待月記》、《湖心亭看雪》 

                                單元六：  《張衡的地動儀》、《天邊彩橋》、《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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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反語 

 

形式：甲部 閱讀理解 (課外)：40 分    

       篇章一：白話文 (附注釋)  （26 分） 

       篇章二：文言文 (附注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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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的寫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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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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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克制》、《想和做》、《讀孟嘗君傳》、《「雞鳴狗盜」未可輕》及已有基礎知識 

 

形式：  甲、閱讀能力考材：70 分 

       篇章一：白話文   30 分 

    篇章一：文言文 (附注釋) 40 分 

 

乙、讀本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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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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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的寫作手法，和有關書信、啟事、通告的格式。 

 

 

試卷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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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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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考試 

中四級 中國語文 

考試範圍 

 

試卷一  (100 分，轉換成 65 分)  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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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 指定的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廉頗藺相如列傳》、《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師說》 

及已有基礎知識 

 

形式：  甲、指定閱讀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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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考材：70 分 

篇章一：白話文   47 分 

    篇章一：文言文 (附注釋) 23 分 

 

 

試卷二 (100 分，轉換成 65 分)  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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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命題寫作 

三題任選其中一題，字數不得少於 600 字。 

 

 

試卷三 (100 分，轉換成 40 分)  聆聽及綜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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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分，轉換成 30 分)  說話能力 (二十五分鐘) 

本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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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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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仁論孝論君子》 

2.《逍遙遊》 

3.《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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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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