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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S1  Half-yearly Examination  (NCD Chinese Syllabus 

    中一級 NCD 中文 上學期考試範圍 

I. 範圍     Syllabus 

 

 

 

 

 

工作紙 Worksheets  

單元一：個人與家庭 

 工作紙 1.1  國籍 

 工作紙 1.2  家庭成員與外貌 

 工作紙 1.3  介紹自己 

 工作紙 1.4  寫作 

 閱讀理解   (介紹自己、我的家庭、做家務) 

單元二：校園生活 

 工作紙 2.1  我的學校 

 

從繪本出發：跨學科 

、跨組別學習計劃 

欣賞中華文化 ─中華飲食文化 

 工作紙 (一)  食物的奧秘 

 工作紙 (二)  飲食成語 P.1 & P.2 

 工作紙 (三)  中國菜 

 工作紙 (四)  香港地道美食 

已有基礎知識 Basic knowledge 

 

II.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Paper 1 : Usage 

1.  總分：120 分 

2.  時限：一小時 (Time allowed: 1 hour)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選擇 Multiple Choice 8 

二、  配對 Matching 14 

三、  填充 Filling in the blanks 10 

四、  字詞翻譯 Translation of vocabularies 12 

五、  句子翻譯 Translation of sentences 12 

六、  重組句子 Rearranging the sentences 18 

七、  作句 Making sentences 16 

八、  閱讀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 

九、  寫作 Composition 20 

  Total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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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 Listening 

1.  總分：50 分 

2.  時限：十五分鐘 (Time allowed: 15 minutes)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15 

二 圈出答案 Circle the answer 15 

三 圈出答案 Circle the answer 10 

四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10 

  Total 50 

 

Paper 3 : Speaking 

1.  總分：30 分 

2.  時限：三分鐘 (Time allowed: 3 minutes) 

3.  試題模式:   對話 (Conversation) 



2021-2022 中一級 文憑試中文調適班(非華語學生) 

上學期考試範圍 

I. 範圍 

單元一 認識自己 1.介紹自己、家庭工作紙 

  2.《八隻小貓》工作紙 

單元一 人間有情 3. 《憫農》工作紙 

  4. 《背影》工作紙 

閱讀繪本 欣賞中華文化 5.《食物的奧祕》工作紙 

  6.《中華飲食文化》工作紙 

  7.《香港地道美食》工作紙 

 

II. 試題模式  

試卷一 語文運用及寫作 
1.  總分：120 分 

2.  時限：一小時  

單元 部份 試題模式 分數  

閱讀繪本 

及 

單元一認識自己 

一 填充 22 

80 

二 填表 20 

三 邀請卡及感謝卡

格式及內容 
26 

四 閱讀理解 12 

 

單元一 

《人間情分》 

五 

問答: 

《八隻小貓》 

《憫農》 

《背影》 

15 

20 

閱讀繪本 

 
《客至》 5 

單元二 

 
六 寫作(80字以上) 20 20 

總分 120 
 
試卷二 聆聽 

1.  總分：50 分 

2.  時限：十五分鐘  

3.  試題模式: 選擇題 / 短答 



試卷三 說話 
1.  總分：30 分 

2.  時限：三分鐘 

 試題模式:   a. 背誦課文 20 分 (《客至》) 

    b. 對話 10 分 (與朋友相處)    



2021-2022 S2 Half-yearly Examination NCS Chinese Syllabus 

中二級 NCS 中文 上學期考試範圍 

I. 範圍 Syllabus 

工作紙 Worksheets 

單元一︰自我介紹(性格) 

 課文篇章《我的愛好》 

 詞語 

 句式寫作 

 寫作 

單元二︰校園生活(學習態度︰勤奮、個人品格︰守時) 

 課文篇章《我的學習生活》、《守株待兔》、 

《今日歌》、《我的學習生活》 

 詞語 

 句式寫作 

 寫作 

 說話練習 

跨學科專題探討︰欣賞中華文化 ─ 儒家仁義 

 工作紙(一) 、工作紙(一)補充 

 工作紙(二) 

 工作紙(三) 

已有基礎知識 Basic knowledge 

 

II. 試題模式 Question Type 

1. 試卷一語文運用及寫作 (120 分) Paper I Usage and Writing  時限：1 小時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10 

二 翻譯字詞 Translation vocabulary 20 

三 填充(一) Fill in the blanks  10 

四 配對 Matching 10 

五 翻譯句子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20 

六 造句 Sentence writing 20 

七 閱讀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 

八 寫作 Writing 20 

  總分 Total 120 



 

2. 試卷二聆聽 (50 分) Paper II Listening 時限：15 分鐘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選擇題(一) Multiple choice 22 

二 填充題 Fill in the blanks 8 

三 圈出答案 Circle the answer 10 

四 選擇題(二) Multiple choice 10 

  總分 Total 50 

 

3. 試卷三口試 (30 分) Paper III Oral Examination  時限：3 分鐘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問答表達 Expression 30 

  總分 Total 30 

 



2021-2022 中二級 文憑試中文調適斑 

上學期考試範圍 

I. 範圍 

單元二 《人間情分》工作紙 

單元三 生活在香港工作紙 

單元四 《小仙童》工作紙 

 

II. 試題模式  

試卷一 語文運用及寫作 
1.  總分：120 分 

2.  時限：一小時  

單元 部份 試題模式 分數  

單元三 

生活在香港 

一 填充 24 

60 二 日記格式 9 

三 閱讀理解 27 

單元二 

《人間情分》 
四 

1.問答 15 
 

單元四 

《小仙童》 
2.問答 25 

 

單元二 

《人間情分》 
五 寫作(80字以上) 20 60 

總分 120 

 

試卷二 聆聽 
1.  總分：50 分 

2.  時限：十五分鐘  

3.  試題模式: 選擇題 / 填充 / 短答 

試卷三 說話 
1.  總分：30 分 

2.  時限：三分鐘 

 試題模式:   a. 朗讀課文 15 分 (《小仙童》) 

    b. 對話 15 分 (生活在香港)    



2021-2022 S3 Half-yearly Examination NCS Chinese Syllabus 

中三級 NCS 中文 上學期考試範圍 

I. 範圍 Syllabus 

工作紙 Worksheets 

單元二︰校園生活選修科目 

 工作紙 2.1 選科的煩惱 

 工作紙 2.2 科學精神 

欣賞中華文化 ─ 認識中國山河：人與自然 

 工作紙(二) P.3     

 工作紙(三) 

 工作紙(四) P.2 

單元三︰生活在香港—購物天堂、天氣與衣服 

 工作紙 3.1購物天堂 

 工作紙 3.2 香港的四季 

已有基礎知識 Basic knowledge 

 

II. 試題模式 Question Type 

1. 試卷一 語文運用及寫作 (120分) Paper I Usage and Writing  時限：1小時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10 

二 配對 Matching 6 

三 填充(一) Fill in the blanks (1) 10 

四 填充(二) Fill in the blanks (2) 8 

五 翻譯字詞 Translate the words 20 

六 翻譯句子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9 

七 造句 Sentence writing 12 

八 閱讀理解(一) Reading comprehension (1) 10 

九 閱讀理解(二)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15 

十 寫作 Writing 20 

  總分 Total 120 

2. 試卷二 聆聽 (50分) Paper II Listening 時限：15分鐘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選擇題(一) Multiple choice 20 

二 填充題 Fill in the blanks 15 

三 選擇題(二) Multiple choice 15 

  總分 Total 50 

3. 試卷三 口試 (30分) Paper III Oral Examination  時限：3分鐘 

 試題模式 Questions Type Marks 

一 問答表達 Expression 30 

  總分 Tota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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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中四級 非華語學生中文 

2021-2022年度上學期考試範圍 

Half Yearly Exam Syllabus  

I. 範圍 Syllabus 

工作紙 

Worksheets 

單元一︰ 

 篇章（1.1A）︰《課外活動之我見》 

 篇章（1.2A）︰《不同類型的居所—香港的居住環境》 

 篇章（1.2B）︰《認識環保生活》 

 篇章（1.2C）︰《房子和家_我們的家居》 

 篇章（1.3A）︰《與朋友關係》 

 篇章（1.3B）︰《死線戰士的自白》 

 

單元二︰ 

 篇章（2.1A）︰《香港購物的好去處》 

跨學科專題探討︰欣賞中華文化—中國宗族文化 

 工作紙（一）至（四） 

 IGCSE中文字詞表 P.12–P.37、P.42–P.43、P.51–P.52 

 已有的基礎知識 Basic knowledge﹕ 

顏色、社區設施、學校生活、飲食、健康、活動、運動、家人和朋友 
 

II. 試題模式 Question Type 

試卷一（聆聽） Paper 1 (Listening)                   時限﹕35分鐘 

1 Multiple Choice                    
40分 

2 Questions (Answer in English) 
 

試卷二（閱讀及寫作） Paper 2 (Reading & Writing)  時限﹕1小時 45分鐘 

Section A - Reading 

1 Multiple Choice 6分 

2 Matching 6分 

3 Fill in the blank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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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ference 6分 

5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分 

 

Section B - Writing 

6 Task A Writing (60-75 Chinese Characters) 10分 

7 
Task B Writing  

(125-150 Chinese Characters) 
20分 

8 Sentences Translation 10分 

Total  80分 

 

試卷三（說話） Paper 3 (Speaking)                   時限﹕6 - 10分鐘 

Task A (Picture-based discussion) 2-3 minutes 

Candidates will provide a picture that fulfils the criteria in 

the specification. 

The picture must contain the following elements: 

- People (at least two people) 

- Objec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Interactions (showing what people are doing) 

 

Task B (Conversations on topics) 3 minutes to 3 minutes 

30 seconds  

Examiners will use the randomization grid provided by 

school to determine which topic is to be examined for 

Task B.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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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中五級 非華語學生中文 

2021-2022年度上學期考試範圍 

Half Yearly Exam Syllabus  

I. 範圍 Syllabus 

工作紙 

Worksheets 

單元一︰ 

 篇章（1.1A）︰《聖誕派對》 

 篇章（1.1B）︰《體育精神》 

 篇章（1.1C）︰閱讀理解_學習中文_時地人事 

 篇章（1.1C）︰學校生活及周記 

 篇章（1.2A）︰《廣州姊妹學校交流》 

 篇章（1.2B）︰閱讀理解_活動和交流 

 篇章（1.2C）︰閱讀理解_海洋公園 

 篇章（1.2D）︰閱讀理解_學校旅行 

 篇章（1.2E）︰運動會_通告 

 篇章（1.2F）︰《給祖母的書信》 

 列表 ( 1.3A ) ︰學校規則和壓力 

 

單元二︰ 

 列表（2.1A）︰《各行各業》 

 篇章（2.1B）︰《未來的工作》 

 篇章（2.1C）︰《兼職》 

 篇章（2.1D）︰《工作》 

 寫作工作紙 

 IGCSE中文字詞表 P.29–P.44 

 已有的基礎知識 Basic knowledge﹕ 

顏色、社區設施、學校生活、飲食、健康、活動、運動、家人和朋友 
 

II. 試題模式 Question Type 

試卷一（聆聽） Paper 1 (Listening)                   時限﹕35分鐘 

1 Multiple Choice                    
40分 

2 Questions (Answer in English) 
 

 



 

2 

 

試卷二（閱讀及寫作） Paper 2 (Reading & Writing)  時限﹕1小時 45分鐘 

Section A - Reading 

1 Multiple Choice 6分 

2 Matching 7分 

3 Fill in the blank 10分 

4 Reference 7分 

5 Reading comprehension  10分 

 

Section B - Writing 

6 Task A Writing (60-75 Chinese Characters) 10分 

7 
Task B Writing  

(125-150 Chinese Characters) 
20分 

8 Sentences Translation 10分 

Total  80分 

試卷三（說話） Paper 3 (Speaking)                   時限﹕10分鐘 

Task A (Picture-based discussion) 2-3 minutes 

Candidates will provide a picture that fulfils the criteria in 

the specification. 

The picture must contain the following elements: 

- People (at least two people) 

- Objec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Interactions (showing what people are doing) 

 

Task B & C(Conversations on topics) 3 minutes to 3 

minutes 30 seconds  

Examiners will use the randomization grid provided by 

school to determine which topic is to be examined for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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