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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2019 - 2020 年度下學期考試  

中二級考試範圍及須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各同學細閱以下各科的考試範圍及須知，勤加溫習，爭取最佳成績。 
 
中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甲、 閱讀理解：（60%）兩篇白話文 
乙、 語文運用：（20%）－修辭 
丙、 篇章理解：單元學習重點、語段分析、讀本問題（20%）－見以下範圍 
考試範圍 

 學習重點 單元四課文 
單元四 - 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描寫、語言

描寫、行動描寫和心理描寫。 
1. 《賣炭翁》 
2. 《差不多先生傳》 

單元六 - 說明的方法：定義說明、舉例說明、

數字說明、描述說明、分類說明、引

用說明、比喻說明、比較說明。 

1. 《張衡的地動儀》 
2. 《天邊彩橋》 

單元七 - 議論文的三大要素：論點、論證、論

據。  
- 論證的方法：舉例論證、對比論證、

反面論證。 

3. 《一個值得擔憂的現象——再論

包裝》 

 
卷二 
1 小時 
作文（三題選一）：人物描寫、說明文、議論文（100%） 
 
考試形式 
把答案填寫在答題紙上 

 
英文科： 

範圍 Scope 形式 Format 

I. Vocabulary & Writing 
1. Core vocabulary (Units 6 & 7) 
2. Text type focus: An invitation letter 
3. Supplementary notes and writing 

II. Grammar and Usage 
1. Longman English Spark! JS2B (Units 6 & 7)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1) 
- Gerund and to-infinitives 
- Linking words/connectives 
- Commenting on amounts 

2. Supplementary notes and exercises 

Paper 1 – Reading and Usage    (1 hour) 
Paper 2 – Listening and Writing  (1 hour) 
 
Reminders: 
1. Use a pencil for MC questions 
2. Speaking assessment (to be conducted in oral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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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科： 
一. 考試範圍 （下學期分數所佔比例比上學期多） 
 
上學期 
基礎練習 
    A       有向數、坐標簡介 
    B       近似值、多項式 
    C       代數簡介、展開 
    D       幾何簡介、對稱軸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    （中二上冊）  
第九章   畢氏定理及無理數   （中二下冊） 
下學期 
基礎練習 
    E       代數簡介、多項式 
    F       估算及量度 
    G       率及比、一元一次方程 
    H       圖形變換、幹葉圖 
 
第六章  集中趨勢的量度    （中三上冊） 
第一章    一元一次不等式    （中三上冊） 
第四章  代數分式及公式    （中二上冊） 
第十三章 面積及體積（二）   （中二下冊） 
第八章  與三角形及多邊形相關的角 （中二下冊） 
 
  
二. 考試形式 （70分滿分） 
甲部 ：選擇題    （12分） 基礎課程 
乙部(1) ：短題目   （30分） 基礎課程 
乙部(2) ：長題目         （20分） 基礎課程 
丙部 ：進階題目   （8分）     非基礎或艱深課程 
 
*乙部(2)及丙部均須詳細列出步驟。 
 
三. 考試時間 
全卷 1 小時 
 
四.考試所需文具 
1) 計算機 
2) 鉛筆 / 鉛芯筆  （適用於選擇題）  
3) 藍色 / 黑色原子筆 
4) 塗改液 / 塗改帶 
5) 擦膠  
6) 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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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人科： 
時間：40 分鐘 
範圍： 
　 《中國政制》單元內容 
　 《香港經濟表現》單元內容 
　 《世界歷史》單元內容 
與以上內容相關之課本、筆記、工作紙、參考資料及網上課堂內容 
         
形式：包括選擇題、時事題、地圖題、資料回應題、挑戰題（英語詞彙）等。 

 
綜合科學科： 
2A 單元八   電的使用  P.73 至 P.141 
 
2B 單元十   環境的察覺  P.63 至 P.140    （P.117–P.122 除外） 
 
2B 單元十一      力和運動  P.139 至 P.209 
 
 
註：其中包括課本內容、工作紙和作業。 
 
 
帶備文具：藍或黑色原子筆、鉛筆、直尺、計算機、擦膠和塗改液 
 
考試可考核的形式 : 
 
1. 是非題   
2. 選擇題   
3. 配對題    
4. 填充題   
5. 問答題   
6. 閱讀理解 
 
考試時間筆試：45 分鐘 

 
中國歷史科： 
考試範圍 
第五章第一節 - 宋室南渡與偏安 
第五章第二節 - 南宋的滅亡 
第六章第一節 - 元朝的建立與統治政策 
第六章第二節 - 元朝的覆亡 
第七章第一節 - 明朝建國與君主集權措施 
第七章第二節 - 君主集權政治的加強與影響 
第七章第三節 - 明朝的宦禍與黨爭 
第七章第四節 - 明朝的敗亡 
 
考試時間 
30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