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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中期考試及考試範圍

年 月 日至20日為本校中二級中期考試。考試期間中二級學生須於上午8:15前抵達試場，否則作
遲到論。考試期間之放學時間將有所調動，請 貴家長留意。
考試時間及科目詳見下表：
2017 12 11

考試日期

每日早會
12月11日（星期一）

考試時間

考試科目/溫習
考試科目 溫習

8:15 – 8:45
8:45 – 9:45
10:00 – 10:45
10:45 – 11:30
8:45 – 9:45
10:00 – 10:45
10:45 – 11:30
8:45 – 9:45
10:00 – 11.00
11:00 – 11.45
8:45 – 9:45
9:45 – 11:00
8:45 – 9:45
9:45 – 11:00
8:45 – 9:30
9:30-10:45
8:45 – 9:45
10:00
8:45 – 9:30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I）
英文聆聽及綜合能力
留校溫習
留校溫習
宗教
12月12日（星期二）
英文寫作
留校溫習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II）
12月13日（星期三）
數學
留校溫習
歷史與文化
12月14日（星期四）
留校溫習
綜合科學
12月15日（星期五）
留校溫習
英國語文
國語文
12月18日（星期一）
留校溫習
通識
12月19日（星期二）
開始
中文科口試 (學生完成口試後放學)
12月20日（星期三）
英文閱讀
附註：
(1) 隨函附上考試範圍（見本通告背面）
，祈督導 貴子弟努力溫習，按時赴考。
(2) 12月21日(星期四)上午8:30-11:30，各同學須回校出席學校聖誕崇拜及聯歡會。
(3) 12月22日至2018年1月1日為聖誕及新年假期，2018年1月2日(星期二)照常上課。
此告
中二級各家長

校長 王頌恩
2017年11月6日

--------------------------------------------------------------------------------------------------------------------中二級 中期考試及考試範圍回條

本人已知悉 貴校中期考試安排及學生考試範圍，並當督導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
努力溫習，按時赴考。
此覆
九龍三育中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2017 年 11 月
日

S.2A

九龍三育中學
2017-2018 中二級（S.2A）
）中期試考試範圍

科目
中文

考
試
範
圍
卷一(閱讀)︰ 閱讀理解：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讀本問題：〈燕詩〉、〈小仙童〉、〈粽子裏的鄉愁〉、〈守株待兔〉、〈鄭人買履〉、
〈記承天寺夜遊〉及〈墨翁傳〉之課文內容及語譯。
卷二(寫作)︰ 實用文：啟事；命題作文：本部有兩題，考生任選一題，題目類型為借事抒情。
卷四(說話)： 個人短講
G.E.:

英文

數學

1.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2. Past continuous tense & Simple past tense
3. When & while
4. As, because & since
5. So, therefore & as a result
6 . Present perfect tense
7. Time words
8. Prepositions
9. Conditional Type 0 & 1
Reading: 3 passages (text 1-3 are compulsory parts)
Writing: 1. Write at least 120 words.
2. Choose 1 question to write on from 2 given questions.
Listening: Integrated tasks (A vocabulary list will be given for revision)
Speaking: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Present some ways to be green at school
- Present some places a tourist should visit in Hong Kong
2. Group discussion
- Give advice to your friend who wants to run away from home
- Discuss which country students will choose for travelling for a class trip
2-6

第 課
《今日香港》
通識 1.2. 填充
英語詞彙配對
3. 資料題：數據分析及原因分析
史化 課本：P.4-59；作業：P.2-26 及筆記
宗教 課本：P.3-6、9-10；工作紙及存心節
7: Living things and air (7.1-7.6) and workbook
科學 Unit
Unit 8: Making use of electricity (8.1-8.6) and workbook

九龍三育中學
2017-2018 中二級中期試考試範圍

科目
中文

考
試
範
圍
卷一(閱讀)︰ 閱讀理解：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讀本問題：〈燕詩〉、〈小仙童〉、〈粽子裏的鄉愁〉、〈守株待兔〉、〈鄭人買履〉、
〈記承天寺夜遊〉及〈墨翁傳〉之課文內容及語譯。
卷二(寫作)︰ 實用文：啟事；命題作文：本部有兩題，考生任選一題，題目類型為借事抒情
卷四(說話)： 個人短講
G.E.:

英文

數學
通識
史化
宗教
科學

1.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2. Past continuous tense & Simple past tense
3. When & while
4. As, because & since
5. So, therefore & as a result
6 . Present perfect tense
7. Time words
8. Prepositions
9. Conditional Type 0 & 1
Reading: 3 passages (text 3 is a bonus part)
Writing: 1. Write at least 120 words.
2. Choose 1 question to write on from 2 given questions.
Listening: Integrated tasks (A vocabulary list will be given for revision)
Speaking: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Present some ways to be green at school
- Present some places a tourist should visit in Hong Kong
2. Group discussion
- Give advice to your friend who wants to run away from home
- Discuss which country students will choose for travelling for a class trip
2-6

第 課
《今日香港》
1. 填充
2. 英語詞彙配對
3. 資料題：數據分析及原因分析
課本：P.4-59；作業：P.2-26 及筆記
課本：P.3-6、9-10；工作紙及存心節
第 7 章：生物與空氣及作業 (7.1-7.6)
第 8 章：電的使用 (8.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