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 學年

中一級 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卷一：閱讀能力

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一至三)
語文知識：甲.文言知識(單元一)、乙.語文運用(單元一及二)
課文問答：《楊修之死》、《岳飛之少年時代》、《木蘭辭》
初中熟記精華片段(中一上學期)
自學課題：
「每日一進」成語 1-33；名人語錄：3,13,15,16(4 句)；
古文選讀 3,4(2 篇)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一至三)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記敘、描寫或抒情等體裁、看圖寫作
實用文：書信

卷三：聆聽能力

考核考生聆聽理解能力

卷四：說話能力

考核考生說話能力(個人短講)

中國語文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 (1) Verb Forms and Tenses (2) Pronouns
B) Language
(3) Articles (Self-study) (4) Vocabulary
Writing
Compulsory Part involving
1) writing a descriptive writing, 2) blog/ diary, narrative,
3) article, 4) leaflet, 5) reply letter or email
Listening
Short Tasks involving
1) labeling diagrams, 2) completing forms and tables,
3) ordering items, 4) correcting mistakes etc
Speaking (Take-home Prepar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round 1-2 minutes)

English

核心課程

Ch 0 – 4

數學
中國歷史

世界歷史
綜合科學

第一章第一節：
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起源及中華民族的演進歷程
至 第三章第一節：春秋戰國時期的兼併戰爭
課題一：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1.石器時代的分期及演進：從遊牧走向農耕
2.古代文明的興起及世界主要文明的分佈
3A.新月沃土文明；B 尼羅河流域文明
教科書 1A：第 1 章,
第 3 章 (3.1, 3.2(A-C))

地理
課本 P.4-11,P.14-21, P.30-33
(S.1B, 1D)
Geog
Textbook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S1A, 1C) Unit 1 – Unit 4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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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Ch1.3 整除性的判別
方法，Ch3.3B 一些常
見的數列
第三章第二節
〈商鞅變法〉
課題四：
香港主要民系與姓族
第3章
(3.3：P. 177-180)
課本 P.34-37
Textbook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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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生活與
社會

普通話



個人與群性發展─
單元 1：個人成長(一)
 課堂筆記：自尊與自信
香港社會政治體系─
單元 21：公民權責
 課堂筆記：什麼是身分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課堂筆記：兒童權利

聆聽：考核學生聆聽普通話能力
語音知識：
(1) 工作紙(一)(二)(三)(四)(五) 及
課本 P.107
(粵普對照題)工作紙(1)、(2)
詞匯補給站
(2) 課文詞語 P.5，P.15，P.30
(第一課及第二課)
(3) 課文說說看「普通話怎麼說」P.6，P.16，P.31
(4) 課文語音知識：P.8，P.18，P.33

備註： #多項選擇題：必須帶備 HB 鉛筆及軟身膠擦

以上之考試範圍只作參考，一切以科任老師堂上宣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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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卷一：閱讀能力

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一至三
課文問答：《李逵壽張喬坐衙》、《世說新語》（四則）
語文運用：單元一至三；
文言知識：單元一至三；
初中熟記精華片段(中二上學期)
自學課題：
《每日一進》名人語錄 3,7,8,9(4 句)、成語(1-33)
《每日一進》古文選讀 (1,2,4) 古詩選讀 (2,5,7)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一至三)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記敘、描寫或抒情等體裁
實用文：建議書、書信、啟事

卷三：聆聽及
綜合能力考核

考核考生聆聽理解能力；
考核考生理解、審辨、組織、文字表達等能力
實用文：書信、建議書

卷四：說話能力

考核考生說話能力(個人短講)

中國語文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Language Skills：(1) Verb Forms and Tenses
(2) Reported Statements (3)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 Adverbs
(4)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5) Self-study: Pronouns (6) Vocabulary

Writing
Compulsory Part involving
1) writing a descriptive writing, 2) blog/ diary, narrative,
3) article, 4) leaflet, 5) reply letter or email etc

English

Listening
Short Tasks involving
1) labeling diagrams, 2) completing forms and tables, 3) ordering items,
4) correcting mistakes, 5) note-taking and use of given data etc
Speaking(Take-home Preparation)
1) Phonics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bout 2 minutes)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Book 1B: Ch 9, 11
Book 2A: Ch1, 2, 5

立方和及立方差因式分解

中國歷史

第一章第一節：隋的統一 至
第二章第二節：安史之亂與中衰

第二章第三節：唐的衰亡

世界歷史

課題一：文藝復興
課題二：革命的時代 (P. 48-75)

綜合科學

第 2A 冊：第 7 章(7.1-7.2A),
第 8 章(8.1-8.8)

數學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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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增潤題

課題二：法國革命的成因
(P.76-82)
第 8 章(8.9：P.15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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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Geog
(S.2A, 2C)

Textbook Trouble of Water
Unit 1-3 P.2-33

水的煩惱
地理
(S.2B, 2D) Unit 1.1-4.3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What are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
P.34-37
氾濫及旱災對中國的影響
P.24-25



議題教學─
網上交友

生活與
社會



中國社會政治體系─
單元 24：中國國民的生活
 課堂筆記：城鄉差距
 課本(P.2-22)

普通話

聆聽：考核學生聆聽普通話能力
語音知識：
(1) 工作紙(一)(二)(三) 及
課本 p.107
(粵普對照題)自學工作紙(1)、(2)
詞匯補給站
(2) 課文詞語 P.5，P.15，P.31
(第一課及第二課)
(3) 課文語音知識：P.8，P.18，P.32
(4) 課文說說看「普通話怎麼說」
P.6，P.16，P.30

課堂筆記：中國的宏觀經濟

備註： #多項選擇題：必須帶備 HB 鉛筆及軟身膠擦

以上之考試範圍只作參考，一切以科任老師堂上宣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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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科目

卷一：閱讀能力

中國語文
卷二：寫作能力

卷三：聆聽及
綜合能力考核
卷四：說話能力

English

上學期考試範圍

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二、七、八)
語文知識：
甲.文言知識(單元七、八、九)、乙.語文運用(單元七、八、九)
課文問答：《墨子止楚勿攻宋》、《五代史伶官傳序》
初中熟記精華片段(中三上學期)
自學課題：
成語：1-33；名人語錄：4,5,8,10(4 句)
《每日一進》古文選讀 (3,6) 古詩選讀 (6,7)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二、七、八)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記敘、描寫、抒情、說明或議論等體裁
實用文：通告、啟事、演講辭、投訴信、評論、建議書
考核考生聆聽理解能力；
考核考生理解、審辨、組織、文字表達等能力
實用文：通告、啟事、演講辭、投訴信、評論、活動報告、回覆
投訴信
考核考生說話能力(個人短講)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 blogs, emails, poems, newspaper articles, essays, book reviews, letter to the
Editor etc
B) Language Skills：
Reported Speech
- Statements - Commands and Requests - Questions
Verb Forms
- Tenses - Active & Passive Voice - Conditional Sentences etc
Relative Clauses
Self-Study –Parts of Speech
Writing
Writing a report, a letter of advice, letter to the Editor, an article etc.
Listening
Short tasks and tasks involving note-taking
Speaking(Take-home Preparation)
Part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2 minutes)
Part 2: Reading Aloud
核心課程
Book 2B: Ch9, 11, 12
Book 3A: Ch1, 2, 3

數學

生活與
社會

20-21 年度

範圍



議題教學─
提升抗逆力



全球經濟─
單元 19：世界貿易
 課堂筆記：世界貿易(1)、
世界貿易(2)
 課本(全本)

S1-5 上學期考試範圍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Ch 3.4 稅收

中國對外貿易、公平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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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中國歷史

自學課題

第一章：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
的統治政策
第二章第三節：太平天國
第二章：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Geog
CH5.1, 5.4
(S.3A, 3C)
地理
CH5.1, 5.4
(S.3B, 3D)

Ch5.5 P.59, 63
Ch5.5 P.59, 63

經濟

基本經濟概念、三個基本經濟問題與 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3.1-3.2)
私有產權、生產與分工

生物

第 3A 冊：
12.1-12.2 (P.2-28), 12.4 (P.47-59)
作業：
12.1-12.2 (P.2-10), 12.4 (P.17-20)

12.4B (P.56-59)

化學

P.2-29
13.1 原子和元素
13.2 周期表

化學文章第 1 至 16 篇

單元十二、單元十三、單元二十一

單元二

課本：頁 1-31, 工作紙：1-1

單向反光鏡

商業概論
物理

英語增潤題

聆聽：考核學生聆聽普通話能力
語音知識：
(1) 工作紙(一)(二)(三) 及
課本 p.107
(粵普對照題)自學工作紙(1)、(2)
詞匯補給站
普通話
(2) 課文詞語 P.5，P.15，P.29
(第一課及第二課)
(3) 課文語音知識：P.8，P.18，P.32
(4) 課文說說看「普通話怎麼說」
P.6，P.16，P.30
備註： #多項選擇題：必須帶備 HB 鉛筆及軟身膠擦

以上之考試範圍只作參考，一切以科任老師堂上宣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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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卷一：閱讀能力

中國語文

卷二：寫作能力
卷三：聆聽及綜合能力考核

參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卷四：說話能力

English

HKDSE Syllabus

數學

4A 書 Ch1, 2, 3 (Ch2.4 除外), 3B 書 Ch7.1 - 7.4

中國歷史

單元一至單元三
單元一：周代封建；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單元二：秦漢的統治政策；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單元三：北朝的漢胡融和；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通識教育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1：生活素質
 課本(頁 12 至頁 95)

經濟

新簡明經濟學 4 上 (第一章至第六章)

地理

課本第 1 冊
營商環境 1a：第 1 至 3 章

企會財

管理導論 1b：第 6 章
會計導論 1c：第 2 至 5 章

生物

課本 1A：第 1 章至第 4 章

化學

第一至十一課

物理

課本 1 (第 1 至 5.1 課/p.175-178)，課本 2 (第 1 課)

資通

必修部分

歷史

主題乙：第一章(P.1-33)及第二章(P.34-112)

視藝

Graphic Design, Painting, Art Critique

第一冊：Ch1- 3, 7

備註： #多項選擇題：必須帶備 HB 鉛筆及軟身膠擦

以上之考試範圍只作參考，一切以科任老師堂上宣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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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上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English
數學

卷一：閱讀能力
卷二：寫作能力
卷三：聆聽及綜合能力考核
卷四：說話能力
HKDSE Syllabus

參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4A 書全部, 4B 書全部, 5A 書 Ch1, 2.1 - 2.2, 5

數學(單元一) Ch. 0 - 5, 6.1, 6.2
中國歷史

甲部：周代封建至唐代衰亡
乙部：袁世凱的帝制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1：生活素質
 課本(頁 12 至頁 95)


通識教育

單元五：公共衛生
 主題 1：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主題 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課本(全本)



經濟
旅遊
與款待
地理
企會財
生物
化學
物理
資通
歷史
視藝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主題 1：能源科技的影響
 主題 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課本(全本)
新簡明經濟學 4 上、4 下
新簡明經濟學 5 上(第一章至第五章)
旅遊與款待課本 1 全部
旅遊與款待課本 2+(第 14 至 22 課)全部
課本第 1 冊 — 課本第 4 冊
基礎個人理財 1d：第 1 至 4 章
財務會計 2a：第 4 至 8 章
課本 1A：第 1 章至第 5 章
課本 1B：第 6 章、第 7 章及第 9 章
課本 2A：第 10 章至第 15 章
第一至二十九課
課本 3A，課本 3B，課本 2 (第 1 至 8 課)
必修部分 第一冊：Ch1- 4 ,7 、 第二冊：Ch11 -15
選修部分 C1 冊：Ch3-5
主題乙：第一章(P.4-31)及第四章(P.228-276)
主題甲：第一章(P.1-57)及第二章(P.58-112)
Graphic Design, Logo Design, Painting, Art Critique

備註： #多項選擇題：必須帶備 HB 鉛筆及軟身膠擦

以上之考試範圍只作參考，一切以科任老師堂上宣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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