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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中一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閱讀理解 (語文基礎單元、單元一至三、單元六至八) 

乙：課文問題 

 《賣油翁》、 

 《岳飛之少年時代》、 

 《木蘭辭》、 

 《風雪中的北平》、 

 《故宮博物院》、 

 《每日文言半小時》 

3.1 〈錢思公手不釋卷〉、4.5〈記雪月之觀〉、 

6.1〈楚人鬻珠〉 

丙：語文知識 

 語文運用(單元一至三、單元六至八) 

 《每日一進》 

成語：67-100 

名人語錄：32,34,37,38(4 句) 

 《每日文言半小時》P.2-10、啟思中國語文(第四版)中一下

P.8.16-8.17 

丁：自學 

    《每日文言半小時》文言應試訓練二 

    〈世說新語‧王祥事母〉、〈劉氏善舉〉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一至三、單元六至八)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記敘、描寫、說明或抒情等體裁、看圖寫作 

實用文：啟事 

English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Language Skills：  
(1) Verb Forms and Tenses  (2) Linking Words  (3)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4) Adjectives and Adverbs  (5)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6) Wh-questions  (7) Prepositions of Time and Place   
(8) Talking about Amount  (9)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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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honics  2)Reading Aloud  3)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bout 2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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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數學 Book 1A & Book 1B  
Book 1A 5.4C 簡單立體的平面

圖像 & Ch6.1 統計學的簡介 
 

中國歷史 

單元 1 第 3 章 第 3 節： 

〈先秦百家爭鳴與時代的關係〉至 

單元 2 第 2 章 第 1 節： 

〈西漢的建立與漢武帝文治武功對西漢國力

發展的影響〉 

單元 4 第 1 章 第 1 節：〈隋朝的統一〉至 

單元 4 第 3 章 第 1 節：〈唐的建國〉 

單元 4 第 1 章 第 2 節： 

〈開皇之治的措施對國家發展

的作用與影響〉 

 

世界歷史 

課題一：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P.6-63 

課題二：歐洲文明的發展 P.94-144, 160-164 

課題三：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歐亞的

文化交流 P.6-35 

課題二：歐洲文明的發展 

P.145--159 
 

生活與 

社會 

議題： 自尊與自信、什麼是身分、權利與義

務、貧富懸殊、兒童貧窮、明智消費 

 

課本： 公民權責(單元 21)、 

維護社會核心價值(單元 23) 

發展潛能，確立自我  

綜合科學 

1A 冊：第二課 

1B 冊：第四、五及六課 

(4.3 人類生殖及 4.4 為人父母、5.3 熱傳導、

6.3 溶解、6.5 氣壓及 6.6 密度 除外) 

第五課 (5.4)  

地理 

(S.1B, 1D) 
選修 2單元一至五 (P.4-37, 42-57) 單元四 P.38-41  

Geog 

(S1A, 1C) 
Changing Climate,  
Changing Environments Unit 1-5 

Extreme Weather Event P.41-43  

普通話 

筆試（聆聽 + 語音知識） *下學期不設口試 

(1) 聆聽： 

聽辨詞語：考核對聽辨普通話聲、韻、調

的能力；聆聽話語：考核對普通話對話和

語段的理解能力，包括檢索重點信息、理

解隱含意義、歸納主題等。 

(2) 語音知識： 

I.  工作紙 (一) – (十) (包括預習及筆記) 

粵普對照工作紙（2）、（3）、（4） 

II. 課文詞語 p.39，p.53，p.63，p.77，p.87 

III. 課文語音知識：p.33，p.42，p.56，p.66，

p.80，p.90 

IV. 課文說說看「普通話怎麼說」 

p.6，p.16，p.31，p.40，p.54，p.64，

p.78，p.88 

（1） 

課本 p.111三聲相連詞語 

 

（2） 

課本 p.109-110詞匯補給站 

(第 5課至第 8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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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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中二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閱讀理解 (單元二、六、七、八)  

乙：課文問題 ： 

 《世說新語》（第三則） 

 《差不多先生傳》 

 《癩六伯》 

 《愛蓮說》 

 《母雞》 

 《為學一首示子姪》 

 《學需多問》 

 《說「勤」》 

 《秦陵兵馬俑》 

 《黃山》 

 《每日文言半小時》 2.7〈呂洞賓的手指頭〉、 

丙：語文知識  

 文言知識： 

文言虛詞「焉」、「然」(《每日文言半小時》) 

判斷句、疑問句 (《每日文言半小時》) 

 語文運用(單元二、六、七、八)  

 成語：67-100(《每日一進》)   

 名人語錄：19,21,23,24(4 句) (《每日一進》)   

丁：自學  

《每日文言半小時》文言應試訓練二 

〈甘戊論物之長短〉、〈孔子因材施教〉 

卷二：寫作能力 

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二、六、七、八) 考核考生寫作

能力，如：記敘、描寫、說明、議論或抒情等體裁  

實用文：建議書、公函 

English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Language Skills： 
(1) Verb Forms and Tenses   (2) Relative Clause  (3) Conditional Sentences   
(4) Passive Voice  (5) Question Tags (Self-study)  (6)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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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ing 
Short Tasks involving  
1) labeling diagrams,  2) completing forms and tables,  3) ordering items,  
4) correcting mistakes,  5) note-taking 

Speaking 
1) Phonics  2) Reading Aloud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bout 2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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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數學 
Book 2A&2B Ch 1 - 11, Ch 12.1 - 12.4 
Book 1A&1B Ch 6, Ch 11 

Book 2A  
Ch6.4 選用適當的統計圖表來  
      表達數據 
Ch6.5 統計圖表的應用及誤用 
 
Book 2B   
Ch10.6D 根式的加減乘除之混        
        合運算 

 

中國歷史 

單元 1 第 3 章 第 1 節： 

〈蒙古的崛起、拓展及元朝的建立〉至 

單元 2 第 1 章 第 2 節： 

〈明代的君主集權〉、 

第 3 節〈晚明政局與明朝滅亡〉 

 

單元 3 第 1 章 第 1 節： 

〈清朝的統一與清初盛世〉至 

第 3 節：〈清代的中衰〉 

單元 3 第 3 節： 

〈清代的中衰〉 

 

 

世界歷史 

二上課題五：近代歐洲的興起文藝復興 

      (P.1-27, 35-106) 

二上課題六：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 

      (P.133-182) 

二下課題七：美國的成立及發展 

      (P.1-26) 

二下課題八： 

香港直至十九世紀末的成長和

發展 (P.83-96) 

 

綜合科學 
第 2A 冊：單元七 

第 2B 冊：單元九、單元十、 

  單元十一 (11.1-11.5) 

單元十一 (11.6)  

地理 

(S.2B, 2D) 

C4 水的煩惱(P.48-51) 及 

C3 糧食問題及 地圖閱讀(計算坡度) 
C3 糧食問題 (P.38-43)  

Geog 

(S2A, 2C) 
Food Problem Unit 1-6 

Cambodia and  

North Korea P.64-67 
 

生活與 

社會 

議題： 

網上交友、城鄉生活面貌、 

中國經濟發展、走向世界的中國 

課本： 

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單元 17)、 

中國國民的生活(單元 24) 、 

走向世界的中國(單元 26) 

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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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普通話 

筆試（聆聽 + 語音知識）*下學期不設口試 

(1) 聆聽： 

考核對聽辨普通話聲、韻、調的能力；

聆聽話語：考核對普通話對話和語段的

理解能力，包括檢索重點信息、理解隱

含意義、歸納主題等。 

(2) 語音知識： 

I.   工作紙 (一) -（十一） 

(包括預習及筆記)， 

粵普對照工作紙（3）、（4） 

II.  「課文詞語」 

(P.39, P.53, P.63, P.77, P.87) 

III. 「課文語音知識」 

(P.42, P.56, P.66, P.80, P.90) 

IV. 課文說說看「普通話怎麼說」 

(P.6, P.16, P.30, P.40, P.54, P.64, 

P.78, P.88) 

（1） 

課本 p.111 常用輕聲字 

 

（2） 

課本 p.109-110 詞匯補給站 

(第 5 課至第 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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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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中三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一至四、六至八)； 

乙：課文問答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天淨沙‧秋思》 

 《孔明借箭》 

 《最苦與最樂》 

 《墨子止楚勿攻宋》 

 《核工記》 

 《每日文言半小時》：4.2〈師曠論學〉 

丙、語文知識 

 語文運用(單元一、四、六、七、八) 

 文言知識《每日文言半小時》 

2.1 文言虛詞「與」 

2.2 倒裝句 

 成語：《每日一進》(成語 67-100) 

 名人語錄：《每日一進》（21，24，28，29) 

丁、自學課題 

《每日文言半小時》文言應試訓練二：〈狼〉、〈楚人患狐〉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考生構思、表達、創作等能力(單元一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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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辭、書信、建議書 

創意寫作 

English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 blogs, emails, poems, newspaper articles, essays, book reviews, letter to the Editor etc 

B) 

Language Skills：  
(1) Reported Speech(Statements, Commands and Requests, Questions) 
(2) Verb Forms(Tenses, Active & Passive Voice)  (3) Conditional Sentences 
(4) Adjective + ‘to’ infinitive  (5) Adverb Clauses  (6)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7) Sentence Structures  (8) Parts of Speech, Phrasal verbs (Self-study) 

Writing 
Writing a report, a letter of advice, letter to the editor, an article etc. 

Listening 
Short tasks and tasks involving note-taking 

Speaking 
Part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2 minutes) 
Part 2: Reading Aloud (1 minute)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數學 
Book 2B Ch11 – Ch12,  

Book 3 Ch1 – Ch6, Ch8 – Ch12,  

All TSA Topics 

Heron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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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生活與 

社會 

議題： 

提升抗逆力、世界貿易(1)、世界貿易(2)、經

濟全球化、國際秩序初探 

課本： 

世界貿易(單元 19)、國際間的相互依存(單元

20)、國際政治(單元 28) 

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歷史 
第一章：〈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的統治

政策〉──第五章：〈軍閥政治〉 
第五章第三節：〈五四運動〉  

地理 

(S.3B, 3D)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5.5 - 5.6 

製造業全球轉移 單元 6.1 - 6.5 
製造業全球轉移 P.38-41  

Geog 

(S3A, 3C) 
U.5.2, 5.3, 5.5, 5.6 & 6.1.  U.6.4  

經濟 
基本經濟概念、 

三個基本經濟問題與私有產權、 

勞力與分工、生產要素、供求 

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生物 第 3A 冊：P.1-88, 作業: P.1-37 

香港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

疫苗接種計劃網站 

(常見問題 - 指定部分) 

 

化學 課題 13.1 至 13.5；大氣與海洋補充筆記 化學文章第 36 篇至 46 篇  

商業概論 單元十二至十七、單元十九 單元十八(只考折扣部分)  

物理 
課本 1 - 66，工作紙 1 - 34、 

剪報 1 - 6，家課，測驗 

電磁波 (P.67-69)及  

紅外輻射和紫外輻射 

(P.82-88) 

 

普通話 

筆試（聆聽 + 語音知識） 

(1) 聆聽：聽辨詞語：考核對聽辨普通話聲、

韻、調的能力；聆聽話語：考核對普通

話對話和語段的理解能力，包括檢索重

點信息、理解隱含意義、歸納主題等。 

(2) 語音知識﹕ 

I. 工作紙（一）-（十一） 

（包括預習及筆記）， 

粵普對照工作紙（3）、（4） 

II. 「課文詞語」 

(P.39, P.53, P.63, P.77, P.87) 

III. 「課文語音知識」(P.8, P.18, P.32, 

P.42, P.56, P.66, P.80, P.90) 

IV. 「普通話怎麼說」(P.6, P.16, P.30, 

P.40, P.54, P.64, P.78, P.88) 

V. 漢語拼音方案 (P.113) 

 
(3) 口試： 

考核學生普通話朗讀及個人短講能力，

所考範圍圍繞課本第一至八課所學課題

及日常生活事情。 

(1) 

課本 P.111-112 常用多音字 

(2) 

課本 P.109-110 詞匯補給站

(第 5 課至第 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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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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中四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參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卷二：寫作能力 

English HKDSE Syllabus 

數學 
Book3B (Ch7) 

Book4A&4B (Ch1~10 except Ch2.4, Ch8.3 - 8.4, Ch10.3 - 10.5) 

數學(單元一) Ch1 – 5 

中國歷史 
四上單元一（甲部）：〈夏商周〉── 

四下單元一（乙部）：課題一：〈列強的入侵〉 

歷史 主題乙：第一章至第五章 

公民與 

社會發展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 1：「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學習重點 1 至 6 

課題 2：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學習重點 1 至 4 

課題 3：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學習重點 1 至 2 

 

經濟 新簡明經濟學 4 上 及 4 下(第 8 至 13 章) 

地理 課本第 1 - 3 冊 

企會財 
1a 營商環境：第 2 章 

2a 財務會計：第 1 至 6 章 

生物 
第 1A 冊課本：第 1 章 至 第 5 章 

第 1B 冊課本：第 6 章 至 第 9 章 

化學 CH1-20 

物理 課本 1(第 1 至 5.1 課、頁 175 至 178)，課本 2 (第 1 至 7 課)，課本 3A 

資通 必修部分：第一冊：Ch1 - 3 , 7, 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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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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中五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參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卷二：寫作能力 

卷三：聆聽及綜合能力考核 

English HKDSE Syllabus 

數學 Book4A&4B (All), Book5A&5B (Ch1-8) (Ch 6.3 除外), Book6A (Ch1-2) 

數學(單元一) Ch. 1 – 8.1 

中國歷史 
四下單元一（乙部）：〈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五上單元一（乙部）：〈民初政局〉至 

五下單元三（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二十世紀末〉 

歷史 
主題乙：第一章至第五章 

主題甲：第一章至第四章(P.1-256) 

通識教育 

評核模式：  

 卷一：資料回應題 

 卷二：延伸回應題 

 

單元範圍：  

 單元二：今日香港(主題 1 生活素質)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經濟 新簡明經濟學 4 上、4 下、5 上、5 下(第 8 至 13 章) 

地理 課本第 1 - 7, map reading 

企會財 營商環境、管理導論、會計導論、個人理財、財務會計 1 及 2 全部課題 

生物 

課本 1A：第 1 章至第 5 章、 課本 1B：第 6 章至第 9 章 

課本 2A：第 10 章至第 15 章、課本 2B：第 16 章至第 19 章 

課本 3 ：第 23 章至第 25 章、課本 4 ：第 26 章至第 28 章 

課本 5 ：第 32 章至第 35 章 

化學 CH1-49 

物理 課本 2 (第 1 至 8 課), 課本 3A, 課本 3B, 課本 4, 課本 5 

資通 
必修部分：第一冊：Ch1 - 3, 7   第二冊：Ch 11 - 15, 16, 21 - 24 

選修部分：第 C1 冊：Ch 3 - 6 

視藝 Product Design,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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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