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 學年

中一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卷一：閱讀能力

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一至九)、語文運用(校本單元一至五) 、文言百寶箱(單
元一至七)
課文問答：《客至》、《曾子殺豬》、《賣油翁》、《御人之妻》
自學：「每日一進」成語 67-100；
名人語錄： 32,34,37,38
古文選讀：7,9,10

中國語文

古詩選讀：7,9,14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一至九)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說明、記敘、描寫或抒情等體裁、看圖寫作
實用文：書信、啟事、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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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Language Skills： (1) Tenses (2) Linking Words (3) Gerunds & Infinitives
(4) Adjectives & Adverbs (5) Prepositions (6)Countable & Uncountable Nouns (Self-study)
(7) Talking about Amounts (Self-study)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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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Speaking
(1) Phonics, (2) Reading Aloud,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核心課程
CH. 0 – CH. 13,
(CH. 11.3 平行線的判定 除外)

數學

自學課題
Ch 10.6 極坐標系統
Ch 13.1 統計工作簡介

英語增潤題
Ch 8.1 簡單多邊形的
面積

中國歷史

第四章第一節：西漢初年的重要政策
至
三國鼎立與覆亡
第六章第一節：三國鼎立與覆亡

世界歷史

上學期學習內容,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古羅馬時代的生活, 基督教與回教

中古時代的歐洲

綜合科學

教科書 1A：單元 1 (第 2 章) , 2
教科書 1B：單元 4,5,6

教科書 1B：單元 6 (第 19.3 教科書 1B：單元 4 (第
章)
10 章)

地理
(S.1B, 1D)

第一冊單元一至四
選修 2 單元一至三
等高線及橫切面
地圖比例尺技巧

單元四 P.50-64

Geog
(S1A, 1C)

Interactive Geography1 Unit1-4
Climate &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 climate change P.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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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時代的生活

課堂筆記：
氣候警報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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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通識教育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議題：
自尊與自信、什麼是身分、權利與
義務、兒童貧窮、認識香港政府、
網絡成癮、
課堂筆記：多元共融
價值建立與應用、貧富懸殊
課本：
公民權責(單元 21)、我和香港政府
(單元 22)、維護社會核心價值(單元
23)

普通話

(一) 筆試（聆聽 + 語音知識）
(1) 聆聽
(2) 語音知識﹕
(一)主要溫習工作紙 (六)至(十四) +
預習工作紙 + 筆記
(二)書本課文詞語
p.40, p.54, p.64, p.78, p.88
(三)普通話怎麼說
p.41,p.55,p.65,p.79,p.89
(四)書本語音知識部分
p.33,p.43, p.57,p.67, p.81,p.91

書本「粵普對對碰」：
p.104-106 (第 4 課至第 8 課)
三聲相連詞語 p.107
常用量詞表 p.108
下學期深度閱讀篇章 4-6

(二) 口試
考核學生普通話口語及朗讀能力
所考範圍圍繞課本第四至八課所學課
題及日常生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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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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 下學期考試範圍

2

2016/2017 學年

中二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一至九)、語文運用(校本單元一至四) 、文言百寶箱
課文問答：《為學一首示子姪》、《習慣說》
自學：「每日一進」
卷一：閱讀能力 成語 67-100；
名人語錄：19,21,23,24
古文選讀：5, 7,8
古詩選讀：8, 13, 16
考核考生構思、表逹、創作等能力(單元一至九)
考核考生寫作能力，如：記敘、描寫、議論或抒情等體裁
卷二：寫作能力
實用文：調查報告、建議書、通告、演講辭、投訴信、自薦信、評論
創意寫作
卷三：聆聽及綜 考核考生聆聽理解、審辨、組織及文字表達等能力
合能力
實用文：調查報告、建議書、通告、演講辭、投訴信、自薦信及評論
卷四：說話能力 考核考生說話能力(小組討論)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Language Skills：(1) Relative Clauses (2) Tenses (3) Conditionals (4) Indefinite Pronouns
(5) Vocabulary (6) Question Tags (Self-study)

Writing
Compulsory Part involving
1) writing a descriptive writing, 2)

English

blog/ diary, narrative, 3) article,

4) leaflet, 5) letter or email (formal and informal) etc
Listening
Short Tasks involving
1) labeling diagrams, 2) completing forms and tables, 3) ordering items,
4) correcting mistakes, 5) answering questions based on reading input (Integrated Tasks) etc
Speaking
(1) Phonics, (2) Reading Aloud,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英語增潤題

S.1: Chapters 5 & 11.3,
S.2: Chapters 1-7, 9-14

Chapters 4.2 & 7.2-7.3

中國歷史

第五章第一節：宋室南渡與偏安 至
第七章第四節：明的外患與衰亡

明的外患與衰亡

世界歷史

文藝復興 , 革命的時代（除了統一運動 P.102-137 課題五：直至
筆記：Causes of the
P.104-110）, 機器時代的生活, 東西方的
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長
接觸
First World War
和發展
筆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及結果

綜合科學

教科書 2A：單元 7
(第 21, 22.1, 22.3, 22.4, 22.5 章)
教科書 2B：單元 9, 10, 11

數學

16-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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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2B：單元 9
(第 27.3, 27.4 章)

Chapter 13.1

教科書 2B：單元 9
(第 2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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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Geog
(S.2A, 2C)
地理
(S.2B, 2D)

通識教育

普通話

Interactive Geography Food Problem
Unit 1-4
Book4 (p.1 – 51), Book 3 (p.1 – 50)

自學課題
What are the rolutions to
the problem?
P.59-64
Book3 (p.44-47)

英語增潤題

English Worksheet

議題：
亞傑的網絡朋友、城鄉差距、文化承
傳與現代轉變、中國經濟發展、綜合
國力提升、知情識性
課堂筆記：外交政策
課本：
中國國民的生活(單元 24)、中國區域
經濟的發展(單元 17)、走向世界的中
國(單元 26)
筆試（聆聽 + 語音知識）
(1)聆聽：考核學生聆聽普通話能力
(2)語音知識：
(一)主要溫習工作紙 (七) 至（十五）+ 預
習工作紙 + 筆記
(二)書本課文詞語 p.40, p.54, p.64, p.78,
p.88
(三)普通話怎麼說
p.41,p.55,p.65,p.79,p.89
(四)書本語音知識部分
p.33, p.43, p.57,p.67, p.81,p.91

書本「粵普對對碰」：
p.106-108 (第四至八課)
常用輕聲詞 p.109
韻母表
下學期深度閱讀篇章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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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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學年

中三級

科目

中國語文

下學期考試範圍
範圍

卷一：閱讀能力

閱讀理解能力(單元一至九)、語文運用(校本單元一至四) 、文言百寶箱
自學：「每日一進」
成語 67-100；
名人語錄：21,24, 28,29
古文選讀：6,7,8
古詩選讀：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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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啟事、演講辭、建議書、報告、書信
創意寫作

考核考生聆聽理解能力；
卷三：聆聽及綜
考核考生理解、審辨、組織、文字表達等能力
合能力
實用文：通告、啟事、演講辭、建議書、書信、報告
卷四：說話能力

考核考生說話能力(小組討論)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A)
B)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 blogs, emails, poems, newspaper articles, essays, book reviews, letter to the Editor etc
Language Skills：
Reported Speech
Adjective pattern
Adverb Clauses
Conditionals
Passive Voice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Phrasal Verbs (Self-study)
Parts of Speech (Self-study)

Writing
Writing a report, a letter of advice, letter to the Editor or an article on social issues
Listening
Short Tasks and Extended Writing Tasks involving Data File and Note-taking (Integrated Tasks)
Speaking
Group Interaction(4 Ss)
(Preparation: 5 mins; Discussion: 5 mins; 4 mins for 3Ss)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數學

S3: Ch 1 – Ch 11, S2: Ch 8, 11.3

通識教育

16-17 年度

Heron’s Formula

議題：
提升抗逆力、世界貿易(1)、世界貿易
(2)、經濟全球化(1)、經濟全球化(2)、
戰爭與和平、寰宇一家
課堂筆記：維護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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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5 下學期考試範圍

英語增潤題
Ch 7.1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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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核心課程

自學課題

中國歷史

第八章第一節：戰後的國共
第三章第三節：維新運動 至
第九章第一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關係與全面內戰

Geog
(S.3A, 3C)

Ch5.4-5.6 P.69, 6.1-6.2

P.70-72
Ch6.3 P.30-31

地理
(S.3B, 3D)

Ch5.4-5.6 P.69, 6.1-6.2

P.70-72
Ch6.3 P.30-31

經濟

探索經濟學 1 第一、二、四、五章
需求、供給及價格釐定

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生物

第 3A 冊： P.1-99, 作業: P.1-52

P.84-99

化學

第一至六課、第十課、第十三課

化學文章閱讀 1 至 30 篇

單元三、單元十二至十八、單元二十

單元五

商業概論
物理

普通話

英語增潤題

Ch6.2 P.12-13
Ch1 Basic Economic
problems
英文工作紙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it 9

紅外及紫外(書 p.43 – 60)
書(基礎科學 3C)，工作紙 1 - 44，剪
電磁波(p.61)
英語學習
報，家課，測驗
微波(p.67-70)
(一) 筆試（聆聽 + 語音知識）
(1) 聆聽
(2) 語音知識﹕
(一)主要溫習工作紙 (七)至(十九) +人
名、地名拼寫規則筆記 +補充筆記（自 粵普對對碰
學材料_同字異義詞）+ 預習工作紙 + (書本 p.104-106)
筆記
(第四至八課)
(二)書本課文詞語 p.40, p.54, p.64,
常用多音字
p.78, p.88
(三)書本語音知識 p.43, p.57, p.67,
(書本 p.107-108)
p.81-82, p.91
漢語拼音方案(書本 p.109)
(四)普通話怎麼說 p.41, p.55, p.65,
下學期深度閱讀篇章 4-6
p.79, p.89
(二) 口試：
考核學生普通話口語及朗讀能力
所考範圍圍繞課本第四至八課所學課
題及日常生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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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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學年

中四級

下學期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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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4A&4B (All except Ch2.4 and Ch8.3-8.4)
Book5A (Ch5)

數學
數學(單元一)
中國歷史

Ch.1 – 5.1, Core Book 4A (Ch. 2.4), Book 4B (Ch. 8.3 – 8.4)
上學期課程 及
由安史之亂 至 辛亥革命
單元範圍：
‧單元二：今日香港

通識教育

主題 1：生活素質、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主題 3：身份和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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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
旅遊
與款待
地理
企會財

新簡明經濟學第一至十四章
旅遊與款待課本 1：第 1 至第 10 課
Book1 to Book 4.2
1a 第二至三章、1b 第四至六章
2a 財務會計 第四至六章

生物

課本 1：第 1 章至第 7 章
課本 2A：第 8 章至第 13 章

化學

CH1-23

物理
資通
視藝

課本 1 (第 1 至 5.1 課)，課本 2 (第 1 至 7 課)，課本 3A
必修部分 第一冊：Ch1- 3 , Ch 7；必修部分 第二冊： Ch11-13
時裝設計及靜物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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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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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4A&4B (All)
Book5A&5B (Ch1-8)
Book6A (Ch1-2)

數學
數學(單元一)

Ch. 1 – 8, Core Book 5B (Ch. 10 – 11)

中國歷史

中四課程、中五上學期課程 及
由社會主義建設 至 對外關係

通識教育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1：生活素質、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主題 3：身份和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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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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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三：現代中國
主題 1：中國的改革開放、主題 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單元四：全球化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和回應

經濟
旅遊
與款待
地理
企會財

中四級課程及新簡明經濟學第一至十二章
旅遊與款待課本 1
旅遊與款待課本 2A、2B
地理名勝課本 3
Book 1 to Book 7 + Map Reading
2a 財務會計 第一至十八章
2b 成本會計 第一章
課本 1：第 1 章至第 7 章

生物

課本 2A：第 8 章至第 15 章、課本 2B：第 16 章至第 21 章
課本 3：第 24 章至第 26 章、課本 4：第 27 章至第 31 章

化學
物理
資通

CH1-49
書本第 3A , 3B 冊 / 第 2 冊 第 1-8 課 / 第 4 冊
必修部分 第一冊：Ch1- 3 , Ch 7, 8；必修部分 第二冊： Ch11-16；
選修部分 第一冊：Ch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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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