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2 年度上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中一級 

中文科 一、閱讀（卷一）（70分） 

1.   歸納段意 

2.   歸納篇章的主旨 

3.   分析記敘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經過、結果 

4.   認識記敘人稱 

5.   認識順敘法 

 

 核心課文（卷一）《指路的小孩》、《薄荷傷口》（30分） 

English Language Unit 1 Welcome to my world 

1. Reading (TP pp.4-9)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 pp.10-13) 

3. Grammar (TP pp.14-19) 

    *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rticles 

    * Personal pronouns 

    * Simple present tense 

    * Verb to be 

    * Adverbs of frequency 

4. Extended Supplementary Booklet (ESB) - All items covered in Unit 1 

數學 1A冊第一至三課 

中國歷史 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至     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 

科學 單元一 

地理科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單元一至二 (書、小測及溫習筆記) 

生活與社會 個人成長1(單元1-3) 

 
 
 
 
 
 
 
 
 
 

 



 

科目 中二級 

中文科 甲部、閱讀 

1.  認識倒敍法 

2.  認識記敍的詳略 

 

乙部、核心課文 

核心課文 

《楊修之死》、《一件小事》 

English Language Unit 1 Shopping Fun 
1.   Reading (TP P.4-7)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 P.10-12) 
3.   Grammar (TP P. 14-19)  
    *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 making comparison, using ‘too much’, ‘too many’, ‘too little’, ‘too 

few’ and enough. 
4. Extended Supplementary Booklet – All in Unit 1 

數學 中一課題: 第十,十一,十三及十四課 
中二課題:第一至二課 

生活與社會 公民權責(單元1-2) 

中國歷史 隋唐 

科學 2A書7.1-7.4 

地理科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單元一至二 (書、小測及溫習筆記) 

 
 
 
 
 
 
 
 
 
 
 
 
 
 
 
 
 
 



科目 中三級 

中文科 閱讀 

1. 理清篇章的中心思想 

2. 記人的方法——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 

3. 分析文章的結構 

4. 描寫景物的技巧 

5. 記敘的方法 

 

 核心課文（卷二）《爸爸的花兒落了》、《桃花源記》 

 

語文基礎知識 

1. 修辭：反復、誇張、借喻、借代 

2. 文言虛詞——此、是、所、焉 

English Language Unit 1 Theme: Set off! 

1. Reading (TP pp.4-9)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 pp.10-13) 

3. Grammar (TP pp.14-18)  

       * Somebody, anybody, nobody, none, 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  

       *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noun phrases 

4. Extended Supplementary Booklet (ESB) – All in Unit 1 

數學 2B冊： 

十一課三角學簡介， 

十二課 三角比關係， 

十三課 面積和體積（二） 

3A冊：十一課 概率簡介 

生活與社會 人際關係2(單元1-3) 

中國歷史 滿清入關 至 鴉片戰爭 

科學 物理單元:3C書14.1,14.2,14.3 

生物單元: 3A書P.3-26, 相關實驗、作業及工作紙 

化學單元:3B書P.3-18，3B作業P.1-8及工作紙P.1-5 

地理科 變化中的氣氛、變化中的環境 單元一至三 (書、小測及溫習筆記) 

 
 
 
 
 
 



科目 中四級 

中文科 卷一  

1.  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2.  分析寫作方法：敘事詳略得當、記物抒情、記事抒情、首尾呼應、前後呼應（共

出一至兩篇閱讀理解） 

3. 核心課文：《曹劌論戰》、《雙層床》 

 

卷二 

撰寫一篇500字或以上的命題作文（二選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Reading):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texts of different lengths and level of difficulty. Then a 
range of question types will be answered.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 Students need to attempt a variety of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A). 

數學 初中課題 
4A 冊第一至二課 

公民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1. 認識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 
2. 法治精神的意義 
3.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權利與義務 

化學 
1A書全本(Ch.1-4) 
1B書Ch.5-7 

生物 
生物第1A冊第1-3課、相關實驗及工作紙 

 (BIOLOGY TEXTBOOK 1A CH1-3, related WS and Labs) 

物理 
第三甲冊書:第一至三課，第三乙冊書: 第四至五課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處理、數據組織及控制、數字及字符編碼、文書處理、試算表（部份） 

旅款 第1+冊(第1-2課) 

視覺藝術 透視圖法 

經濟 1. 單元第1章 - 基本經濟概念 

2. 單元第2章 - 三個基本經濟問題與私有產權 

3. 單元第3章 - 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地理科 機會與風險 

中國歷史 西周封建 至  秦始皇的統治政策 

數學延伸二 1. 數學歸納法 

2. 二項式定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第1-第3章 

 



科目 中五級 

中文科 閱讀能力（卷一） 

測考重點  

1. 各類文體閱讀理解 

2. 範文： 

詞三首：《念奴嬌．赤壁懷古》（蘇軾）、《聲聲慢．秋情》（李清照）、《青玉案．

元夕》（辛棄疾） 

《出師表》 

3. 分析寫作方法（兩篇至三篇閱讀理解） 

 

作文（卷二） 

 撰寫一篇500或以上的命題作文（二選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Reading):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texts of different lengths and level of difficulty. Then a range of 

question types will be answered.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 Students need to attempt a variety of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A). 

數學 初中課題 

5A 冊第九至十課 

通識 公共衛生 

化學 2書Ch.23 

3A書全本(Ch.24-27) 

3B書Ch.28-30 

生物 生物第2冊第11, 16-18課、相關實驗及工作紙 

物理 第二冊書:(第一至七課) 

資訊及 

通訊科技 

建網及通訊協定、互聯網服務應用、多媒體製作 

 

旅款 第2+冊(P14-54頁) 

第3+冊 

視覺藝術 透視圖法 

地理科 機會與風險 

持續的挑戰 

可持續城市 

熱帶雨林 

 



 

 

經濟 1. 中四課題 

2. 單元第13章  - 效率、公平和政府角色(1) 

3. 單元第14章 - 效率、公平和政府角色(2) 

中國歷史 西周封建 至 改革與革命 

數學延伸二 1. 數學歸納法 

2.二項式定理 

3.三角學 

4.微分 

5.微分的應用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財務會計1>> 

第1,2,3,4,5,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