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3 年度上學期考試範圍 

22-23 First Term Examination Scope 

 

科目 Subject 中一級 S1 

中文科 

Chinese 

（卷一）閱讀 

一、閱讀理解 

 1. 從上下文辨識和推測詞義 

 2. 歸納段意 

 3. 歸納篇章的主旨 

 4. 分析記敘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經過、結果 

 5.  認識順敘、倒敘 

 6.  認識人物描寫手法 

 7.  通過事件表現人物性格 

 

二、核心課文：《薄荷傷口》、《販夫風景》、《王冕的少年時代》、《岳

飛之少年時代》、《背影》            

 

三、語文基礎知識 

      修辭：明喻、擬人、暗喻、疊詞、頂真 

      詞匯運用：連詞 

      分辨古今詞義 

      標點符號：逗號、頓號、句號等 

        

（卷二）  寫作(兩題選一題) 及實用文 

    運用六要素記敘事情(運用順敘、倒敘，插敘寫作手法) 

    運用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 

     實用文私函：書信、啟事 

 

（卷三）聆聽 

1. 聽出關鍵詞、中心句和中心主題 

2. 聽出內容大要，提出疑問 

3. 聽出話語的層次，表達順序和說話內容的前後關係 

4. 聆聽記敘話語，聽清楚時、地、人和事 

5. 辨明說話者所交代的重要的資訊 

6. 聽出內容細節的要點 

 

（卷四）說話 

         個人短講（同學即場抽選一道題目演講，5分鐘時間準備） 

 

 

Chinese  

(For NCS students 

only) 

試卷一（閲讀）Paper 1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Circle the correct picture. 

Circle the correct character to form a meaningful word. 

Find out the common part among the characters. 

Circle the correct measure word. 

Read the short paragraph, choose the correct picture. 

 

Short Questions (Answer in English): 

Comprehension 



 

試卷二（寫作）Paper 2 (Writing)  

Read the Picture, Write the Word   

Read the Picture, Write the sentence 

Read the picture, Write the paragraph 

Writing a greeting card 

 

試卷三（聆聽）Paper 3 (Listening)  

Multiple Choice：three recordings  

試卷四（説話）Paper 4 (Speaking)  

Talk about the picture 

Answer questions       

English Language Unit 1 Nice to meet you !  

1. Reading (TP pp.4-9)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 pp.11-12) 

3. Grammar (TP pp.14-19) 

    *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rticles 

    * Personal pronouns 

    * Simple present tense 

    * Adverbs of frequency  

 

Unit 3 A foodie’s world  

1. Reading (TP pp.68-p.71）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 pp.75-77) 

3. Grammar (TP pp.78-83) 

   *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 talking about quantities 

   * simple past tense 

   * quantit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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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Unit 3. 

5. Background knowledge 

數學 

Mathematics 

1-6章 

已有知識 

Chapter 1 to 6 

Prior knowledge 

生活與社會科 

Life and Society 

資源運用 

個人成長(一) 

a. The use of Resources 

b. Personal Growth (I)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秦之統一 至 昭宣以後的戚宦政治與漢朝的衰亡 

Unification of China of the Qin Dynasty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ern Han 

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中一 1A 第一至三課及相關作業 

F1 textbook 1A 

Chapter 1 to 3 

and related workbook 

地理科 

Geography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單元一至三(書、作業及筆記) 

地圖閱讀 

期考前測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chapter 1-3) (textbook, workbook and notes) 

Map Reading 

Quiz 

普通話 分甲部聆聽及乙部語音知識 



Putonghua 甲部: 填充題, 判斷, 選擇題, 句子回答 

乙部: 粵普詞匯對譯, 粵普句子改寫, 拼音與漢字對譯 

溫習材料: 上學期所授課文及相關溫習材料 



科目 Subject 中二級  S2 

中文科 

Chinese 

閱讀（卷一） 

甲、閱讀理解 

 1. 重溫記敘手法 

 2. 認識記敘詳略 

 3. 各種景物描寫手法 

 4. 借景抒情的手法 

 5. 修辭：引用、映襯、借代、明喻、暗喻、借喻、對偶、排比、頂真、擬人 

                文言詞匯：一字多音、一詞多義 

                文言句式：判斷句、敘述句 

                標點符號：引號、句號、逗號、書名號 

 

乙、核心課文 

《楊修之死》、《一件小事》、《在風中》、《荷塘月色》、《明月皎夜

光》、《涉江採芙蓉》、《歸園田居》 

              

寫作（卷二） 

 甲部:實用文：專題介紹(宣傳文稿)、報告、說明書  

 乙部:命題作文 

 1. 按主題選材和剪裁 

 2.文章佈局謀篇的技巧 

 3.運用間接抒情的手法：借景抒情 

 4.運用各種不同的描寫手法 

 

聆聽/綜合（卷三） 

 1.聽出中心主題。 

 2聽出立場；聽出深層意義；聽出說話技巧 

 3.聽出話語的結構和佈局。 

 4.聽出話語的深層意義。 

 5.聽出觀點和語氣。 

 6.聽出話語中表達的情感 

 7.概括要點。 

Chinese 

(For NCS students 

Only)    

試卷一（閲讀）Paper 1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Short Questions  (Answer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swer in Chinese) 

 

試卷二（寫作）Paper 2 (Writing)    

Question 1 (Write Sentenc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 

Question 2 (30 Chinese characters) 

Question 3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Question 4 (75 Chinese characters): 

3 questions choose one 

 

試卷三（聆聽）Paper 3 (Listening)    

Multiple Choice: 

two recordings 

 

試卷四（説話）Paper 4 (Speaking)    

Picture Story Telling 



Sharing  

English Language 1. Reading (Unit 1 & Unit 2)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 p.10-13, p.40) 

3. Grammar (T.P. P.12-18, P.42-47) 

 * Comparatives & Superlatives 

 * Quantifier 

 * Parts of Speech (N. V. Adj. Adv. Conj.) 

 * Tenses (Present simple Tense, Past, simple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 Connectives of result and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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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it 2 

5. Background knowledge 

 

數學 

Mathematics 

1B 第12章 

2A 第1-5, 11章 

已有知識 

Textbook 1B Chapter 12 

Textbook 2A Chapter 1 to 5 and Chapter 11 

Prior knowledge 

生活與社會科 

Life and society 

公民權責(第三章) 

公共財政(第三章)  

a.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itizens  

b. Public Finance of H.K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蒙古的崛起 至 晚明政局與明朝滅亡 

Rise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Mongol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Ming Dynasty 

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基礎科學 2A 冊 

第7 課： 7.1-7.7 

包括氣囊內的氣體交換及吸煙對氣體交換的影響（P.48-52) 

第8課 ：8.1 -8.4 

Textbook 2A chapter 7: Section 7.1 to 7.7 

Including “gas exchange in air sacs”, and “effects of smoking on our health”(P.48-

52) 

Chapter 8: Section 8.1 to 8.4 

地理科 

Geography 

水的煩惱單元一至三(書、作業及筆記) 

地圖閱讀 

期考前測 

The trouble of water(chapter 1-3) (Textbook, workbook and notes) 

Map Reading 

Quiz 

普通話 

Putonghua 

分甲部聆聽及乙部語音知識 

甲部: 填充題, 判斷, 選擇題, 句子回答 

乙部: 粵普詞匯對譯, 粵普句子改寫, 拼音與漢字對譯 

溫習材料: 上學期所授課文及相關溫習材料 



科目 Subject 中三級 S3 

中文科 

Chinese 

（卷一）閱讀 

一、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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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面描寫的要素及方法 

 5. 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 

 6. 記敘、描寫、抒情的方法 

 7. 間接描寫的方法 

 8. 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核心課文 

《爸爸的花兒落了》、《桃花源記》、《愛蓮說》 

《明湖居聽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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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語等 

 

（卷二）寫作及實用文 

 1. 剪裁內容、安排詳略，突出中心 

 2. 構思場面描寫的要素──人物、事件、環境 

 3. 運用場面描寫的方法，寫出場面氣氛 

 4. 刻劃人物性格 

 5. 間接描寫 

 6. 鋪排情節，敘述故事 

 7. 實用文：建議書、演說辭和中一二級教過的實用文文體 

 

（卷三）聆聽 

 1. 辨明說話者的觀點 

 2. 辨明說話者的說話目的 

 3. 分析場面描述的方法 

 4. 篩選所得的資料，過濾和主題無關的內容 

 5. 辨析不同的人物形象 

 6. 辨明說話者的說話技巧 

 

（卷四）說話 

 1. 個人短講 (5分鐘準備, 2分鐘短講), 題目在考試日派發 

 

 



Chinese 

(For NCS 

students Only) 

試卷一（閲讀）Paper 1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Short Questions (Answer in English) 

 

試卷二（寫作）Paper 2 (Writing)   

Question 1 (75 Chinese characters) 

3 questions choose one 

Question 2 (125 Chinese characters) 

3 questions choose one 

Question 3 Translate the passage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試卷三（聆聽）Paper 3 (Listening)    

Multiple Choice 

Short Questions (Answer in English) 

 

試卷四（説話）Paper 4 (Speaking) 

Picture Story Telling 

Sharing    

 

 

English 

Language 

Unit 1 and Unit 2 

1. Reading (T.P.P. 4-8 , P.36-41) 

2. Vocabulary building (T.P.P.10-11, P.42-44) 

3. Grammar (T.P.P.12-18, P.46-49) 

 * Indefinite pronouns 

 *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relative pronouns  

 * Passive voice  

 * Conditional type 1 

4. Form Three Extended Supplementary Booklet (ESB)- All items covered in unit 1 

and unit 2 

5. Background knowledge 

數學 

Mathematics 

2B第13章 

3A第1,2,3,4,5章 

已有知識 

Textbook 2B Chapter 13 

Textbook 3A Chapter 1 to 5 

Prior knowledge 

生活與社會科 

Life and Society 

知情識性(一) 

Sex and sexuality(I)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晚清革命運動 至全面抗日戰爭 

The 1911 Revolution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on China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生物單元: P3-49及相關作業、工作紙 

化學單元： 

3B書Ch13.1-13.3 P.3-41 

3B作業Ch13.1-13.3 P.1-17 

物理單元: 

3C書14.1-14.4 P.3-39及相關作業 

Biology: 

p.3 -49 and related workbook and worksheet 

 

Chem  



Textbook section 13.1-13.3 P.3-41 

Workbook section 13.1 to 13.3 p.1-17 

 

Physics 

Textbook 3c,  

Section 14.1 to 14.4  p.3 to 39 and related workbook 

地理科 

Geography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單元一至四(書、作業及筆記) 

期考前測 

Changing climate, changing environments (chapter 1-4) (textbook, workbook and 

notes) 

Quiz 

普通話 

Putonghua 

分甲部聆聽及乙部語音知識 

甲部: 填充題, 判斷, 選擇題, 句子回答 

乙部: 粵普詞匯對譯, 粵普句子改寫, 拼音與漢字對譯 

溫習材料: 上學期所授課文及相關溫習材料 



科目 中四級 

中文科 （卷一）閱讀 

甲部擬題課文如下： 

 

考核課文：《岳陽樓記》、《論仁、論孝、論君子》 

 

乙部閱讀理解文章（2-4篇，文言文及白話文作品均有機會考) 

 

（卷二）寫作能力 

實用文：一題必答，篩選所得的資料，過濾和主題無關的內容。文體包括演講

辭、公函及其他初中曾教過的實用文體。 

 

命題作文：三選一，題目的擬題範圍主要是記敘文（借事抒情、借事說理、記

敘詳略鋪排）、描寫文（直接描寫、間接描寫、多感官描寫、多角度描寫；運

用不同的抒情方法： 直接抒情、間接抒情；運用觀察與聯想。） 

另外，亦包括其他初中時學過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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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riting): Students need to write two pieces of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Students need to attempt a variety of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A) and some extended tasks (Part B).  

-Paper 4 (Speaking): A book presentation 

數學 A冊第1至4章 

初中基礎題 

公民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1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2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主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3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全觀」）；《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

長遠發展，以及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係 

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5  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律；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開的審

訊 

6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資通科 單元A1(全部)，A2 試算表 

化學 1A書全本Ch1-4 

1B書全本Ch5-9 

1C書Ch10-11 

 

生物 基礎生物學第1A冊 CH1-6 

物理 第三甲冊書:第一至三課，第三乙冊書: 第四至七課 

旅款 第1冊課本 (P 7-145頁) 

視覺藝術 靜物描寫 （塑膠彩） 



企財科 1. 營商環境_C1 全冊 

2. 基礎管理_C2 全冊 

經濟 Ch1-6,7.3-7.4(廠商的擴張) 

地理科 C1 機會與風險 

C2 持續的挑戰 

中國歷史 西周封建 至 東晉南朝門閥政治 

數學延伸二 第1至3章 

 

 

 

 

 

 

 

 

 

 

 

 

 

 

 

 

 

 

 

 

 

 

 

 

 

 

 

 

 

 

 

 

 

 

 

 

 

 

 

  



科目 中五級 

中文科 （卷一）閱讀 

甲部擬題課文如下： 

 

考核課文： 《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師說》、《岳陽樓記》、《六國論》、唐詩三

首：《山居秋暝》（王維）、《月下獨酌》（其一）（李白）、《登樓》（杜

甫）、《出師表》、《逍遙遊》、《始得西山宴遊記》 

 

 

乙部閱讀理解文章（2-4篇，文言文及白話文作品均有機會考） 

 

（卷二）寫作能力 

實用文：一題必答，篩選所得的資料，過濾和主題無關的內容。文體包括評論、

專題文章、演講辭、公函及其他初中曾教過的實用文體。 

 

命題作文：三選一，題目的擬題範圍主要是記敘文（借事抒情、借事說理、記敘

詳略鋪排）、描寫文（直接描寫、間接描寫、多感官描寫、多角度描寫；運用不

同的抒情方法： 直接抒情、間接抒情；運用觀察與聯想。）及議論文。 

另外，亦包括其他初中時學過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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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riting): Students need to write two pieces of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Students need to attempt a variety of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A) and some extended tasks (Part B).  

-Paper 4 (Speaking): Group discuss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e 

數學 C冊第9至13章 

初中基礎題 

公民科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1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2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主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3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全觀」）；《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

長遠發展，以及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係 

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5  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律；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開的審

訊 

6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1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2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教育程度、醫療水平、人均預期壽

命、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3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資通科 建網及互聯網基本認識，通訊軟件及協定，互聯網服務及應用，多媒體製作 

化學 2書Ch20-23 



3A書全本Ch24-27 

3B書Ch28-34 

生物 基礎生物學第2冊 CH11-18、基礎生物學第3冊 CH19.1-19.4 

物理 第二冊書:(第一至十課) 

旅款 第3+冊課本 (P 4-257頁) 

視覺藝術 設計評賞 

通用設計(必考概念)、包裝設計(1/5)、產品設計(1/5)、平面設計(3/5) 

企財科 <<會計導論>>第6,7章 

<<財務會計1>>第1-6, 8章 

經濟 Ch1-17 

地理科 C1 機會與風險 

C2 持續的挑戰 

C4 可持續城市 

C5 對抗饑荒 

C6 熱帶雨林 

中國歷史 西周封建 至 英法聯軍之役 

數學延伸二 第1至7.3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