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考試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Reading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Usage 

1. tenses 

2. possessive forms (mother’s, sisters’…) 

3. possessive adjectives (my, your, his, her…) 

4. possessive pronouns (mine, yours, his, hers…) 

5. order of adjectives 

6. to-infinitives 

7. gerunds 

8. could, couldn’t , should, shouldn’t, can, can’t 

9. vocabulary (Treasure Units 5-8) 

Writing 

Part 1:  Short task - mind map – personal letter - around 

100 words 

Part 2:  Long task - picture writing - article - around 120 

words 

* Units to study – Unit 5: Wonderful People, Unit 8: Let’s 

Celebrate! 

Listening: various listening tasks & integrated tasks 

Speaking 

Part 1: Pronunciation (12 words) 

Part 2; Reading Aloud 11 to 17 

Part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opics from passages 11-17 of Reading Aloud 

   booklet)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 

1. 單元五課文《孟母三遷》、《老馬識途》、《背道而馳》； 

單元六課文《生物的睡眠》； 

單元七課文《鏡子小史》、《土樓》 

2. 單元六、單元七：語文運用(成語、引號、設問、引用) 

3. 《自學手冊》(第一冊)成語：第 76-100 個 

4. 《自學手冊》(第一冊)論語：第 11-15 則 

5. 《自學手冊》(第一冊)文言格言：第 71-80 則 

6. 《寫正字讀正音》第一輯：第 61-92 頁 

卷二 書寫能力 



1. 長文四、五、六：記敍文、描寫文、說明文 

2. 小練筆: 直述感受法、收筆五法 

3. 實用文：通告、啟事、便條及章則 

4. 已有語文知識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 綜合練習：投稿、書信 

卷四說話能力 

1.兩分鐘短講：參考 2006-2008 TSA 類型題目、框架筆記 

數學 課本 1A 及 1B 所有課題 
 

普通話 第五至第八課 

綜合科學 第 4 章 
能量的形式，能量轉換， 常用的燃料， 電力的生產， 能源與我 
(延展：潮汐能、生物燃料、地熱能) 
第 5 章 
水的重要，水的淨化，水循環 
(延展：5.4 節約用水與水質污染) 
溶解， 製造晶體 
(延展：5.7 水以外的溶劑) 
第 6 章 
物質， 物質的粒子理論 

綜合人文 初中新思維通識  今日香港  課本 P.1—P.40 

中國歷史 範圍：秦統一天下至東漢滅亡 

書本：頁 79-158 

相關作業頁數及工作紙 
 
 



  
中二考試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Reading and Us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reading passages  
Usage 
 Vocabulary (Refer to Vocabulary list) 
 Reporting orders, requests & advice 
 Using adjectives to talk about things 
 Relative pronouns 
 Defining &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0, Type 1 and Type 2) 
 Modal Verbs of Possibility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simple future tense) 

Writing 

 Text Type – Email / Article 
 Theme – Advice for quitting drugs / Ride attractions 
 Word Count – Part A = 120 words, Part B = 150 words 
 Units to study – Unit 5: Amazing Wildlife, Unit 8: 

Anti-drug Campaign 
Listening 
- 2 Listening Tasks & 1 integrated task   (40 minutes) 
Speaking 
- Part 1 Reading Aloud – 1 unit (U.11-20) (1 minute) 
- Part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2 minutes) Topics: 

A. Using Computers  
B.  Shopping Habits of Teenagers 
C.  Keeping Pets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 

1. 單元六課文《張衡的地動儀》、《天邊彩橋》、《指紋說》； 

單元七課文《一個值得擔憂的現象——再論包裝》、《訓儉》； 

2. 《自學手冊》(第二冊)成語：第 176-200 個； 

3. 《自學手冊》(第二冊)文言格言：第 147-160 則； 

4. 《寫正字讀正音》第二輯：第 76-92 頁； 

5.  修辭：單元六及單元七語文運用； 

6.  已有語文知識 

卷二 寫作能力 

1. 長文：記敘抒情、論說文 

2. 實用文：通告、啟事、建議書、申請信 

3. 已有語文知識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 綜合練習：建議書、書信、演講辭 

2. 整合拓展、見解論證練習 

卷四  說話能力 

1. 個人短講（TSA 試題）  

2. 小組討論（TSA 試題） 

數學 課本 2A 及 2B 所有課題 

綜合科學 第 9 章 
力，摩擦力， 重力 
太空旅程-發射升空 
（延展：火箭設計中固態燃料和液態燃料的分別、多級設計、現
代火箭的設計） 
太空旅程-太空漫遊 
（延展：在太空船外工作、太空衣）太空旅程-重返地球 
（延展：P.54-65） 
（延展：9.7 太空探索與我） 
第 10 章 
酸和鹼，分辨酸鹼的指示劑， 酸的腐蝕性 
酸雨(延展：稀釋濃酸和濃鹼) 
中和作用， 酸和鹼的其他用途 
第 11 章 
探測環境刺激的重要，視覺 

綜合人文 初中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課本 P.1—P.63 

中國歷史 範圍：宋建國至明代滅亡 

書本：頁 99-213 

相關作業頁數及工作紙 
 
 



中三考試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Reading and Usage 

1. Reading Comprehension—3 passages 

2. Usage a. tenses 
b. to-infinitives, bare infinitives and gerund 
c. although, though, despite 
d.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e. defining, non-defining clauses 
f. Vocabulary list 

Writing 

1. Short task (about 120 words) 
2. Long Task (about (180 words)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1. Listening –2 tasks 

2. Integrated skills-2 tasks 
Speaking 

1. Group interaction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 

1. 課文：《談克制》、《想和做》、《讀孟嘗君傳》、《雞鳴

狗盜未可輕》、《鄒忌諷齊王納諫》 

2. 語文運用：修辭 

3. 《語文學習手冊》成語：第 276-300 個 

4. 《語文學習手冊》諺語：第 201-210 則 

5. 文言知識：單元三文言虛詞：乃、所、何、然、哉、而、則、

通假字、詞類活用、認識句子成分省略 

卷二寫作能力 

1. 長文五、六、七：議論文 

2. 小練筆 

3. 實用文：通告、啟事、報告及建議 

4. 已有語文知識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 演講詞 

2. 建議書 

3. 書信 

卷四說話能力 

1. 個人短講（TSA 試題）  

2. 小組討論（TSA 試題） 

數學 課本 3A 及 3B 所有課題 

中一及中二的所有課題 
 

物理 Ch 18,19 

化學 (1) 第 5 章 至 第 8 章 



(2) 金屬和氧的反應及其化學方程 

(3) 金屬和水的反應及其化學方程 

生物 p.1-55 

綜合人文 初中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課本 P.1—P.96 

中國歷史 範圍：清維新運動至抗日戰爭 

書本：頁 92-229 

相關作業頁數及工作紙 

設計與科技 - 設計題 

- 等角圖 

- 投影圖 

科技與生活 
筆記頁數 內容 

1 - 2 特別膳食安排 I 

3 - 5 特別膳食安排 II 

6 - 8 特別膳食安排 III 

9 -12 食品新第世代 

13 - 17 低碳烹調 

18 - 25 食品標籤 

26 - 29 中國飲食文化  

30 - 32 世界各國飲食文化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和結果 

筆記： 

上學期：P. 12-16，P.19 (Q. 12-15) 

下學期：P. 1-16， 

歷史資料題 P.3-8、P. 11-13、P.15-17 

課本： 

P. 25-39,  45-75 

地理 課本《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課本《地圖閱讀》單元 1、單元 2、單元 3 
  
 



 
中四考試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per 1  Reading  I hour 30 minutes 

 2 reading passages 
Paper 2  Writing  2 hours  

 Part A  a short writing task, about 180 words 
 Part B  a long writing task, about 300 words 

Choose 1 out of 3 questions (letter, article, 

email …….)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1 hour 45 

minutes 

 Part A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B integrated listening, reading & writing tasks 
Paper 4 Speaking 

 Group Discussion & Individual Response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 

1. 課文《師說》、《勸學》、《醉翁亭記》、《敬業與樂業》 

2. 語文基礎知識庫 

3. 文言基礎知識庫：虛詞、多用單音字、古今義、通假字 

卷二寫作能力 

1. 長文（五）、（六）、（七） 

2. 小練筆（五）、（六）、（七） 

3. 已有語文知識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 自薦信 

2. 建議書 

卷四說話能力 

1「論辯」、「談看法」型題目筆記 

3. 2010-2012 年 DSE 題目 

4. 考試範圍題目 

數學 課本 4A 及 4B 所有課題 

本年溫習的初中課題 
 

通識教育 單元一 個人成長  單元二 今日香港   

單元六 公共衛生 

卷一 

物理 Book 2:Chapter 5 to Chapter 9(p.4-p.273) 



化學 第 1 章 至 第 20 章  

生物 Chp. 1-10 

經濟 教科書：微觀經濟學第一冊 

第 1 章：基本經濟概念 

第 2 章：三個基本經濟問題與私有產權 

第 3 章：廠商的所有權形式 

第 4 章：生產與分工 

第 5 章：生產要素 

第 6 章：生產及成本 

第 7 章：廠商的目標與擴張 

第 8 章：市場價格的訂定 

第 9 章：市場價格的變化 

第 10 章：需求和供應的價格彈性 

歷史 單元 4.1：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及結果 

 (筆記：第 27-53 頁及相關資料題和論述題) 

單元 4.2.1：冷戰 (筆記第 1-21 頁及相關資料題和論述題) 

地理 課本第一冊第 2 章 

中國歷史 範圍：宋的中央集權至清的君主集權 

四下：頁 6-85 

及相關筆記習作 

旅遊與款待 《旅遊導論》整個單元 

資訊及通訊科技 Book 1, Book 2 

設計與科技 - 設計題 

- 思維導圖 

- 材料認識 

- 幾何圖形 

科技與生活 單元 題目 

3 健康與營養 

4  食品的化學   

5 膳食計劃 (部份)  食品設計 

6 部份 日常食物 

8 食物衛生 

9 部份 食物腐壞與食物中毒 
 

視覺藝術 1. 繪畫 

2. 資料: 香港特色、社會文化、個人成長 

3. 色彩運用、構圖法則 

體育 1 心血管系統 

2 呼吸系統 

3 體適能的訓練方法 

4 骨骼系統 

5 能量系統：三種能量系統 

6 神經系統 



7 導致運動創傷的原因 

8 創傷的處理 

9 常見的運動創傷與處理 

10 預防運動創傷 

11 訓練方法及原則 

12 營養 

13 奧運會及對社會的影響 

14 剪報分析 

 



 

中五考試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per 1: Reading 

DSE format 

Paper 2: Writing 

Part A ( 1 Q – around 200 words )  

Part B ( 1 out of 6Qs – around 400 words ) 

Text Type:  

Article/ Letter to the Editor / Formal Letter / Blog 

Entry/ Speech / Posting of an Online Forum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Part A: 4 listening tasks 

Part B: 3 integrated tasks 

Paper 4: Speaking 

DSE format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 

1. 指定文言經典精編：《唐詩三首》、《宋詞三首》、《廉頗藺

相如列傳》、《六國論》、《始得西山宴遊記》、《魚我所欲也》 

2. 語文基礎知識庫 

3. 文言基礎知識庫：一詞多義(第 1-30 個)、文言虛詞(第

1-11 個)、古今詞義(第 69-90 個)、通假字(第 29-57 個)、

詞類活用(第 46-60 個) 

4. 已有語文知識 

卷二寫作能力 

1. 長文四、五、六、七及佳作 (論說文，記敘文、描寫文) 

2. 小練筆五、六、七、八 

3. 已有語文知識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教材：【文憑應試全貫通 2】匯知教育出版社 

1. 星級應試錦囊 

2. 語境意識：頁 58-65；66-70 

3. 整合拓展：頁 16-25  31-37、應試突破訓練 1  

4. 見解論證：頁 46-57、應試突破訓練 2 

5. 演講辭：應試突破訓練 3 

6. 公函：應試突破訓練 5 

7. 投稿文章：額外練習 

卷四說話能力 

1.堂上練習: 談看法題﹑論辯題﹑協商題 

2.試題温習紙 

數學 課本 5A 及 5B 所有課題 

中四及中五溫習過的初中課題 
 



通識教育 單元二 今日香港  單元三 現代中國   

單元五 能源科技與環境   單元六 公共衛生  

卷一及卷二 

物理 Ch.20 - 24 

化學 第 1 章 至 第 41 章 

生物 Bk. 1,2A,2B,2C,6,7 

經濟 中四全年課程：第 1-10 章：機會成本、免費物品、經濟 

物品、三個基本經濟問題、廠商的所有權、股票和債券、 

分工、生產要素、短期和長期生產及生產成本、規模經 

濟、廠商的擴張與結合、市場與價格、價格彈性等已有 

知識。 

中五全年課程： 

第 11 章 市場干預 

第 12 章 市場結構的種類 

第 13 章 邊際利益與消費者盈餘、邊際成本與生產者 

盈餘、量度總社會盈餘效率偏離、私人成本 

 (利益) 與社會成本 (利益) 的分歧 

第 14 章 收入分配、洛倫茨曲線、堅尼系數、收入不 

均指標的局限、收入不均的來源、收入均等 

化、機會均等化 

第 15 章 本地生產總值的計算[生產面 (增加價值面),  

支出面]以市價計算和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 

生產總值 

第 16 章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 

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本地居民生產 

總值、以國民收入統計數據反映生活水準的 

限制 

第 17 章 總需求、總供應 

第 18 章 總需求的改變、短期總供應的改變、長期總 

供應的改變 

第 19 章 貨幣、銀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第 20 章 貨幣供應、貨幣供應和存款創造/ 收縮、貨 

幣供應和貨幣基礎、貨幣需求貨幣市場中均 

衡利率的決定 
 

歷史 單元二：中國現代化與蛻變 

(筆記、相關資料題和論述題) 

地理 課本第二冊第 3 章及第 4 章 

中國歷史 範圍：國共第一次合作至文革 

五上：頁 80-212 

五下：頁 8-79 

及相關筆記習作 



旅遊與款待 《款待導論》整個單元 

資訊及通訊科技 Book 1,2,3,C1 

設計與科技 - 設計題 

- 材料認識 

- 機械原理 

- 幾何繪圖 

科技與生活 單元 題目 

3 健康與營養 

4  食品的化學   

5 膳食計劃  

6 部份 日常食物 

7 食物製作科技 

8 食物衛生 

9 部份 食物腐壞與食物中毒 

10 食物保藏科技 

11 飲食文化 
 

視覺藝術 1. 包裝設計、海報設計、廣告牌設計及環保袋設計 

2. 藝術評賞四步曲、色彩運用、文字設計、構圖法則 

體育 體育科所有內容及課程 

重點 

1 動作分析 

2 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 

3 訓練原則 

4 訓練週期計劃 

5 各類人士的訓練計劃 

6 訓練法 

     a.阻力訓練 

     b.持續訓練 

     c.間歇訓練 

     d.循環訓練 

     e.法特萊克訓練 

7 訓練和停止訓練後在生理上的效應 

8 體育活動管理 

9 心理技能 

10 運動管理 

11 歷史發展 

12 剪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