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測驗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rt I: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Part II: Usage 

a. Simple Present Tense +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b. Pronouns + Articles 

c. Wh-words 

d. Adverbs of frequency 

e. There is / there are 

f. Proofreading 

g. Vocabulary – Vocabulary List 

中文 卷一 

甲：閱讀理解兩篇、課文詞解（範圍見下文） 

乙：課文問答《楊修之死》、《歪兒》、《董永賣身》、 

《岳飛之少年時代》 

丙：語文運用 （校本教材單元一成語及諺語、修辭） 

詞解範圖：《楊修之死》、《歪兒》以及校本教材單元一成語 

《楊修之死》 

猶豫不決：形容人不果斷處理問題。 

庖官：掌管膳食的官員。 

不日：未來幾天之內。 

不置褒貶：不說好也不說壞。 

佯：假裝。 

肺腑：內心。 

對答如流：對答流利，流暢 

恃才放曠：恃著才幹而放恣。 

《歪兒》 

佼佼者：表現出眾的人。 

捂著：遮掩。 

寫作 

1. 長文：單元一記敘文、單元二人物描寫 (工作紙及寫作練習) 

數學 第一章 有向數 

第二章 以代數解決問題（一） 

第三章 以代數解決問題（二） 
 

綜合科學 第 1 章 
1.1 學習科學 
1.2 科學的實踐 
1.3 實驗室安全 
1.4 實驗儀器和基本實驗技巧 

中國歷史 西周封建至戰國的政局特點 

課本： P. 38-60 



作業 P. 12-18 

及相關工作紙 

歷史 卷一：史識評估 

單元一：歷史的學習 (筆記 P.1-5 及相關習作) 

單元二：古代文明： 

        什麼是文明、四大古代文明簡介 

        (筆記 P.1-2、課本第 4-9 頁及相關習作) 

卷二：香港史視聽學習評估(參考閱讀材料) 

地理 E6 課本《海洋有難》單元 1 及單元 2 

 



 

 

中二測驗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rt 1: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Part 2: Usage 

a.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b. Making comparisons 

c. Using too much, too many, too few, too little 
d. Past continuous tense  

e. Past continuous tense with while and when 
f. Proofreading 

g. Vocabulary – Vocabulary List 

中文 卷一 閱讀 

甲部：閱讀理解兩篇、課文詞解。(範圍見下文) 

      乙部：課文問答《種梨》、《回家》、《差不多先生》。 

丙部：語文運用、文言知識庫、校本教材單元一成語及諺語。 

課文詞解﹕ 

詞語 解釋 

1. 乍時 忽然 

2. 悲傷 哀痛憂傷 

3. 倉皇 匆促而慌張 

4. 人人皆曉 所有的人都知道 

5. 惶惑 恐惧而疑惑 

6. 淒惻 凄凉悲痛 

7. 一命嗚呼 指人死亡 

8. 從從容容 指（時間、經濟）十分寬裕 

9. 賠小心 從言語行動上對人謹慎、遷就，使

人產生好感或息怒。 

卷二 寫作 

1.長文：單元一記敘文、單元二描寫文 (工作紙及寫作練習) 

2. 實用文：宣傳文字工作紙及寫作練習 

數學 第一章 近似與誤差 

第二章 多項式運算及因式分解 

第三章 恒等式 
 

綜合科學 範圍 7.1-7.4 



(除了延展： P.25-27 /延展： P.35-37） 
第 7 章 

7.1 空氣 

7.2 光合作用 

7.3 呼吸作用 

7.4 植物的氣體交換 

中國歷史 隋的統一至唐貞觀之治 

課本：P.6-41 

作業：P.2-13 

及相關工作紙 

歷史 卷一：史識評估 

單元一：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 

        ( 筆記 P.1-9； 課本 P. 4-20 及相關習作) 

卷二：香港史視聽學習評估(參考閱讀材料) 

地理 C4 課本《水的煩惱》單元 1 至單元 3(3.3) 即課本第 2 頁至 29

頁及工作紙 
 

 



 

中三測驗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rt I: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Part II: Usage 

1. Vocabulary List 

2. Tenses  

3. Passive voices 

4.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clauses 

5. Indefinite pronouns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閱讀理解兩篇、課文詞解（範圍見下文） 

乙：課文問答 

單元一：<<核工記>>、<<消失了的特色街道>>； 

單元二：<<爸爸的花兒落了>>、<<閒情記趣>>。 

丙：語文運用、課本及校本教材 

單元一、單元二：說明手法、記敘方法、語文知識、文言知

識。 

課文詞解﹕ 

詞語 解釋 

1. 雕梁畫棟 棟樑等木結構上雕刻花紋並加上彩繪。 

2. 小覷 小看、輕視。 

3. 龐然大物 高大笨重的東西。 

4 憑弔 對著古跡追念古人或舊事。 

5. 挪窩 離開被窩。 

6. 掄 用力揮動。 

7. 驪歌 送別時唱的歌。 

8. 闖練 在實際生活中的鍛鍊。 

卷二寫作能力 

1.長文：單元一、單元二說明文、記敘文工作紙及寫作練習。 

2.實用文：說明書、啟事工作紙及寫作練習。 

數學 第一章 續多項式因式分解 

第二章 指數定律 

第三章 百分法(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物理 BOOK 3B CH17 



化學 第五章 原子結構 及 

第 1 至 20 個元素的化學名稱及化學符號 

（附加它們在周期表的位置） 

生物 課本 P.3-21, 23 

實驗手冊 P.3-18 

綜合人文 課本 P.1-P.19 

及相關習作 (數據分折、時事及資料回應題) 

中國歷史 清中衰、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略)、洋務運動 

課本：P.34-47.61-62,75-83 

作業：P.10-16,25-27 

及相關工作紙 

歷史 卷一：史識評估 

單元一：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 

        ( 筆記 P.1-7； 課本 P.1-16 及相關習作) 

卷二：香港史視聽學習評估(參考閱讀材料) 

地理 C2 課本《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1 及單元 2 
  

  



 

中四測驗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rt I: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Part II: Usage 

1. Tenses: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Future Tense) 

2. Reading Aloud 1-5 

3. Source Book: P.1-2 

中文 卷一閱讀 

甲：指定文言篇章：《廉頗藺相如列傳》、《論仁論孝論君

子》。 

乙：閱讀理解：課本單元一及單元二文類、校本教材增潤閱

讀篇章 

卷二寫作 

寫作：記敘抒情文、論說文 (筆記、寫作練習及範文) 

數學 以下課題約佔 30% 

聯立方程 

指數 

因式分解 

以下課題約佔 70% 

4A1. 數系  

4B7. 指數函數   

4A3. 一元二次方程 
 

通識教育 單元一個人成長 

物理 BOOK 1 CH 1-4 

化學 第二章 大氣 

第三章 海洋 

第四章 岩石和礦物 

第五章 原子結構 

第六章 周期表 

第七章 離子鍵和金屬鍵 

第八章 共價鍵 

第九章 物質結構和性質 

生物 第 1,2,6 課加 ,3.1,3.2 課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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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單元 4.1：一戰爆發及巴黎和會 



(筆記第 1-8 頁；相關資料題和論述題) 

地理 課本第一冊第 1 章全部 

中國歷史 西周至秦朝 

課本：P.6-111 

及相關筆記習作 

旅遊與款待 旅遊科的綜合性 

旅遊業整合模式 

「旅行」、「旅遊」及「遊客」的意義 

高恆(Cohen)的分類模式 

蒲樂(Plog’s)的分類模式 

旅客應有的行為表現及其他注意事項 

旅遊形式 

資訊及通訊科技 核心 BOOK 1 CH 2，BOOK2 CH 11-13 

設計與應用科技 - 切線 

- 幾何圖形 

- 繪圖技巧 

科技與生活 單元 題目 

3 健康與營養 

4 部份 食品的化學   

(食品化學基礎、基本營養概念、碳水化合物) 
 

視覺藝術 創意聯想 

體育 (一) 體適能 

   (甲) 引體上升(男)/曲臂懸垂 

   (乙) 仰臥起坐 

   (丙) 坐地體前伸 

   (丁) 1609 米跑 

(二) 人體 

   (甲) 成長和發展 

   (乙) 骨骼系統 

   (丙) 神經系統 

   (丁) 肌肉系統 

   (戊) 心血管系統 

 



中五測驗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Part I: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II: Usage 

1.  Grammar & Usage U.15, 16, 18 

2.  Vocabulary List – Reading Aloud U. 1 – 5,  

Source Book P.29 – 34 

中文 卷一閱讀 

甲：指定文言篇章：《勸學》、《魚我所欲也》、《廉頗

藺相如列傳》、《始得西山宴遊記》、《論仁論孝論君

子》、《師說》、《唐詩三首》、《宋詞三首》。 

乙：閱讀理解：課本單元五文類、增潤閱讀篇章 

卷二寫作 

寫作：論說文 (筆記、寫作練習及範文) 

數學 初中課題約佔 30% 

以下課題約佔 70% 

5A1 續方程  

5A2 一元不等式  

5A3 函數圖像的進一步認識  
 

通識教育 單元二 今日香港 單元五 公共衛生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物理 BOOK 2 CH12， BOOK 3 CH 13-15 

化學 第 25 章 至 第 30 章 

生物 第 1-25 章 

經濟 第 11 章 市場干預 

第 12 章 市場結構 

第 13 章 效率、公平和政府的角色 (I) 
 

歷史 單元 5.2： 

社會及文化 (人口與資源) 方面的國際合作 

(相關筆記、資料題、論述題) 

地理 課本第五冊全部 

中國歷史 列強的入侵、洋務運動、百日維新 

課本：P.136-294 

相關筆記及練習內容 

旅遊與款待 發展旅遊業帶來的各方面影響(社會、文化、文化遺產、經

濟、環境) 

資訊及通訊科技 核心 BOOK 1 – BOOK 2， 選修 C1 

設計與應用科技 - 設計分析 

- 材料接合原理 

- 材料認識及運用 

- 圖像傳意 



- 幾何圖形 

科技與生活 單元 題目 

2 消費者選擇食物的涵意 

3 健康與營養 

4  食品的化學   

5 日常膳食計劃 

6 日常食物 

8 食物衛生 

9 食物腐壞 

10 食品保藏法 
 

視覺藝術 創意聯想，宣傳性海報 

體育 1 動作分析 

(甲) 基本力學概念 

(乙) 人體動作的類別 

2 體育訓練方法 

(甲) 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 

3 剪報分析 

 

 
 



中六測驗範圍 
  

科目 內容 

英文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中文 卷一閱讀 

甲：指定文言篇章： 

《魚我所欲也》、《六國論》、《逍遙遊》、《唐詩三首》、

《宋詞三首》。 

乙：閱讀理解  

白話文及文言文 

卷二寫作  

題型:記敍、描寫、抒情、論說 

數學 初中課題約佔 30% 

DSE 內容約佔 70% 
 

通識教育 單元四 全球化 

物理 BOOK 6-8 

化學 第 42 章 至 第 54 章  

生物 第 1-4 冊 

經濟 第 21 章   經濟周期、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動和失業 

第 22 章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第 23 章 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 

第 24 章 貿易障礙 

第 25 章 國際收支平衡與匯率 
 

歷史 單元 1.2—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相關筆記、資料題、論述題) 

地理 課本第三冊第 5 章全部 

中國歷史 制度史(田制、兵制、選士) 

書：P1-290 

相關筆記及練習內容 

旅遊與款待 《客務關係及服務》整個單元 

資訊及通訊科技 核心 BOOK 1 – BOOK 3， 選修 C1、C2 

設計與應用科技 - 設計分析 

- 機械原理 

- 材料接合原理 

- 材料認識及運用 

- 圖像傳意 

科技與生活 單元 題目 

12 部份 食品科學與科技的學習延伸學習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 

體育 所有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