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學期中一級 
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5/11 甲、 閱讀理解 (一白話、一文言) 

根據文題，推斷文章的內容。 
從上下文推斷字詞的意思。 
掌握句子的意思。 
歸納段意、主旨。 
認識記敍的素：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原因、經過、結果）。 
認識記敍的方法：順敍、倒敍和插敍。 
認識記敍人稱。 

綜合訓練：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提出評

價和見解；比較不同作品內容和作法。 

文言文閱讀知識 
 
乙、 語文基礎知識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修辭：擬物、反問。 
 語文基礎知識，如詞性︰名詞、動詞、數詞、量詞、副詞、擬聲

詞、代詞、助詞、歎詞等；標點符號運用； 

 

丙、 精讀篇章 

《背影》、《羚羊木雕》 
 

丁、 其他 
工作紙文言實詞庫(基礎單元、單元一)；格言 1-6 則 
 

綜合科學 6/11 1. 課本 P.1-71 
2. 作業 P.1-26, 29-31 
3. 工作紙 No. 1-3 
4. ELA worksheet No. 5 
 

英文 7/11 I. Coverage 
Book 1A                  Unit 1-2 

G.E.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Chapter 1-2 

II.Test Paper (100 marks) (1 hour)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common phrases, prep., agree., tense,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etc. 

B. Vocabulary         # Unit 1,2 (1-2 situations) 

C. Tense  

-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with 

negative and questions if possible  

D. Blank Filling  

- personal pronouns, Wh-questions, prepositions of place  

E.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 

 
地理 7/11 課本(一冊)單元 1.1(P.1-9)；作業單元 1.1 

地圖技能(綠書)P.1-29 
工作紙練習 1-4 + 英文工作紙 ELA  

通識 10/11 1.  <香港社會現況>書 P.1-35 
2.  ELA WS 
3.  所有工作紙 

數學 10/11 第 0、1、2、5 章 
 

中史 11/11 課本： p.4-32 
作業： p.2-10 

 
 
 



上學期中二級 
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英文 5/11 I.Coverage 
•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A - Unit 1, 2       
• G.E. exercise book    
• Class Reader - Chapter 1-3 

II.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ualized questions, sequencing, true or false statements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common phrases, types of shops / clothes, agree., tense,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comparing quantities, as adj. as, 
different from/ the same as etc. 

B. Vocabulary       Unit 1,2 (1-2 situations) 

C. Tense  

- simple present , past tens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D. Blank Filling  

-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 talking about quantities  

- connectives of results and reasons  

E.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s    

 
中史 6/11 課本：p.4-35 

作業：p.2-12 
中文  甲、 閱讀理解 (一白話、一文言) 

 認識文章選材與剪裁的技巧 

 認識文章佈局謀篇的技巧 

 認識間接抒情的手法：借事抒情 

 綜合訓練：掌握文章的思想內容；劃分段落；撰寫段旨；歸納主旨；比較不同作

品的內容和作法；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提出評價和見解。 



 文言文閱讀知識 
 

乙、 語文基礎知識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介詞 
 認識標點符號：引號 
 認識修辭：引用、映襯、借代 
 認識文言詞匯：一字多音、一詞多義(亡)、虛詞(且、安、蓋、耳) 
 認識文言句式：判斷句 
 認識複句：單句和複句；並列複句和承接複句 

 中一所學語文基礎知識 
 格言(1-6則) 
 

丙、 精讀篇章 
《貓》(老舍)、《馬說》、《燕詩》 
 
丁、 其他 
《馬說》、《燕詩》文言詞解語譯；工作紙文言實詞庫；文言字詞(1-4 則) 

 
綜合科學 7/11 1. 課本 P.1-45, 54-58, 62, 66-98 

2. 作業 P.1-16, 24-35, 39-43 
3. 工作紙 No. 1-5 
4. ELA workseet No.7 -8 
 

數學 10/11 第 1、2 章 
 

地理 10/11 課本(二冊)單元 2.3-2.6(P.17-45)； 
作業單元 2.3-2.6 
英文工作紙 ELA 

通識 11/11 1. <學習技能手冊>第一章思考方法 
2. <全球化>第一章全球化概論、第二章經濟全球化 
3. ELA WS 
4.  所有工作紙 

 



上學期中三級 
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數學 5/11 
 

TSA 01—06，第 1、2、3、4 章 
 

英文 6/11 G.E. 
A. Coverage 

Treasure Plus Book 3A Units 1 - 2, Class Reader-The Talking Tree and other stories 

(Ch.1 -3)  

B. 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with one poem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The Talking Tree and other stories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Vocabulary – Units 1-2 
B. ‘nothing’, ‘something’, ‘anything’,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or 
‘none’ 
C. Passive voice 
D. Conditional sentences with possible situations 
E. Units 1-2 Key structures  

 
中史 6/11 課本： p.4-35 

作業： p.2-9 
 

經濟 6/11 P1.1-2.6 

 
中文 7/11 甲、 閱讀理解 (一白話、一文言) 

 掌握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運用逆向思維分析作品。 

 認識記敍人稱。 

 分析人物的性格。 

 掌握故事情節的安排。 

 綜合訓練：掌握思想內容；歸納主旨；撰寫段旨；運用閱讀策略；比較不同作品的

內容和作法；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提出評價和見解；運用閱讀策略。 

 文言閱讀理解 
 
 



乙、 語文基礎知識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慣用語。 

 認識修辭：雙關。 
 認識文言句式：句子成分的省略、被動句。 

 複習文言詞匯：古今義。 

 複習文言句式：被動句。 
 格言運用 1-6 則 
 中一、二所學語文基礎知識(如詞性︰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副詞、量詞、

介詞、連詞、助詞、歎詞等； 

                            修辭︰明喻、暗喻、借喻、借代、雙關、映襯、層遞、

誇張、比擬、反復等； 

                            複句︰並列複句、承接複句等；標點符號；文言虛詞、

實詞；肯定句、否定句。) 
丙、 精讀篇章 
《西門豹治鄴》、《孔明借箭》 
 

丁、 其他 
《西門豹治鄴》、《孔明借箭》文言詞解語譯；工作紙文言實詞庫；中三級文言字詞

1-4 

 
企財 7/11 F3 BAFS Chapter 1 to Chapter 3. (Book and Notes) 

 
旅遊 7/11 課本第一頁至第十三頁 

 
地理 10/11 課本(九冊)單元 9.1-9.6(P.1-55)； 

作業單元 9.1-9.6 
鞏固工作紙 + 英文工作紙 ELA 

歷史 10/11 課本： P. 4-65 
作業： P.1-31 

化學 10/11 筆記第 1 至 23 頁及上述範圍內的相關工作紙 
 

物理 11/11 1) 可見光 
2) 我們的眼睛 
3) 凸透鏡 

生物 11/11 1. 課本 P.1 – 49 
2. 工作紙 No. 1-2 
3. ELA worksheet N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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