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數學 13/4 第 4, 7, 8, 10.1-10.4 章 

地理 13/4 書及作業第一冊(黃書) 單元 1.4-1.5 

地圖技能(綠書) 單元 5：怎樣利用經緯度來找尋地方 

地圖集：世界地圖大洲及大洋(P.118-119)；世界時區

(P.150-151) 

綠文件夾：工作紙 5-8 及 T2A1_ELA 英文工作紙 

帶量角器、直尺和鉛筆 

英文 14/4 S.1 English Second Term Standardized Test 2014-2015 

I. Coverage 

Book 1B                  Unit 5-6. 

Reader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and Other Stories by Aesop) Chapter 5-6 

II.Test Paper (100 marks) (1 hour 15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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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rks)        # Unit 5,6 (1-2 situations) 

C. Tenses  

-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present continuous and simple 

future tense, with negative and questions if possible   

D. Blank Filling  

- Demonstrative pronouns  

E. Blank Filling  

- and, but and or  

F. Blank Filling  

- prepositions indicating movement 

G.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 



中文 15/4 甲、 閱讀理解 (一白話、一文言) 
 認識詩歌描寫和抒情的特色。 

 體會詩歌表達的感情。 

 理解和分析文言文的內容。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分析文言文的寫作手法。 

 比較不同文言文的內容和作法。 

(其他︰各項描寫手法︰如步移法、直接描寫、間接描寫、動態描

寫、靜態描寫。) 

乙、 語文基礎知識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修辭：對偶、暗喻、雙聲、疊韻。 

 複習文言詞匯：單音詞、人稱代詞(其、之)、文言虛詞(也、矣、

之、乎、者) 

 複習文言句式：判斷句 (肯定句、否定句)。 

 格言考核 11-15 則。 

 上學期所學語文基礎知識(如修辭︰疊字、明喻、排比、設問、

反問、擬人、擬物、頂真、誇飾等； 

                  詞性︰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副

詞、擬聲詞、代詞、助詞、歎詞等；         

                  認識標點符號：句號、逗號、問號、感歎號、

破折號、引號等。 

丙、文言詞解及語譯  工作紙內文言詞庫、《孟母三遷》《老馬識

途》詞解、《迢迢牽牛星》《客至》 

                     《友情傘》《烏衣巷》詞解、語譯。    

丁、精讀篇章《老馬識途》《迢迢牽牛星》《客至》《友情傘》《烏

衣巷》。 

 

通識 16/4 統測範圍： 

1. 新標準初中生活與社會 –《香港政府與公民權責》( P.1-40 ) 

2. ELA (2nd Term Module 1: Public finance of Hong Kong) 

3. 2015-2016 政府財政預算案工作紙 

試卷題型： 

試卷限時 45 分鐘，內容包括： 

選擇題     (12 分)  

填充題     (6 分)  

辨認題／填充題   (6 分)  

概念題     (12 分)  

資料回應題    (12 分)  

ELA 英語部分       (6 分)      

延伸題-時事常識及問答 (6 分) 

溫習重點： 

1. 宜多加溫習每課題的單元學習要點及單元重要概念，留意



相關專有名詞及概念解釋。 

2. 回答資料回應題時，要仔細閱讀資料，利用完整句子作

答。同時，答案需要加以詳細解釋。 

3. ELA 英語部分會根據每單元的英文筆記內容出題，題型與

ELA worksheet 相似，學生應熟知英文筆記的生字解釋及

內容。 

中史 16/4 課本： p.61-85 

作業： p.22-30 

綜合科學 17/4 1. 課本 1B P.1-84 

2. 作業 1B P.1- 32 

3. 工作紙 No. 1 - 3 

 

 

 

 



中二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史 13/4 北宋的變法至元的統治政策 

課本：p.66-100 

作業：p.18-27 

綜合科學 13/4 1. 課本 2B P.1- 106 (刪除 P.48-51, 57-58) 

2. 作業 2B P.1-34 

3. 工作紙 No. 1 - 3 

中文 14/4 甲、 閱讀理解 (一白話、一文言) 
 掌握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語言、行動和心理描寫  

 掌握說明的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邏輯順序。 

 掌握說明的層次 

 掌握說明文的語言特色。 

 撰寫主旨及段旨。 
 

乙、 語文基礎知識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詞匯：連詞。 

 認識修辭：反問、反復、反語、層遞。 

 認識標點：分號。 

 認識文言詞彙：單音詞。 

 中一所學語文基礎知識(如詞性︰名詞、動詞、數詞、量詞、副詞、擬聲

詞、代詞、助詞、歎詞等； 

                        修辭︰明喻、暗喻、疊字、誇張、比擬、引用、

反復、反問等； 

                        句式：疑問句、反問句、肯定句、否定句；文

言虛詞、實詞及文言知識； 

                        標點符號運用；辨析錯別字。) 

 

丙、 精讀篇章 

《我的老師》 《賣炭翁》 《今上岳陽樓》 
 

丁、 其他 
工作紙文言實詞庫；文言字詞 9-12；格言 12-16 則 
 

地理 15/4 書及作業第五冊(粉紅書) 單元 5.1-5.3 

地圖技能(藍書)：單元 1-4 

藍文件夾：下學期所有工作紙及測驗(包括 T2A1 _ELA 英文工作紙) 

帶量角器、直尺和鉛筆 

 



數學 16/4 第 7, 8, 9, 10 章 

通識 16/4 統測範圍： 

1.  學習技能手冊 全本 

2.  ELA (Learning Skills – Concept Outline Worksheet) 

3.  2015-2016 政府財政預算案工作紙 

試卷題型： 

試卷限時 45 分鐘，內容包括： 

選擇題、填充題、      

概念題、配對題      (共 30 分)  

資料回應題    (18 分)  

ELA 英語部分   (12 分)                  

延伸題     (6 分) 

溫習重點： 

4. 宜多加溫習每課題的單元學習要點及單元重要概念，留意相關專

有名詞及概念解釋。 

5. 回答資料回應題時，要仔細閱讀資料，利用完整句子作答。同

時，答案需要加以詳細解釋。 

6. ELA 英語部分會根據每單元的英文筆記內容出題，題型與 ELA 

worksheet 相似，學生應熟知英文筆記的生字解釋及內容。 

 

英文 17/4 S.2 English Second Term Standardized Test 2014-2015 

I.Coverage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B - Units 5, 6       

 G.E. exercise book    

 Class Reader - Chapters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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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rks) 

- e.g. common phrases, preposition., connectives, tense, pronouns, 

singular/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and adjective patterns etc. 

B. Vocabulary (10 marks)         

-Unit 5, 6 (1-2 situations)  



C. Tense (10 marks)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and future tense 

D.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6 marks) 

E. Reporting orders, requests and advice (6 marks) 

F. Sentence making (10 marks) 

-key structures  

 

 



中三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經濟 13/4 P1-1 至 P2-10 

中史 13/4 課本： p.4-35 

作業： p.2-9 

歷史 13/4 課本： P. 4-63 

作業： P.1-12,31 

地理 13/4 書及作業第九冊(紫書) 單元 9.1-9.6 

紅文件夾：所有工作紙及測驗(包括 T2A1 _ELA 英文工作紙) 

中文 14/4 甲、 閱讀理解 (一白話、一文言) 

 議論的要素：論點、論據和論證。 

 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引用論證 

 認識駁論。 

 綜合訓練：掌握思想內容；歸納主旨及段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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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慣用語。 

 中一至中三上學期所學語文基礎知識： 

如修辭︰雙關、明喻、暗喻、借喻、借代、映襯、層遞、誇張、比擬、

引用、反復等； 

詞性︰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副詞、量詞、介詞、連詞、助詞、

歎詞等； 

複句︰並列複句、承接複句、假設複句、因果複句、轉折複句、條件複

句等； 

文言句式︰句子成分的省略、被動句、文言古今義、文言虛詞(其、然、

何、哉)等； 

標點符號；肯定句、否定句等 

 

丙、 精讀篇章 

《最苦與最樂》、《讀孟嘗君傳》 
 

丁、 其他 
《讀孟嘗君傳》詞解、語譯；工作紙文言實詞庫；文言字詞 9-12；

格言 11-15 則 
 

 



生物 15/4 1. 課本 P.1 – 53 

2. 工作紙 No. 1-2 

3. ELA worksheet No. 3-4 

物理 15/4 第一章：可見光 

第二章：紫外光 

第三章：我們的眼睛 

第四章：凸透鏡成像 

旅遊 15/4 P1-P9, P11-13 

企財 15/4 F3 BAFS Chapter 1 to Chapter 3. (Book and Notes) 

英文 16/4 S.3 English Standardized Test (2014-15 Second Term) 

A. Coverage 

Treasure Plus Book 3B Unit 5 and Unit 6, TSA Reading Booklet, Class Reader 

(Ch.6-8)  

B. 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with one poem *varied question types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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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Vocabulary  

B.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phrases 

C.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D. Conditional sentences 

E. wish/ if only with the past perfect tense 

F. MC cloze (tenses, part of speech,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etc) 

G. Key structures 

數學 17/4 第 8, 11 章 + 2A 冊 2.3C, 2A 冊 4.1 + TSA 01-14 

化學 17/4 筆記 P.1-23, 單元一至三及所有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