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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use: 

 New Treasure Plus Second Edition 2A & 2B (NTP) 

 Success in Grammar Second Edition Book 2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2 

Paper Unit Part Details / Remarks 

English 1  

General 

English 

Vocabulary: 

NTP Units 5,6 & 8 

Grammar: 

NTP Units 5-8 

A. Comprehension 

and Poem 

Appreciat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Vocabulary 

addicted leather order 

reading silk ladybird 

boutiques shopping eye-catching 

designer forest depression 

set a limit classic eye-opening 

skirt creative accessories 

gambling curiosity wild animals 

change social groups peer pressure 

develop healthier hobbies money problems 

Grammar Usage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facts (U4)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possible 

situations (U4) 

 Reporting orders, requests and advice (U5) 

 Using adjectives to report feelings and 

opinions (U5) 

 Relative pronouns (U6) 

 Nouns with and without articles (U6) 

 Wh-words + to-infinitives (U7)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U7) 

 Using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to talk 

about schedules and timetables (U8) 

 Using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to talk 

about arrangements and plans (U8) 

 Using can, may, might and could to talk 

about possibility (U8) 

English 2  

Writing 

NTP Units 5-8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8 

English 3 

Listening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Plus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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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科 

1. 教科書(單元 4) 4-2 至 4-9 

2. 教科書(單元 12) 12-2 至 12-10 

3. 筆記 (食物處理) 

**考試時，請帶備木顏色一盒、鉛筆、擦膠。** 

 

地理科 

 與自然災害共處 

 1.1 至 4.4 章 (計算坡度 p.42) 

 

數學科 

 第 1–11 章 

 

中國語文科 

卷一 閱理能力 （1 小時） 

1. 課文問答：《桃花源記》、《習慣說》 

2. 課外篇章：閱讀理解(白話文一篇、文言文一篇)  

3. 成語：《成語及韻文自學手冊》第 71-100 個 (其他成語不予接受) 

4. 修辭、寫作手法、語文運用：各單元已有知識 

語文運用：獨立語、修改病句（單元七）；諺語（單元八） 

 

評估重點：寫段意、內容理解、文章體裁、修辭、寫作手法、詞語解釋、句子語譯、 

成語填空等。 

 

卷二  寫作能力  （1 小時 15 分鐘） 

1. 命題作文(450 字或以上) ：三題選答一題 

2. 實用文寫作：投訴信一則 

 

卷三  聆聽能力  （約 30 分鐘） 

1. 聆聽錄音以回答問題。 

2. 就錄音資料回應挑戰題。 

 

歷史科 

範圍： 教科書 2 下頁 P.103-107, P.122-133, P.158-159, P.195-196, 198-220、校本筆記 

 機器時代的生活: 成因、發展及影響  

 直至 20 世紀初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題型：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歷史資料題、挑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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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歷史科 

 《初中全方位中國歷史 2 (校本版)》(文達) 

o 甲部第 6.3-6.16 頁、第 7-.6-7.23 頁、第 1.6 至第 1.16 頁 

 課題六  元代的高壓統治(略) 

 課題七  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課題一 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的統治政策 

 

設計與科技科 

 設計與科技 第二冊  

 第二章   科技的影響 

 第十一章 常用的機械工具 

 第十二章 物料的選擇 

 第十四章 模型製作 

 第十五章 在設計習作中善用資訊科技 

 

設計習作指引: 模具製作及時鐘設計 

 

基礎商業 

 第 6 章   生產與分工 

 第 7 章   運用個人財務預算展示消費模式 

 第 8 章   會計等式 

 

科學科 

 課本 2B 冊第 9 章 9.1 至第 11 章 11.5  

 (P.3 至 P.211) 

 

資訊科技科 

 黑客及 Scr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