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英文 11/4 S.1 English Second Term Standardized Test 2017-2018 

I. Coverage 

Book 1B                  Unit 5-6. 

Reader Chapter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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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nectives, prepositions, agreement, tenses, pronouns, 

singular/plural, articles, modals (can/ could) etc. 

 

B. Vocabulary              # Unit 5,6 (1-2 situations) 

  

C. will + infinitive’ or ‘be + going to + infinitive  

   

D. Modals: can and could 

 

E. Quantifiers  

 

F. Verb+ to-infinitives 

 

G.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 

數學 12/4 第 4,7,8,10.1-10.3 章 

綜合科學 12/4 1. 課本  1A  P.119-146, 150-161, 178-183 

          1B  P.3 – 20  

2. 作業  1A  P.51-58, 60-61, 67-70 

          1B  P.1 – 5 

3. 工作紙  

4. ELA worksheet   



通識 13/4 單元 11(P.19-26) 

單元 12(P.1-12) 

相關課題工作紙，ELA Worksheets 及財政預算案工作紙. 

電腦 13/4 專題研習工具：Google 雲端硬碟（第 4 章：雲端硬碟） 

                                      Google 表單 

Google 搜尋 2017（第 1-6 章，不考第 5.2、5.3 及 5.4 章） 

文字處理軟件 2017（第 1-4 章） 

歷史 16/4 古代新月沃土文明的生活 書 P.1-22 

作業及筆記   T2A1 ELA WORKSHEET 

中史 16/4 課本：p. 66-92 

作業：p.21-27 

中文 17/4 中國語文科中一級下學期第一次統測範圍(2017-18)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    1小時 15分鐘  總分為 100

分(另設 10 分延伸題) 

1. 【單元四：描寫和抒情—詩之花徑】書 4.3-4.40 及工作紙 

2. 【補充教材】《山居秋暝》 

 

(一)  閱讀理解  40%    

2 篇(文言文及白話文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

及圈劃題目的關鍵詞，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認識詩歌體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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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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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訓練： 

 劃分段落；撰寫段旨；歸

納主旨。 

 理解和分析文章內容。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

法。 

 

 

(二)  語文運用  25%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修辭：對偶、暗喻。

(4.38-4.39) 

 格言考核 11-15 則。 

 上學期所學語文基礎知

識(如修辭︰對偶、明 

  喻、暗喻、反問、擬人、

擬物等。)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迢迢牽牛星》、《烏衣巷》、《山居秋暝》文言詞解及語

譯； 

《孟母三遷》及工作紙文言閱讀理解實詞詞庫詞解 

 

(四)  讀本問題  25% 

《迢迢牽牛星》(書 4.3-4.13 及工作紙)、《友情傘》(書

4.21-4.27 及工作紙)、《烏衣巷》(書 4.28-4.30 及工作紙)、



《孟母三遷》(書 5.2-5.8)；《山居秋暝》(補充教材及工作

紙)。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五)  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迢迢牽牛星》(書 4.3-4.13 及工作紙)、《友情傘》(書

4.21-4.27 及工作紙)、《烏衣巷》(書 4.28-4.30 及工作紙)、

《孟母三遷》(書 5.2-5.8)；《山居秋暝》(補充教材及工作

紙)。 

  

【註：考卷設延伸題，學生可選擇作答與否；若學生選擇作

答，可額外取得分數，惟得分不超過該卷總分上限。】 

普通話 17/4 2017-2018 下學期  中一級 普通話科 統測範圍 

 

1.重點詞語  第四課 P.33  第五課 P.45  要掌握重點詞語的

寫法、拼音（包括聲母、韻母和聲調）。 

 

第四課重點詞語： 

 

dēng jī       shǒu  xù     dǎ  rǎo    kè  tào   jiàn 

wài  chōu kòngr 

登  機      手   續     打  擾    客  套    見 外   

抽  空兒 

 

guàng guang    shě bu de    hé  kuàng     yí lù píng’ ān   

bǎo zhòng 

逛   逛      捨不得     何  況       一 路平  安    

保 重 

 

第五課重點詞語： 

 

chōng  tū    chā duì    wō huǒ    zhì  zhǐ    lǐ  mào     

zhì  xù 

衝   突     插 隊     窩 火     制  止    禮  貌      

秩  序  

 

zhú gāo   kuān róng  xiā qǐ hòng   bǎng yàng  bāo 

róng    zūn  zhòng 

竹  篙    寬  容    瞎 起 哄    榜  樣    包 容      

尊   重 

 

qiú  tóng cún yì 



求   同  存 異 

 

2. 聲母 21個：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3. 韻母 17 個：a, o , e, i, u, ü, ê, er,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4. 粵普對比：筆記簿(1-5 課)加 google classroom 練習中的粵

普對照詞語。 

5. 多音字： 筆記簿(1-5 課)。【應、空、要、重、更、冠、樂】 

6. 兒化音： (注意兒化音讀音及拼音標註法) 

chōu kòngr  jiā  sāir    yí  huìr    yì  diǎnr 

抽  空兒   加 塞兒   一 會兒    一  點兒 

 

 

 

 

 

 

 

 

 

 

 

 

 

 

 

 

 

 

 

 

 

 

 

 

 

 

 

 



中二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英文 11/4 S.2 English Second Term Standardized Test 2017-2018 

I.Coverage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B - Units 5, 6       

 G.E. exercise book    

 Class Reader - Chapters 5-7 

II.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 1 poem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varied question types with 10 bonus 

marks for challenging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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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 agree., tense, sing/plural, adjectives, 

pronouns etc. 

B. Vocabulary       

-Unit 5, 6   

C.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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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ous and future tense 

D. Article a, an, the, X   

E. Reporting orders, requests and advice  

F.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G. Sentence making  

-key structures  

歷史 11/4 課本  法國大革命 P.25-39         課本  機器時代的生活 P.4-9                   

作業  法國大革命 P.8(No.1-4), 9(No.1-3,5-8), 12(No.5-8), 16(a,b) 

ELA WORKSHEET 

數學 12/4 第 9,6,7,8.1 章 

中文 12/4 中國語文科中二級下學期第一次統測範圍(2017-18)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    1 小時 15 分鐘  總分為 100 分(另

設 10 分延伸題) 

1. 【單元四：人物描寫—剪影人間】書 4.3-4.25 及工作紙 

2. 【文言選讀單元】書 8.2-8.14  



 
一、閱讀理解 40%  2 篇文章(文言白話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

答  審題及圈劃題目的關鍵詞 

 掌握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

語言、行動描寫。 劃分段落。 

 撰寫主旨及段旨。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提出評

價和見解。 

 

綜合訓練：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理解和分析文言文的內容。 

 比較不同文言文的內容和作

法。 

 

 

二、語文運用 25% 

 文言詞匯：一詞多義、古今詞

義 (書 8.2-8.14) 

 運用詞匯：課文詞語。 

 認識修辭：疊字、反復、反語。

(書 4.26-4.29) 

 格言(11-15) 

 中一全年及中二上學期所學

語文基礎知識。 

(如詞性、修辭；句式、標點符

號、文言虛詞、實詞及文言知

識等。) 

 

 

三、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賣炭翁》、《桃花源記》文言詞解及語譯；工作紙文言閱讀理解實

詞詞庫 

 

四、讀本問題 25% 

《賣炭翁》(書 4.3-4.15及工作紙)、《桃花源記》(書 8.2-8.14) 

 

五、延伸題  (額外 10%) 

《賣炭翁》(書 4.3-4.15及工作紙)、《桃花源記》(書 8.2-8.14) 

 

【註：考卷設延伸題，學生可選擇作答與否；若學生選擇作答，可

額外取得分數，惟得分不超過該卷總分上限。】 

中史 13/4 課本：p.73-100 

作業：p.17-23 

電腦 13/4 編程入門 II：Scratch 2017（第 1-5 章） 

通識 16/4 單元 14  香港的勞工市場  P.1-20 

習題工作紙 

財政預算工作紙 

ELA 工作紙 

時事新聞 

綜合科學 16/4 1. 課本 2B  P.3-26, 87-113, 122-129, 142-144 

2. 作業 2B  P.1-6, 29-39, 45-48, 54-58 

3. 工作紙  

4. ELA worksheet  



普通話 17/4 2017-2018 下學期 中二級普通話科 統測範圍 

1. 重點詞語  要掌握重點詞語的寫法、拼音（包括聲母、韻母和聲

調）。 

 

第四課 p.32-33 

一
yí

 個
gè

 不
bú

 落
lɑ̀

   捧
pěng

場
chɑ̌ng

   聲
shēng

勢
shì

   重
zhòng

視
shì

   戰
zhɑǹ

爭
zhēng

   飢
jī

餓
è

   

疾
jí

病
bìng

   折
zhé

磨
mó

   夢
mèng

想
xiɑ̌ng

   慈
cí

善
shɑ̀n

   捐
juɑ̄n

款
kuɑ̌n

   壓
yɑ̀

根兒
gēnr

    

 

第五課 p. 44-45 

逛
guɑ̀ng

   參
cɑ̄n

觀
guɑ̄n

   倆
liɑ̌

   雄
xióng

偉
wěi

   瞧
qiɑ́o

   古
gǔ

 鎮
zhèn

   泡
pɑ̀o

湯
tɑn̄g

   竹
zhú

筏
fɑ́

   

漂
piɑ̄o

流
liú

   繚
liɑ́o

繞
rɑ̀o

   仙
xiɑ̄n

境
jìng

  

 

2. 地名拼寫的規律 p. 47-48 

 

3. 聲母 21 個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4. 韻母 34 個 a, o , e, i, u, ü, ê, er,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ia, ie, iao, iou, ian, in, iang, ing, iong, ua, uo, uai, uei(ui), uan, uen(un), 

uang, ueng 

 

5. 粵普對比 

第一至五課書本和工作紙中，曾學習過的粵普對比詞語 / 句子。 

地理 17/4 糧食問題 書 p4-49 

地圖閱讀技能 p1-15 

工作紙、筆記 

T2A1 ELA 工作紙 

帶鉛筆、間尺 

 



中三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科目 日期 範圍 

中文 11/4 2017-2018 度中三級中文科下學期統測範圍 
 

卷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30 分鐘   100 分(另設額外 10

分延伸題) 

【單元六：論証的方法一 ── 三思而行】書 6.3-6.31 及工作紙 

 
 

(一)  閱讀理解  40%    

2 篇(文言文及白話文各一篇)  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審題及圈劃題目的關

鍵詞，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單元六：論証的方法一 ── 三思而

行 

 議論的要素：論點、論據和論證。 

 論證的方法：引用論證、類比論

證、舉例論證、對比論證、反面

論證。 

綜合訓練： 

1. 劃分段落；撰寫段旨；歸納主旨； 

2. 掌握作者的觀點； 

3. 提出評價和見解； 

4.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二)  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慣用語。(6.28-6.29) 

 修辭︰誇飾、排比。(6.29-6.31) 

 文言句式︰上冊：句子成分的省略(3.25-3.27)、被動句(3.28-3.30)、文言虛詞

(則) (3.23-3.24)。  

 格言 12-16 則 

 中一至中三上學期所學語文基礎知識： 

如修辭︰反問、擬物、明喻、擬人、對偶、暗喻、引用、頂真、疊字、反

復、反語、對比、 

設問、層遞、映襯等。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詞解：工作紙文言實詞詞庫；文言字詞 9-12 

語譯：格言 12-16 則 

 

(四)  讀本問題  25% 

《談克制》陳蔚(書 6.4-6.16 及工作紙) ；《想和做》胡繩(書 6.17-6.27 及工作紙)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五)  延伸題  (額外 10 分)   

《談克制》陳蔚(書 6.4-6.16 及工作紙) ；《想和做》胡繩(書 6.17-6.27 及工作紙) 

 
 

【註：考卷設延伸題，學生可選擇作答與否；若學生選擇作答，可額外取得

分數，惟得分不超過該卷總分上限。】 

數學 11/4 第 7,11 章 及 2A 冊第 2 章 2.3C 及 2A 冊第 4 章 4.1 及 TSA1-12 

地理 12/4 水的煩惱 4.1-4.7 

變化中的氣候 11.1-11.2 

工作紙、筆記 

T2A1 ELA 工作紙 

生物 12/4 教科書：P.1-56 

化學 13/4 筆記 P.19-35 

中三級化學練習 P.7-13 

實驗工作紙 P.4-17 

中史 13/4 課本： p.126-165 

作業： p.47-62 

英文 16/4 S.3 English Standardized Test (2017-18 Second Term) 

 

A.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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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6-7)  

 

B. 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with one poem and two passages *varied question types *one 

passage from i-Learner 

 

Part II. Class Reader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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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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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Vocabulary (Units 5-6) 

C.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phrases 

D.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E. Conditional sentences 

F. I wish/ if only with the past perfect tense 

G. Key structures 

歷史 16/4 書 P. 69-104 

作業 P. 34 (8-10), P.35, P.39 (a-b), P.49-50(1-2), P.54 (1-2)   

ELA WORKSHEET 



物理 16/4   章節 課題 頁次 備註 

第 1 章 可見光 P.2-P.14 上學期筆記工作紙 

第 2 章 我們的眼睛 P.15-P.24 上學期筆記工作紙 

第 3 章 凹透鏡、凸透鏡的應用 P.25-P.31 上學期筆記工作紙 

第 4 章 光的反射 P.32-P.36 上學期筆記工作紙 

第 5 章 紫外線 P.2-P.7 下學期筆記工作紙 
 

電腦 17/4 聲音剪接：Audacity 2017（第 1-3 章） 

試算表：Excel 2017（第 1-3 章） 

通識 17/4 1. 基本法工作紙 

2. 財政預算案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