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2021-2022 年度 

初中 上學期考試範圍收集表 

 

科目 *課本 / 單元 *作業 其他 (如:工作紙/網上資料) 

中史 課本：p.18-45 作業：p.1-12  

數學 第 0、1、2、3、8 章   

歷史 書：pg.6-18,21-24,39-41 

 

作業：pg.1-7,13-14 

 

工作紙 

 

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1 明智消費 (P.2-18)  計分工作紙（一）、ELA WS1 

綜合科學 單元一 

 

單元一 

 

相關中，英文工作紙 

 

中一級 



      

地理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第 1-2 課 

(P.1-11; 14-17)  

 
工作紙/小測  

T1A1 ELA 英文工作紙 (同學

須自備量角器 間尺 及 鉛筆

應考) 

 

電腦 《電腦系統》（第 1, 2, 3, 6 章）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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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單元】書 2-13 及工作紙 

2. 【單元一：借事抒情 ─ 情繫我心】書 1.3-1.14、1.30、1.32、1.34-1.36 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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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評論題及發揮題的作答方法 

*劃分段落；撰寫段旨；歸納主旨 

*理清段落層次 

*找出段落的銜接關係 

*認識文章選材與剪裁的技巧 

*認識間接抒情的手法：借事抒情 

 

綜合訓練：*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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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課文詞語 

*運用詞匯：擬聲詞(書 1.30) 

*認識修辭：頂真(書 1.32)  

*考核格言選讀 1-5 則 

*文言字詞 1-4 

*中一所學語文基礎知識 

 



      

三、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燕詩》文言詞解及語譯；單元次序一及二工作紙文言閱讀理解實詞詞庫及語譯 

 

四、讀本問題 25% 

《燕詩》白居易 (書 1.3-1.14 及工作紙)、《人間情分》節錄 張曼娟 (書 1.34-1.36 及工作紙) 

 

五、延伸題  (額外 10 分) 

《燕詩》白居易 (書 1.3-1.14 及工作紙)、《人間情分》節錄 張曼娟 (書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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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S.1 English First Term Standardized Test 2021-2022   

I. Coverage 

Book 1A                  Units 1-2 

G.E.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Chapters 1-2 

 

II.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Bonus poin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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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there is and there a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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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ense  -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D. Blank Filling  - personal pronouns, Wh-questions, prepositions 

of place 

E.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s 

  

 
普通話 

普通話科 上學期口語評估範圍 

形式：朗讀韻母、朗讀詞語、朗讀課文  (總分：50) 

1. 第一課《中學新鮮人》課文 P.4-5 

2. 第一課《中學新鮮人》重點詞語 P.5 

3. 第一課語音知識 P.8-9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2021-2022 年度 

初中 上學期考試範圍收集表 

 

 

科目 *課本 / 單元 *作業 其他 (如:工作紙/網上資料) 

中史 課本：p.7-36 作業：p.2-13  

數學 第 1 章、第 2 章、第 3 章 3.1-3.2、

第四章 

  

歷史 書：pg.6-27 

 

作業：pg.1-8 

 

ELA WS1 

 

生活與社會 
課本：核心單元 22 (P.2-20, 

37-42,57,58) 

 計分工作紙（一）：「限奶令」

政府決策過程 

ELA WS1：The organisational 

char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綜合科學 課本:p.2-34, 36-43, 53-83 作業:p.2-13, 17-19, (20-28)*, 30-32 相關中，英文工作紙 

中二級 



      

地理 糧食問題:書 p.3-21 

 

 工作紙、筆記 

T1A1 ELA 工作紙 

 

電腦 《資訊科技與社會》（第 1, 2, 3

章）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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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礎單元】書 2-13 及工作紙 

4. 【單元一：借事抒情 ─ 情繫我心】書 1.3-1.14、1.30、1.32、1.34-1.36 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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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評論題及發揮題的作答方法 

*劃分段落；撰寫段旨；歸納主旨 

*理清段落層次 

*找出段落的銜接關係 

*認識文章選材與剪裁的技巧 

*認識間接抒情的手法：借事抒情 

 

綜合訓練：*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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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語文運用 25% 

*認識詞匯：課文詞語 

*運用詞匯：擬聲詞(書 1.30) 

*認識修辭：頂真(書 1.32)  

*考核格言選讀 1-5 則 

*文言字詞 1-4 

*中一所學語文基礎知識 

 

三、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燕詩》文言詞解及語譯；單元次序一及二工作紙文言閱讀理解實詞詞庫及語譯 

 

四、讀本問題 25% 



      

《燕詩》白居易 (書 1.3-1.14 及工作紙)、《人間情分》節錄 張曼娟 (書 1.34-1.36 及工作紙) 

 

五、延伸題  (額外 10 分) 

《燕詩》白居易 (書 1.3-1.14 及工作紙)、《人間情分》節錄 張曼娟 (書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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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S.2 English First Term Standardized Test 2021-2022 

I. Coverage 

⚫ New Treasure Plus Book 2A (Units 1-2) 

⚫ G.E. Key structures (Units 1-2) 

⚫ Reader –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Chapters 1-2) 

 

II.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Bonus poin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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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s of shops / clothes, agree., tense, pronouns, sing/plural, articles, adjectives, 

comparing quantities, talking about quantities etc. 

B. Vocabulary     - Units 1-2 (1-2 situations) 

C. Blank Filling -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using as + adjective + as, 



      

connectives of results and reasons 

D. Tense -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tense 

E. Sentence Making - Key structures 

  

普通話 普通話科 上學期口語評估範圍 

形式：朗讀課文、會話  (總分：50) 

1. 第一課《天有不測之風雲》課文 P.4-5 

2. 第一課《天有不測之風雲》重點詞語 P.5 

3. 會話 (表述與第一、二課有關課題延伸的題目)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2021-2022 年度 

初中 上學期考試範圍收集表 

 

科目 *課本 / 單元 *作業 其他 (如:工作紙/網上資料) 

中史 1.1《鴉片戰爭》至《甲午

戰爭》 

1.2 課本：第三冊 p.33-80 

 

1.3 作業：第三冊 p.1-12   

1.4 填圖：作業 p.11 「中

日甲午戰爭略圖」 

 

 

數學 第 2、3、4 章及第 5 章 5.1 至 5.2  TSA 01-06 

生物 3A 課本 P.2-23  相關工作紙 

 

物理 3C 課本 P.68-81  工作紙 

 

化學 3B 課本 P.2-18  

 

化學練習 P.2-3  

歷史 書 P. 4-31 

 

作業 P.4(a, b, c+mc1) P.5(mc2-4), 

P.6 (no.1,2,5), P.9(no.1-5), P.10(20

世紀初), P13(no 1) 

P.14(b)(c), p.15(a) 

 

中三級 



      

生活與社會 課本：核心單元 25 (P.2-33, 36-37) 

 

 計分工作紙（一）：全國政協 

ELA WS1：Key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地理 地圖閱讀技能 2 p.9-15 

水的煩惱:p.37-53 

 工作紙、筆記 

T1A1 ELA 工作紙 

 

電腦 《電腦網絡》（第 1, 2, 3, 4 章）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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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礎單元：評鑑精進】書基礎 2-9 及工作紙 

2. 【單元一：借事說理──個人修身】書 1.3-1.13，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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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單元：評鑑精進 

⚫ 學習分析篇章，提升鑒賞能力。 

⚫ 學習比較不同的材料，提升鑒賞能力。 

⚫ 學習辨識文章中心句。 

⚫ 學習寫作手法：以物喻人、反襯、擬人。 

⚫ 學習直接描寫手法、間接描寫手法、靜態描

寫手法及動態描寫手法。 

單元一：借事說理──個人修身 

⚫ 認識借事說理的方法：先敘事後說理； 把道

理寄寓在故事中；借助故事中的人物說明道

理。 

⚫ 認識事和理的關係。 

綜合訓練： 

1. 劃分段落；撰寫段旨；歸納主旨； 

2. 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3. 分析及評價寫作手法； 

4. 運用閱讀策略； 

5. 提出評價和見解； 

6. 比較不同作品的內容和作法。 

 

 

 

審題技巧，採用給分制：佔該部分 2 分。 

 



      

 (二)  語文運用  25%        

⚫ 認識詞匯：多義詞 1.29-1.30 
⚫ 認識修辭：疊字 基礎 4-5 
⚫ 認識修辭：著色詞 基礎 4-5 
⚫ 認識修辭：層遞 1.27-1.28 
⚫ 認識修辭：反襯 
⚫ 認識修辭：擬人 
⚫ 成語考核 1-25則 
⚫ 其他：語文基礎知識 

 包括中一、中二級所學的寫作手法、修辭、標點、句式等。 

(三)  文言詞解及語譯  10%  

工作紙文言實詞詞庫(單元次序一及二工作紙)、《習慣說》詞解及語譯。 

                        

(四)  讀本問題  25%       

《落花生的性格》梁若容 (基礎單元工作紙)、《落花生》許地山 (基礎單元工作紙)、《論孝》論語 (基

礎單元工作紙)、《習慣說》劉蓉 (書 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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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生的性格》梁若容 (基礎單元工作紙)、《落花生》許地山 (基礎單元工作紙)、《論孝》論語 (基

礎單元工作紙)、《習慣說》劉蓉 (書 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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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S.3 English Standardization Test (2021-2022 First Term) 

G.E. 

A. Coverage 



      

Treasure Plus Book 3A Units 1 - 2, Class Reader- A Christmas Carol (Ch.1 -3)  

Success in Grammar 3 

B. Test Paper (100 marks) 

Part I. Comprehension (40 marks) 

TSA format – with one poem and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varied question types with 10 bonus marks for challenging questions 

 

Part II. Class Reader – A Christmas Carol (10 marks) 

vocabulary, context question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etc. 

 

Part III. Usage (50 marks) 

A. MC cloze  

B. Tenses – the present, past, future, present perfect, present continuous, past continuous tenses 

C. Vocabulary – Units 1-2  

D. ‘nothing’, ‘something’, ‘anything’,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or ‘none’  

E. Passive voice  

F. Conditional sentences with possible situations  

G. Units 1-2 Key stru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