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級年終試範圍 (2019-20)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閱讀理解（50%）
白話文一篇 30%
文言文一篇 10%
實用文一篇 10%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短答題、長答
題

其他：

乙部、課文問題（30%）
單元四 10%：《孟母三遷》
單元五 10%：《迢迢牽牛星》
單元六 10%：《生物的睡眠》
丙部、語文知識（20%）
修辭辨識 10%：設問、反問、比喻、擬人、擬物、排比、誇
張、引用、疊字
成語填充 5%：交朋結友、量力而為
詩詞默寫 5%：《贈別》、《賦得古原草送別》
卷二

甲部、實用文寫作（25%）
通告/啟事

不適用

乙部、命題寫作（75%）
二選一
文類：借事抒情、說明文
English
Language

卷三

不適用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短答題

Paper 1

Units 1-8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Paper 2

Units 1-8

--

Paper 3

Units 1-8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Bring highlighted pens

數學

綜合科學

卷一

1A 冊第 0 章至第 6 章、1B 冊第 7 章至第 12 章

長短問答題

帶計算機

卷二

Book 1A Chapter 0 to Chapter 6, Book 1B Chapter 7 to Chapter 12
1A 冊第 0 章至第 6 章、1B 冊第 7 章至第 12 章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選擇題

Bring a calculator
帶計算機

Book 1A Chapter 0 to Chapter 6, Book 1B Chapter 7 to Chapter 12
單元 (Unit) 1
單元 (Units) 2.1A; 2.2A,B,C1; 2.3-2.4
單元 (Units) 3.1-3.2
單元 (Units) 4.1; 4.3A,B,C1; 4.5A1,B-E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選擇題、問答題

Bring a calculator
帶鉛筆、間尺、計數
機

MCQs, questions

Bring a ruler, an eraser
and a calculator

單元 (Unit) 5
單元 (Units) 6.1; 6.2; 6.5; 6.6A,B,C
及有關作業、工作紙等等 (and workbook, worksheets, etc.)
地理

1. 牛津《初中活學地理》地圖閱讀技能(第二版)
地圖 p.1-37,44-51
2. 雅集《互動地理》第一冊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C1 課本

選擇題、填充、資料回應題

P.1-11, 14-21, 30-35,42-43,48-49
(p.12-13,22-29 不用)
3. 雅集《互動地理》第一冊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C1 習作簿 P.1-6,8-13,15-19,P,24-28,30-39
4. 牛津《初中活學地理》糧食問題──我們能養活自己嗎？(書)
P.4-60
5. 牛津《初中活學地理》糧食問題──我們能養活自己嗎？(作
業) P.1-28
歷史

1. 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 i)筆記、ii)工作紙 iii)教
科書 p.10-35
2.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i)筆記、ii)工作紙 iii)教科書 p.5-37

選擇題、填充、配對、人物辨識、資料
題、論述題

中國歷史

教科書：第一章至第六章（詳情請參考復課後科任老師派發年
終試溫習備忘）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排序題、訂正
題、地圖題、資料題、評論題、挑戰題

帶計數機、量角器及
間尺

科技與

Google 文件、簡報、應用，雲端硬碟，Word, Powerpoint,

選擇題、短答題、編程題

生活

mBot, 電腦系統，Hopscotch

普通話

甲部：聆聽（聽辨詞語及聆聽理解）
乙部：課文第 5-7 課的重點詞語、語音知識（聲韻母、三聲連
讀變調）及粵普對譯

選擇題、短問答、填充題

視覺藝術

繪畫、彷畫、運色技巧

繪畫

音樂

停課期間早會音樂課內容

選擇題、聆聽

體育

田徑教材、急救一覽、BMI、環保奧運

閱讀理解、選擇題、填充、短答題

帶鉛筆、擦膠、木顏
色或乾性顏料

中二級年終試範圍 (2019-20)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閱讀理解(50%)
白話文一篇 30% 議論文
文言文一篇 10% 人物描寫
實用文一篇 10% 通告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短答題、長答
題

其他：

乙部、課文問題(30%)
單元四 10%:《水調歌頭》
單元五 10%:《差不多先生傳》
單元六 10%:《儉以養德》
丙部、語文知識(20%)
修辭辨識 10%:設問、反問
成語填充
5%:嚴己寬人、公正廉潔、胸懷大志
詩詞默寫
卷二

5%:《過故人莊》、《虞美人》

甲部、實用文寫作(25%)
通告/啟事
乙部、命題寫作(75%)
二選一
文類:人物描寫、議論文

English
Language

卷三

不適用

選擇題、配對題

Paper 1

Units 1-8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Paper 2

Units 1-8

--

Paper 3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鉛筆作答

Bring highlighted pens

數學

綜合科學

卷一

2A 冊第 1 章至第 6 章、2B 冊第 7 章至第 12 章

長短問答題

帶計算機

卷二

Book 2A Chapter 1 to Chapter 6, Book 2B Chapter 7 to Chapter 12
2A 冊第 1 章至第 6 章、2B 冊第 7 章至第 12 章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選擇題

Bring a calculator
帶計算機

Book 2A Chapter 1 to Chapter 6, Book 2B Chapter 7 to Chapter 12
單元 (Units) 7.1-7.3; 7.4A1,B1; 7.5
單元 (Units) 8.1; 8.2; 8.3A,B,C1; 8.4-8.6; 8.7A1,A3,B; 8.8
單元 (Units) 9.1-9.3; 9.4A,B; 9.5
單元 (Units) 10.1; 10.2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選擇題、問答題

Bring a calculator
帶鉛筆、間尺、計數
機

MCQs, questions

Bring a ruler, an eraser
and a calculator

單元 (Units) 11.1A,B; 11.2A-D; 11.4
及有關作業、工作紙等等 Workbook, worksheets, etc.
地理

書 4－54，58－61；作業 1-2, 4-5,8-13,15,17,19,21,23-26,人口自
主學習筆記，地圖閱讀

選擇題、填充、地圖閱讀、資料回應題

歷史

文藝復興、革命的時代、機器時代的生活(課本、筆記及工作
紙)

選擇、填充、配對、資料題、論述題

中國歷史

中二教科書：第一章至第七章、清初統治政策及中衰筆記（詳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排序題、訂正

情請參考復課後科任老師派發年終試溫習備忘）

題、地圖題、資料題、評論題、挑戰題

科技與
生活

Excel 試算表，3D 繪圖及 AR, VR，資訊科技與社會，不同電
子學習應用程式，Scratch，Arduino

選擇題，問答題，編程題

普通話

第 4 課《小小發明家》；第 5 課《妙聯趣話》；第 6 課《相聲高
手》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

音樂

停課期間早會音樂課內容

選擇題、聆聽

體育

田徑，籃球，排球，急救，健康常識，體育運動時事

選擇題、填充、配對、問答

量角器、間尺、計數
機、線

帶計算機

中三級年終試範圍 (2019-20)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閱讀理解(50%)
白話文一篇 30%
文言文一篇 10%
實用文一篇 10%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短答題、長答
題

其他：

乙部、課文問題(30%)
單元四 10%:《談克制》
單元五 10%:《讀孟嘗君傳》
單元六 10%:《鄒忌諷齊王納諫》
丙部、語文知識(20%)
修辭辨識 10%:上下學期教授課文中的修辭手法
成語填充 5%:成語主題「謙恭禮讓」、「是非分明」、「談兵論武/
家國情懷」
詩詞默寫 5%:詩詞名稱
《獨坐敬亭山》李白、《登高遊原》李商隱、《楓橋夜泊》張
繼、《竹枝詞》(其一)劉禹錫
卷二

甲部、實用文寫作(25%)
通告/啟事
乙部、命題寫作(75%)
二選一
文類:記敍、描寫、抒情、論說

卷三

不適用

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

鉛筆作答

English

Paper 1

Units 1-8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Language

Paper 2

Units 1-8

--

數學

Paper 3
卷一

3A 冊第 1 章至第 6 章、3B 冊第 7 章至第 12 章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長短問答題

Bring highlighted pens
帶計算機

卷二

Book 3A Chapter 1 to Chapter 6, Book 3B Chapter 7 to Chapter 12
3A 冊第 1 章至第 6 章、3B 冊第 7 章至第 12 章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選擇題

Bring a calculator
帶計算機

Book 3A Chapter 1 to Chapter 6, Book 3B Chapter 7 to Chapter 12
書及作業 12.4，14.1-14.3，15.2，15.4-15.5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選擇題丶結構題

Bring a calculator
帶計數機

綜合科學

Textbook and workbook 12.4，14.1-14.3，15.2，15.4-15.5
通識教育

地理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nd structured
questions
書第 1 至 3 章、所有堂課、功課、小測、學習冊 P.10(第 18 至
選擇題、填充、短答題、名詞解釋、資料
25 個概念詞)、P.23-34、公共衛生課堂簡報及筆記、填充工作紙 回應題
1至3
C5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P.4-65
C5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作業 P.1-25

Bring a calculator
帶計算機

選擇題、填充、資料題

C2 與自然災害共處 P.4-79
C2 與自然災害共處作業 P.1-29
歷史

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 3.1.1 第一次世界大戰(p.1-39)、3.1.2 選擇題(10 分)、填充(20 分)、配對(5 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p.49-79)、3.1.3 冷戰(p.95-100)(p.120-121)
歷史資料題(50 分)、長問答(15 分)

中國歷史

教科書：第二章至第九章（詳情請參考復課後科任老師派發年
終試溫習備忘）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排序題、訂正
題、地圖題、資料題、評論題、挑戰題

經濟

單元 1,4,5, 單元 2(只包括 p.44-45)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商業

基本商業組合單元 04-05，經濟與生活第三章，商業道德與社會 選擇題、填充、短問答
責任筆記，全部工作紙

科技與
生活

Arduino，電腦網絡、Wix 及網頁編寫，繪圖及鐳射砌割機，

選擇題、問答題、編程題

App Inventor
停課期間早會音樂課內容

選擇題、聆聽

音樂

帶計算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