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年終試範圍 (2017-18)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甲. 閱讀理解 (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乙. 課文問答 

單元四 : 《老馬識途》、《孟母三遷》 

單元五 : 《迢迢牽牛星》、《客至》 

單元六 : 《生物的「睡眠」》、《翩躚之舞》 

 

丙. 語文知識 

詩歌：第 16-20 首 

成語 : 第 16-30 個 

修辭 : 擬人、擬物、設問、反問、明喻、暗喻、對偶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短問答、

長答 

 

卷二 1. 實用文：通告 

2. 命題寫作：記敘文、說明文 

不適用  

卷三 不設範圍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挑戰題 帶鉛筆及橡皮刷完

成選擇題 

卷四 朗讀篇章： 

《生物的「睡眠」》、《翩躚之舞》 

個人短講： 

限時兩分鐘 

不適用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New Treasure Plus 1A&1B  Units 1-8 Long writing tasks  

Paper 2 New Treasure Plus 1A&1B  Units 1-8 (Textbook, grammar and vocabulary 

book) 

Reading, vocabulary and usage 

questions 

 

Paper 3 New Treasure Plus 1A&1B  Units 1-8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Bring 2 highlight pens 

of different colours 

Paper 4 New Treasure Plus 1A&1B  Units 1-8 Presentation and Reading  

數學 卷一 第 1 章 至 第 5 章 + 第 7 章 至 第 12 章 短問答、長問答 不能使用計算機 

卷二 第 1 章 至 第 5 章 + 第 7 章 至 第 12 章 選擇題 不能使用計算機 



綜合科學  1A 書本(P.1-96 及 P.119-139)、1B 書本(P.1-80 及 P.133-171)、1A 作業、1B

作業、工作紙 

選擇題、結構性題目 帶計算機 

地理  糧食問題第 3.1 章至 3.7 章(書 P.4 - 60 及作業 P.1 - 24)及地圖閱讀技巧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 帶計算機、量角器及

間尺 

中國歷史  書 P.114-174 作業 P.46-69 選擇題、填充題、排序題、配對題、

地圖題、資料題、 

 

科技與生活  Ch2 Hopscotch,  

Ch 3 電腦系統(P.1-40),  

Ch 4 Word 文字編輯, 

Ch 5 Google search and Google drive, 

Ch 6 PowerPoint and Prezi,  

Ch 7 mBlock 

選擇題、填充題、編程分析(短問

答)、問答題 

 

普通話  課文第四課至第八課，重點字詞拼音，語音知識以及粵普對譯 聆聽，語音知識，包括鼻韻母，三

聲連讀變調，粵普對譯。 

 

體育  田徑、籃球、排球、游泳、健康知識、急救知識及體育新聞 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短問答  

歷史  教科書︰課題 23《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筆記︰1. 直至二十世紀前的香港 

      2.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工作紙︰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一)、(二)、(三) 

選擇題、填充題、地圖、配對題、

短問答、資料題 

 

 

 

 

 

 

 

 

 

 

 

 



中二級年終試範圍 (2017-18)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閱讀理解 (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單元四：《賣炭翁》、《世說新語》 

單元五：《燕詩》、《小仙童》 

單元六 ：《水調歌頭》、《天淨沙》 

 

詩歌背誦：  

《出塞》、 《涼州詞》、 《遊子吟》、 《憫農》、 《秋夕》、 《商山早行》、

《水調歌頭》及《天淨沙》 

 

成語：第 16—30 個 

修辭：設問、反問、擬人、明喻、暗喻、借喻、借代、對比、頂真、排比、

層遞、對偶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短問

答、長答題 

 

卷二 實用文：新聞稿、投訴信 

命題寫作：人物描寫、借事抒情 

  

卷三 不設範圍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短問

答、長答題 

帶鉛筆及橡皮刷完

成選擇題 

卷四 個人短講：課堂上進行 

小組討論 

個人短講：限時 2 分鐘 

小組討論：4 人一組，5 分鐘準備、

8 分鐘討論 

小組討論：自備文具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New Treasure Plus 2A&2B  Units 1-8 Long writing tasks  

Paper 2 New Treasure Plus 2A&2B Units 1-8 (Textbook, grammar and vocabulary book) Reading, vocabulary and usage 

questions 

 

Paper 3 New Treasure Plus 2A&2B Units 1-8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Paper 4 New Treasure Plus 2A&2B Units 1-8 Presentation and Reading  

數學 卷一 第 1 章 至 第 12 章 短問答、長問答 帶計算機 

卷二 第 1 章 至 第 12 章 選擇題 帶計算機 

地理  變化中的氣候筆記及工作紙     人口問題 （課本 1－57 ，52、53 及 56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回應題 帶計算機 



除外） 人口問題 (作業 1－6, 9, 11-13, 15, 18 頁） 

歷史  課題 27(革命的時代)及課題 28(機器時代的生活) 

筆記，所有工作紙及課本相關部分。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資料

題及論述題。 

 

中國歷史  書：95 頁至 168 頁 作業：36 頁至 65 頁 選擇題、填充題、排序題、配對

題、地圖題、資料題、 評論題 

 

科技與生

活 

 編程入門 II：Scratch、跨學科電子學習、資訊科技與社會、使用 Arduino

製作小型電路及編程 

選擇題、短問題、編程題  

普通話  單元五至八 聆聽、配對題、填充題、短問答、

語音知識及粵普對譯 

 

體育  上課講解之動作分析、理論、急救手冊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  

綜合科學  書 2A 第七課 P.3-17, P.26-45, P.54-61, 第八課 P.81-145, 書 2B 第九課 P.3-33, 

P.37, 第十課 P.87-114, P.122-129, 第十一課 P.147-172、作業相關部分及各工

作紙 

選擇題、短及長問答題 帶計算機 

 

 

 

 

 

 

 

 

 

 

 

 

 

 

 

 

 



中三級年終試範圍 (2017-18) 

科目： 卷別： 考試範圍： 形式： 其他：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閱讀理解  

第一篇 課外篇章 (白話文) 

第二篇 文言選篇其一 

      《醫戒》、《人虎說》、《食喻》 

 

乙、課文問答 

單元六 《談克制》、《想和做》 

單元七 《讀孟嘗君傳》、《美麗的香港人》 

單元八 《鄒忌諷齊王納諫》、《寡人之於國也章》 

 

丙、語文知識  

修辭手法 

成語運用 (第 16-30 個) 

詩詞默寫 《聲聲慢》、《青玉案》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長問

答 

 

卷二 甲、 實用文寫作 (25%) 

活動報告／調查報告／書信 

 

乙、 文章寫作  (75%) 

設三題，只須選答一題 (不得少於 600 字) 

文體：議論／記敍／描寫／抒情 

  

卷三 不設範圍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長問

答 

帶鉛筆及橡皮刷完

成選擇題 

卷四 甲、個人短講 * 課堂上由科任老師考核 

乙、小組討論 

甲、個人短講 * 課堂上由科任老

師考核 

限時 2 分鐘 

 

乙、小組討論 

準備 5 分鐘，討論 8 分鐘 

乙、小組討論 自備

文具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New Treasure Plus 3A&3B  Units 1-8 Long writing tasks  

Paper 2 New Treasure Plus 3A&3B Units 1-8 (Textbook, grammar and vocabulary 

books) 

Reading, vocabulary and usage 

questions 

 

Paper 3 New Treasure Plus 3A&3B Units 1-8 Short tasks and integrated tasks  

Paper 4 New Treasure Plus 3A&3B Units 1-8 Presenta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數學 卷一 第 1 章 至 第 12 章 列式運算題 帶計算機 

卷二 第 1 章 至 第 12 章 選擇題 帶計算機 

綜合科學  3A 書本(P.1-32, 及 P.43-56)、3B 作業 

 

3B 書本(P.1-41 及 P.61-91)、3B 作業 

 

3C 書本(P.1-71)、3C 作業 、熱傳遞 

 

所有補充筆記及工作紙 

選擇題 、結構性題目 帶計算機 

通識教育  考核內容: 

1. 從經濟、文化、環境、社會及政治方面衡量生活素質(包括工作紙及

習作) 

2. 成長新動力(2.5 金錢篇) 

 

考核範圍: 

1. 教科書(P.1-41) 

2. 學習冊(P.8-20,26-27 及已教授的通識相關技巧) 

3. 時事新聞(2018 年 3-5 月) 

4. 法制先鋒 P.23-24,33-37) 

1. 時事多項選擇題(18%) [2018 年

3-5 月的新聞及基本法] 

2. 填充題(20%) [學習冊內容

P.8-20] 

3. 詞語解釋(12%) [學習冊內容

P.26-27] 

社會歸屬感 普及文化 社會公義 

新聞自由 社會企業 人口老化 

4. 問答題(10%) [學習冊內容 P.7] 

5. 資料回應題(40%) [數據題、漫

畫題、建議題] 

帶計算機 

地理  第二冊 與自然災害共處 選擇題、填充及資料回應題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的經過、結果及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 

筆記，所有工作紙及課本相關部分。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資料題

及論述題。 

 

中國歷史  書 P.96-235 作業 P.37-86 選擇題、填充題、地圖題、資料  



題、 挑戰題 

經濟  單元 1,4,5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 帶計算機 

商業  經濟課本第三章和企業所有權兩份筆記和工作紙、商業道德和社會責

任筆記和工作紙、CEPA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