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2 中二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考試範圍：
卷一 閱理能力 （1 小時*）
1. 課文問答：《種梨》、《在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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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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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賓語和雙賓語、頂真（單元三）；誇飾、呼告及層遞（單元四）
評估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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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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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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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use:


New Treasure Plus 2A (NTP)



Success in Grammar 2 (SG)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2

Paper 1 General English

Paper 2

Paper 3 Listening

Writ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NTP Units 1-4 (grammar)

NTP Units 1-3

NTP Units 1-3

A. Reading Aloud

NTP Units 1-3



Vocabulary



Vocabulary

B. Individual

(vocabulary)

and themes



Listening and

SG Units 1-4

of NTP

A. Reading

Units 1-3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Integrated Skills

Paper 4

Presentation


Textbook passages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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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for Paper 1
Vocabulary

Grammar Usag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U1)

air quality

aluminium cans



Making comparisons (U1)

carbon dioxide

change



Using too much, too many, too little, too few

convenient

Dear Editor,

delivery

electronics

environment

food charity

food waste

global warming



Present perfect tense and Time words (U3)

leftovers

organic vegetables



Reflexive pronouns (U3)

pay attention to

polystyrene containers



Prepositions (U4)

protective

technology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facts and possible

thankful

Yours faithfully,

and enough (U1)


Past Simpl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with
‘while’ and ‘when’ (U2)

situations (U4)
Plus prior knowledge in Subject and Object
pronouns

Details for Paper 4: Phonics
Phonics: Scope

Resources

Short vowel sounds (e.g. cat, get, sit, top, cup)

Lesson notes in workbook

Magic “e” Rule long vowel sounds (e.g. came, these, time, home,

Lesson notes in workbook

cute)
Lesson notes in workbook

Long Vowel Diphthongs:
-Long-A: ay, ai and ei

-Long-I: igh, y and ie

-Long-E: ee,

ea, ie, y and ei
-Long-O: ow, oa, ough and oe -Long-U: ue, ew, ure -“oi”
sound: oi and oy
New Treasure Plus 2A: Chapters

Pages

Chapter 1: Shopping fun

4, 8, A1 and A2

Chapter 2: Time for a real chat!

34, A3 and A4

Chapter 3: Save our planet!

68, A5 and A6

★ Plus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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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考試範圍：Ch 1 – 7
歷史科
考試範圍：1) 啟蒙運動 (書頁 35-41)
2) 工業革命 (書頁 42-74)
3) 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 (書頁 P.138-173)
考試題型：選擇題、配對題、短答題、歷史資料題、挑戰題
溫習重點：


啟蒙運動的展開：背景、原因及定義



主要的啟蒙思想家及重要主張



啟蒙運動的影響



工業革命於英國率先展開的原因



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



工業革命的影響：如工人問題及工人運動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後期殖民擴張
-

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的因素及原因

-

歐洲國家擴張為殖民地及世界帶來的主要影響

中國歷史科
考試範圍：


書 :

單元一第 2 章第 5 節至
單元二第 2 章第 2 節 主題一 國防建設:明長城
(第 36 頁-92 頁)



作業 :



工作紙: 基本法 共 3 張

第 18 頁-37 頁

※地圖﹕書第 52 頁、81 頁
作業:第 22 頁
問答題: 書第 71、73、83 頁
作業第 34 頁
考試題型：選擇、填充、配對、填圖、資料題、問答題及挑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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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考試範圍：


水的煩惱 4.1 至 4.6 章



地圖閱讀技能

普通電腦科
考試範圍：


多媒體元素： 文本、圖像、音頻、視像及動畫



試算表：公式、函數、儲存格參照

科學科
考試範圍：第 2A 冊課本第 7 章 及 8 章 7.1 至 8.6 ( P. 2 – P. 131)
科技與生活科
考試範圍：
I.

學習檔案
1. 保護身體的食物(蔬菜)
2. 泰式炒什菜※
3. 保護身體的食物(水果)※
4. 有助成長的食物(大豆製品)
5. 香煎素腐皮卷
6. 膳食計劃
-

兒童
青少年
成年人

-

老年人※

II. 兒童餐膳設計※
III.中分骨※
考試題型：填充、排序、配對、餐膳分析及問答題
設計與科技科
考試範圍：




工場安全守則
初中設計與科技第二冊第一、四、九、十及十一章
等角投影圖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