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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考試範圍： 

卷一 閱理能力 （1小時） 

1. 課文問答：《桃花源記》、《說勤》、《為學一首示子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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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0個 (其他成語不予接受) 

4. 修辭、寫作手法、語文運用(單元六至八，包括獨立語、修改病句、諺語等) 

5. 文言閱讀步步升練習 13、14字詞解釋 

 

評估重點：寫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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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信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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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Edition 2A & 2B (NTP)  

 Success in Grammar Second Edition Book 2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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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Unit Part Details / Remarks 

English 1  

General 

English 

Vocabulary: 

NTP Units 5,6 

& 8 

 

Grammar: 

NTP Units 5-8 

A.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D. Challenge 

asQuestion 

Vocabulary 

accessories accomplishment addiction 

behaviour boredom cotton 

curiosity endangered eye-catching 

eye-opening peer pressure polar bears 

change social group set a limit 

create a reward system survive 

develop healthier hobbies trendy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wetland 

 

Grammar Usage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facts (U4)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possible situations 

(U4) 

 Prepositions (U4) 

 Using adjectives to report feelings and opinions I 

& II (U5)  

 Relative pronouns (U6) 

 Nouns with and without articles (U6)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U7) 

 Using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to talk about 

schedules and timetables (U8) 

 Using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to talk about 

arrangements and plans (U8) 

English 2  

Writing 

NTP Units 5, 6 

& 8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 6 & 8 

English 3 

Listening 

  Listening Tasks  

Integrated Skills 

★ Plus prior knowledge 

 

數學科（2022年 7月 7日） 

考試範圍：Ch. 1-13 (except Ch.11) 

 

科學科 

考試範圍： 

 第 2B冊課本第 9章 9.1至第 11章 11.4 ( P.3 – P.203) 

 第 2B冊作業 (P.2 –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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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2022年 7月 11日 (1小時) ） 

考試範圍： 

1）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時代（書 2上，頁 75-100）  

2）美國革命（書 2下，頁 154-165） 

3）十九世紀美國領土拓展（書 2下，166-175）  

4）南北戰爭前後的美國（書 2下，180-194） 

5）直至 20世紀初香港的成長與發展（書 2下，206-231） 

溫習重點：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因素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外在）及經過 

 拿破崙時代 

 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的影響 

 美國革命爆發的原因、導火線、經過及結果 

 美國革命的影響 

 19世紀美國領土擴張的進程、不同方法及史實 

 美國領土開發：西進運動 

 十九世紀領土拓展對美國發展的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南北戰爭的成因、導火線、經過、結果及影響 

 南北戰爭後美國的重要發展 

 香港落入英國管治的過程 

 英國對香港的早期管治: 政府結構 

 直至 20世紀初香港社會發展、問題及解決方法 

 直至 20世紀初香經濟發展，市區拓展與基礎建設 

 

地理科 

考試範圍： 

 C2與自然災害共處（單元 1至單元 4） 

 地圖閱讀技能 

 

中國歷史科 

考試範圍： 

 書 : 單元三第 2章第 3節 太平天國運動對清廷統治的影響至 

     單元三第 3章第 3節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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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3頁-198頁) 

 作業 :  第 60頁-79頁 

 工作紙: 基本法 共 8張 

 ※地圖﹕書第 164頁 

          作業:第 64頁 

 問答題﹕書第 153、163、167頁 及 作業第 72頁 

考試題型：選擇、填充、配對、填圖、資料題、問答題及挑戰題 

 

科技與生活 

考試範圍： 

I. 學習檔案  

1. 烹調工具 

2. 有助成長的食物(奶類) 

3. 有助成長的食物(蛋類) 

4. 有助成長的食物(蛋的結構) 

5. 薑汁燉鮮奶 

6. 有助成長的食物(肉類) 

7. 蜜餞菠蘿牛仔骨/豬柳※ 

8. 有助成長的食物(魚類) 

9. 生菜鯪魚球湯 

10. 纖維和布料 

11. 纖維鑑別 

12. 溫習筆記 

II. 書  

1. P.3-2、3-4至 3-9 

2. P.14-2至 14-4 

 

考試題型：填充、實驗分析、配對、填表、餐膳分析及問答題 

 

設計與科技 

考試範圍： 

 初中設計與科技第二冊第二、十二、十四及十五章 

 CORELDRAW及鐳射切割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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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素養 

 Python 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