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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考試範圍： 

卷一 閱理能力 100分（1小時） 

 

1. 閱讀理解 (40分)(白話文一篇、文言文一篇) 

 

2. 讀本問題 (40分) 

字詞解釋：《有趣的動物（節錄）》《文言兩則》、《御人之妻》、《狂泉》、 

《兩個茅茨》、《亡鈇與攫食》 

    句子語譯：《賣油翁》、《御人之妻》 

課文問答：《有趣的動物（節錄）》《文言兩則》、《御人之妻》、《狂泉》 

 

3. 語文知識 (20分) 

   修辭辨識：明喻、暗喻、借喻、對偶、排比、設問、反問、頂真、疊詞、擬人等 

   成語運用：《成語及韻文自學手冊》第 71-100個 (其他成語不予接受) 

 

卷二  寫作能力 100分 （1小時 15分鐘） 

 

1. 命題作文 70分(350字或以上) ：三題選答一題 

2. 成語造句 30分：《成語及韻文自學手冊》第 71-100個 

 

卷三  聆聽能力 60分 （約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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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NTP) 

 Success in Grammar 1 (SG)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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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Unit Part Details / Remarks 

English 1  

General 

English 

NTP Units 5-8 

(grammar) 

NTP Units 5-7 

(Vocabulary) 

 

SG Units 5-8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Vocabulary 

blood, sweat and tears passionate 

never say die success mistakes 

get my act together desire 

running track lanterns 

self-conscious selfless rice 

dumplings 

sprint countless pitch 

thoughtful intelligent hurdles 

reaching for the stars racket 

cyclist football 

goals peach blossoms courts 

Grammar Usage 

 Simple future tense with will (U.5) 

 Talk about the future with be going to (U.5) 

 Quantifiers (U.6) 

 Order of Adjectives (U.6)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ese/those (U.6)  

 Verbs + to-infinitives and Gerunds (U.5, 7) 

 Possessive form (U.7)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U.7) 

 Imperatives (U.8) 

 Adverbs of manner (U.8) 

English 2  

Writing 

NTP Units 5-7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7 

English 3 

Listening 

NTP Units 5-7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Plus prior knowledge 

 

數學科（2022年 7月 7日） 

考試範圍：Ch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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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考試範圍： 

 第 1A冊課本 

- 第 1章 1.1至 1.6 ( P.2 – P.76) 

- 第 2章 2.1至 2.3 ( P.77 – P.124)  

- 第 3章 3.1-3.3 ( P.150 – P.180) 

 第 1B冊課本  

- 第 4章 4.1-4.3 ( P.2 – P.47) 

 第 1A冊作業 ( P.2 – P.43及 P.60 – P.71) 

 第 1B冊作業 ( P.2 – P.13) 

 

歷史科（2022年 7月 12日 (1小時)） 

考試範圍： 

 新漫遊世界史_課題 2歐洲文明的發展 (頁 P.57-72,77-80)  

 歷史旅程_課題 3 伊斯蘭文明的興起中古時代歐亞的文化交流 

(頁 P.6-9, 16-17,26-37) 

 歷史旅程_課題 4 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與承傳  

(頁 P.6-22, 29-40) 

 

考試題型：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短答題 、歷史資料題 

溫習資源：以下 4份筆記 

 中古時代的歐洲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中古時代伊斯蘭文明內容及影響 

 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 

溫習重點： 

 中古時代的定義、封建的定義、封建社會的特徵及歐洲中古文明對今日世界的影響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內容及對中古時代歐洲與世界的影響 

 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歐亞的文化交流 

 香港四大民系及五大姓族的內容及特徵 

 文化遺產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 大坑舞火龍 

 挑戰題：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 長洲的太平清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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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考試範圍： 

 善用城市空間 (1.1至 1.7) 

 地圖閱讀技能 

 

中國歷史科 

考試範圍： 

一、《現代智趣中國歷史》課本 P.132-P.177  

二、《現代智趣中國歷史》作業 P.51-P.72 (不包括 P.59、P.65) 

 

考試題型：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歷史時序題、地圖題、歷史資料題、訂正題、問答題   

考核課題： 

第一章：隋朝的統一與開皇之治 

第 1節  隋朝的統一 

第 2節  開皇之治 

第二章：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第 1節  隋代大運河的開通 

第 2節  隋代大運河的作用 

第三章：唐的建國與盛世 

第 1節  唐朝的建國 

第 2節  貞觀之治 

        第四章 安史之亂與唐的衰亡 

第 1節  安史之亂的始末 

第 2節  唐中葉後的政局與唐的衰亡 

 

普通電腦科 

考試範圍： 

 資訊處理簡介 

 電腦系統的組成部份 (輸入部件、輸出部件、中央處理器及儲存部件) 

 電腦軟件 

 速成輸入法 

 媒體素養 

 AI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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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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設計與科技第一冊:第二、四、五、十及十二章 

 正投影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