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020/21 中一級第二學期 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中文課本單元四至七，卷三：聆聽理解

英文

Paper I- JS1B Unit 5-7 (Vocab, Grammar) , Paper 2: proofreading, sentence rearrangement , short essay (50-60 words) and long essay
(80-100 words), Paper 3 Listening Book 1A Unit 1-4

數學

教科書 1A 册第一章至第八章(佔 30%)；1B 册第九章至第十四章(佔 70%)

生活與社會

課本：單元 3《人際關係 ── 建立友誼、確立自我》

科學

上學期︰{第一章(1.1-1.4)、第二章(2.1-2.6)、第三章(3.1) }佔 25%; 下學期︰{第五章(5.1-5.4)、第六章(6.1-6.6)}佔 75%

商業

巿場營銷、社會責任、資產資本負債

中國歷史

設計與科技

書頁 119-123，126-144，150-155，160-199，202-220
1. 圖標設計的應用
2. 電動車知識
3. 基本手工具知識
4. 《創意七式》繪圖及表達技巧
5. 徒手繪圖
6. 專室安全知識
**溫習材料及工作紙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020/21 中二級第二學期 各科考試範圍

中文

英文
數學
生活與社會
科學
商業
中國歷史

設計與科技

卷一：中文課本單元四至七，甲部修辭及文言虛詞
卷二：長文及實用文各一篇
卷三：聆聽理解
Paper I – JS 2B Unit 5-7 (Vocab, Grammar) , Paper 2: proofreading, reorganising sentences, short essay (70-80 words) and
long essay (130-140 words) Paper 3 - Listening and locating information from data file to complete 4 tasks.
第 8 章：三角形及多邊形相關的角；第十三章：面積和體積二；中一級第 12 章：與直線有關的角；第一學期課
題
課本：單元 22《我和香港政府》頁 22 至 24、單元 23《維護社會核心價值》
上學期: {第 7 章(7.1-7.6)、第 8 章(1.1-8.5) } 佔 25%;
75%
試算表、管理功能
書頁 128-220
1.鐳射及立體打印基本知識
2.徒手繪圖技巧
3.指示牌設計知識及繪圖技巧
**溫習材料及工作紙

下學期: {第 10 章(10.1-10.6)、第 11 章(11.2-12.5)} 佔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020/21 中三級第二學期 各科考試範圍
卷一：閱讀理解
單元四 敘事寫人——故事萬花筒（塑造人物的方法、場面描寫）
單元六 論證的方法（一）——三思而行（六種論證手法）
單元七 論證的方法（二）——力排眾議（重溫論證手法、駁論）
中文

單元八 文言鞏固——真理在話中（
《鄒忌諷齊王納諫》
、
《寡人之於國也章》）
卷二：命題作文及實用文
命題作文：考核文類（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及抒情文）
實用文寫作：書信、啟事、通告及報告
卷三：聆聽
卷四：個人短講

英文
數學
生活與社會
科學

Paper 1 : Textbook JS3A Unit 3 Pages 66-71 and Unit 4 Pages 90-95
Paper 3 : Part A - Liste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Part B - Integrated listening tasks
第一學期 3A 册第一章至第六章(佔 30%)；第二學期 3B 册第七章至第九章及第十一章(佔 70%)
課本：單元 27《全球城市》、增潤單元 3《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補充筆記：《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影響》、《全球化》
[物理︰{第 14 章(14.1-14.4) }佔 25%; {第 14 章(14.5-14.7) }佔 75%]
[化學 : {第 13 章 (13.1 - 13.4)}佔 25% : {第 13 章(13.5-13.7) }佔 75%]
1. 財務報表（損益表 及 財務狀況表）

商業

2. 企業擁有權的類型
3. 廠商的擴張

中國歷史

書頁 152-195，頁 200 中國省份圖
1. 吉祥物設計、圖標設計的應用及繪圖技巧
2. 視圖表達及繪圖技巧(徒手圖，立體圖)

設計與科技

3. 室內設計的應用技巧
4. 結構原理的應用
**溫習材料及工作紙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020/21 中四級第二學期 各科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甲部：短答(魚我所欲也章,廉頗藺相如列傳) 長答：(六國論,出師表,岳陽樓記,月下獨酌，聲聲慢)
乙部：白話文及文言文一篇
卷二：長文一篇

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 2 texts and answer 22 questions, Paper 2: Short essay & long essay(4 choices), Paper 3: Part A: 3
listening tasks & 3 integrated listening tasks

數學
通識教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

設計與應用科技

經濟

(1) 初中課題
(2) 4A(1-4 課)
(3) 4B(5-8 課)
課本：《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今日香港》(頁 9 至 83)，共 3 本
營商環境及管理導論 1 一 6 課;財務管理 1 一 6 課
第 1 冊及 2A 冊
1. 產品設計表達及繪圖技巧
2. 吉祥物設計、故事分鏡圖知識及技巧
3. 圖表達及繪圖技巧(三視圖、等角圖、一點透視圖)
4. 平面設計的應用技巧
**溫習材料及工作紙
第一冊及第二冊

資訊及通訊科技

核心單元: 第九課 至 第十五課

物理

第二冊 力和運動、第三冊 波動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視覺藝術

主題冊一至八
平面及包裝設計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020/21 中五級第二學期 各科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
長答：師說、六國論、廉頗藺相如列傳、始得西山宴遊記
短答：論仁論孝論君子、勸學
卷二：作文一篇，不少於 650 字
卷三：綜合，包括見解論證

Paper 1 Reading, DSE format practice paper, Paper 2 Writing, DSE format practice paper, Paper 3, DSE format practice
paper
數學
課本 C 冊 第 9-13 課 + 課本 D 冊 第 15-18 課 + 面積與體積（弧長、扇形、錐體）+ 初中課題
通識教育
課本：《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共 4 本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卷一：核心課本;卷二：人力、財務、市場
化學
2A 冊第 17 課、2B 冊、2C 冊、3A 冊、3C 冊、4A 冊
1. 產品設計表達及繪圖技巧
2. 多媒體設計表達及繪圖技巧(例如：故事分鏡圖)
3. 電腦繪圖知識(例如：布爾運算)
設計與應用科技
4. 視圖表達及繪圖技巧
5. 平面設計的應用
6. 室內設計的應用技巧
**溫習材料及工作紙
經濟
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第五冊及第六冊第八至十一課
核心單元: 第十六至十八課 及 第二十一課至第二十四課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單元: 第一至第三課
物理
第二冊 力和運動、第四冊 電和磁
旅遊與款待
第 2+冊 、 第 4+冊 (50-54 課)
視覺藝術
平面及包裝設計，藝術評賞。
英國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