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璧山中學
(2020- 2021)
【中一級至中三級年終考試範圍】
科目

中一

中二
卷一：閱讀能力

卷一：閱讀能力

甲 課本問題：

甲 課本問題：

甲 課本問題：







單元六、七、內容及寫作手
法（已教授之課文）



中文

英
文

單元六、七、八內容及寫作
手法（已教授之課文）



6.3 多言何益、6.4 誨學說,

情、6.1 孔子論學及 6.3 知魚

乙 閱讀理解（兩篇）

6.5 勤訓）

之樂）

卷二：寫作能力
作文一篇
記敍文／描寫文／說明文

卷二：寫作能力
作文一篇

文言半小時（5.8 六國論）

卷二：寫作能力
作文一篇
記敍文/說明文/議論文

記敍文/說明文/議論文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聆聽兩段錄音

實用文寫作： 通告

NTP Book 1A (Units 1-3)
Book 1B (Unit 5)

NTP Book 2A (Units 1-4)

NTP Book 3A (Units 1-4)








NTP Writing booklet
(Unit 5)
Short writing worksheets
NTP Book 1A (Units
1-3)
NTP Book 1B (Unit 5)

NTP Book 2A (Units 1-3)
Short writing worksheets



NTP Book 3A (Units
3-4)
Short writing worksheets

NTP Book 2A (Units 1-3)

NTP Book 3A (Units 2-3)

上學期(1A 新世代數學)
第一至六課(20%)
下學期(1B 新世代數學)
第七至第十課(80%)

2A: 第 2- 6 課
3B: 第 7、8、10、11 課

3A: 第 1-6 課
3B: 第 7-11 課







Listening



糧食問題
（單元 4）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單元 1 至 5.2）

科學



乙 閱讀理解（兩篇）




地理

手法（已教授之課文）

乙 閱讀理解（兩篇）

Writing

數學

單元六、七、八內容及寫作

文言半小時（5.7 聲聲慢˙秋

文言半小時（2.3 豬肉頌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聆聽錄音

實用文寫作： 啟事

G.E.

中三

卷一：閱讀能力

1A 書：全部
1B 書：P.1-133

自然災害
（單元 4）



水的煩惱
（單元 1 至 3.5）

2A 書：全部
2B 書：P.1-111, 143-172

爭奪能源
（單元 3 及 4）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單元 1 至 3.1）

略：
單元一 史前至夏商周(書
P.4-47；作業 P.1-19)

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
源

西周的封建

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

中史




今：書 P.6-33, 48-63
(課題二) 歐洲文明的發

詳：隋、唐、北宋、南宋、明、
清
詳：甲午戰爭、維新運動、八國
聯軍、晚清立憲、辛亥革
命、民初、五四運動、國共
合作、抗日戰爭
課本、作業及相關教材
課本、作業及相關教材



(課題一) 文藝復興：



書 P.3-38
(課題二) 法國大革命：

展：書 P.6-66, 77-80

書 P.3-37

(課題三) 伊斯蘭文明的興
起：書 P.17-35

(課題三) 機器時代的生
活：書 P.4-26

作業及相關筆記



二十世紀國際：書 P.4-120
(一戰、二戰及冷戰)



二 十 世 紀 香 港 ： 書
P.5-23(日佔時期)
作業及相關筆記

作業及相關筆記
書 3A
第一至第三課
(透鏡公式除外)

物理

3A 書：全部
筆記：P.1-11

生物

1A 書：全部
筆記：第 5 課（原子）
1C 書：P.1-18

化學

電腦

略：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詳：
單元二 秦漢(書 P.54-90；作業
P.20-31)
單元四 隋唐

開皇之治(書 P.167-173；作
業 P.56-58)

貞觀之治(書 P.190-199；作
業 P.65-67)

(課題一) 人類的需要-古與

世史

略：五代十國、元

上學期：
書 P.2-25，28-30，34-38
下學期：
書 P.39-41，49-62；筆記 Green
Screen

中二級電腦科教材 P.8-81

初中電腦之旅 IT-E1：單元一至
三
校本教材：P.2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