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樹渠 紀念中 學
第一學 期考試
考試 範圍 (2014-2015)
科

目

考試範 圍
卷一： 閱讀能 力

中文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能 力

英文

卷四： 說話能 力
1. Writing & Vocabulary
2. Reading & Grammar
3. Listening
4. Speaking

重點提 示
單元二 ：記 敘 的要素 、記 敘 的方法 、記 敘 的人稱 、主 旨 的撰
寫、領 略文 章 情感及 道理 、詞類的 辨別 、近體詩 、指 定 默寫
字詞 (另外 派 發)、簡 單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指定溫 習篇章 ：《燕詩》、 《岳飛之 少年 時代》、《王 冕的
少年時 代》、 《木蘭 辭》、 《販夫 風景》 、《小 時了了 》、
《指路 的小孩 》
單元三 ：人 物 描寫的 方法 、肖像描 寫、動 作描寫 、主 旨 的撰
寫、領 略文章 情感及 道理、 簡單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單元一 ：請假 信及私 人書信 的格式 及用詞
單元二 ：記事 抒情文 章寫作
單元三 ：人物 描寫文 章寫作
內容理 解、綜 合記敘 的要素、辨別 記敘的 方法、 辨別說 話者
立場、 領略者 話者的 感情、 簡單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個人短 講(評 分項目 :內 容 、用詞 、語氣 態度、 感情及 創意)

請參閱 附頁

數學
(1A,1B,1C,1D)

課本 中一 上(第 1 至 6 章 )

帶備量 角器、 鉛筆、 膠擦及 直尺。

Mathematics (1E)

Book 1A(Chapter 1 to 6)

Bring protractor, pencil, rubber and ruler.

科學
(1A,1B,1C,1D)

課本1A： 第 1至3章
課本1B： 第 4章4.1-4.2節
Book 1A : Unit 1 to 3
Book1B : Unit 4 Chapter 4.1-4.2
1. 歷史研 習要點

溫習工 作紙， 作業及 課本，
帶備鉛 筆、膠 擦及直 尺
Study worksheet, workbook and textbook;
Bring pencil, rubber and rule

Science (1E)
歷史(1A,1B,1C,1D)
History
(1E)
地理
(1A,1B,1C,1D)
Geography
(1E)
資訊科 技
(1A,1B,1C,1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E)

中史
普通話

2. 古代 尼羅 河流淢 文明的 生活(頁 2-17)
Topic 1 :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study
Topic 2 : Life in the Early Nile Valley
Civilization
第一章 ：1.1 – 1.7
第二章 ：2.1 – 2.2
Section 1: 1.1 – 1.7
Section 2: 2.1 – 2.2
第二章 ：中文 輸入法 及文書 處理
第三章 ：PhotoImpact
第四章 ：電腦 硬件
Chapter 2: Chinese Characters Input Method
and Microsoft Word
Chapter 3: PhotoImpact
Chapter 4: Computer Hardware
課本
第二章 第一節 P.34-49
第二章 第三節 P.63-65
第三章 p.74-97
單元1-4
聆聽、 譯寫、 口試

中一

溫習課 本、作 業簿及 工作紙 內容
Study the given worksheets,
supplementary notes, the textbook and workbook;
帶備計 算機、 量角器 和直尺
Bring calculator, protractor and ruler
請溫習 筆記。

Please study the notes.

課本及 所有筆 記

1.
2.
3.
4.
5.

辨別聲 調、輕 聲
辨別單 韻母 a、o、 e、 i、 u、ü、 ê、 er
辨別23個 聲母 (已包括 零聲 母)
辨別複 韻母 ai、ei、 ao、ou及iu、 ie、ui、 üe
掌握粵 普對照

備註：
生活通 識、音 樂、體 育、視 覺藝術 之成績 以平時 分數計 算﹙包 括課堂 作業、 上課表 現等﹚

CHAN SHU KUI MEMORIAL SCHOOL
S1 First Term Examination 2014-15
Revision Checklist

中一

Core Vocabulary
Aristo
1.
5.
9.
13.

Unit 1: School Begins
cheerful
patient
classmate
playground

2.
6.
10.
14.

sporty
helpful
favourite
basketball court

3.
7.
11.
15.

shy
lesson
training
library

4.
8.
12.

chatty
outing
recess

Aristo
1.
5.
9.
13.

Unit 3: Sport
ski jumping
javelin throw
shot put
passion

2.
6.
10.
14.

marathon
relay
tough
practice

3.
7.
11.
15.

hurdles
sprint
contest
protection

4.
8.
12.

triathlon
discus throw
athletes

Aristo
1.
5.
9.
13.

Unit 4: Stopover in Hong Kong
backpack
2.
passport
popular
6.
tourist
sunbathing
10. sightseeing
trying local food
14. culture

3.
7.
11.
15.

sunscreen
4.
family gathering
8.
hiking
12.
taking photos and videos

Core Grammar
1.

Aristo First Unit 1: Subject and object pronouns (p.10-11, Grammar Book Unit 13)

2.

Aristo First Unit 1: Simple present tense (p.12-13, Grammar Book Unit 1)

3.

Aristo First Unit 1: Possessives (p.12-13, Grammar Book Unit 14)

4.

Aristo First Unit 1: Adverbs of frequency (p.14-15)

5.

Aristo First Unit 2: Simple past tense (p.34-35, Grammar Book Unit 3)

6.

Aristo First Unit 3: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58-59, Grammar Book Unit 2)

7.

Aristo First Unit 3: ‘must’ and ‘have to’ (p.60, Grammar Book Unit 7)

8.

Aristo First Unit 3: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p.61-62, Grammar Book Unit 20)

9.

Aristo First Unit 3: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verbs (p.62-63)

10.

Aristo First Unit 4: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using ‘will’ (p.84, Grammar Book Unit 4)

11.

Aristo First Unit 4: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using ‘be going to’ (p.85-86, Grammar Book Unit 4)

12.

Aristo First Unit 4: ‘There + be’ (p.87-89, Grammar Book Unit 17)

goggles
aquarium
roller coaster

陳樹渠 紀念中 學
第一學 期考試
考試 範圍 (2014-2015)
科

目

中文

考試範 圍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能 力
卷四： 說話能 力(於課 堂上 進行)
中文(非 華語 課程)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能 力
卷四： 說話能 力(於課 堂上 進行)

英文

1.
2.
3.
4.

Writing & Vocabulary
Reading & Grammar
Listening
Speaking

重點提 示
甲 .閱 讀 理 解 : 單 元 一 :描 寫 文 (景 物 描 寫 )單 元 二 ： 抒 情 文 (直 接 抒
情、借 事、借 景及借 物抒情 )單元四 :古 漢 語
乙.篇 章問 答: 《一件 小事》、《在 風中》、《在那顆 星子 下－記 我的
中學時 代》
、
《 荷塘月 色》
、
《 愛蓮說》
、
《歸 園田居》
、
《涉 江採芙 蓉 》
丙.語 文知 識: 修辭 手 法 (比 喻、比 擬、襯 托、反 語、排 比、層 遞 、
設問、 反問、 誇張、 頂真)
甲.命 題作 文 ：景物 描寫文 、抒情 文、記 敘文
乙.實 用文 ： 單元三(投訴 信、邀 請信的 格式及 用詞)
內容理 解、辨 別說話 者立場、領略說 話者 的感情 與觀點、簡單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個人短 講(評 分項目 :內 容 、用詞 、語氣 態度、 感情及 創意)
甲、閱讀 理解：對記敘 文有 簡單的 評鑒能 力，並領 略文 章情感 及
道理
乙、課 文問答 ：單元 四及單 元五
語文知 識： 1. 量詞 2. 反 義詞
甲、命 題作文 考核範 圍：記 敘能力 、說明 能力及 描寫能 力
乙、實 用文考 核範圍 ：邀請 卡
內容理 解、簡 單辨別 說話者 立場、領 略說 話者的 感情、簡單評 鑒
能力、 創作能 力
個人短 講
-評分項 目:內 容、用 詞、咬 字、語 氣態度 、感情 及創意
-使用已 教授 的詞彙 ，以豐 富說話 內容

請參閱 附頁

數學
(2A,2B,2C,2D)

課本 中二 上(第 1 至 6 章 )

帶備計 算機、 鉛筆、 膠擦及 直尺

Mathematics (2E)

Book 2A(Chapter 1 to 6)

Bring calculator, pencil, rubber and ruler

科學
(2A,2B,2C,2D)

課本2A： 第 7至8章
課本2B： 第 9章9.1-9.2節
Book 2A : Unit 7 to 8
Book2B : Unit 9 Chapter 9.1-9.2
1.文藝復 興
2. 法國 大革 命
1. The Renaissance
2. The French Revolution
第三章 ：3.1 至 3.6
第四章 ：4.1 至 4.3
Section 3: 3.1 – 3.6
Section 4: 4.1 – 4.3

溫習工 作紙， 作業及 課本，
帶備鉛 筆、膠 擦及直 尺
Study worksheet, workbook and textbook;
Bring pencil, rubber and rule
必須溫 習筆記 、工作 紙、課 本及習 作簿

第一章 ：速成 輸入法
第二章 ：電腦 病毒
第三章 ：相片 編輯
第四章 ： GIF Animator
Chapter 1: 速 成輸入 法
Chapter 2: Computer Virus
Chapter 3: Photo Editing
Chapter 4: GIF Animator
第一章 第 一 節至第 二節隋 代
第二章 第 一 節至第 三節唐 代

請溫習 筆記。

Science (2E)
歷史(2A,2B,2C,2D)
History
(2E)
地理
(2A,2B,2C,2D)
Geography
(2E)
資訊科 技
(2A,2B,2C,2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E)
中史

中二

Study revision notes, given worksheets, the textbook and workbook
帶量角 器、計 算機、 直尺
Bring protractor, calculator and ruler

Please study the notes.

隋代：隋 朝立 國及統 一南北、隋代開 皇之 治、隋代 的建 設及其 貢
獻、隋 文帝的 缺失、 隋煬帝 的暴政 、隋朝 的速亡 、第 10
頁「隋 代建設 略圖」
唐代：唐 朝建 立及統 一天下、太宗的 貞觀 之治、武 后稱 帝及其 政
績、玄宗 的開 元之治、安史 之亂的 由來、經過和 影響、第
48 頁 「安史 之亂略 圖」

中二
科
目
普通話

考試範 圍
單元1-4
聆聽、 譯寫、 口試

重點提 示
1. 辨別介 音i、u、ü
2. 辨別聲 母n、l及k、h
3. 辨別聲 母zh、 ch、 sh及z、 c、s及j、q、x
4. 掌握粵 普對照

備註：
生活通 識、音 樂、體 育、視 覺藝術 之成績 以平時 分數計 算﹙包 括課堂 作業、 上課表 現等﹚

***************************************************************************************************************************************************

CHAN SHU KUI MEMORIAL SCHOOL
S2 First Term Examination 2014-15
Revision Checklist
Core Vocabulary
Aristo Unit 1: People and characters
1.
submit
2.
admire
6.
goal
7.
steer
11. wicked
12. greedy

3.
8.
13.

mean
pirate
gentle

4.
9.
14.

rescue
loyal
brave

5.
10.
15.

judge
role model
mild-tempered

Aristo Unit 2: Animal talks
1.
greet
2.
6.
donation
7.
11. pass away
12.

statue
annoyed
master

3.
8.
13.

garbage
stretch
suddenly

4.
9.
14.

adopt
professor
care

5.
10.
15.

grow tired of
animal shelter
roll around

Aristo Unit 4: Tales of the dark
1.
pick up
2.
recently
6.
soak
7.
pity
11. overjoyed
12. surgery

3.
8.
13.

claim
pull over
duty officer

4.
9.
14.

sight
military
government

5.
10.
15.

night shift
hilltop
taxi driver

Core Grammar
1.

Aristo First Unit 1: Simple past tense (p.10-11)

2.

Aristo First Unit 1: Present perfect tense (p.12-15, Grammar Book Unit 1)

3.

Aristo First Unit 2: 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0) (p.34, Grammar Book Unit 20)

4.

Aristo First Unit 2: ‘Should’ for advice (p.35, Grammar Book Unit 4)

5.

Aristo First Unit 2: Passive voice (p.36-39, Grammar Book Unit 7)

6.

Aristo First Unit 3: Talking about the past – simple past tens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p.56, Grammar Book Unit 2)

7.

Aristo First Unit 3: ‘When’ and ‘while’ (p.57)

8.

Aristo First Unit 3: Reported speech (p.58-61, Grammar Book Unit 17)

9.

Aristo First Unit 4: Relative clauses (p.80-81, Grammar Book Unit 15)

10.

Aristo First Unit 4: Expressing preference using ‘less’ and ‘more’, ‘least’ and ‘most’ (p.83-85, Grammar Book Unit 21)

陳樹渠 紀念中 學
第一學 期考試
考試 範圍 (2014-2015)
科
中文

目

考試範 圍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能 力
卷四： 說話能 力(於課 堂上 進行)
中文
(非華語 課程)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能 力
卷四： 說話能 力(於課 堂上 進行)

英文

數學
(3A,3B,3C,3D)
Mathematics
(3E)
科學
(3A,3B,3C,3D)
Science(3E)
歷史
(3A,3B,3C,3D)
History
(3E)
地理
(3A,3B,3C,3D)
Geography
(3E)
資訊科 技
(3A,3B,3C,3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E)

1.
2.
3.
4.

Writing & Vocabulary
Reading & Grammar
Listening
Speaking

中三

重點提 示
甲、閱 讀理 解 (單元一：記 敘、單 元二：描寫及 抒情、單
元三： 綜合、 單元四 ：古漢 語)
乙、課文 問答 (桃花源 記、爸爸的 花兒落 了、巴塞 隆那 看
鬥牛、 明湖居 聽書、 天鵝、 兵車行 、陶壺 醉口)
甲、命 題寫作 (單元一 、二 、三)
乙、看 圖寫作
內容理 解、辨 別說話 者立場、領略說 話者 的感情 與觀點、
簡單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小組討 論(評 分項目 ：內容 、表達 、應對 )
甲、閱 讀理解 ：對抒 情文及 說明文 有簡單 的評鑒 能力，
並領略 文章情 感及道 理
乙、課 文問答 ：單元 七及單 元八(第 一及 第二課)
丙、語 文知識 ： 1. 量詞 2. 辨認 修辭 手 法
甲、命 題作文 考核範 圍：記 敘能力 及論說 能力
乙、實 用文考 核範圍 ：啟事
內容理 解、簡 單辨別 說話者 立場、 領略說 話者的 感情、
簡單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個人短 講
-評分項 目:內 容、用 詞、咬 字、語 氣態度 、感情 及創意
-使用已 教授 的詞彙 ，以豐 富說話 內容

請參閱 附頁

課本 中三 上(第 1 至 6 章 )

帶備計 算機、 鉛筆、 膠擦及 直尺

Book 3A(Chapter 1 to 6)

Bring calculator, pencil, rubber and ruler

課本3A： 12.1-12.4, 12.6-12.8
和課本 3B： 13.1-13.5
Book 3A : Unit 12.1-12.4, 12.6-12.8 and Book 3B:
Unit 13.1-13.5

溫習教 科書、 筆記和 工作紙
帶計數 機、鉛 筆、膠 擦及直 尺
Study worksheets, workbook and textbook;
Bring calculator, pencil, rubber and ruler

主題甲 ：第一 次世界 大戰(1914-1918年)
主題乙 ：第二 次世界 大戰(1939-1945年)
課本p1-p91
Theme A: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
Theme B: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
Textbook: p1-p91
第五章

必須掌 握地圖 閱讀、 歷史 漫 畫及各 歷史事 件中的 相關人
物、事 件成因 及影響 。

Section 5

Bring calculator and ruler

第一章 ：電腦 網絡
第二章 ：使用 電腦的 健康問 題
第三章 ：Flash MX 2004
Chapter 1: Computer Network
Chapter 2: Heal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Use of
Computers
Chapter 3: Flash MX 2004

請溫習 筆記。

Map study and history cartoons as well as events related to
history figures, causes and effects are also important.
帶計算 機、直 尺

Please study the notes.

中三
科
目
中史

普通話

考試範 圍
第一章 滿 清 入關與 康、雍 、乾盛 世的統 治
政策 (p.2 – p.27)
第二章 道、咸時期 的內憂 外患 (p.28 – p.67)
第三章 同 、 光年間 救國運 動的起 落(p.68 –
P.111)
第四章 革 命 運動與 中華民 國成立(p.112 –
p.135)
1.單元一 至單 元四
2.課文詞 語(參 考、重 點及補 充詞語)
3.粵普對 譯
4.造句
5.短問答
6.語音知 識

重點提 示
1. 史事之 因果關 係及事 件發生 之先後 次序
2. 留意時 、地、 人、事 件及影 響
3. 設地圖 題，須 留意中 國沿海 重要港 口及中 國各重 要省
市之名 稱及位 置
4. 設開放 式問題 ，學生 須依據 史實並 就自己 所識作 答
5. 字體須 端正易 讀
1. 聲母j、q、x與 zh、ch、sh的 對 比，聲 母 j、
c、 s的 對比
2. 辨別聲 母zh、 ch、 sh和z、 c、s
3. 介音i、u、ü
4. 辨別韻 母an、 en、in與 ang、 eng、 ing
街道名 譯寫規 律

q、x與 z、

備註：
生活通 識、音 樂、體 育、視 覺藝術 之成績 以平時 分數計 算﹙包 括課堂 作業、 上課表 現等﹚

****************************************************************************************************************************************************
CHAN SHU KUI MEMORIAL SCHOOL
S3 First Term Examination 2014-15
Revision Checklist
Core Vocabulary
Aristo
1.
6.
11.

Unit 1: All for charity
remind
2.
charity
7.
flip-flop
12.

reschedule
target
staff

3.
8.
13.

minimum
originally
pyjamas

4.
9.
14.

donation
reflect
casual

5.
10.
15.

fundraising
trend
principal

Aristo
1.
6.
11.

Unit 3: Imagine if there weren’t …
access
2.
technology
adjustment
7.
facility
convenience
12. realistic

3.
8.
13.

majority
lifestyle
practical

4.
9.
14.

essential
craft activity
celebrity

5.
10.
15.

gadget
reliant
outlying

Aristo
1.
6.
11.

Unit 4: Clean and drug-free
curious
2.
escape
calm
7.
steer
recognise
12. depressed

3.
8.
13.

addiction
alternative
effectively

4.
9.
14.

prevention
drug abuse
relationship

5.
10.
15.

slogan
strengthen
out of control

Core Grammar
1.

Aristo First Unit 1: Tenses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2.

Aristo First Unit 1: Present perfect tense (p.10-11)

3.

Aristo First Unit 1: Past perfect tense (p.12-13)

4.

Aristo First Unit 1: Question tag (p.14-15)

5.

Aristo First Unit 2: ‘Someone/ somebody’, ‘anyone/ anybody’, ‘no one/ nobody’, ‘something’, ‘anything’ and ‘nothing’ (p.38-39)

6.

Aristo First Unit 3: Conditional sentence (p.56-58)

7.

Aristo First Unit 3: Reported speech (p.58-60)

8.

Aristo First Unit 3: Modal verb ‘may’, ‘might’ and ‘could’ for possibility (p.61)

9.

Aristo First Unit 4: Reflexive pronoun (p.80-81)

10.

Aristo First Unit 4: Zero article (p.82-83)

11.

Aristo First Unit 4: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p.84-85)

中四

陳樹渠 紀念中 學
第一學 期考試
考試 範圍 (2014-2015)
科

目

中文

考試範 圍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及 綜合能 力

卷四： 說話能 力
中文(非 華語 課程)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及 綜合能 力
卷四： 說話能 力

英文

Paper 1: Reading (1 hour 30 minutes)
Paper 2: Writing (2 hours)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2
hours)
Paper 4: Speaking (8 minutes)

重點提 示
單元一 ：記敍 與抒情
單元四 ：古代 漢語
記敍抒 情文、 描寫文 、議論 文(三題 選作 一題)
1. 單元三 ：聆聽 及綜合 能力技 巧
2. 聆聽及 閱讀材 料
3. 篩選及 整合資 料
4. 寫作一 篇實用 文
單元二 口語溝 通技巧
甲、閱 讀理解 ：對記 敘抒情 文有簡 單的評 鑒能力 ，並領 略
文章情 感及道 理
乙、課 文問答 ：單元 十及單 元十一(第一 至第三 課)
甲、命 題作文 考核範 圍：記 敘能力 、描寫 能力及 說明能 力
乙、實 用文考 核範圍 ：書信
內容理 解、辨 別說話 者立場 、領略 說話者 的感情 、簡單 評
鑒能力 、創作 能力
個人短 講
-評分項 目:內 容、用 詞、咬 字、語 氣態度 、感情 及創意
-使用已 教授 的詞彙 ，以豐 富說話 內容
Part A & Part B (2 reading texts)
Part A (about 180 words) &
Part B (about 300 words)
Part A & Part B (7 tasks)
Group Discussion

數學(必 修部 分)

課本 中四 上(第 1 至 5 章 )
多項式, 公式及轉主項, 一元一次方
程及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指數定律及
根式, 二進制及十六進制, 恆等式,
因式分 解, 一 次不等 式, 百 分數

帶備計 算機、 鉛筆、 膠擦及 直尺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Book4A(Chapter 1 to 5)
Polynomials, Change of Subject of a
Formula, 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and Simultaneous Linear
Equations in Two Unknowns, Laws of
Indices, Identities, Numeral Systems,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Percentage.
筆記︰
第 1 章︰基 礎 數學
第 2 章︰數 學 歸納法
第 3 章︰函 數 的極限
Notes:
Chapter 1: Fundamental Mathematics
Chapter 2: Mathematical Induction
Chapter 3: Limits of Functions
單元一 ：個人 成長與 人際關 係
單元六 ：能源 科技與 環境

Bring calculator, pencil, rubber and ruler

數學(延 伸部 分)
單元二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 2

通識

溫習筆 記、功 課及測 驗
帶備計 算機

Study the notes, homework and tests
Bring calculator

-試卷設 三題 資料回 應題，考試時 間為兩 小時，各 題均 須作
答
-溫修課 本、 測驗及 工作紙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注意不 同題型 的作答 要求
-論點論 據要 清晰， 須善用 資料及 個人知 識

中四
科
目
物理

考試範 圍
課本 1：第 1-5.1 章
課本 2：第 1-3 章

化學

Textbook 1A 1B 1C
課本 1A, 1B 1C

生物

課本 1A：第 1-6 章
課本 1B：第 7 章
主題甲
第三章 及
第四章 至「文 化大革 命」(課本頁
126-241)

歷史

地理
經濟

第 1 章 :機會與風險及第 7 章 :全球增溫
4 上課本 ：第 1-6 課

中史

單元一 夏 商 周
單元二 秦 漢
單元三 魏 晉 南北朝
營商環 境與管 理導論
第 1、 2、 3、 4.1-4.3 章
旅遊與 款待科 課本
(博通旅 遊第 一冊)

企會財
旅遊與 款待

資訊與 通訊科 技
視覺藝 術

課本第 1-8 章
平面設 計

重點提 示
Study the textbooks and all the worksheets
Bring calculator, ball pen, pencil, eraser and ruler
溫習教 科書和 工作紙
帶備計 算機、 鉛子筆 、鉛筆 、膠擦 及直尺
Study the textbooks and all the worksheets
Bring calculator, ball pen, pencil, eraser and ruler
溫習教 科書和 工作紙
帶備計 算機、 鉛子筆 、鉛筆 、膠擦 及直尺
溫習教 科書和 工作紙
帶備計 算機、 鉛子筆 、鉛筆 、膠擦 及直尺
現代化 的概念
清末新 政(1901-11 年 )
辛亥革 命與民 國建 立 (1911-12 年 )
五四運 動(1919 年 )
南京政 府的現 代化努 力(1927-37 年 )
新民主 主義到 社會主 義的過 渡及政 治體制 的確立「大 躍 進 」
文化大 革命及 其對中 國現代 化歷程 的影響
帶量角 器、計 算機、 直尺
-帶備計 算機
--溫修 課本、 應試必 備練習 、測驗 及工作 紙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第一部 分 資 料題 (必答 ， 佔25分)
第二部 分 論 述題 (三題 選 答二題 ，佔 50分)
卷一: 選 擇題(30 題 ，每題 1.5 分) 限時 : 30 分鐘
卷二: 問 答題(55 分) 限 時: 1 小時
-溫修課 本、 筆記、 測驗及 工作紙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卷一(限 時 : 1 小時)
選擇題
資料回 應題
卷二(限 時 : 1 小時 30 分)
論述題
帶備計 算機、 鉛筆、 擦膠及 直尺
評賞及 創作

陳樹渠 紀念中 學
第一學 期考試
考試 範圍 (2014-2015)
科

目

中文

考試範 圍
卷一： 閱讀能 力
卷二： 寫作能 力
卷三： 聆聽及 綜合能 力

英文

卷四： 說話能 力
Paper 1: Reading (1 hour 30 minutes)
Paper 2: Writing (2 hours)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2 hours)
Paper 4: Speaking (12 minutes)

數學(必 修部 分)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數學(延 伸部 分)
單元二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 2
通識

物理
化學

生物

課本 中四 下(第 7 至 11 章)
三角形及多邊形, 全等和相似三角形, 百分數,
折扣, 盈 利及 虧蝕, 本 金，利息及 本利和 , 因 式
分解, 轉 主項 , 聯立 方程 , 直線方 程.
Book4B(Chapter 7 to 11)
Triangles and polygons, Congruent triangles and
similar triangles, Percentage, Discount, Profit
and loss, Principal, Interest and Amount,
Factorization, Change of subject of a formul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s.
課本︰ 第一冊
第 1 - 6 章，及
切線及 法線(7.1)
Textbook: Book 1
Chapter 1 – 6, and
Tangents and Normals(7.1)
單元一 ：個人 成長與 人際關 係
單元二 :今 日 香港
單元三 :現 代 中國
單元六 ：能源 科技與 環境

第 2 冊全冊 ， 第 3A 冊全 冊 ，第 3B 冊 單 元一
至六。
Textbook2B Textbook 2C: Textbook 3A:
Textbook 3B unitr 29 and 30
課本 2B：課 本 2C：課本 3A：
課本 3B (29 和 30 節)

Textbook 1A (ch.1-6)
Textbook 2: (ch 11-18)
Textbook 3: (ch.19-20)
課本 1A：第 1-6 章
課本 2：第 11-18 章
課本 3：第 19-20 章

中五

重點提 示
說明、 議論技 巧及已 有知識
記敍抒 情文、 描寫文 、議論 文
(三題選 作一 題)
1. 聆聽材 料及閱 讀材料
2. 篩選及 整合資 料
3. 提出見 解
4. 寫作一 篇實用 文
口語溝 通
Part A &
Part B (Section 1 OR Section 2)
Part A (about 200 words) &
Part B (about 400 words)
Part A &
Part B (Section 1 OR Section 2)
Part A: Group Discuss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帶備計 算機、 鉛筆、 膠擦及 直尺

Bring calculator, pencil, rubber and ruler

溫習筆 記、功 課及測 驗
帶備計 算機
Study the notes, homework and tests
Bring calculator
-卷一設 三題 資料回 應題， 考試時 間為兩
小時， 各題均 須作答
-卷二為 延伸 回應題 ，時限 為 1 小時 15 分
鐘。二 題選一 題作答 。
-溫修筆 記、 測驗及 工作紙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注意不 同題型 的作答 要求
-論點論 據要 清晰， 須善用 資料及 個人知
識
帶備計 算機、 直尺。
小心審 題，新 學期題 目佔七 成。
Study the textbooks and all the worksheets
Bring calculator, ball pen, pencil, eraser and
ruler
溫習教 科書和 工作紙
帶備 +計 算機 、鉛子 筆、鉛 筆、膠 擦及直
尺
Study the textbooks and all the worksheets
Bring calculator, ball pen, pencil, eraser and
ruler
溫習教 科書和 工作紙
帶備計 算機、鉛子筆、鉛 筆、膠 擦及直 尺

中五
科

目

歷史

考試範 圍
主題甲：
(1) 二十世紀香港的政治及行政轉變(p4-56)
(2)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後毛澤東
時代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演變
(p194-265)
(3) 日本的現代化與蛻變(p270-350)

重點提 示
-卷一： 資料 回應題 (必 答 ，佔50分 )
-卷二： 論述 題 (三選二 ， 佔 30 分)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注意不 同題型 的作答 要求
-論點論 據要 清晰， 資料回 應題須 善用資
料及個 人知識

主題乙 ：
(1) 1900-1914年 的 國際關 係(p8-31)
(2) 兩次世 界大戰 及有關 的和約 的簽署 及對國
際的影 響(p34-98)
地理

第一、 二、五 、六、 七章

經濟

第一冊 課本： 第 1-7 課
第二冊 課本： 第 8-14 課
第三冊 課本： 第 15-18 課

中史

第一冊(全冊)
第二冊(全冊)
第三冊(民初 政局)

旅遊與 款待

旅遊與 款待科 課本
(博通旅 遊第 一冊、 第二冊 )

企會財

必修部 分:
營商環 境與管 理導論(全部)
會計導 論(全 部)
選修部 分:
財務會計 1
第 1-6 章

資訊與 通訊科 技
視覺藝 術

課本第 1-28 章
平面設 計

帶備計 算機、量角器、直 尺 等地圖 閱讀文
具
-帶備計 算機
-畫圖要 用直 尺且標 注須清 晰
-溫修課 本、 筆記、 測驗及 工作紙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第一部 分：資 料題 (必答 ， 佔25分)
第二部 分 ：
甲部(三 題選 答一題 ，佔 25 分)
乙部( 兩 題選 答一題 ，佔 25 分)
-溫修課 本、 筆記、 測驗及 工作紙
-注意時 間分 配
-小心審 題
卷一(限 時 : 1 小時 15 分)
選擇題
資料回 應題
卷二(限 時 : 1 小時 45 分)
論述題
卷一(限 時: 1 小時 15 分鐘)
甲、選 擇題(30 題，每題 2 分)
乙、問 答題(40 分)
卷二(限 時: 1 小時 45 分鐘)
甲、短 問題(24 分)
乙、應 用題(36 分)
y 帶備計 算機、 直尺及 塗改液
y 注意時 間分配
帶備計 算機、 鉛筆、 擦膠及 直尺
評賞及 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