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
科目
中國語文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卷一(閱讀理解及讀本)：甲部閱讀理解：白話、文言文各一篇；乙部讀本問題：《染絲》(單元五上冊)，
《木蘭辭》、《背影》(單元六下冊)。
卷二(寫作)：寫作一篇不少於300字文章 (記敍文及描寫文)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nderful People and Teenage Problems) 50%
Usage (50%) - Modals: can, can't, could, should, shouldn't
- Using and, but and or
- Prepositions indicating movement
- Demonstrative pronouns - this, these, that, those
- Vocabulary building - jobs
- Proofreading
Paper 3: Listening to numbers, mark locations/ routes on maps, picture description and filling form

數學

第六章：統計與生活
第七章：代數式與多項式
第十三章：直綫圖形中的角

綜合科學

第8章 繁殖—新生命的誕生
第9章 成長
第17章 物質及其特性
第18章 物質的基本單位
p.1

中二
科目
中國語文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卷一(閱讀理解及讀本)：甲部閱讀理解：白話、文言文各一篇；
乙部讀本問題：《古代足球》(單元 四上冊)，
《習慣說》、《釣勝於魚》(單元六下冊)。
卷二寫作能力：時限1小時15分；寫作一篇不少於400字文章 (記敍說理/記敘抒情)

English

English Paper 1(reading)
Time allowed: 45 minut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Reading Texts
Grammar:
Nouns with or without articles
relative clauses
Be used to and used to
2nd conditional sentence
Wh-word+to infinitives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Time allowed: 30 minutes
-All materials will be played two times.
-After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finish, you have 5 minutes to tidy up your answer.
-Tasks type: filling in blanks, MC questions, sequencing...etc.

p.1

中二
科目
數學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1. 恆等式與因式分解(二上第3章)
2. 平方根與畢氏定理(二上第6章)
3. 面積(二下第10章)

綜合科學

第26章 力與太空之旅
第27章 太空旅程
第28章 常見的酸和鹼

綜合人文

課題二 唐代
第一節 唐朝的建立及其盛世
第二節 安史之亂
第三節 唐朝的衰亡
課題四 北宋
第一節 北宋的開國政策
第三節 北宋的变法
第四節 北宋的滅亡

宗教

第2及3課、英文祈禱文
甲: 課文問題(9分)
乙: 宗教問題(9分)
丙: 反思題(14分)
丁: 祈禱文(8分)

p.2

中三
科目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時限1小時。甲部閱讀理解：單元一說明文手法；乙部讀本問題：單元六《孔明借箭》，語文運用。
卷二寫作能力: 時限1小時15分；甲部長文寫作三選一80%；乙部實用文寫作(書信)20%。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and Usage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Vocabulary (NTP Unit 4 and Unit 5)
Part C: Grammar (NTP Unit 4)
Paper 3: Listening
Part A: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art B: Revision worksheet

數學

上學期章節、集中趨勢的量度、與三角形相關的特性、概率的認識、續百分法

綜合科學 第46課 可見光譜以外的輻射
第47課 應用光的折射及全內反射
第一章 化學導論
第二章 大氣
綜合人文 地理部分：水的煩惱(單元2-單元4) 書及練習冊
生活與社會部份 :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教科書p.21-p.32)、文化承傳與現代轉變(教科書p.22-p.35)、公共衛生(資料冊p.1-p.8)

p.1

中三
科目
宗教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一、經文默寫 (英文常用經文)
二、創作祈禱文
三、倫理反思
四、心靈教育反省

p.2

中四
科目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甲部指定文言篇章，範圍為《論仁》、《論孝》、《論君子》及《魚我所欲也》。乙部根據公開試形式，包括
文言及白話文章理解。
卷二寫作：據公開試形式設三題，選其一作答。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Part A: Read ONE tex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Time allowed: 1 hour 15 minutes
Part A (listening tasks): 2 tasks
Part B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tasks): 3 tasks
Theme: Travelling
Text type: format letter / application letter

數學

4A、4B、4C
1. 續多項式 -- 餘式定理、 因式定理、最大公因式 (H.C.F) 及 最小公倍式 (L.C.M)
(筆記 或 書 -- A冊第4章)
2. 直角

內的三角比 (筆記)

3. 任意角的三角比 (筆記 或 書 -- B冊第6章)
4. 任意

的計量 - 面積公式 (筆記 或 書 -- B冊第7章)

4D班 / M1組 / 拔尖組
統測範圍跟4A、4B及4C一致，但深淺度不同。
生物

第七章 人的營養
第八章 人體的氣體交換
第九章 人體內物質的轉運 (9.1-9.6)

物理

2册第1課 運動I
2册第2課 運動II
2册第3課 力與運動I
2册第4課 力與運動II
p.1

中四
科目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化學

第12-17章

中國歷史

漢武帝的治國思想及其統治政策
開皇之治
貞觀之治

通識

能源與科技,個人成長
卷別: 延伸回應題
時限: 1小時15分鐘

歷史

課程乙 冷戰(1946-1991)
歷史資料題2條必答

地理

地理教科書第二冊:河流p.3-p.72

經濟

新經濟學與你 1
單元4.3 長期的成本與產出有甚麼關係
單元5 廠商的所有權
單元6 廠商的目標和擴張
單元7 完全競爭與不完全競爭市場

BAFS

會計學基本原則
複式記帳法
原始分錄及分類帳
試算表

宗教與倫理 (選修)
視覺藝術

獨資企業的財務報表
《新簡易宗教學》, 頁5-73
上學期10位藝術家、下學期3位雕塑家(傑夫．昆斯、李慧嫻、曾章成)、雕塑筆記；兩張作品評賞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試算表 (COUNT, VLOOKUP, SUMIF, COUNTIF)
數據庫: 關鍵欄, 欄位類型, 有效性檢驗, SQL (SELECT, GROUP BY, COUNT, SUM)
簡單HTML
電腦硬件: 主記憶體,中央處理器,輸入及輸出設備
p.2

中五
科目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甲部指定文言篇章，A、B及C班範圍包括《逍遙遊》及《始得西山宴遊記》;D班範圍包括《出師 表》及
《逍遙遊》。乙部根據公開試形式，包括文言及白話文章理解。
卷二寫作：據公開試形式設三題，選其一作答。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Part A)
Time Allowed: 45 minutes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Time allowed: 1 hour 15 minutes
Part A (listening tasks): 3 tasks
Part B1/B2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tasks): 2 tasks
Topic: Cultural tourism
Text types: brochure + reply email

數學

5A、5B、5C
排列與組合、 概率、離差的量度
5D班 / M1組 / 拔尖組
排列與組合、 概率、離差的量度、 等差等比數列、直線的方程

生物

甲: MCQs (18%) [Ch.16-19, 21]
乙: SQs (32%) [Ch.16-19, 21, 32-35]

物理

第 21 課 電荷與電力
第 21 課 電場
第 24 課 電路

化學

3B冊全部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至孫中山先生之革命運動

通識

今日香港, 公共衛生
卷別: 延伸回應題
時限: 1小時15分鐘
p.1

中五
科目
歷史

2016-17年度下學期統測範圍
課程乙 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1900-1939)
歷史資料題2條必答

地理

熱帶雨林(6.4-6.6課); 全球增溫(7.1及7.3課)

經濟

新經濟學與你 3
單元13 國民收入
單元14 通脹、失業與經濟週期
單元15.4 甚麼是貨幣?

BAFS

有限公司會計
－發行股票及債券
－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分析
－比率計算方法
不完整會計記錄
控制系統
－錯誤更正

宗教與倫理 (選修)

倫理部份(道德原則、道德推理、行為理論、應用倫理[人權])

視覺藝術

產品設計評賞，物料類形及分析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核心單元: 第1 至3 冊
選修單元: C1 及 C2冊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