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一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21-2022） 

18/10/2021 -21/10/2021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課文問題（楊修之死、歪兒、木蘭辭）閱讀理解一篇 

English 

Part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II   Vocabulary 

Unit 2 There’s no place like school  

Part III  Usage 

1. There is/are 

2. Simple Present Tense 

3. Prepositions of place and time  

4. Personal Pronouns 

數學 第零、一、二及 3.1 至 3.1 課 

(Mathematics) Chapter 0,1,2,3.1-3.2 

生活與社會 單元一 1.1 及 1.2 

中國歷史 課題一 - 課題二 P.3-31(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形成 – 西周的封建) 

歷史 

課題 1—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P.1-27) 

●古文明的興起 

●石器時代的演進 

 (包括作業及歷史技能手冊) 

(History) 

Topic 1: Human needs: past and present (P.1-27) 

● Development of the Stone Age 

● Ris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workbook and the history skills book) 

地理 

第 1 章 善用城市空間 

1.1 你住在哪裏？  

1.2 香港市區的土地主要有甚麼用途？ 

1.6 我們的城市面對甚麼問題？  

(Geography) 

Part 1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1.1 Where do you live? 

1.2 What are the major types of urban land use in Hong Kong? 

1.6 What problems is our city facing? 

綜合科學 
第一課 

English vocabulary WS Unit 1 

(IS) 
Chapter 1 

English vocabulary WS Unit 1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二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21-2022） 

18/10/2021 -21/10/2021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課文問題（回家、目送、種梨）閱讀理解一篇 

English 

Part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II  Vocabulary 

Unit 1 Shopping Fun 

Unit 2 Time for a Real Chat 

Part III  Usage 

1.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Present Perfect)  

2.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3.    Making Comparisons 

● Comparing quantities: more, most,  fewer, fewest, less, 

least  

● (not) as + adjective + as 

● the same as, different from 

● like, alike 

● too much, too many, too little, too few, enough 

數學 第一、二及 3.1 至 3.3 課 

(Mathematics) Chapter 1, 2, 3.1-3.3 

生活與社會 單元十三（重點 1） 

中國歷史 課題一 - 課題二 P.4-31(五代的興替與北宋的統一 – 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 

歷史 文藝復興 (包括所有課本練習及作業練習) 

(History) The Renaissance (Including all the textbook & workbook exercises) 

地理 

第 3 章 糧食生產 

3.2 我們怎樣耕作？ 

3.3 中國的農業活動在哪裏？  

(Geography) 

Unit 3  Food problems 

3.2 How do we farm? 

3.3 Where are farming activities carried out in China? 

綜合科學 
1. 7.1-7.5 不包括延伸部分 

2. English vocabulary WS Unit 7 #1-3, 5-7 

(IS) 
1. 7.1-7.5 (not include the extension part) 

2. English vocabulary WS Unit 7 #1-3, 5-7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三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21-2022） 

18/10/2021 -22/10/2021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課文問題（爸爸的花兒落了、閒情寄趣）閱讀理解一篇 

English 

Part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II  Vocabulary 

Unit 1 Set off! 

Unit 2 We could be heroes! 

Part III  Usage  

1. Indefinite Pronouns: ‘someone/ anyone/ no one/ 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 none’ 

2. Passive voice (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simple 

future tense) 

數學 第二 、三及 5.1 至 5.3 課，指數，變主項 

(Mathematics) Chapter 2,3, 5.1-5.3, index, change of subject 

生活與社會 改革開放及單元 15 

中國歷史 中三﹕課題一及課題二 課本 P. 6-60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8)：背景因素 (包括所有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History) 
First World War (1914-18): 3 Underlying Causes (Including all the notes & 

worksheets) 

地理 

第 5 章 與自然災害共處 

5.1 我們生活在危機四伏的世界嗎？ 

5.3 山泥傾瀉的成因是甚麼？對我們有甚麼影響？  

(Geography) 

Part 5  Living with natural hazards 

5.1 Are we living in a hostile world? 

5.3 What are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landslides? 

物理 第一課 1.1, 1.2 

化學 第一及第二課(筆記及工作紙) 

(Chemistry) Chapter 1-2 

生物 Chapter 2.1 - 2.6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四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21-2022） 

18/10/2021 -22/10/2021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課文問題（關雎、飲酒、山居秋暝）閱讀理解兩篇（一白話，一文言）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Part A and Part B1  

數學 第一、二及 3.1 至 3.3 課，指數、因式分解，變主項及百分數 

Mathematics Chapter 1,2, 3.1-3.3, index, factorization, change of subject, percentage 

Maths M2 Chapter 0-2 

公民與社會發展 主題一 重點 1、2  

中國文學 賞析與評論（蒹葭及課外篇章）文學知識（詩經） 

中國歷史 
甲部 單元一課題 1 周代封建 至 課題 2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4上 P.6-83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8) 

地理 

第 1 章 機會與風險 

1.1 我們居住的地球穩定嗎？ 

1.2 為甚麽地球並不穩定？ 

1.3 主要的内營力和内部作用造成甚麽地貌或形貌？ 

1.4 在板塊邊界有甚麽主要地貌？  

(Geography) 

Part 1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1.1 Is the earth we live on stable? 

1.2 Why is our earth unstable? 

1.3 What are the landforms/features resulted from the major internal forces and      

      processes? 

1.4 What are the major landforms found at the plate boundaries? 

經濟 第 1,2,8 課 

企管 第 1,2 課 

旅款 單元 1 第一至四課 

健關 主題冊 2 及 3 

物理 第五課、第六課 (6.1 及 6.2) 

Chemistry Ch 5-7 & part of Ch 9 (Giant ionic Structure) 

生物 第 1 至 4 課 

資通 第十二及十三課 

視藝 以視覺形式表達主題：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平面創作) 

日文 
第一課及第二課 

50 音平假名、羅馬字拼音及數字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五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21-2022） 

18/10/2021 -22/10/2021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課文問題（詩三首、詞三首、始得西山宴遊記、師説、岳陽樓記、廉頗、論

仁論孝論君子）閱讀理解兩篇（一白話，一文言） 

English Paper 2 Writing Part B 

數學 第一及三課，指數、因式分解，變主項、百分數、聯立方程、變分 

Mathematics 
Chapter 1,3, index, factorization, change of subject, percentage, simultaneous 

equation, variation 

Maths M2 Chapter 1-6 

通識教育 單元一、二、五（課題 1-3） 

中國歷史 甲部 單元五課題 1 宋元的中央集權 至 清初的民族政策 4 下 P.2-131 

歷史 
1.   經濟方面的國際協作 

2.   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努力（晚清新政、辛亥革命） 

地理 

第 6 章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6.1 熱帶雨林正面臨甚麼問題？ 

6.2 熱帶雨林有甚麼特點？ 

6.3 甚麼是熱帶雨林生態系統？ 

6.4 甚麼原因導致人類破壞熱帶雨林？ 

6.5 濫伐熱帶雨林會帶來甚麼後果？  

(Geography) 

Part 6  Disappearing green canopy 

6.1 What is happening to tropical rainforests？ 

6.2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opical rainforests? 

6.3 What is a tropical rainforest ecosystem? 

6.4 What causes destruction in tropical rainforests? 

6.5 What is the impact of deforestation on tropical rainforests? 

經濟 微觀經濟學 第 15,16 課 

企管 基礎個人理財單元 

健關 主題冊 6 及 8 

物理 第十六至十八課 

Chemistry Chapter 20-23, 28-29 

生物 第 1 至 16.2 課 

資通 C1 第一至三課 

視藝 以視覺形式表達主題：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平面創作)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六級第一次考試範圍（2021-2022） 

18/10/2021 -29/10/2021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閱讀理解篇章、文言範文：公開試指定範文及語文運用 

寫作：長文一篇（不少於 1100 字） 

聆聽綜合：聆聽若干段錄音，然後按錄音內容完成題目及撰寫實用文一篇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Part A and Part B1/ B2 

Paper 2  Writing  

  Parts A and B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Part A and Part B1/ B2 

Paper 4  Speaking  

  Group Interact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e 

School-based Assessment 

A 3-5 minute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Finding Nemo’ 

數學 中一至中五課程、中六第一課 

Mathematics S1-S5 syllabus, S6 Chapter 1 

Maths M2 Chapter 1-11 

通識教育 單元一、二、三、五及六 

中國歷史 

甲部及乙部課程 課本 4 上、4 下、5 上、5 下 

選修單元 5 課本 P. 200-282 

課題四 基督宗教 

歷史 

◆ 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 二十世紀日本的現代化與蛻變 

◆ 二十世紀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地理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除地圖閲讀及實地考察為本試題外)  

(Geography) Whole HKDSE syllabus (Excluding Map reading and Fieldwork-based questions) 

經濟 文憑試範圍 

企管 文憑試範圍 

健關 文憑試範圍(第 14 課除外) 



物理 文憑試卷一 (整個必修課程) 

Chemistry Topic I to topic XII 

生物 第 1 至 34 課 

資通 第 21-26 課 

視藝 以視覺形式表達主題：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平面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