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學年初二級第一段考試複習大綱 
資訊科 
考試時間： 

S2A、B：202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 

S2E：202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 

S2C、D：202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書：專題研習工具：Google 雲端硬碟 (ICT 新世代) 

範圍包括：｛書及堂練作業(雲端檔案、網上表單)｝ 

 第 4 課 Google 表單 

 

注意事項：可以帶書及筆記簿。 
 

 

數學科 

 1. 課本：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  

  第十三章    軸對稱 

  第十四章    14.1 整式的乘法(P95~P100) 

 

2.一課三練： 

   第十二章    全等三角形 (P28~P50) 

   第十三章    軸對稱  (P52~P71) 

   第十四章    14.1 整式的乘法(P78~P89) 

3.測驗卷：大測一及小測一 

 

生物科 
(1)  書本  

(七年級下冊: P.87~P.101，八年級上冊:P.2~P.24 重點

內容及課後練習) 

(2)  一課三練  

(七年級下冊:P.48~P.54 ，八年級上冊:P.4~P.13) 

(3)  筆記簿內容  

(4) 填圖: (1)神經元(七年級下冊書本 P.90 ) 

     (2)內分泌腺及其分泌激素 

       (七年級下冊書本 P.97) 

     (3)水螅(八年級上冊書本 P.5) 

     (4)蝗蟲(八年級上冊書本 P.15) 

     (5)魚(八年級上冊書本 P.20) 

 

英文科 
Vocabulary  
 Spark U.1 worksheets 
 Spark U.1 P.8 Exercise C 
Grammar  
 Spark! Grammar U.6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Spark! Grammar U.8 The passive voice 
 Spark! Grammar U.11 Linking words (I) 
 Spark! Grammar U.11 Linking words (II) 

 Simple Future 
 Verb table P.174 (awake – make) 
 Grammar worksheets 
Phonics  
 Inside Phonics P.38 – 39  
Poetry 
 Poetry P.4 (Sound and pattern – Rhyme) 
All notebooks and test papers  

 

化學科 

範圍  

一、書本: p.1~p.42，p.68~78 

二、練習冊: p.2~29 

三、大測卷 1 張、物質的變化和性質補習練習紙(3 張) 

四、大測複習紙、考試複習紙 

五、功課本的抄項 

重點內容 

一、甚麼是化學？ 以及其研究的方向。 

二、化學發展的簡史 

三、判斷物理變化、化學變化、物理性質及化學性質

四概念 

四、常見的儀器名稱及其操作須注意的地方 

五、藥品取用及存放的原則 

六、空氣組成及其組成的用途 

七、判斷混合物和純淨物 

八、區分氧化反應和化合反應 

九、氧氣的性質、實驗室製取氧氣的方法、裝置及

其操作注意事項 

十、七條文字表達式 

十一、愛護水資源及淨化水的方法(需自行閱讀書

本 p.68~78) 

十二、1-20 號元素中英對照名稱及其順序 

 



 

 中文科 
單元一 

 格律詩的體裁特色 

 《送友人》：作者（習作 Pg 4 練習題 1）、主旨、

重點詞語解釋、翻譯、生字和組詞（功課本）、

詩句默寫 

 《客至》: 作者（書 Pg 6）、主旨、重點詞語     

解釋、翻譯、生字和組詞（功課本）、習作 Pg8

任務四 1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作者（書 Pg 10）、

主旨、重點詞語解釋、翻譯 

 《燕詩》: 作者（習作 Pg 15 練習題 1）、詩歌

題材、主旨、重點詞語解釋、翻譯、生字和組

詞（功課本） 

 《魯山山行》: 作者、主旨、重點詞語解釋、

翻譯、詩句默寫 

 

單元二 

 Pg48 知識鏈接──說明文 

 《中國石拱橋》: 主旨、生字（書 Pg42-44)、 

                 詞語（習作 Pg34） 

                    《課本》Pg 46，思考與練習  

                     第 1、2 和 3 題 

                《習作》Pg 35，任務四 研讀 

                 課文 第 1 題     

 《綠色蟈蟈》: 主旨、生字和組詞（功課本）、 

              詞語（習作 Pg41） 

             《習作》Pg 41，任務三整體理解 
             《習作》Pg 42，任務四研讀課文  
              第 1 題、第 6 題、第 7 題 
             《習作》Pg 43，練習題 1 

語法知識： 

修辭、標點符號、成語、錯別字、病句 

中國文化知識 360：中國的四大發明 Pg66-73 和中古

代的醫學 Pg74-78 

基礎知識：短語 Pg88-90 

 

物理科 
(1) 課本 
 第一章： 機械運動 
 第二章： 聲現象 
 第三章： 物態變化 
              3.1 溫度 
              3.2 熔化和凝固 
              3.3 汽化和液化 
              3.4 昇華和凝華 

(2) 補充練習冊 
   第 1 章至第 3.3 節 
(3) 大測測驗卷 
(4) Teams 平台上的作業 

 

 

歷史科 
1. 課文 1-7 課 
2. 習作 1-7 課 
3. 大測一 
4. 問答:(1.)簡述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 

    (2.)簡述《南京條約》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