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20-2021 年度中六級統測範圍 

 

中國語文科： 

溫習範圍： 

⚫ 指定篇章內容是<魚我所欲也>和<出師表> 

⚫ 閱讀理解（語體文） 

 

英文科 

Reading test 

 

數學科 
中六級數學統測範圍 

1. 中四： 第 6 章 續多項式  

2. 中五： 第 2 章 一元不等式 (只考 2.0-2.2) 、第 6 章 變分  

3. 中一至中三部份課題  

-- 整數指數律  

-- 恆等式及因式分解  

-- 公式及其運算  

-- 百分法  

-- 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Scope of S.6 Math Uniform Test 

1. S4: Chapter 4 More about Polynomial 

2. S5: Chapter 2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2.0-2.2 Only) , Chapter 6  

Variations 

3. Some topics in S1 – S3 ： 

-- Laws of Integral Indices  

-- Identities and Factorization  

-- Change of Subjects  

-- Percentages  

-- Solv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s in Two Unknowns 



通識教育科 

 
課本 課題 

中六級 能源科技與環境 ⚫ 單元一 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 單元二 使用能源對環境的影響 

⚫ 單元三 發展能源的新方向 

 

 

Biology (EMI Group) 
Textbook: Book 3 

Chapter 20 Ecology 

 

Textbook: Book E1 

Chapter 1  Regulation of water content 

Chapter 2  Regulation of body temperature 

Chapter 3  Regulation of gas content in blood 

Chapter 4  Hormonal control of reproductive cycle 

 

Paper format: 

Duration: 1 hour 

Four conventional questions - 40 marks 

 

 

 

 

 

 

 

 



生物 (CMI 組別) 

第 3 冊 

第 20 章  生態系 

第 E1 冊 

第 1 章  水份調節 

第 2 章  體温調節 

第 3 章  血液內氣體成分的調節 

第 4 章  生殖週期的激素控制 

 

試卷模式 

時限: 1 小時 

四條問答題 - 40 分滿分 

 

 

物理科： 

The S6 uniform test "Radioactivity and Nuclear Energy"  

   (a)  Radiation and Radioactivity 

   (b)  Atomic Model 

   (c)  Nuclear Energy 

 

 

 

 



CHEM 

Uniform Test  

S6 Chemistry  

⚫ 3B book 

⚫ unit 29, unit 30, unit 31  

 

 

 

中國歷史科： 

中六統測範圍 

選修單元 3 時代與知識份子 

⚫ 孔子 P.40-76 

⚫ 司馬遷 P.84-117 

 

經濟科 
 

 課本 課題 

中六級 新簡明經濟學 5下 ⚫ 匯率及國際收支平衡表 

⚫ 經濟周期及宏觀經濟政策 

⚫ 國際貿易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1. 成本分類、概念及專門用語 

2. 吸收成本計算法與邊際成本計算法 

 

地理科： 

中六級 地理選修科 統測範圍 

溫習範圍(課題): 

⚫ 五) 全球增溫 

⚫ 六) 對抗饑荒 

⚫ 七) 可持續城市 

測驗形式 (一小時): 

短答題 (各 18分) (2題全答) 

 

 

 

 

 



電腦科： 

中六統測範圍(ICT)如下 

基本程序編寫概念 

21.   解決問題的過程 

        21.1 解決問題和概念 

        21.2 解決問題的基本過程 

        21.3 在實際生活中應用解決問題的過程 

        21.4 使用不同的方式解決相同問題 

22.   算法設計(一) 

        22.1 算法設計的介紹 

        22.2 識別問題的輸入和輸出 

        22.3 程序編寫中常數及變量的基本概念 

        22.4 選擇適當的數據類型 

23.   算法設計(二) 

        23.1 輸入語句、輸出語句及賦值語句 

        23.2 基本控制結構 

        23.3 用以處理陣列的算法 

        23.4 在編程中使用模組方法的好處 

24.   算法測試 

24.1 追蹤及測試算法 

24.2 比較同一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案 

  



旅遊與款待科： 

課題(五)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p.7-36,52-69 

 

倫理與宗教科： 

⚫ 天國的比喻 

⚫ 耶穌的言論和衝突 

⚫ 規範倫理學 

 

體育 

中 6 選修測驗範圍 

⚫ 單元四---體適能和營養 

⚫ 單元五---訓練法 

⚫ 單元六---運動創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