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一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中國語文 29/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閱讀理解(50 分) 
乙部：成語及古詩文(50 分) 

見附頁 

2.英國語文 30/10/2019 30 mins Section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18 
marks) 
Section B: Vocabulary (5 marks) 
Section C: Usage (27 marks) 
 Pronouns 
 Simple Present Tense 
 Time and Day 
 Adverbs of Frequency  
Section D: Enhancement Questions (5 marks) 
Total: 50 marks + 5 marks 

Treasure Plus (Unit 1) 
Vocabulary Booklet (P.1) 
GE Worksheet (1 – 3) 

3.數學 29/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甲 1 部 (15 分) 
甲 2 部 (20 分) 
乙部 (15 分) 
甲及乙部各題均須作答。 
丙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 1A 冊  
(第 1 至 3 章) 
 
 
 

4.通識教育 1/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選擇題(5 分) 
乙、填充題(10 分) 
丙、配對題(6 分) 
丁、資料回應題(12 分+5 分挑戰題) 
戊、問答題(17 分) 

 課本：課題 1 至 3 
 技巧課(一) 
 補充議題：《理財有道》

及《明智消費》 
 

5.中史 31/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甲、 選擇題(10 分) 

共 10 題，各題全答。 
乙、 填充題(10 分) 

共 5 個，每個答案 2 分。 
丙、 配對(5 分) 

共 5 個，每個答案 1 分。 
丁、 時序(5 分)  

共 5 題，各題全答。 
戊、 歷史資料題 (20 分)  

共 7 題，各題全答。 
(本卷另設挑戰題 5 分) 

甲部 : 
課題一 :  
(第一節) 傳說中的共主政治 
(P.1.5–P.1.11) 
(第二節) 夏的興亡 
(P.1.13–P.1.14) 
(第三節) 商的興亡 
(P.1.17–P.1.21) 
 
課題二 :  
(第一節) 西周的封建 
(P.2.3–P.2.5) 
 

6.科學 31/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 多項選擇題(10 分) 

乙部 填充題(5 分) 

丙部 配對(8 分) 

丁部 短答題 (27 分) 

戊部 挑戰題 (5 分) 

1.1 學習科學 
1.2 科學的實踐 
1.3 實驗室安全 
1.4 實驗儀器 
1.5 使用量度儀器 

 

 

7.電腦 30/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另設 5 分挑戰題 
填充題      20 分 
多項選擇題  10 分 
配對題      10 分 
問答題      10 分 
挑戰題      5 分 

電子書: 文書處理 , 試算表 
 
 
 

 



 

中一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8.宗教及 
倫理 

4/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 填充題(16 分) 
乙部: 選擇題(5 分) 
丙部: 配對(4 分) 
丁部: 中文詞彙翻譯(8 分) 
戊部: 問答題(8 分) 
己部: 生活應用題(4 分) 
庚部: 撰寫祈禱文(5 分) 
辛部: 挑戰題(5 分) 

課本： 
第一課：照亮生命的書 
第二課：我與天主相遇 
 
英文部分： 
課本 P9,20 

 



 

聖芳濟各書院 

2019-20 年度上學期統一測驗 

中文科測驗範圍 

 

年級：中一             科目：中文            時限：30 分鐘 

 

試卷二：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閱讀理解 

單元一 順敘 

＊ 認識和掌握記敘的要素 

＊ 認識順敘法 

＊ 認識記敘人稱 

＊ 認識記敘的詳略 

單元二 人物描寫 

＊ 認識通過事件刻畫人物 

＊ 學習描寫人物的方法：肖像描寫、行動描

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 

課文：《花臉》、《燕詩》、《差不多先生傳》 

1.5 

1.19 

 

 

 

2.5 

 

 

 

乙部：成語及古  

  詩文 

1. 成語（1-20） 

2. 古詩文：《八陣圖》、《陋室銘》 

校本教材： 

P. 62-66 

P. 12-15,6-10 

 

  



 

2019-20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二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中國語文 30/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閱讀理解(50 分) 
乙部：成語及古詩文(50 分) 

見附頁 

2.英國語文 29/10/2019 30 mins Total Marks: 55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5 marks) including Enhancement 
Questions (5 marks)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Referencing  
 Identifying main ideas 

Part B Usage (20 mark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Too many, too much, too few, 

too little, enough  
Part C Vocabulary (10 marks) 

New Treasure Plus 2A Unit 1  
Vocabulary book Unit 1  
Worksheet Unit 1 

3.數學 29/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分  
甲一部(15 分) 
甲二部(20 分) 
乙部(15 分) 
丙部(5 分) 
 
 

課本： 
數學新思維 2A - 2B   
第 1 章 率及比 
第 2 章 恆等式 
第 3 章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 4 章 代數分式與公式 
至 4.3 節 公式和代入法 

  30 mins Full Marks 50  
Section A1：15 
Section A2：20 
Section B：15 
Section C：5 
 
 

Textbook： 
Mathematics in Focus 2A-2B  
Chapter 1  Rate and Ratio 
Chapter 2  Identities  
Chapter 3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Chapter 4  Algebraic Fractions 

and Formulas  
Up to Chapter 4.3 Formulas and 
Substitution 

4.通識教育 31/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本試卷分五部分，即甲、乙、丙、丁

和戊部分，所有題目均需作答 

 本試卷設挑戰題，共 5 分 

 本試卷設有基本能力題目，共 9 分 

 

 課本：新領域初中通識

(聖芳濟各書院中二級校

本版)，名創教育出版 

P.1-24 

 校本工作紙：(1)認識中

國；(2)改革開放的背景及

成就 

 技巧課：表格分析 

 英文教材：The Trouble of 

Water 

 
5.中史 4/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 選擇題(10 分) 
乙: 填充題(10 分) 
丙：時序題(5 分) 
丁：配對題(5 分) 
戊：資料題(20 分) 
另設 
己：挑戰題(5 分) 

課本： 
課題一 
第一節： 隋的統一與興盛 
第二節： 隋的施政與速亡 
課題二： 
第一節： 唐朝建立與盛世 
(甲 1.6-1.16) 
(甲 2.3-2.8) 

 
 
 



 

中二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6.科學 1/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100  分 :  
 
甲部 : 填充題(14 分) 
乙部 : 選擇題(34 分) 
丙部 : 配對題(26 分) 
丁部 : 短答題(26 分) 
戊部 : 挑戰題(10 分) 

課本 2A 
 
P.1 – P.59 
 
 
 

  30 mins Total mark : 100 
 
Section A : Fill in Blanks ( 14 marks ) 
Section B : M.C. ( 34 marks ) 
Section C : Matching ( 26 marks ) 
Section D : Short Question       ( 26 

marks ) 
Section E : Challenging Question 
          ( 10 marks )                                                                                                                             

Text Book 2A 
 
P.1 – P.59 
 

7.電腦 31/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另設挑戰題 5分:  
 
填充題         20 分 
選擇題         10 分 
配對題         10 分 
短答題         10 分 
挑戰題          5 分  

第一課 數據私隱 
 
第二課 數碼認證 
 
 

8.宗教及 
倫理 

30/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一.  供詞填充 13% 

二.  選擇題 4% 

三.  排序 5% 

四.  資料題 14% 

五.  英文部分 8% 

六.  祈禱文 6% 

七.  挑戰題 5% 
 

我走星光道 第二冊 

1.自由與責任 

2.信守承諾 

 

9-10 月份聖經金句 

手冊 

 

 
  



 

聖芳濟各書院 

2019-20 年度上學期統一測驗 

中文科測驗範圍 

 

年級：中二             科目：中文            時限：30 分鐘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閱讀理解 

(50 分) 

另設 10 分挑戰題 

單元一  記敍文 

＊ 理清篇章的中心思想 

＊ 倒敍法 

＊ 記敍人稱 

＊ 記人方法 ——運用對比突出人物性格 

 

課文：《一件小事》、《楊修之死》、 

《奔跑的母親》 

 

單元二  描寫文 

＊ 講讀 1：《山陰道上》  

＊ 講讀 2：《荷塘月色》 

＊ 定點和步移法 

＊ 掌握多感官，多角度 

＊ 認識動態和靜態描寫 

＊ 認識直接和間接描寫 

＊ 學習比喻描寫的表現手法 

課文：《荷塘月色》、《山陰道上》 

1.4 

 

 

 

 

1.5、1.18、1.37 

 

 

2.4 

 

 

 

 

 

 

 

2.6、2.35 

丙部：成語及古  

  詩文 

(50 分) 

 

1. 成語（1-20） 

2. 古詩文：《論學三則》 

 

校本教材： 

67-71 

15-19 

 

 

 
 
 
 
 
 



 

2019-20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三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中國語文 30/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閱讀理解(50 分) 
乙部：成語及古詩文(50 分) 

見附頁 

2.英國語文 29/10/2019 30 mins Total Mark: 50  
Section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2: Enhancement Questions 
Section 3: Usage 
Section 4: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1  
G.E. and Notes: 
Something, Anything and 
nothing 
Someone/Somebody, Anyone/ 
Anybody and No one/ Nobody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and Simple Future) 
Vocabulary:  
Textbook P. 10 and 11 

3.數學 31/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__100_分，另設 _10_分挑戰題 
甲 1︰ ( 20 分） 
甲 2︰ ( 40 分） 
乙部︰ (40 分） 
挑戰題目﹕(10 分) 

課本 3A 冊(第 1、2、4、5.1 章) 
已有數學知識 
 

  30 mins Total mark of the test paper is 50.           
5 additional marks are for enhanced questions. 
Section A1: (20 marks) 
Section A2: (40 marks) 
Section B: Level 2 Questions (40 marks) 
Section C: Enhanced Questions (10 marks) 

Textbook 3A (Chapter 1,2,4,5.4) 
Previous Mathematics 
knowledge 

4.通識教育 29/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 5分挑戰題 
甲、 配對題  （共 4 分） 
乙、 時序題  （共 6 分） 
丙、 資料回應題 （共 40 分）+ 

  (5 分挑戰題） 

課本： 
校本歷史單元(全本) 
初中通識(校本版)書 P.9-15 
技巧課 1：持分者衝突 
 

5.中史 4/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 選擇題(10 分) 
乙: 填充題(10 分) 
丙：時序題(5 分) 
丁：配對題(5 分) 
戊：資料題(20 分) 
另設 
己：挑戰題(5 分) 

課本： 
課題一 
第一節： 滿清王朝的建立 
第二節： 清初的統治 
課題二： 
第一節： 清朝的中衰 
第二節： 鴉片戰爭 
(甲 1.6-1.16) 
(甲 2.3-2.16) 

6.物理 1/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多項選擇題 (22 分) 
問答題 (28 分) 
挑戰題 (5 分) 

第 14.1 節–第 14.3 節 
(課本 p.1-27) 
(作業 p.1-12) 
 

  30 mins Total mark: 50 marks 
Section A: Multiple-Choice Qestions: ( 22 
marks) 
Section B:Short Questions ( 28 marks) 
Section C: Challenging Questions (5 marks) 

Chapter 14.1-14.3 
(Textbook p.1-27) 
(Workbook p.1-12) 

 
 
 
 
 



 

中三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7.化學 30/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80分，另設8分挑戰題 

甲部：選擇題(30 分) 
乙部：填充(12 分) 
丙部：問答題(38 分) 
丁部：挑戰題(8 分) 

課本： 
新 21 世紀化學 1A 
第 1-2 節 
 

  30 mins Total marks 80 marks ,  
Challenge questions (8 marks)  
 
Section A:Multiple choice(30 marks) 
Section B: Fill in the blanks (12 marks) 
Section C: Short questions (38 marks) 
 
Section D: Challenge questions (8 marks) 

Text book: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Unit 1 - 2 

8.生物 31/10/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20 分) 

乙部 填充題 (8 分) 
丙部 短題目 (22 分) 
丁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 
Ch.1 P.3-16 
Ch.2 P.3-23 

  30 mins Section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15 
marks) 

Section B   Fill in the blanks. 
 (8 marks) 

Section C  Short questions 
 (22 marks) 

Section D  Challenging Questions (5 marks) 

Textbook 
Ch.1 P.3-16 
Ch.2 P.3-23 
 

9.電腦 4/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填充題(20 分) 
多項選擇題(10 分) 
配對題(8 分) 
問答題(12 分) 
挑戰題(5 分) 

iclass 電子書 
電腦網絡 p.1 – 25 
第 1 節 電腦網絡 
第 2 節 電腦網絡上的數據傳

輸 

10.宗教及 
倫理 

1/11/2019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填充題    (14 分) 
乙部：選擇題    (5 分) 
丙部︰Matching   (8 分) 
丁部︰問答題  （18 分） 
戊部︰挑戰題   （5 分） 
己部︰祈禱文   （5 分） 

課本： 
第一課︰關顧心靈 
第二課︰何必說謊 
 
英文部份︰ 
課文︰P.10,20 

 



 

聖芳濟各書院 

2019-20 年度上學期統一測驗 

中文科測驗範圍 

 

年級：中三             科目：中文            時限：30 分鐘 

 
試卷二：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閱讀理解 

單元一 插敘 

＊ 插敘法 

＊ 理清文章中心思想 

＊ 記人的方法：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 

＊ 分析文章結構：開首和結尾、過渡銜接 

＊ 記敘線索  

 

課文：《爸爸的花兒落了》、《桃花源記》 

1.4 

 

 

 

 

乙部：成語及古  

  詩文 
1. 成語（1-20） 

2. 古詩文：《登高》、《浣溪沙》 

校本教材： 

P.67-71 

P.7-16 

 

  



 

2019-20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四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中國語文 30/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100 分。 
甲部：指定篇章(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70 分) 
      文言、白話各一篇 

1. 論仁論孝論君子 
2. 岳陽樓記 
課本及單元工作紙 

2.英國語文 29/10/2019 1 hour Total   50 marks 
Part A  23 marks 
Part B  27 marks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Referencing 
 Identifying main ideas 
 Coping with difficult words 
 Summarizing ideas 

All GE exercises 
Advantage unit 1 
Vocabulary book 
 
 

3.數學 29/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 1 部︰ (30 分） 
甲 2 部︰ (30 分） 

乙部︰ (40 分） 

課本 1A 冊:第 1 章及第 2 章 
基礎題: 指數, 因式分解, 轉

主項, 二元一次方程 
 

4.通識教育 31/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20 分 
兩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 1  (10 分)；題 2  (10 分) 
  
考問技巧：圖表分析(趨勢、狀況)、原因/
因素、影響題 
  
參考考問議題：傳染病、生活模式病、濫用

抗生素、藥物專利 

單元五 公共衛生 
書(P.4-44,94-121) 

5.中史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全卷共分 2 題，所有題目(包括子題)均需作

答。 
全卷均為資料回應題。 
 

課本： 
新視野中國歷史必修第一冊

(第二版)，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單元一 夏商周 P.2-69 
單元二 秦漢 P.70-97 

6.歷史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30分， 
歷史資料題(30 分) 

課本： 
主題甲：香港史(P.1-36) 

7.經濟 1/11/2019 1 小時 本試卷共分甲、乙兩部份，共佔 50 分。 
甲部: 20 題多項選擇題，佔 20 分。 
乙部: 7 題問答題，佔 30 分。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 1 
第一章至第四章 
P.1-128 

8.地理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40 分 
 
甲部：選擇題【4 分】 
共 8 題，每題佔 0.5 分。 
 
乙部：結構式問題【36 分】 
答 2 題。每題佔 18 分。 
 
結構式問題： 
考核數據處理，包括圖表、照片、地圖 

必修部份單元 1： 
機會與風險 — 居住在災害頻

生地區是明智之舉嗎？  
 

9.旅遊及 
款待 

4/11/2019 1 小時 
 
 

本試卷共分甲、乙兩部份，共佔 31 分。 
甲部: 20 題多項選擇題，佔 20 分。 
乙部: 1 題資料回應題，佔 11 分。   

旅遊與款待 1S: 第 1-4 章 

10.物理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40 分） 
乙部︰問答題（60 分） 

第一冊 P. 1-146 
 
 

 



 

中四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1.化學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選擇題(15 分) 
乙部：問答題(25 分) 

課本： 
新 21 世紀化學 1A,1B  
第 1 -9 節 

12.生物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己部 ：多項選擇題(18 分) 

      ：結構題(32 分) 

課本及工作紙 
 
第 4 章 酶和新陳代謝 
第 5 章 食物和人類 
第 6 章 人的營養 
第 7 章 人體的氣體交換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56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36 分 

 
選 1 - 多媒體的應用 
選 2 - 文本 
選 3 - 圖形 
選 4 - 音頻 

14.企業、 
會計與財務

概論 

4/11/2019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40分) 
乙部：問答題 (30分) 
全卷合共70分 

第 1 冊：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第 1 課至第 4 課) 

15.視覺藝術 1/11/2019 1 小時 全卷一題，必須作答，分甲、乙兩部 

    
甲. 藝術評賞 

   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用描述、分析、

詮釋及判斷四個步驟以文字表達評賞。   

( 50%) 

 
乙. 藝術創作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

題創作一件平面作品(草圖形式)。        

(50%) 

 

/ 

16.體育 
(中學文憑)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5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15 分） 
乙部︰短答題（30 分）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體育組 教材 
第二部分：人體 
甲、成長和發展 
乙、骨骼系統 
丙、神經系統 
丁、肌肉系統 
 
課本 
新高中體育 1：強身健體 
第一課：人體與運動 
甲、成長和發展 
乙、骨骼系統 
丙、神經系統 
丁、肌肉系統 

 
 
 
 
 



 

 
 
 
 

中四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7.倫理與 
宗教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30 分) 
乙部：基督宗教(20 分) 
 

課本： 
《新簡易宗教學  
選修部分一：宗教傳統  
單元二：基督宗教》 
一、舊約聖經的信仰 
二、舊約聖經中以色列民族的

歷史和身分 
三、兩約之間的歷史 (頁

1-35) 
 
筆記： 
新高中倫理與宗教課程 
學習筆記 
第一組 
單元一：規範倫理學 
道德的本質 
四個基本的道德原則  
義務論 
後果論 

  
  



 

2019-20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五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中國語文 29/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100 分。 
甲部：指定篇章(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70 分) 
      文言、白話各一篇 

1. 出師表 
2. 廉頗藺相如列傳 
課本及單元工作紙 

2.英國語文 31/10/2019 1 h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A  (18 marks) 
Part B  (25 marks) 
 

Completing the table 
Matching 
MC Cloze  
Ordering   
Referencing   
Short / Long questions  
Style and tone 
Summary Cloze 
True / False / Not Given 
Vocabulary  

3.數學 31/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__50_分 
甲 1 部︰ ( 25 分） 
甲 2 部︰ ( 15 分） 
乙部︰ (10 分） 
 

課本 A 冊(第 1、4 章) 
課本 B 冊(第 7 章) 
課本 C 冊(第 9、12.1-12.2 章) 
課本 D 冊(第 15.1 – 15.3 章) 
已有數學知識 

4.通識教育 30/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19 分 
兩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 1  (8 分)；題 2  (11 分) 
  
考問技巧：數據分析、原因/因素、因果分

析(如何)、影響、正反論述 
  
參考考問議題：氣候變化、醫療開支、綜合

國力、城鄉差異、慢性病  

單元三  現代中國 
單元五 公共衛生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P.3-100 

5.中史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全卷共分 2 題，所有題目(包括子題)均需作

答。 
全卷均為資料回應題。 
 

課本： 
高中中國歷史 5 下(第二版)，
現代教育研究社  
課題 4 對外關係 課文

P.172-233 
 
高中中國歷史選修單元 5 (第
二版)，現代教育研究社 
課題 1 道教 課文 P.6-75 

6.歷史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26分， 
歷史資料題(14 分) 
歷史論述題(12 分) 

課本： 
主題甲：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

化及蛻變 --- 20 世紀初的日本

(P.21-66) 
7.經濟 4/11/2019 1 小時 

 
 
 

本試卷分兩部，甲部和乙部。 
甲部共有 20 題多項選擇題，佔 20 分。 
 
乙部共有 4 題問答題，佔 30 分。 

微觀經濟學 1 (第一至第五課) 
微觀經濟學 2 (第六至第十課) 
微觀經濟學 3 (第十一至第十

四課) 

8.地理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40 分 
 
甲部：選擇題【4 分】 
共 8 題，每題佔 0.5 分。 
 
乙部：結構式問題【36 分】 
答 2 題。每題佔 18 分。 
 
結構式問題： 
考核數據處理，包括圖表、照片、地圖 

必修部份單元 3：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 它如何

及為何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

改變？ 
 



 

中五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9.旅遊及 
款待 

4/11/2019 1 小時 
 
 
 

本試卷共分甲、乙和丙三部份，共佔 30 分 
甲部: 10 題多項選擇題，佔 10 分 
乙部: 1 題資料回應題，佔 10 分 
丙部: 1 題論述題，佔 10 分   

天行 旅遊與款待 2+冊, 
課題二-款待導論: 14-19 課 

10.物理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40 分) 
乙部: 短題目(60 分) 

課本三 B 
1-217 頁 
 

11.化學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60分  
甲部：選擇題(15 分) 
乙部：問答題(45 分) 

課本： 
新 21 世紀化學  
第 25 - 28 節 

12.生物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 (20 分 ) 

乙部 結構題( 30 分) 

課本： 
Ch. 1-18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64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44 分 

 
核 11 - 電腦系統的系統組 
核 12 - 輸入及輸出設備 
核 13 - 輔助存貯設備 

14.企業、 
會計與財務

概論 

1/11/2019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40分) 
乙部：問答題 (30分) 
全卷合共70分 
 
 
 
 
 

(1) 必修部份：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全部課

題) 
會計導論 (全部課題)  
基礎個人理財 (全部課題) 
(2) 選修部份： 
財務管理 (第 1 課至第 4 課) 

15.視覺藝術 1/11/2019 1 小時 
 
 
 

全卷二題，選答一題，各題分甲、乙兩部 
 
甲. 藝術評賞 
   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用描述、分析、

詮釋及判斷四個步驟以文字表達評賞。                       
( 50%) 

 
乙. 藝術創作 

 將甲部對藝術作品的評賞體會連繫到

藝術創作，以任何   
    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

一件平面作品(草圖形式)，以解說創作

與評賞的關係。          (50%) 
    

/ 

 

 

 

 

 



 

中五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6.體育 
(中學文憑)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20 分） 
乙部︰短答題（30 分）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體育組 教材 
第三部分：動作分析 
 
第五部分: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

學基礎 
甲、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 
乙、訓練概念與原理 
 
課本 
新高中體育 1：強身健體 
第四課：動作分析 
 
第五課：體育訓練方法 
甲、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 
乙、 訓練概念與原理 

17.倫理與 
宗教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10 分)必答 
甲部：規範倫理學(20 分)二選一 
乙部：基督宗教(20 分)二選一 
 

課本： 
《新簡易宗教學  
選修部分一：宗教傳統  
單元二：基督宗教》 
奇蹟 
教導 
 
筆記： 
新高中倫理與宗教課程 
學習筆記 
第一組 
單元一：規範倫理學 
道德的本質 
四個基本的道德原則  
美德 
功利主義 
婚姻 
環境倫理 

18.M2 2/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課本 M2A 冊(第一章至第八章) 

 

  



 

2019-20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六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中國語文 31/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100 分。 
甲部：指定篇章(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70 分) 
      文言、白話各一篇 

1. 廉頗藺相如列傳 
2. 師說 
3. 月下獨酌 
4. 登樓 
5. 始得西山宴遊記 
6. 念奴嬌 赤壁懷古 
7. 聲聲慢 秋情 
課本及單元工作紙 

2.英國語文 30/10/2019 1 hour There are two parts: 
Part A: 44 marks 
Part B: 28 mark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ferencing 
Gap-filling 
Vocabulary 
M.C. questions 
True / False /Not Given 
Long questions 

All reading and GE exercises, 
Vocabulary covered during 
lessons.  

3.數學 31/10/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65  分 :  
 
甲1  35分 
甲2  20分 
乙   10分 

中一至中六已有知識 

4.通識教育 29/10/2019 1 小時 
 
 
 

兩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全卷合共22分 : 題1: (10分)；題2: (12分)  
  
考問技巧： 
圖表分析、原因、影響、評論政策、支持反

對理據 
  
參考考問議題： 
空氣污染、固體廢物、環保餐具、氣候變化、

全球增溫、國際組織 

單元二:  
今日香港-生活素質   
 
單元四： 
全球化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5.中史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5分 
全卷共設 3 題，全部作答。 

課本： 
中國歷史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課題一：道教 
課題二：佛教 
課題三：伊斯蘭教 
課題四：基督宗教 
（頁 4--頁 279） 

6.歷史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30分， 
歷史資料題(15 分) 
歷史論述題(15 分) 

課本： 
主題乙：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 
經過、結果(P.1-46) 

 
 
 
 
 
 



 

中六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7.經濟 4/11/2019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20分) 
乙部：問答題 (40分) 
全卷合共60分 
 
 
 
 
 

微觀經濟學 (第 1-3 冊) 
(全部課題)  
 
宏觀經濟學 (第 1-2 冊) 
(全部課題) 
 
選修部分 (第 1 冊) 
(全部課題) 

8.地理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0 分】 
 
甲部：選擇題【4 分】 
共 8 題，每題佔 0.5 分。 
 
乙部：結構式問題【36 分】 
答 2 題。每題佔 18 分。 
 
結構式問題： 
考核數據處理，包括圖表、照片、地圖 

必修部份單元 5： 
對抗饑荒 — 科技是否解決糧

食短缺的靈丹妙藥？ 
 
必修部份單元 6：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 誰應為

大規模濫伐林木負責？ 

9.旅遊及 
款待 

4/11/2019 1 小時 
 
 
 

本試卷共分甲、乙和丙三部份，共佔 32 分 
甲部: 10 題多項選擇題，佔 10 分 
乙部: 1 題資料回應題，佔 10 分 
丙部: 1 題論述題，佔 12 分   

天行 旅遊與款待 
第 4 冊, 45-52 課 

10.物理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40 分） 
乙部︰問答題（60 分） 

第 5 冊 

E 2 冊 p.1-88 

 

11.化學 1/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問答題(40 分) 

課本： 
新 21 世紀化學  
第 45 - 48 節 

12.生物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辛部 ：多項選擇題(15 分) 

壬部 ：結構題(35 分) 

 
 
 
 
 

課本及工作紙 
 
第 14 章 生長和發育 
第 15 章 環境狀況的探測 
第 16 章 人體的協調 
第 17 章 人體的運動 
第 18 章 體內平衡 
 
E1 第 1 章 水份調節 
E1 第 2 章 體溫調節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 55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35 分 

 
核 21 - 解決問題的過程 
核 22 - 算法設計(一) 
 

14.企業、 
會計與財務

概論 

1/11/2019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30分) 
乙部：個案題 (18分) 
丙部：論述題 (12分) 
 
全卷合共60分 
 
 
 
 
 

(3) 必修部份： 
第 1 冊：營商環境與管理

導論  
    (全部課題) 
    第 2 冊：會計導論 (全部

課題) 
    第 3 冊：基礎個人理財  
    (全部課題) 
(4) 選修部份：市場營銷管理 

(全部課題) 

 



 

中六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5.視覺藝術 1/11/2019 1 小時 

 
 
 

全卷二題，選答一題，各題分甲、乙兩部 
 
甲. 藝術評賞 
   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用描述、分析、

詮釋及判斷四個步驟以文字表達評賞。                       
( 50%) 

 
乙. 藝術創作 

 將甲部對藝術作品的評賞體會連繫到

藝術創作，以任何   
    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

一件平面作品(草圖形式)，以解說創作

與評賞的關係。           (50%)    

/ 

16.體育 
(中學文憑) 

4/11/2019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10 分） 
乙部︰短答題（10 分） 
丙部︰長答題（20 分）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體育組 教材 
 
第一部分 體育、運動、康樂、

消閒與豐盛人生：歷史和發展 
乙、體育、運動、康樂、消閒

的角色和價值 
 
 
第八部分：體育、運動和康樂

活動的社會影響 
甲、奧林匹克運動和奧林匹克

主義 
乙、國際組織、大型運動會和

大型國際比賽 
丙、我國的運動文化 
丁、運動與社會  
戊、影響參與運動和康樂活動

的因素 
 
第九部分：運動和康樂活動管

理 
甲、運動和康樂活動管理的概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