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鍵入文字]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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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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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I 

(Reading) 

23/10/2020 30 mins Total Marks: 55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5 marks)  

including Enhancement Questions (5 marks – 

extra marks) 

⚫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Referencing  

 

Part B Usage (15 marks) 

⚫ Time 

⚫ Dates 

⚫ Adverbs of Frequency 

⚫ Simple Present Tense 

 

Part C Vocabulary (5 marks) 

New Treasure Plus 1A Unit 1  

Vocabulary book Unit 1  

GE 1-5  

Vocabulary Unit 1:  

slim chubby round curly 

ponytail friendly funny dancing 

glasses tall gardening caring 

fringe creative generous energetic 

hiking watching 

films 

rock 

climbing 

playing 

basketball 

 

3.數學 23/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一部：基礎知識(15 分) 

甲二部：(20 分) 

乙部：(15 分) 

丙部：挑戰題(額外 5 分) 

課本： 

中學數學新思維 第二版 1A 

Ch.2 有向數 

Ch.3 代數式 

Ch.4 一元一次方程(一) 

 

4.通識教育 28/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選擇題(5 分) 

乙部：填充題(10 分) 

丙部：排序題(6 分) 

丁部：資料回應題 (11 分+5 分挑戰題) 

戊、問答題 (18 分) 

⚫ 校本歷史教材：近代歐洲

的興起-從神本到理性 

⚫ 課本：P1-17 

⚫ 技巧課(一)：數據分析--

折線圖 

5.中史 27/10/2020 30 分鐘 本試卷合共50分。 

⚫ 本試卷另設挑戰題，共 5 分。 

⚫ 形式包括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

填圖、配對題及歷史資料題。 

⚫ 課本：現代智趣中國歷

史，現代教育研究社 

P.1-36 

⚫ 作業：P.2-20 

6.科學 27/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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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 

丁部 短答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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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EJFC_enHK865HK865&q=%E7%94%B2%E4%B8%99%E4%B8%81%E6%88%8A&spell=1&sa=X&ved=0ahUKEwjrvqenlf3kAhUB7mEKHdw_CPYQkeECCC0oAA


 

[鍵入文字] 

 

中一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7.電腦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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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成輸入法，文書處

理  

 

 

 

8.宗教及 

倫理 

28/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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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 

丙部: 配對(4 分) 

丁部: 問答題(7 分) 

戊部: 生活應用題(4 分) 

己部: 撰寫祈禱文(5 分) 

庚部: Fill in the blanks (8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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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冊聖經金句：P.55,57,59,61 

 

英文部分： 

詠讚 P.51 

 



 

[鍵入文字] 

 

聖芳濟各書院 

上學期統一測驗（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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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記敘的要素 

＊ 認識順敘法 

＊ 認識記敘人稱 

＊ 認識記敘的詳略 

 

課文：《花臉》、《燕詩》 

1.4-1.40 

 

 

乙部：語文常識 
1. 古詩文：《八陣圖》 

2. 成語（1-20） 

校本教材： 

12-15 

62-66 

 

  



 

[鍵入文字]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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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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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I 

(Reading) 

27/10/2020 30 分鐘 Total Mark: 50  

Section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2: Usage 

Section 3: Vocabulary 

Section 4: Enhancement Questions 

Textbook:  

Unit 1  

G.E. and Notes: 

too much/ too many/ enough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and Present Continuous) 

Vocabulary: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A 

P. 2 - 5 

3.數學 22/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 1 部：15 分 

甲 2 部：20 分 

乙部：15 分 

丙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 

2A 冊(第 1、2 及 3 章) 

 

4.通識教育 22/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選擇題(5 分) 

乙部：填充題(10 分) 

丙部：English Section (10 marks) 

丁部：資料回應題 (15 分+5 分挑戰題) 

戊：問答題 (10 分) 

⚫ 課本：P.1-18 

⚫ 校本工作紙：(1)認識中

國；(2)改革開放的背景及

成就 

⚫ 技巧課：原因題 

⚫ 英文教材：The Trouble of 

Water P 1-10 

5.中史 28/10/2020 30 分鐘 本試卷合共50分。 

⚫ 本試卷另設挑戰題，共 5 分。 

⚫ 形式包括選擇題、填充題、時序題、

配對題及歷史資料題。 

⚫ 課本：全方位中國歷史，

文達．名創教育 1.5-2.19 

⚫ 作業：1.1-2.8 

 

6.科學 28/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  

 

甲部 : 填充題(10 分) 

乙部 : 選擇題(20 分) 

丙部 : 配對題(8 分) 

丁部 : 短答題(12 分) 

戊部 : 挑戰題(5 分) 

課本 2A 

 

P.1 – P.72 

 

7.電腦 27/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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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的影響 

 

第二課 數碼私隱和數據安全 

 

8.宗教及 

倫理 

23/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另加5分挑戰題） 

甲部：填充題（14 分） 

乙部：選擇題 ( 5 分) 

丙部︰Matching (8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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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責任（P.1-12） 

第二課︰信守承諾（P.13-20） 

英文部份 P.12, P.20 

學校宗教環境佈置 

聖人聖芳濟各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EJFC_enHK865HK865&q=%E7%94%B2%E4%B8%99%E4%B8%81%E6%88%8A&spell=1&sa=X&ved=0ahUKEwjrvqenlf3kAhUB7mEKHdw_CPYQkeECCC0oAA


 

[鍵入文字] 

 

聖芳濟各書院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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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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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敘 

＊ 認識倒敍法 

＊ 認識記人的方法︰運用對比突出人物

性格 

＊ 掌握記敍的詳略 

＊ 掌握記敍人稱 

課文：《一件小事》、《楊修之死》、《奔跑的

母親》 

P.1.4 

 

 

 

 

P.1.5、P.1.18、

P.1.37 

乙部：成語及古  

  詩文 

1. 成語（1-20） 

2. 古詩文：《論學三則》 

校本教材： 

P.67-70 

P. 15-19 

 

  



 

[鍵入文字]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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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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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I 

(Reading) 

22/10/2020 30 mins. Total marks: 50 

 

Section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 25 Marks) 

~ short & long questions 

~ T/F/NG questions 

~ Referencing 

~ Identify main ideas 

 

Section B: Enhancement Questions  

( 5 marks ) 

 

Section C: Usage ( 20 marks ) 

~ Mixed tenses 

~ someone/anyone/no one /something/     

anything/nothing 

 

Section D: Vocabulary ( 5 marks )    

• Textbook & 

Vocabulary Book Unit 

1 

• GE exercises 

 

3.數學 27/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1部：多項選擇題 (20分) 

甲 2 部：短答題 (22 分) 

乙部：長答題 (8 分) 

丙部：挑戰題 (5 分) 

課本： 

數學新思維 3A 

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 4.2 

及中一二所學之已有知識 

Mathematics 27/10/2020 30 mins Full Marks 50  

Section A1：20 marks 

Section A2：22 marks 

Section B：8 marks 

Section C：5 marks 

 

Textbook： 

Mathematics in Focus 3A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4 up to 4.2 and 

previous knowledge of F.1& F.2  

4.通識教育 22/10/2020 30 分鐘 本試卷合共50分。 

⚫ 本試卷分四部分，即甲、乙、丙和丁

部分，所有題目均需作答。 

⚫ 試卷形式以資料回應題為主。 

⚫ 本試卷另設挑戰題，共 5 分 

⚫ 本試卷設有基本能力題目，共 20 分 

 

⚫ 課本：新領域初中通識

(聖芳濟各書院中三級校

本版)，名創教育出版 

P.1-7 

⚫ 校本工作紙 

課題一：香港戰後面對問

題 

課題二：戰後香港工業發

展 

課題三：當代香港至香港

回歸 

⚫ 技巧課(一)：持份者立場

和觀點 

5.中史 29/10/2020 30 分鐘 甲 : 選擇題 【10 分】 

乙 : 時序題 【5 分】 

丙:  填充題 【10 分】 

丁 : 填圖題 【5 分】 

戊 : 資料題 【20 分】 

己 : 挑戰題 【5 分】 

全方位中國歷史 3 上 

 

課本 

甲 1.2 至 2.16 

 

 

 



 

[鍵入文字] 

 

中三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6.物理 28/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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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節 

(課本 p.1-21) 

(作業 p.1-9) 

 

Physics 28/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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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4.2 

(Textbook p.1-21) 

(Workbook p.1-9) 

7.化學 23/10/2020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選擇題(15 分) 

乙部：填充(6 分) 

丙部：問答題(29 分) 

丁部：挑戰題(5 分) 

課本： 

逹思化學 1A 

第 1-3 節 

 

Chemistry 23/10/2020 30 mins Total marks 50 marks , Challenge questions (5 

marks) 

 

Section A:Multiple choice(15 marks) 

Section B: Fill in the blanks (6marks) 

Section C: Short questions (29 marks) 

 

Section D: Challenge questions (5 marks) 

Text book: 

Mastering Chemistry 1A 

Unit 1 - 3 

8.生物 27/10/2020 30 分鐘 全卷共 40 分，另設 4 分挑戰題 

 

甲部：選擇題(13 分) 

乙部：結構題(27 分) 

丙部：挑戰題(4 分) 

 

 

 

 

 

 

 

課本及工作紙 

課本、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第 1 章生物學入門 

1.1 生物學是甚麼？ 

1.2 生物的特徵 

1.3 研習生物學的重要性 

1.4 科學方法 

1.5 進行科學探究 

 

第 2 章生命的基本單位 

2.1 生命的化學成分 

2.2 利用顯微鏡研究細胞 

Biology 27/10/2020 30 mins Section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13 

marks) 

Section B: Structured Questions (27 marks) 

Section C: Challenging Questions (4 marks) 

 

Chapter 1 Introducing biology 

1.1 What is biology? 

1.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sms 

1.3 Importance of studying 

biology 

1.4 The scientific method 

1.5 Performing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Chapter 2  The cell as the basic 

unit of life 

2.1 Chemicals of life 

2.2 Studying cells using 

microscopes 

9.電腦 29/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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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第 1 節 電腦網絡 

第 2 節 電腦網絡上的數據傳

輸 



 

[鍵入文字] 

 

中三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0.宗教及 

倫理 

28/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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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題(9 分) 

丁部: 問答題(7 分) 

戊部: 撰寫祈禱文(5 分) 

己部: Fill in the blanks (4 marks) 

庚部: 中文詞彙翻譯(4 分) 

辛部: 挑戰題(5 分) 

課本： 

第一課：關顧心靈 

第二課：何必說謊 

 

英文部分： 

手冊聖經金句：P.57,59,61,63 

課本：P.10,20 

 

  



 

[鍵入文字] 

 

 

聖芳濟各書院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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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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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插敘法 

＊ 記人的方法——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 

＊ 分析文章的結構──開頭和結尾 

課文：《爸爸的花兒落了》、《桃花源記》、 

《媽媽的手》 

 

 

1.4 

 

 

 

 

1.5、1.21、1.53 

 

 

 

丙部：成語及古  

  詩文 

(50分) 

 

1. 成語（1-20） 

2. 古詩文：《無題》 

 

校本教材： 

67-71 

20-23 

 

 

  



 

[鍵入文字]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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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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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I 

(Reading) 

28/10/2020 1 hr Part A  (40 marks) 

Social Media: Vlogging  

 

Part B  (8 marks) 

Food 

 

Question type 

- Multiple choice 

- True, False, Not Given 

- Sequencing 

- Short questions 

- Long questions 

-   Vocabulary 

-   Matching 

-   Sentence completion  

Advantage Unit 1 Talk of the 

pop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3.數學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 1 部︰ (40 分） 

甲 2 部︰ (30 分） 

乙部︰ (30 分） 

課本 1A 冊:第 1 章及第 2 章 

基礎題: 指數, 因式分解, 轉

主項, 不等式 

 

4.通識教育 27/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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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

安全、吸煙 

單元五 公共衛生 

書(P.4-74) 

5.中史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45分 

第一部分，佔 20 分 

1a (i) 4 分  

(ii) 6 分 

(iii)6 分 

(iv) 4 分 

第二部分，佔 25 分 

2(a)10 分 

(b)15 分 

 

課本：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15 年 

第一冊 (甲部) 

單元一 夏商周 

課題一：周代分封 

 兩次分封形成的政治局

面 

兩次分封促成的民族摶

成 

課題二： 

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

變動 

 西周與春秋在政治和社

會兩方面的不同； 

 春秋和戰國在政治和社

會兩方面的不同；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

局面的形成 

 

 



 

[鍵入文字] 

 

中四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6.歷史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30分  

歷史資料題(30 分) 

 

主題甲課本： 

P.24-48 

 

7.經濟 23/10/2020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30分) 

乙部：問答題 (20分) 

全卷合共50分 

微觀經濟學 (第 1 冊) 

(第 1 課至第 4 課) 

8.地理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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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1 小時 

 

 

本試卷共分甲、乙兩部份，共佔 30 分。 

甲部: 20 題多項選擇題，佔 20 分。 

乙部: 1 題資料回應題，佔 10 分。  

旅遊與款待 1S: 第 1-4 章 

10.物理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15 分） 

乙部︰問答題（25 分） 

第 1 冊 P. 1-56 

 

11.化學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56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36 分) 

課本： 

逹思化學,1B  

第 5 -9 節 

12.生物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30 分) 

課本： 

Ch. 1-3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 63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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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0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50分) 

乙部：問答題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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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分甲、乙兩部 

甲部：藝術評賞（50 分） 

      對所提供的兩張照片以文字表達評

賞。(可從照片的 

容、人物造型、物象、色彩、風格、

構圖、氣氛等資料作描述) 

 

乙部：藝術創作（50 分） 

      根據所提供的互不關連元素，組合及

創作一件平面作品（草圖形式）；亦

可呈交不少於 50 字的創作自白，以

解說創作的意義。 

/ 

 

 

 



 

[鍵入文字] 

 

 

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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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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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倫理及 

宗教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第一部分，佔 20 分 

第 1-4 題各佔 5 分  

第二部分，佔 20 分 

第 5 題佔 20 分 

 

筆記 

道德的本質 

➢ 道德原則 

➢ 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則：如

仁慈、避免傷害、尊重自

主、忠誠等 

◼ 道德原則與道德規

條的分別：道德原

則應放諸四海皆

準；道德規條含有

約束行為的意思 

行為理論 

後果論：後果的好壞重於對錯 

➢ 效益主義  

- 按後果的好壞判斷行為的對錯 

（例如：效益主義──以好的後果為

對，壞的後果為錯） 

義務論：與效益主義相反：對錯重於

後果的好壞 

➢ 按行為的本身判斷對錯（例

如：根據康德的倫理學原則，

不論後果好壞，履行道德義務

就是對的） 

➢ 各種義務或有衝突（例如：公

正未必能與忠誠相容） 

課本：《簡易宗教學》(2009 年

版)， 

包括選修部分一：宗教傳統中

的單元二：基督宗教 

舊約的信念 

 逾越節 

 西乃之約 

 被擄 / 充軍，亡國 

 應許之新約 

 默西亞的盼望 

 選民的意思 

 割損禮 

 盟約的內容及性質 



 

[鍵入文字]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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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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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陽樓記 

2. 論仁論孝論君子 

3. 魚我所欲也 

4. 出師表 

5.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課本及單元工作紙 

2.英國語文     

English I 

(Reading) 

22/10/2020 1 hr. Total (58marks)  

Paper I – Reading 

 

There are two parts,  

Part A (38 marks) 

Part B (20 marks) 

  

⚫ Synonyms 

⚫ Parts of speech 

⚫ Identify True , False or not given 

⚫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text 

⚫ Reading between lines 

⚫ Matching and MC 

 

⚫ Text book  

⚫ Vocabulary book  

⚫ GE Worksheets 

3.數學 27/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__100_分 

甲 1︰ ( 35 分） 

甲 2︰ ( 35 分） 

乙部︰ (30 分） 

甲 1﹕ 

指數、因式分解、主項變換、

百分法 

甲 2﹕ 

聯立方程、變分(Ch9)、三角學

(Ch6)、圓的性質(Ch10) 

乙部﹕ 

變分(Ch9)、三角學(Ch6)、圓

的性質(Ch10) 

4.通識教育 23/10/2020 1 小時 

 

 

 

 

 

 

卷一 

全卷合共 21 分 

兩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 1 (10 分)；題 2 (11 分)； 

 

考問技巧：表格、數據分析、原因/因素、

影響、因果分析(如何)、模式、特徵、解決

方法、評論 

  

參考考問議題：慢性疾病、空氣污染、可再

生能源、化石燃料 

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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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5.中史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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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視野中國歷史(第二冊)，香

港教育圖書 

單元五：宋元明清 課文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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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48 

 

 



 

[鍵入文字] 

 

中五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6.歷史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30分  

歷史資料題(30 分) 

 

主題甲課本： 

P.284-359 

 

7.經濟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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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題問答題，佔 30 分。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 1 

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 

 

8.地理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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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旅遊及 

款待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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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 課 

10.物理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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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冊--第 8 至 10 課 

3A 冊--第 1 至 3 課 

 

 

11.化學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63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43 分) 

 

課本： 

新 21 世紀化學  

第 25 - 28 節 

逹思化學 第 29-30 節 

 

12.生物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己部 ：多項選擇題 (16 分) 

庚部 ：結構題(34 分) 

課本及工作紙 

第 16 課人體的協調 

第 17 課人體的運動 

第 18 課 體內平衡 

第 19 課 生物多樣性 

第 20 課 生態系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 58   分 :  

 

問答題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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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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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課) 

 

 

 



 

[鍵入文字] 

 

中五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5.視覺藝術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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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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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運動創傷、處理與

預防方法 

 

 

課本 

新高中體育 2：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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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倫理及 

宗教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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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教訓 

天國 

- 天國的開展與臨在 

- 進入天國的途徑 

天國來臨的情況和徵兆 

天主對人的要求 

- 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 比喻 

- 法律 

山中聖訓 

天國 

子民的特徵 

山中聖訓 

真福八端  

六個論題  

真正的敬虔 

對生命的態度  

黃金律  

三個警告 

 

筆記： 

生命倫理 



 

[鍵入文字]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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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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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一篇、白話兩篇 

1. 勸學 

2. 師說 

3. 始得西山宴遊記 

4. 逍遙遊 

5. 詩三首 

6. 詞三首 

課本及單元工作紙 

2.英國語文     

English I 

(Reading) 

23/10/2020 1 hr 

 

 

 

Total marks: 56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42 marks) 

Text 1 

Astrology 

- Short questions 

- Synonyms 

- True, False, Not Given 

- Parts of speech 

- Long questions 

- Pronoun referencing 

- Summary cloze 

 

Part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14 marks) 

Text 2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 Short questions 

- Synonyms 

- True, False, Not Given 

- Pronoun referencing 

All reading materials used in 

English lessons 

 

3.數學 28/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 50 分 :  

甲部(1): ( 35分) 

甲部(2): ( 11分) 

乙部:   ( 4分) 

已有數學知識 

課本 A-E 冊(第 17、18 課除外) 

4.通識教育 27/10/2020 1 小時 卷一 

全卷合共 24 分 

兩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 1 (10 分)；題 2 (14 分)； 

 

  

考問技巧：詮釋漫畫、數據分析、原因/因

素、影響、因果分析(如何)、評論 

  

參考考問議題：經濟全球化、傳染病、中國

製造業、舊區重建、生活素質、空氣污染、

綠色生活 

單元二 今日香港 

單元三 現代中國 

單元四 全球化(P.4-65) 

單元五 公共衛生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鍵入文字] 

 

中六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5.中史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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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視野中國歷史(第一冊)，香

港教育圖書 

單元三：魏晉南北朝 課文

P.148-203 

  

新視野中國歷史(第二冊)，香

港教育圖書 

單元五：宋元明清  

課題 3 清初民族統治 課文

P.68-104 

 

高中中國歷史選修單元 5 (第

二版)，現代教育研究社 

課題 4 基督宗教 課文

P.200-280 

6.歷史 22/10/2020 1 小時 甲部﹕歷史資料題 (12 分)； 

乙部﹕論述題 (25 分) 

新世紀 

世界史 

主要衝突與和平的於求 

兩次世界大戰及有關的和約簽

署 

(書 P.1-137) 

7.經濟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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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學 1 (第十五至第二

十課) 

宏觀經濟學 2 (第二十一至第

二十五課) 

8.地理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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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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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 課 

10.物理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8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40 分） 

乙部︰問答題（40 分） 

第 E2 冊 P. 1-146 

 

11.化學 22/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43分  

問答題(43 分) 

課本： 

逹思化學 第 43 - 46 節 

12.生物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30 分) 

 

課本 1A 

課本 1B 

課本 2 

課本 3 

課本 4 

課本 E1 

課本 E2 



 

[鍵入文字] 

 

中六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 46   分 :  

 

問答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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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0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30分) 

乙部：問答題 (20分) 

丙部：個案題 (20分) 

 

全卷合共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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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管理 (全部課題) 

人力資源管理 (全部課題) 

市場營銷管理 (1-3 課) 

15.視覺藝術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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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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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體育、運動、康樂、

消閒與豐盛人生：歷史和發展 

 

第八部分：體育、運動和康樂

活動的社會影響 

 

 

 

 

 

 

 

 

 

 

 

 



 

[鍵入文字] 

 

中六級 

科目 測驗日期 時限 測驗形式及內容 測驗範圍 

17.倫理及 

宗教 

23/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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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教會的發展 

耶穌的升天   

五旬節──聖神降臨   

伯多祿的宣教   

初期信徒遭逼迫 

（斯德望及雅各伯殉道） 

掃祿歸化 

向外邦人宣教 

宗徒會議 

福音傳到羅馬 

（保祿的傳教旅程） 

基督宗教基本信仰的發展 

救恩 

保祿對救恩的三種看法 

i) 主權的轉移  

ii) 與主契合 

iii) 因信成義 

雅各伯對救恩的看法 

信德與行為   

新的誡命 

彼此相愛 

 

筆記： 

商業倫理 

18.M2 24/10/2020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課本M2A冊(第一章至第八章) 

課本 M2B 冊(第九章至第十二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