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一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試卷一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挑戰題，佔2分。 

甲部：閱讀理解(40 分) 

乙部：單元內容(30 分) 

丙部：成語及古詩文(30 分) 

見附頁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試卷二 

全卷合共120分  

甲部：長文寫作(100 分) 

乙部：實用文寫作(20 分) 

 

卷(三) 約 15 分鐘 試卷三 

全卷合共20分，另設挑戰題，佔2分。 

 

2.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1 hr Section A: Reading comprehensions 

(40 marks) 

Section B: Usage (40 marks) 

B1: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B2: Prepositions of place 

B3: Wh-questions 

Section C: Vocabulary (10 marks) 

Section D: Language Arts (20 marks) 

Textbook Units 1-2 

GE 1-11 

Paper 2 

(Writing) 

1 hr Total Mark: 100 

Section A: Sentence Writing (20%) 

Section B: Picture Description (30%) 

Section C : Long Writing (50%) Writing an 

email in 100-120 words 

⚫ Writing (1) to (4) 

⚫ Textbook & Vocabulary 

Book (Units 1 and 2) 

Paper 3 

(Listening) 

1 hr Total marks: 100 (with extra 10 marks for 

enhancement questions)  

 

Short Tasks A-J (86 marks)  

⚫ Fill in the table 

⚫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 Answer the questions  

 

Integrated Task (24 marks)  

⚫ Textbook Unit 1, Unit 2 

 

⚫ All the vocabulary in 

Textbook and Vocabulary 

book.  

3.數學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 + 10分挑戰題  

甲(1)部：(30 分) 

甲(2)部：(40 分) 

乙部：  (30 分) 

挑戰題﹕(10 分) 

 

課本： 

Ch1﹕基礎計算 

Ch2﹕有向數 

Ch3﹕代數式 

Ch4﹕一元一次方程(一) 

Ch5﹕面積和體積 

Ch6﹕多項式的運算 

4.通識教育 1 小時 全卷合共80分  

甲部：配對題(10 分) 

乙部：選擇題(16 分) 

丙部：填充題(20 分) 

丁部：資料分析題(22 分+挑戰題 8 分) 

戊部：問答題(12 分) 

課本： 

新領域初中通識(校本版) 

頁 18-71 

技巧課(一)折線圖 

技巧課(二)棒形圖 

 

 

 

 

 



 

 
 

中一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5.中史 1 小時 本試卷合共80分。 

⚫ 本試卷另設挑戰題，共 8 分。 

⚫ 形式包括選擇題、填充題、時序題、

配對題地圖題及歷史資料題。 

⚫ 課本：現代智趣中國歷

史，現代教育 P.4-81 

⚫ 作業：P.2-34 

 

6.科學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 多項選擇題 (20 分) 

乙部: 填充題(10 分) 

丙部: 配對(5 分) 

丁部: 短問題(15 分) 

戊部: 挑戰題(5 分) 

第一課 P.53-P.76 

第二課 P.77-P.132 

 

 

 

 

7.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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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 

 

 

 

8.宗教及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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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文     (5 分) 

己部︰挑戰題     (5 分) 

課本： 

第四課︰善度一生 

第五課︰分享聖誕的祝福 

 

英文部份︰ 

課文︰P.38,48 

9.普通話 30 分鐘 

(筆試) 

全卷合共4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 聆聽能力測試 (20 分) 

乙部: 辨寫能力測試 (20 分)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課及第

四課 

 

  



 

 
 

聖芳濟各書院 

上學期期考（2020-2120） 

中一級中文科考試範圍 

 

   試卷一： 

考核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閱讀 

理解 

 

二篇白話文、一篇文言文 

＊ 單元一：《花臉》、《燕詩》 

記敘的要素、順敘法、記敘的人稱(第一人稱、第三人稱) 

＊ 單元二：《差不多先生傳》、《賣油翁》 

人物描寫的方法──肖像描寫、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心

理描寫 

＊ 單元三：《紙船印象》 

直按抒情和間接抒情(借物抒情、借事抒情、借景抒情)、 

理解作者的思想及感情 

 

1.4 

 

2.4 

 

 

3.4 

單元 

內容 

課文問答： 

單元一  念記當年   《花臉》 

單元二  人間風景   《賣油翁》 

單元三  恩情常在   《紙船印象》 

 

1.5 

2.54 

3.5 

語文 

運用 

＊ 標點符號(句號、問號、省略號、括號、破折號) 

＊ 明喻、暗喻、借喻 

＊ 文言虛詞：之、以、爾 

1.42-1.43 

2.35-2.36 

校本教材 P.4-5 

成語 中國語文校本教材：成語 1-40 校本教材 P.62-71 

 

古詩文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飲酒•其五》 

校本教材： 

P.18 

P.30 

 

   試卷二：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命題寫作 記敘、描寫、抒情 字數不少於 350 字 

乙部：實用文  啟事 / 

 

   試卷三：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聆聽理解 

1. 聽懂描述人物特點的話語 

2. 聽出話語的重點 

3. 聽出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4. 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2020-21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二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試卷一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挑戰題，佔2分。 

甲部：閱讀理解(40 分) 

乙部：單元內容(30 分) 

丙部：成語及古詩文(30 分) 

見附頁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試卷二 

全卷合共120分  

甲部：長文寫作(100 分) 

乙部：實用文寫作(20 分) 

 

卷(二) 約 15 分鐘 試卷三 

全卷合共20分，另設挑戰題，佔2分。 

 

2.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1 hr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Long/short questions, MC, 

T/F/NG, reference words (Basic 

Competence) 

2. Grammar & Usage 

a. Comparatives & Superlatives 

b. Tenses (the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and past 

continuous) 

c. Too Many, Too Much and Enough 

d. Connectives (of reason and result) 

3. Enhancement questions 

a. Proofreading 

4. Vocabulary 

5. Language Arts 

⚫ Units 1 & 2, New 

Treasure Plus 

⚫ Units 1 & 2, Essential 

Listening 

⚫ Classroom TSA Exercise 

(Language Arts) 

⚫ GE worksheets, and 

⚫ other materials given in 

class and at Moodle 

Paper 2 

(Writing) 

1 hr Total marks: 100  

Part A 

Sentence-writing (20 marks) 

Past continuous tense 

Article 

Preposition 

 

Part B (30 marks) 

Blog Entry 

Shopping experience 

 

Part C (50 marks) 

Email 

Family Problem 

Textbook & Vocab book  

Unit 1-2 

 

All G.E. worksheets and writing 

materials used in English 

lessons 

Paper 3 

(Listening) 

1 hr Total marks: 100 

Sections A to G (74 marks) 

⚫ Short tasks 

⚫ Matching 

⚫ Multiple choice 

⚫ Fill in the blanks 

⚫ Tick ()the best option 

 

Section H (26 marks) 

⚫ Integrated tasks  

⚫ Refer to Data File 

⚫ Take notes 

 

*10 additional marks for Enhancement 

Questions 

⚫ Textbook Units 1 & 2 

⚫ Listening Book Units 1 

&2 

⚫ days of the week, dates 

and months 

⚫ Common English names 

e.g. Simon, Samuel, 

Sophie, Emily… 

 



 

 
 

中二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3.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__100_分 

甲 1 部︰ ( 30 分） 

甲 2 部︰ ( 40 分） 

乙部︰ ( 30 分） 

丙部(挑戰題)：(10 分) 

課本 2A 冊(第 1 – 6.1) 

 

已有數學知識 

 

4.通識教育 1 小時 全卷合共80分，各題均須作答。  

 

甲、 選擇題(16 分) 

乙、 填充題(24 分) 

丙、 配對題(5 分) 

丁、 資料回應題  

(20 分+ 8 分挑戰題)  

戊、 問答題 (15 分) 

1. 新領域初中通識 書 P.1-52 

2. 答題技巧工作紙(1)原因題

答題技巧工作紙(2)影響題 

 

5.中史 1 小時 甲部 : 選擇題 【16 分】 

乙部 : 時序題 【5 分】 

丙部 : 填充題 【9 分】 

丁部 : 配對題 【20 分】 

戊部 : 訂正題 【10 分】 

己部 : 填圖題 【6 分】 

庚部 : 資料題 【14 分】 

辛部 : 挑戰題 【8 分】 

全方位中國歷史 2 

 

課本 

甲 1.5 至 4.15 

 

 

6.科學 45 分鐘 全卷合共 100 分，另設 10 分挑戰題  

甲部：是非題 (10 分)  

乙部：選擇題 (30 分)  

丙部：填充題 (28 分)  

丁部：問答題 (32 分)  

戊部：挑戰題 (10 分) 

課本第 2A 冊：p.1-156  

 

 

 

7.電腦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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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 新媒體特性及資訊的

檢視 

 

8.宗教及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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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尊重他人（P21-30） 

第四課︰美好的家（P.31-40） 

英文部份 P.30, P.40 

 

9.普通話 30 分鐘 

(筆試)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聆聽能力測試 (20 分) 

乙部：辨寫能力測試 (20 分)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至二課 

 

 

  



 

 
 

聖芳濟各書院 

上學期期考（2020-2120） 

中二級中文科考試範圍 

試卷一：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閱讀理解 

單元一 倒敘 

＊ 倒敘法 

＊ 記人的方法：運用對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 

＊ 記敘的詳略 

＊ 記敘人稱 

課文：《一件小事》、《楊修之死》 

單元二  景物描寫 

＊ 定點描寫 

＊ 步移法 

＊ 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 

＊ 多角度描寫 

＊ 多感官描寫 

＊ 比喻描寫 

＊ 動態描寫和靜態描寫 

課文：《荷塘月色》、《山陰道上》 

單元三  借物抒情 

＊ 領略作者思想感情 

＊ 借物抒情的方法 

＊ 以襯托手法突出主體事物 

＊ 感受詞語的感情色彩 

課文：《愛蓮說》 

1.4 

 

 

 

 

 

2.4 

 

 

 

 

 

 

 

 

3.4 

 

 

 

乙部：單元內容 

1. 課文問答（單元二、單元三） 

2. 借代、層遞 

3. 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 

4. 文言虛詞 

課本(上冊)： 

1.43,1.44-1.46, 

3.57 至 3.59 

校本教材：4-6 

 

丙部：成語及 

     古詩文 

1. 成語（21-60） 

2. 古詩文：《望廬山瀑布》 

《望嶽》 

 

校本教材：

72-80,22-25, 

29-31 

試卷二：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命題寫作 
記敘、描寫、抒情 字數不少於 

四百字 

乙部：實用文  啟事  

試卷三 

聆聽理解 

5. 聽懂描述人物特點的話語 

6. 聽出話語的重點 

7. 聽出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8. 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根據錄音內容，提出個人看法 



 

 
 

2020-21 上學期期考試範圍 

中三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試卷一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挑戰題，佔2分。 

甲部：閱讀理解(40 分) 

乙部：單元內容(30 分) 

丙部：成語及古詩文(30 分) 

見附頁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試卷二 

全卷合共120分  

甲部：長文寫作(100 分) 

乙部：實用文寫作(20 分) 

 

卷(三) 約 15 分鐘 試卷三 

全卷合共20分，另設挑戰題，佔2分。 

 

2.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1 hr Total marks: 100 (with extra 10 marks for 

enhancement questions)  

 

Section A  

Reading Comprehension(50 marks)  

•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Referencing  

• Identifying main ideas  

• True False  

•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 Synonyms 

• Summary Cloze 

 

Section B  

Part A Mixed Tenses (7 marks)  

Part B Something, Someone, Anything, 

Anyone, Nothing, No one, None (8 marks)  

Part C Conditionals Type 0, 1 & 2) (10 marks) 

Part D Connectives – so, so as to, so that (5 

marks)  

 

Section C Vocabulary (10 marks)  

 

Section D Language Arts (20 marks)  

Textbook & Vocab book  

Units 1 and 3 

All G.E. worksheets and reading 

materials used in English 

lessons.  

 

 

 

Paper 2 

(Writing) 

1 hr Total marks: 100  

 

  

⚫ Textbook Unit 1 and Unit 

3 

⚫ Writing 1, 2,  

Paper 3 

(Listening) 

1 hr Total Mark: 100 marks 

(10 additional marks for enhancement 

questions) 

 

Part A-G Short Tasks: (75 marks) 

• Multiple choice 

• Form filling 

• Listening to numbers, date and time 

• Sequencing 

Part H Integrated Task (35 marks) 

➢ S.2 Listening Book 

➢ S.2 TSA Book 

➢ New Treasure Plus 3A 

 

 

 

 

 

 



 

 
 

中三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3.數學 

(卷一) 

 

 

1 小時 全卷合共 100 分  

甲 1 部 (30 分) 

甲 2 部 (30 分) 

乙部 (40 分) 

甲及乙部各題均須作答。 

丙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 3A 冊  

(第 1、2、4、5、6.章) 

 

 

 

Mathematics 

(Paper I) 

1 hr Total: 100 marks 

Section A1︰ (30 marks） 

Section A2︰ (30 marks） 

Section B：(40 marks) 

Question of Section A1,A2,B are required to 

answer.  

Challenging Questions: (10 marks) 

Book 3A: 

Ch.1、2、4、5 and 6 

and previous knowledge 

(卷二) 45 分鐘 全卷合共30分 

甲部︰ (20 分） 

乙部︰ (10 分） 

課本 3A 冊: 

第 1、2、4、5 及 6 章 

及已有知識 

(Paper II) 45 mins Total: 30 marks 

Section A︰ (20 marks） 

Section B︰ (10 marks） 

Book 3A: 

Ch.1、2、4、5 and 6 

and previous knowledge 

4.通識教育 1 小時 全卷合共 80 分+ 8 分挑戰題:  

 

甲部：持份者分析題（16 分）+  

問答題（5 分） 

 

乙部：資料回應題  (23 分 + 8 分挑戰題) 

 

歷史部分   (36 分) 

丙部：時序題 (6 分) 

丁部：選擇題 (4 分) 

戊部：問答題  (8 分) 

己部：歷史資料回應題  (18 分) 

課本： 

所有技巧課(持分者及支持反

對理據) 

 

初中通識(校本版)書 P.2-17, 

37-57  

 

中三通識(歷史校本教材)兩次

世界大戰 P.1-9  

 

5.中史 1 小時 甲部﹕選擇題 (12 分) 

乙部. 填充題（12 分） 

丙部. 配對題（6 分） 

丁部. 歷史時序題（10 分） 

戊部. 訂正題（10 分） 

己部. 問答題（8 分） 

庚部. 資料題（22 分） 

辛部. 挑戰題 (8 分) 

全方位中國歷史 3 上 

 

課本 

甲 1.5 至 3.16 

 

 

6.物理 45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多項選擇題 (30 分) 

問答題 (20 分) 

挑戰題 (5 分) 

第 14.1 節–第 14.4 節 

(課本 p.1-39) 

(作業 p.1-16) 

 

 45 mins Total mark: 50 marks 

Section A: Multiple-Choice Qestions:  

(30 marks) 

Section B:Short Questions ( 20 marks) 

Section C: Challenging Questions (5 marks) 

Chapter 14.1-14.4 

(Textbook p.1-39) 

(Workbook p.1-16) 

 

 

 

 



 

 
 

中三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7.化學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選擇題   (16 分) 

乙部：供詞填充 (8 分) 

丙部：問答題   (26 分) 

丁部：挑戰題 (5 分) 

課本： 

達思化學 1A 

第 1-3 節 

 

 45 mins Total marks :50 marks ,  

Challenge questions (5 marks)  

 

Section A : Multiple choice  (16 marks) 

Section B : Fill in the blanks (8 marks) 

Section C : Short questions  (26 marks) 

Section D : Challenge questions (5 marks) 

Text book: 

Mastering Chemistry 1A 

Unit 1 - 3 

8.生物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 (15 分 ) 

乙部 結構題 (35 分) 

丙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 

第二章 P.1-36 

第三章 P.1-8 
 

 45 mins  Total 50 marks 

Section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15 

marks) 

Section B Structured questions  (35 marks) 

Section C  Challenging Question (5 marks) 

Textbook 

Ch.2 P.1-36 

Ch.3 P.1-8 

 

9.電腦 30 分鐘 全卷合共 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填充題(18 分) 

是非題(5 分) 

多項選擇題(12 分) 

配對題(4 分) 

問答題(11 分) 

挑戰題(5 分) 

iclass 電子書 

電腦網絡 p.1 – 65 

第 1 節 電腦網絡 

第 2 節 電腦網絡上的數據傳 

        輸 

第 3 節 互聯網的基礎知識 

第 4 節 電腦網絡的應用 

10.宗教及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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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序 (4 分) 

丁部: 問答題 (11 分) 

戊部: 撰寫祈禱文 (5 分) 

己部: Fill in the blanks (5 marks) 

庚部: 中文詞彙翻譯 (3 分) 

辛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 

第三課：簡樸生活 

第四課：無懼壓力 

 

英文部分： 

課本：P.30,42 

手冊聖經金句：P,79,81,83 

11.普通話 30 分鐘(筆

試) 

全卷合共4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 聆聽能力測試 (20 分) 

乙部: 辨寫能力測試 (20 分)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課及第

二課                             

 

 

 

 

 

 

 

 



 

 
 

 

聖芳濟各書院 

上學期期考（2020-2120） 

中三級中文科考試範圍 

 

試卷一：                                                              考試時限：1小時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甲部：閱讀理解 

單元一  插敘 

＊ 理清文章的中心思想 

＊ 插敘法 

＊ 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 

＊ 過渡銜接 

課文：《爸爸的花兒落了》、《桃花源記》、 

 

單元二  場面描寫 

＊ 場面描寫的要素：人物、事件、環境 

＊ 場面描寫的方法：渲染場面氣氛 

＊ 運用襯托法描寫場面 

課文：《口技》、《花墟》 

 

單元三  說明的結構和方法 

＊ 理清文章的中心思想 

＊ 分析說明的結構：遞進式 

＊ 說明的順序：邏輯順序 

＊ 說明的方法：定義說明、分類說明、比喻說明 

課文：《地衣苔蘚的世界》 

1.4 

 

 

 

 

 

 

 

2.4 

 

 

 

 

 

3.4 

 

乙部：單元內容 

9. 課文問答 

10. 借喻、借代 

11. 通假字 

12. 文言時間副詞 

單元工作紙 

課本(上冊)：

2.43-2.44 

校本教材： 

4-6, 29-32 

丙部：成語及古  

  詩文 

1. 成語（21-40） 

2. 古詩文：《登高》《浣溪沙》 

《鳥鳴澗》 

校本教材： 

72-76 

7-11,14-16 

26-28 

 

 

試卷二：                                                          考試時限：1 小時 15 分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甲部：命題寫作 題目二選一，字數不少於 500 字 

乙部：實用文  啟事、通告 

 

 

試卷三：                                                          考試時限： 15 分鐘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聆聽理解 

1.  聽懂描述人物特點的話語 

2. 聽出話語的重點 

3. 聽出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4. 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5.  根據錄音內容，提出個人看法 

2020-21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四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30 分鐘 

試卷一：全卷合共 100 分 

甲部、指定篇章(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70 分) 

指定篇章： 

1. 論仁論孝論君子 

2. 岳陽樓記 

3. 魚我所欲也 

4. 山居秋暝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試卷二：全卷合共 100 分 

三題選答一題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

境，並提供選擇。試卷要求考

生寫作長文一篇。 

卷(三) 1 小時 

45 分鐘 

試卷三：全卷合共 66 分 

甲部：聆聽(16 分) 

乙部：綜合(50 分) 

《中國語文摘星全攻略》第六

版 名創教育：模擬試卷四(書

信) 

卷(四) 準備： 

10 分鐘 

考試： 

15 分鐘 

--- --- 

2.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1 hr 

30 mins 

Total Mark: 76 (will be converted to 100) 

 

Part A (48 marks) 

Part B (28 marks) 

⚫ referencing 

⚫ Synonym 

⚫ Antonym 

⚫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 True/ False/ Not Given 

⚫ Matching 

⚫ Summary Cloze 

⚫ Advantage  

⚫ GE Exercises 

 

Paper 2 

(Writing) 

1 hr 

30 mins 

Total mark: 100  

 

Part A: 40% ( Short writing, write     

about 150-180 words ) 

 

Part B: 60% ( Long writing, write about 250 

words)  

Choose ONE question out of 3.            

• Advantage Unit 1 

• Advantage Vocabulary 

Book 

• GE 1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2 hours Total marks: 110 marks 

Part A：4 tasks (56 marks) 

Part B：3 tasks (54 marks) 

 

課本： 

Textbook: Unit 1 & 2 

 

 

 

 

 

 

 

 

 

 

 



 

 
 

中四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3.數學 

(卷一)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 1 部︰ (30 分） 

甲 2 部︰ (40 分） 

乙部︰ (30 分） 

課本 1A 冊:第 1 章-第 4 章 

基礎題: 指數, 因式分解, 轉

主項, 不等式, 近似值, 聯立

方程 

(卷二) 45 分鐘 全卷合共30分  

甲部：20 題 (基礎題) 

乙部：10 題 

 

初中已有知識 

(1) 指數定律 

(2) 因式分解 

(3) 不等式 

(4) 主項變換 

(5) 近似值 

(6) 聯立方程 

 

課本： 

數學新思維 A 冊 第 1 至 4 課 

4.通識教育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 22 分 

兩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 1  (10 分)；題 2  (12 分) 

  

考問技巧：狀況分析、漫畫、影響、 

原因/因素 

  

參考考問議題：醫學美容、生物科技、吸毒、

過度消費 

單元五 公共衛生 

書(P.4-191) 

 

單元一 個人成長 

書(P.46-71) 

5.中史 2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90分  

第一部份：必答題(40 分) 

第二部份：設三題選答兩題(各佔 25 分) 

 

課本： 

新視野中國歷史第二版 必修

第一冊 頁 1-175 

1.周代分封 

2.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3.秦漢的統治政策 

4.兩漢戚宦掌權政局 

5.北朝的漢胡融和 

6.歷史 1 小時 

45 分鐘 
全卷合共 60 分 

歷史資料題(2 題)共 35 分 

 

歷史論述題(1 題) 25 分 

包括：史實陳述(15 分)，意見(10 分) 

 
 

課本：主題甲(上) 

P.24-P.93 

7.經濟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80分 

甲部為多項選擇題，共 40 題， 

佔 40 分； 

乙部為問答題，共 5 題，佔 40 分。 

微觀經濟學： 

第 1 課至第 7 課 

8.地理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64 分】 

甲部：選擇題【10 分】 

共 16 題，每題佔 1 分。 

乙部：結構式問題【54 分】 

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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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1：機會與風險 

單元 2：持續的挑戰 –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9.旅遊及 

款待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45分 

 

甲部︰選擇題        (15 分) 

乙部︰資料回應題  (10 分) 

課本： 

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份 1+: 

P.1-129 

 



 

 
 

丙部：論述題        (20 分) 

 

中四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0.物理 1 小時 全卷合共80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40 分) 

乙部: 短答題(40 分) 

課本 1  p.1-146 

第 1 節–第.4 節 

 

11.化學 1 小時 全卷合共60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40 分) 

課本： 

達思化學 1A，1B 及 1C  

第 1 -13 節 

12.生物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30 分)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 85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65 分 

 

選 3 - 圖形 

選 4 - 音頻 

選 5 - 視像 

選 6 - 動畫 

14.企業、 

會計與財務

概論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90分 

甲部為多項選擇題，共 30 題， 

佔 60 分； 

乙部為問答題，共 6 題， 

佔 30 分。 

必修部份 (1)：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全部課題) 

基礎個人理財  

(第 16 課至第 17 課) 

15.視覺藝術 4 小時 分甲、乙兩部，全部試題均需作答。 

 

甲. 藝術評賞（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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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部答卷會於開考後 45 分鐘回收。    

   ( 20%)。 

   此部分佔全卷分數 20 分。 

 

乙. 藝術創作（3 小時 15 分鐘） 

完成甲部的藝術評賞後，以任何媒介、

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一件平

面作品；作品須繪畫在提供的 A2 白畫

紙上。 

   另外，任何有關藝術創作的意念發展(如

有)，包括註釋、草圖及構思等資料，可

紀錄在額外的 A2 白書紙上一併呈交，惟

此部分只作評卷時的參考，不作評分。

(此部分呈交與否由考生自行決定) 

   此部分佔全卷分數 80 分。 

/ 

 

 

 

 

 

 

 

 

 



 

 
 

 

中四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6.體育 

(中學文憑)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65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20 分） 

乙部︰短答題（45 分）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體育組 教材 

第二部份：人體 

甲、人體的類型及基本結構 

乙、骨骼系統 

丙、神經系統 

丁、肌肉系統 

戊、心血管系統 

己、呼吸系統 

庚、能量系統 

辛、成長和發展 

 

第四部份：維持健康與活動表

現的體適能和營養 

甲、健康的組合成分 

乙、體適能的定義 

丙、健康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

分和量度 

 

 

課本 

新高中體育 1：強身健體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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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心血管系統 

己、呼吸系統 

庚、能量系統 

 

第 2 課：體適能和營養 

甲、健康的組合成分 

乙、體適能的定義 

丙、健康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

分和量度 

 

  



 

 
 

中四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7.倫理及 

宗教 

1 小時 

45 分鐘 

全卷合共6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20 分) 

4 題每題各 5 分共 20 分 

 

乙部：個人及社會問題(20 分) 

2 題選答 1 題佔 20 分 

 

丙部：基督宗教(20 分) 

2 題選答 1 題佔 20 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 

筆記： 

宗教與道德 

多元主義 

行為理論：功利主義 

義務論 

 

 

乙部：個人及社會問題 

生命倫理 

環境倫理 

 

課本： 

《新簡易宗教學  

選修部分一：宗教傳統  

單元二：基督宗教》(頁 1-48) 

第一課 背景 

經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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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政治背景 

一、公元一世紀的巴勒斯坦 

第二課 基督宗教的源頭──耶

穌基督 

耶穌的事奉 

一、出生和童年 

 

 

 

  



 

 
 

2020-21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五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30 分鐘 

試卷一：全卷合共 100 分 

甲部、指定篇章(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70 分) 

指定篇章： 

1. 師說 

2. 六國論 

3. 廉頗藺相如列傳 

4. 聲聲慢．秋情 

5. 青玉案．元夕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試卷二：全卷合共 100 分 

三題選答一題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

境，並提供選擇。試卷要求考

生寫作長文一篇。 

卷(三) 1 小時 

45 分鐘 

試卷三：全卷合共 65 分 

甲部：聆聽(15 分) 

乙部：綜合(50 分) 

《中國語文摘星全攻略》第五

版 名創教育：模擬試卷三(演

講辭) 

卷(四) 準備： 

10 分鐘 

考試： 

15 分鐘 

--- --- 

2.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1 hr 

30 mins 

Comprehension:  

(total marks: 72) 

Part A 36 marks 

Part B 36 marks 

⚫ Various reading skills 

⚫ referencing, 

⚫ synonym,  

⚫ True, False & Not given, 

⚫ filling in blanks, 

⚫ MC Questions  

⚫ Summary Cloze 

Oxford Essential  

G.E. exercise 

Tests & exercise 

 

Paper 2 

(Writing) 

2 hrs Part A: 200 words  

Part B: 400 words (Choose ONE question out 

of six) 

 

- Letter of complaint 

- Review 

- Proposal 

- One-sided essay 

- Story 

Daily writings 

 

 

Paper 3 

(Listening) 

2 hrs Total marks: 100 marks 

Part A  46 marks  

Part B  54 marks  

 

Listen for: 

form, note sheet and flow chart filling; 

speaker’s attitude; 

identify relevant information; 

integrated skills:  

writing table, notice and letter. 

All DSE past papers 

OUP Essential Listening  

Worksheets 

 

 

 

 

 

 

 



 

 
 

中五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3.數學 

(卷一) 

2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  105  分 :  

 

甲部(1):    35 分 

甲部(2):    35 分 

乙部:      35 分 

 

已有數學知識 

 

課本 A 冊 (第 1-4 課) 

 

課本 B 冊 (第 5-8 課) 

 

課本 C 冊 (第 9-13 課) 

(卷二) 1 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 45 分 :  

甲部:  30分 

乙部:  15分 

已有數學知識 

課本 A 冊(第 1-4 課) 

課本 B 冊(第 5-8 課) 

課本 C 冊(第 9-13 課) 

4.通識教育 2 小時 

 

 

 

 

 

 

 

卷一 

全卷合共 40 分 

三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一(12 分)；題二 (10 分)；題三 (18 分) 

 

考問技巧：數據分析、原因/因素、關注、

影響、正反論據、評論、困難、比較 

  

參考考問議題：氣候變化、城市發展、生活

素質、手機應用程式、個人成長、多元發展 

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 今日香港（現代教育頁

1-66） 

單元五 公共衛生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5.中史 2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75分  

 

本試卷共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設三題，考生須選答兩題。 

第二部分為歷史專題，設二題，考生須選答

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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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四 隋唐 P.208-286 

 

新視野中國歷史必修第二冊

(第二版)，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單元五 宋元明清 P.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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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1 小時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歷史資料題(4題) 

課本：主題甲(上) 

P.24-P.393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歷史論述題(擬4題，選答2題) 

 

7.經濟 

(卷一) 

1 小時 全卷合共165分 

 

卷一: 45分 

選擇題(45 分) 

 

課本：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 1 全本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 2 全本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 3 全本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 1 

CH15-19 

 

(卷二)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120分 

問答題(120分) 

 

 

 

  



 

 
 

中五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8.地理 2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80 分】 

 

甲部：選擇題【14 分】 

共 14 題，每題佔 1 分。 

 

乙部：結構式問題【54 分】 

答 3 題。每題佔 18 分。 

 

丙部：短文章式問題【12 分】 

共設 2 題，選答 1 題。每題佔 12 分。 

 

結構式問題： 

考核數據處理，包括圖表、照片、地圖 

 

短文章式問題： 

著重論文結構，考核論點及論據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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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部份單元 4： 

建設可持續城市：環境保育和

城市發展是否不能並存？ 

 

選修部份單元 4：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書 第 7 冊） 

9.旅遊及 

款待(卷一)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 

 

卷一 

甲部︰選擇題        (30 分) 

乙部︰資料回應題  (10 分) 

課本： 

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份 1 全本 

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份 3 全本 

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份 2+ 

P.1-180 

以上內容適用於卷一及卷二 
(卷二) 1 小時 

45 分鐘 

卷二 

丙部：論述題        (60 分) 

10.物理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60 分） 

乙部︰問答題（40 分） 

3A 冊 P. 1-127 

3B 冊 P. 1-217 

11.化學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88分  

甲部：選擇題(20 分) 

乙部：問答題(68 分) 

課本： 

達思化學 3A 及 3B  

第 25 - 33 節 

12.生物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80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 (30 分) 

乙部 ：結構題(50 分) 

課本及工作紙 

 

第 11 課至第 16 課 

第 21 課至第 24 課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 70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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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14 - 系統軟件及應用軟件 

核 15 - 電腦系統 

核 16 - 建網及互聯網基本知

識 

14.企業、 

會計與財務

概論(卷一)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80分 

甲部為多項選擇題，共 30 題， 

佔 60 分； 

乙部為問答題，共 3 題，佔 20 分。 

必修部份 (1)：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全部課

題) 

必修部份 (2)： 

會計導論 (全部課題) 

必修部份 (3)： 

基礎個人理財 (全部課題)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70分 

甲部有 6 題，佔 40 分； 

乙部有 2 題，佔 30 分。 

必修部份： 

會計導論 (第 11 課至第 13 課)  

選修部份： 

財務管理 (全部課題) 

 



 

 
 

中五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5.視覺藝術 4 小時 三題選答一題，分甲、乙兩部 

 

甲. 藝術評賞（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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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部答卷會於開考後 45 分鐘回收。            

   ( 20%)。 

   此部分佔全卷分數 20 分。 

 

乙. 藝術創作（3 小時 15 分鐘） 

完成甲部的藝術評賞後，以任何媒介、

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一件平

面作品；作品須繪畫在提供的 A2 白畫

紙上。 

   另外，任何有關藝術創作的意念發展(如

有)，包括註釋、草圖及構思等資料，可

紀錄在額外的 A2 白書紙上一併呈交，惟

此部分只作評卷時的參考，不作評分。

(此部分呈交與否由考生自行決定) 

   此部分佔全卷分數 80 分。 

/ 

 

16.體育 

(中學文憑)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65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20 分） 

乙部︰短答題（27 分） 

丙部︰長答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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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體育、運動和康樂

活動的相關心理技能 

甲、學習理論在動作學習中的

應用 

 

第二部分：人體 

 

第四部分：維持健康與活動表

現的體適能和營養 

 

第六部分：運動創傷、處理與

預防方法 

 

 

  



 

 
 

中五級 

科目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7.倫理與宗

教(卷一) 

 

 

 

 

 

 

 

 

 

 

 

 

 

1 小時 

45 分鐘 

 

 

 

 

 

 

 

 

 

 

 

 

 

卷一合共6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20 分) 

4 題全答，每題各 5 分共 20 分 

乙部：個人及社會問題(40 分) 

4 題選答 2 題，各佔 20 分 

 

 

 

 

 

 

 

 

 

 

 

 

 

筆記： 

甲部：規範倫理學 

道德原則與道德規條 

法律、宗教與道德 

多元主義 

行為理論：功利主義 

義務論 

價值與美德理論 

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 

 

乙部：個人及社會問題 

1.人權 

2.生命倫理 

3.性、愛、家庭 

4.環境倫理 

5.生物倫理 

6.傳媒倫理 

(卷二) 1 小時 

45 分鐘 

卷二合共 60 分 

基督宗教(60 分) 

5 題選答 3 題，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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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183 

背景(舊約、社會政治) 

事奉(出生、事奉、聖蹟) 

教導(比喻) 

身分(猶太人、門徒、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