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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一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4/1/2022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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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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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022 約 15 分鐘 全卷合共20分。  

2.英國語文 

English 1 

(Reading) 

12/1/2022 1 hour Total Mark: 100 marks 

 

Section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41 marks) 

 Referencing 

 Short question 

 Multiple-choice 

 Summary Cloze 

 Matching 

 True, False, Not Given  

 Form-filling 

 Open-ended question 

 

Section B:  

Usage (29 marks) 

 There is/ are 

 Article (a / an/ the / X) 

 Question words 

 Prepositions of place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ection C:  

Vocabulary (10 marks) 

 

Section D: 

Enhancement Question (10 marks) 

 Proof-reading 

 

Section E:  

Language Arts (20 marks) 

 Poem analysis 

 Title 

 Stanza 

 Line 

 Rhyming words 

 Oxford New Treasure Plus 

Book 1A 

 Unit 1 and Unit 2 

 G.E. Worksheets 1-13  

 Vocabulary: 

1. library 

2. canteen 

3. tuck shop 

4. sick room 

5. staff room 

6. gym 

7. music room 

8. basketball court 

9. playing volleyball 

10. playing badminton 

11. playing the guitar 

12. playing chess 

13. baking cakes and 

cookies 

14. taking photos 

15. competition 

 

 

English 2  

(Writing)  

12/1/2022 1 hour Total: 100 Marks 

 

Section A – Making Sentences (20 marks) 

Section B – Picture Description (30 marks) 

Section C – Writing an Email (50 marks) 

 

GE Worksheets and Writing file: 

 

1. There is/there are 

2. Preposition of places 

3.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4. Writing an email 

English 3 

(Listening) 

13/1/2022 1 hour Total Mark: 100 marks 

(with 10 additional marks for enhancement) 

 

Short Tasks (75 marks) 

Integrated Tasks (25 marks) 

Enhancement Part (10 marks) 

 Oxford New Treasure Plus 

Unit 1 and 2 

 Numbers 

 Times 



 

[鍵入文字] 

 

中一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English 4 

(Speaking) 

20/1/2022 1.5 min Total Mark: 100 Marks 

 

A. Phonics (30 marks) 

B.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40 marks) 

C. Reading Aloud (30 marks) (Done in class 

time) 

1. Phonics Revision Notes 

2. Speaking Notes 

3. Oxford New Treasure Plus 

Unit 1 and 2 

3.數學 13/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  

甲 1 部： 30 分 

甲 2 部： 40 分 

乙部： 30 分 

挑戰題：10 分 

課本： 

中學數學新思維（第二版）

1A 冊 

第一課至第六課 

4. 綜合人文

科 

21/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70分  

甲部：選擇題 (12 分) 

乙部：填充題 (16 分) 

丙部：配對題 (13 分) 

丁部：資料回應題 (20 分+7 分挑戰題) 

戊部：問答題 (9 分) 

 一上課本：課題 4 

(P125-152) 

 一下課本：課題 1- 4  

(P1-67) 

 基本能力工作紙：歷史

(相片及資料詮釋) 

5.中史 18/1/2022 1 小時 

 

本試卷合共70分。 

 本試卷另設挑戰題，共 7 分。 

 形式包括選擇題、填充題、時序題、配

對題、地圖題、問答題及歷史資料題。 

 課本：現代智趣中國歷

史，現代教育 P.4-81 

 作業：P.2-28 

 

6.科學 1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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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 

丁部: 短問題(14 分) 

戊部: 挑戰題(5 分) 

課本 1A 

P.59-132 

 

 

 

 

7.電腦 2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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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 填充題(12 分) 

乙部: 選擇題(6 分) 

丙部: 配對題(4 分) 

丁部: 問答題(9 分) 

戊部: 看圖說故事(6 分) 

己部: 生活應用題(3 分) 

庚部: 撰寫祈禱文(5 分) 

辛部: 中文詞彙翻譯(8 分) 

壬部: 挑戰題(5 分) 

課本： 

第三課：美好的創造 

第五課：分享聖誕的祝福 

 

英文部分： 

課本：P.28,48 

 

9. 普通話 19/1/2022 30 分鐘 

(筆試) 

全卷合共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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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四課 

                           

(P.3-12, 37-46)  

 

 18/1/2022 1 分鐘 

(口試) 

全卷合共35分 

甲部: 音節及字詞(15分) 

乙部: 課文 / 校歌(20 分)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四課  

                           

(P.3-12,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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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芳濟各書院 

中一級  中國語文 

2021-22 年度  上學期期考  考核範圍 

 

試卷一： 

考核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閱讀 

理解 

 

兩篇白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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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溫習每個單元的閱讀前哨站，鞏固所學 

 

課本 P.1.4 

 

課本 P.2.4 

 

 

課本 P.3.4 

單元 

內容 

課文問答： 

單元一  念記當年   《燕詩》 

單元二  人間風景   《賣油翁》 

單元三  恩情常在   《紙船印象》 

 

課本 P.1.5 

課本 P.2.54 

課本 P.3.5 

語文 

運用 

＊ 排比、比擬 

＊ 明喻、暗喻、借喻 

＊ 文言虛詞：乎、爾、以、乃 

＊ 人稱代詞 

課本 P.1.47 

課本 P.2.35-2.36 

課本 P.2.61-2. 62 

課本 P.2.63 

成語 中國語文校本教材：成語 21-40 校本教材 P.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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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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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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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二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5 

1.中國語文

(卷一) 

 

14/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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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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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022 約 15 分鐘 試卷三 

全卷合共20分。 

 

2.英國語文 

English 1 

(Reading) 

17/2/1/2022 1 hour Total marks: 100 and 10 marks enhancement 

questions  

Section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40%  

Section 2  Usage 40 %  

Section 3  Vocabulary 10%  

Section 4  Language Arts 20%   

  

Reading Skills:  

Basic Competence – Main Ideas 10 marks  

Referencing  

Synonym  

Sequencing  

True, False & Not Given  

  

Grammar & Usage:  

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0 & 1)  

Comparatives & Superlatives  

Comparing Quantities  

Simple Present & Simple Past Tense  

  

Language Arts 

Understanding poems 

Poetic features: rhyming words & alliteration  

1. Textbook and Vocabulary 

book  

--Unit 1 & 4  

2. GE 1-9  

3. Vocabulary list  

  

English 2  

(Writing)  

17/1/2022 1 hour Total marks: 100 

  

Section A (20 marks) 

Sentence Writing   

- Conditional sentence – If ... 

 

Section B (30 marks) 

Short Writing Task  

 

Section C (50 marks) 

Long Writing Task 

New Treasure Plus Unit 1, 4 & 

Vocab book Unit 1, 4  

  

Writing 1 - 3  

  

  

English 3 

(Listening) 

12/1/2022 1 hour Total marks: 100 (with extra 10 marks for 

enhancement questions)   

  

Task 1 - 7 Short Tasks (80 marks)  

• Dates, time, prices  

• Shopping and travelling 

vocabulary  

 

Task 8 Integrated Task (30 marks) 

Textbook & Vocab book   

Unit 1, Unit 4  

Vocabulary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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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English 4 

(Speaking) 

19/1/2022 2 minutes 

for each 

candidate  

Total Mark: 100   

Part A (30 marks):  

Phonics (10 words) 3 marks each  

Long vowels   

Consonant blends:   

/dr/, /br/, /gr/, /pr/, /tr/,  

/fl/, /sl/, /gl/, sc/, /sp/  

Part B (40 marks):   

Give a presentation individually (1.5 minutes) 

on topic given  

Part C (30 marks):  

Reading Aloud  

TB Unit 1 & 4  

Vocabulary Book (U. 4)  

Notes and worksheets  

  

3.數學 21/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 : (30 分) 

乙部 : (70 分) 

丙部 : 挑戰題 (10 分) 

課本 1B 冊 (第 12、14 章) 

課本 2A 冊 (第 1、2、3、4

章) 

4. 綜合人文

科 

13/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70分+挑戰題7分 

甲部、選擇題(10 分) 

乙部、填充題(10 分) 

丙部、配對題(12 分) 

丁部、資料回應題(24 分+7 分挑戰題) 

戊部、問答題(14 分) 

 課本(下冊)：P1-100 

 基本能力工作紙：生社

(數據題) 

 基本能力工作紙：生社

(原因題) 

 

5.中史 19/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另設10分挑戰題。 

甲部. 選擇題（20分） 

乙部. 供詞填充題（20分） 

丙部. 配對題（10分） 

丁部. 歷史時序題（6分） 

戊部. 填表題（16分） 

己部. 資料題（28分） 

庚部. 挑戰題（10分） 

課本： 

現代 智趣 

中國歷史 

書 P.1-82 及 92-98 

 

作業﹕P.1-24 

6.科學 20/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  

 

甲部 : 填充題(6 分) 

乙部 : 選擇題(20 分) 

丙部 : 配對題(6 分) 

丁部 : 短答題(18 分) 

戊部 : 挑戰題(5 分) 

課本 2A 

 

P.1 – P.180 

 

 

 

7.電腦 2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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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的影響 

 

第二課 數據私隱和數據安全 

 

第三課 新媒體特性及資訊的

檢視 

 

第四課 網上言論及進行網絡

活動 

       時如何自保 

8.宗教及 

  倫理 

12/1/202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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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30） 

第四課︰美好的家（P.31-40） 

第五課︰和平有賴祢（P.41-

48） 

英文部份 P.30, P.40,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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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9. 普通話 21/1/2022 30 分鐘 

(筆試) 

全卷合共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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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二課

(P.3-22) 及 

                            

第三課課文(P.28-29) 

 13/1/2022 1 分鐘 

(口試) 

全卷合共35分 

甲部: 韻母及字詞(15分) 

乙部: 命題說話(20 分) 

1. 你最喜歡的季節是哪一季？為什麼？ 

2. 分享一次與家人愉快的聚會。 

3. 在家庭中，你怎樣響應環保？ 

4. 在學校中，你怎樣響應環保？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二課

(P.3-22) 及 

                            

第三課課文(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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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芳濟各書院  

中二級  中國語文 

2021-22 年度  上學期期考  考核範圍及溫習筆記         

試卷一： 

考核內容 考核範圍 頁數 

閱讀 

理解 

 

兩篇白話文、一篇文言文 

 

(一)單元一：《一件小事》、《楊修之死》、《奔跑的母親》 

倒敘法、記敘人稱(第一人稱、第三人稱) 、記敘的詳略 

(二)單元二：《荷塘月色》、《山陰道上》、《火燒雲》 

景物描寫的方法 

(1) 定點描寫、步移法 

(2) 動態描寫、靜態描寫、比喻抽寫 

(3) 多感官描寫— 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觸覺 

(4) 多角度描寫— 仰望、俯瞰、平視、遠眺、近看 

                

(5) 直接描寫、間接描寫 

  

(三) 單元三：《愛蓮說》 

(1) 領略作者的思想及感情 

(2) 借物抒情 

(3) 以襯托手法突出主體事物 

 

 

課本 P.1.5 

   至 P.1.42 

 

 

課本 P.2.4 

   至 P.2.42 

 

 

 

 

 

 

課本 P.3.5 

   至 P.3.13 

 

單元 

內容 

課文問答： 

單元二  《荷塘月色》、《山陰道上》 

單元三  《愛蓮說》    

 

 

 

語文 

運用 

＊ 借代、層遞 

＊ 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 

＊ 文言虛詞：之、其、為、焉、遂 

 

課本 P.1.43-1.44 

課本 P.3.57-3.58 

校本教材 P.4.5.6 

成語 中國語文校本教材：成語 1-40 校本教材 P.67-7 

 

古詩文 

《望嶽》 

《望盧山瀑布》 

《過零丁洋》 

校本教材： 

P.22-25 P.28-30 

P.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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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描寫)、抒情 字數不少於 400 字 

乙部：實用文  啟事 / 

試卷三：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乙部：聆聽理解 
5. 聽懂景物描寫特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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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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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上學期期考試範圍 

中三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4/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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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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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022 約 15 分鐘 試卷三 

全卷合共20分。 

 

(卷四) 15/1/2022 準備： 

5 分鐘 

考試： 

2 分鐘 

試卷四 

全卷合共20分。 

 

2.英國語文 

English 1 

(Reading) 

13/1/2022 

 

1 hour Total marks: 100  

(10 additional marks for Section D) 

Section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40 

marks) 

2 texts 

• Synonyms 

• Summary cloze 

• Pronoun referencing 

• Identifying main ideas 

• True/ false/ not given 

• Long Questions 

 

Section B: Usage (30 marks) 

•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perfec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 Someone/anyone/no 

one/something/anything/nothing/non

e 

• 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1 & type 2 

• Question tags (be) 

 

Section C: Vocabulary (10 marks) 

 

 

Section D: Enhancement questions (10 marks) 

• Proofreading  

 

Section E: Language Arts (20 marks) 

• 2 poems 

• Poem / poet / stanza 

• rhyming words 

• alliteration 

• onomatopoeia 

• personification 

• simile 

• metaphor 

Textbook & Vocab book  

Units 1 & 3 

 

All G.E. worksheets and writing 

materials used in English 

lessons 

 

Vocabulary list 

•  audience 

• costumes 

• sound effects 

• stage 

• ushers 

• concert 

• Chinese opera 

• curtains 

• script 

• p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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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English 2  

(Writing) 

13/1/2022 

 

1 hour Total marks: 100  

 

Choose only one question to write. 

 

Text type: letter, blog entry 

Textbook & Vocab book  

Units 1 & 3 

 

All G.E. worksheets and writing 

materials used in English 

lessons 

English 3 

(Listening) 

12/1/2022 1 hour  Total marks: 100 

Section A: (72 marks)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Tick (�) the box representing the best 

option 

 Blacken the circle representing the best 

option 

 Fill in the blanks 

 Make changes to sentences 

Section B: (28 marks) 

 Integrated tasks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File 

*10 additional marks in Section A 

(Enhancement Questions) 

 Treasure Plus 3A Units 1 

and 3 

 ‘Showtime’ Booklet 

 Amount of money  

 Numbers 

 Dates  

 Time  

 

English 4 

(Speaking) 

22/1/2022 Individual 

Presentatio

n: 

Preparatio

n 3min, 

Presentatio

n 2min 

 

Group 

Interaction

: 

Preparatio

n 3min, 

Discussion 

4mi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50 marks 

Group Interaction: 50 marks 
• New Treasure Plus 3A 

Units 1 & 3 

• Oral booklets 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Group Interaction 

• All speaking materials 

  

3.數學 

(卷一) 

 

17/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  80 分  

甲(1)部 (24 分) 

甲(2)部 (32 分) 

乙部 (24 分) 

甲及乙部各題均須作答。 

丙部 挑戰題 (8 分) 

課本 3A 冊  

(第 1、2、4、5 及 6 章) 

 

數學 

(卷二) 
 

17/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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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入文字] 

 

中三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4. 綜合人文

科 

12/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70分  

甲部：選擇題(10 分) 

乙部：填充題(20 分) 

丙部：資料回應題 

      (30 分+ 7 分挑戰題) 

丁部︰問答題 (10 分) 

課本： 

1. 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及

危機--- 

兩次世界大戰 P.8-19 

2. 綜合人文科 聖芳濟各書

院中三級用書 P.1-44 

工作紙︰ 

1. 功課︰生活與社會(世界

貿易) 

2. 基本能力工作紙︰歷史 

(圖片資料詮釋) 

3. 基本能力工作紙︰生活

與社會 

(數據題) 

4. 基本能力工作紙︰生活

與社會 

(評論題) 

5. 基本能力工作紙︰歷史 

(漫畫題) 

5.中史 19/1/2022 1 小時 本試卷合共70分。 

 本試卷另設挑戰題，共 7 分。 

 甲部：選擇題(10 分) 

 乙部：填充題(10 分) 

 丙部：排序題(5 分) 

 丁部：填表題(6 分) 

 戊部：地圖閱讀題(4 分) 

 己部：配對題(5 分) 

 庾部：歷史資料題(30 分) 

 辛部：挑戰題(7 分) 

 課本：全方位中國歷史

3 上，甲 1.4-甲 3.16 

 作業：甲 1.1-甲 3.6 

 

6.物理 21/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 50 分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30 分) 

挑戰題 (5 分) 

第 11 章 

科學 2B 課本  p.159-222 

科學 2B 作業  p.60-75 

 

7.化學 21/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選擇題(15 分) 

乙部：供詞填充(8 分) 

丙部：問答題(27 分) 

丁部：挑戰題(5 分) 

課本： 

達思化學 1A 

第 1-3 節 

 

8.生物 19/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    多項選擇題  (15 分) 

乙部 填充題 (5 分) 

丙部 結構題 (30 分))  

丁部 挑戰題 (5 分) 

課本及課堂工作紙： 

第 2 章至第 4 章 

 

 

 

 

 

 

 

 

 

 



 

[鍵入文字] 

 

中三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9.電腦 2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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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問答題(16 分) 

挑戰題(5 分) 

 

iclass 電子書 

電腦網絡 p.1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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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另設5分挑戰題 

甲部: 填充題(10 分) 

乙部: 配對題(5 分) 

丙部: 選擇題(6 分) 

丁部: 問答題(11 分) 

戊部: 撰寫祈禱文(5 分) 

己部: 情境問題題(5 分) 

庚部: Fill in the blanks (8 分) 

辛部: 挑戰題(5 分) 

課本： 

第二課：何必說謊？ 

第三課：簡樸生活 

 

英文部分： 

God is dwelling in my heart 

 

11.設計與科

技 

20/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 

 

短答題(20 分)： 

 

繪圖題(80 分)： 

投影圖轉換為立體圖，共 6 題。需使用繪

圖工具、顏色筆等作答。 

 

 

 課堂習作「藍芽擴音

器」筆記 P.4-7。 

 

 立體圖筆記和練習 

 

12.普通話 18/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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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

(P.3-22) 及 

                            

第三課課文(P.28-29) 

 15/1/2022 2 分鐘 

(口試)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 韻母及字詞(20分) 

乙部: 命題說話(20 分) 

1. 試分享一次你與家人外出用膳的經驗。 

2. 談談你對節食減肥的看法。 

3. 談談你對「瘦就是美」這句話的看法。 

4. 介紹一位你最喜歡的偶像。 

課本： 

新編生活普通話 第一、二課

(P.3-22) 及 

                            

第三課課文(P.28-29) 

 

  



 

[鍵入文字] 

 

聖芳濟各書院 

2021-22 年度  上學期期考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考試範圍 

試卷一：               時限：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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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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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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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說明 

課文：《冰川消融》 

1.4 

 

 

 

 

 

 

 

2.4 

 

 

 

 

 

3.4 

 

乙部：單元內容 

(20 分) 

6. 課文問答 

7. 反復、借喻、借代 

8. 通假字 

單元工作紙 

課本(冊)：2.43-

2.44 

校本教材： 

4-6 

丙部：成語及 

古詩文 

(30 分) 

1. 成語（21-40） 

2. 古詩文：《無題》、《鳥鳴澗》 

校本教材： 

72-81、20-23 

26-28 

丁部：說話評估 

(另安排考試時間) 
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 

5 分鐘 

說話時間: 

2 分鐘 

 

試卷二：                                                       時限：1 小時 30 分鐘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甲部：命題寫作 記敍抒情、場面描寫 

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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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部：實用文  通告 

 

試卷三：                                                      時限：15 分鐘 

考核形式及內容 考核範圍 

聆聽理解 

1. 聽懂景物描寫特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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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入文字] 

 

2021-2022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四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3/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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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我所欲也 

2. 岳陽樓記 

3. 論仁論孝論君子 

(卷二) 

 

13/1/2022 2 小時 

15 分鐘 

試卷二：全卷合共 150 分 

甲部：實用寫作 

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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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國語文 

English 1 

(Reading) 

14/1/2022 1 hour 

30 mins 

Total Mark: 60  

Part A (30 marks): 

2 texts (an article and a letter to the Editor) 

about location sharing apps 

 

Part B (30 marks):  

1 text (a forum) about microcations  

 

- Daily Reading Exercise 

- TB Unit 1-2 

- GE exercises 

 

English 2  

(Writing) 

14/1/2022 2 hours Total mark: 100 

Part A: 150 words  

Part B: 250 words (Choose ONE question out 

of three) 

 

- Blog post 

- Diary entry 

- Email 

- Essay 

- Daily writings 

- GE 1 and 2 

- First term test reading 

passages 

- TB Unit 1 P.8 

- TB Unit 2 P.42-47 

- Mock Test 2 Paper 2 Part A 

 

English 3 

(Listening) 

20/1/2022 2 hours Total mark: 80 marks 

Part A  44 marks  

Part B  36 marks  

 

Listen for: 

form, note sheet and flow chart filling; 

speaker’s attitude; 

identify relevant information; 

integrated skills:  

writing table, notice and letter. 

- New Advantage Unit 1&2,  

- Mock Test 1&2 

- Essential Listening Unit 1&2 

- Worksheets 

English 4 

(Speaking) 

14/1/2022 6 mins. for 

groups of 4 

(5 mins. 

for groups 

of 3) 

Total mark: 100  

Part A：Group interaction  

 

- Advantage Unit 1,2 

- Oral booklet 

3.數學科 

(卷一) 

17/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__100_分 

甲 1︰ ( 30 分） 

甲 2︰ ( 40 分） 

乙部︰ (30 分） 

 

課本 A 冊(第 1 章至第 4 章) 

另包括初中課題如: 

指數, 因式分解, 主項轉換,  

聯立方程,估算 

(卷二) 17/1/2022 45 分鐘 全卷合共30分  

甲部：(20分) 

乙部：(10 分)  

課本： 

數學新思維 A 冊 

第一章至第四章 

及初中所學的已有知識 

4.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 

12/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28分  

題 1︰選擇題(3 分)、資料題(10 分) 

題 2︰選擇題(3 分)、資料題(12 分) 

 

課本：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 1：「一國兩制」的內涵

和實踐---學習重點 1-6 

 

 



 

[鍵入文字] 

 

中四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5.中史 12/1/2022 2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90分  

 

全卷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必答題（40

分），各考生均須作答。第二部分設三題，

考生須選答兩題（各佔 25 分共 50 分）。 

課本： 

新視野中國歷史(第二版)第一

冊  

單元一 夏商周     P.2-69 

單元二 秦漢       P.70-147 

6.歷史 18/1/2022 2 小時 全卷合共60分； 

設三題歷史資料題及一題論述題；全卷必

答。 

課本： 

新世紀 世界史 

20 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P.1-250 

7.經濟 20/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本試卷分兩部，甲部和乙部。 

甲部共有 30 題多項選擇題，佔 30 分。 

乙部共有 9 題問答題，佔 70 分。 

微觀經濟學 1 (第一至第五課) 

微觀經濟學 2 (第六至第七課) 

 

8.地理 19/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64 分】 

 

甲部：選擇題【10 分】 

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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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河流環境 

 

 

 

9.旅遊及 

款待 

18/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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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部：論述題        (20 分) 

課本： 

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份 1+: P.1-

129 

 

 

10.物理 19/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60 分） 

乙部︰問答題（40 分） 

第 1 冊 P. 1-146 

第 3A 冊 P. 1-128 

 

11.化學 19/1/2022 1 小時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選擇題(18 分) 

乙部：問答題(32 分) 

 

課本： 

達思化學 1A、1B、1C 及 2A 

第 1 -15 節 

12.生物 18/1/2022 1 小時 全卷共 50 分 

 

甲部：選擇題(15 分) 

乙部：結構題(35 分) 

 

第 1A 及 1B 冊 

第 5 章   食物與人類 

第 6 章   人的營養 

第 7 章   人體的氣體交換 

第 8 章   人體內物質的轉運 

第 9 章   植物的營養和氣體

交換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19/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 92  分 :  

 

多項選擇題   20 分 

問答題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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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9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60 分) 

乙部：短答題(30 分) 

 

課本：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第一至

第七章 

基礎個人理財 第一章 

 

 

 



 

[鍵入文字] 

 

中四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5.視覺藝術 1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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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體育 

(中學文憑) 

1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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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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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運動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分和

量度 



 

[鍵入文字] 

 

 

中四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7.倫理及 

宗教 

18/1/2022 1 小時 

45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10 分)  

1-4 題均須作答，各佔 5 分 

共 20 分； 

乙部：個人及社會倫理(20 分) 

5-6 兩題選答一題，佔 20 分； 

 

基督宗教(20 分) 

7-8 兩題選答一題，佔 20 分。 

 

筆記： 

單元一： 

甲部：規範倫理學 

1. 道德的本質 

2 .四個基本的道德原則  

3. 行為理論 

後果論、 

功利(效益)主義、 

行為功利(效益)主義、 

規條功利(效益)主義、 

義務論、 

4. 價值論 

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 

乙部：個人及社會倫理 

1. 人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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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舊約聖經的信仰 

2. 舊約聖經中以色列民族的

歷史和身分 

3. 兩約之間的歷史 

4. 耶穌的事工：誕生與兒時 

18.設計與應

用科技 

18/1/2022 2 小時 全卷合共100分 

 

情境設計題(50 分)： 

就題目所示之特定情境，進行設計分析/提

出解難方案。 

 

繪圖題(50 分)： 

幾何繪圖 

投影圖轉換為立體圖 

第一角投影圖 

以日常生活所見情境和課堂設

計製作為主題，運用設計知識

解難。 

 徒手繪圖 

 立體圖 

 正投影圖 

 設計與創新(P.1-28) 

  

  



 

[鍵入文字] 

 

2021-2022 上學期期考範圍 

中五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中國語文

(卷一) 

 

13/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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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師表 

2. 詞三首 

3. 岳陽樓記 

4. 魚我所欲也 

5. 論仁論孝論君子 

(卷二) 

 

13/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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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022 1 小時 

45 分鐘 

試卷三：全卷合共 68 分 

甲部：聆聽(18 分) 

乙部：綜合(50 分) 

演講辭 

2.英國語文 

English 1 

(Reading) 

12/1/2022 1 hour 

30 mins 

Total Mark: 100  

 

Part A (37 marks)  Text 1 

Part B (37 marks)  Text 2-4 

1. Advantage Unit 3 

2. Advantage Mock Test 3 

3. Oxford Essential HKDSE 

Practice Papers Set 2-3 

English 2  

(Writing) 

17/1/2022 2 hours Total Mark: 100  

 

Part A (40 %) 

Short Writing: 200 words 

 

Part B (60 %) 

Long Writing: 400 words 

 

1.  Writing File 

2.  Oxford Essential HKDSE  

3.  Practice Papers 

 

Text types: 

 Announcement 

 Newspaper Article 

 Letter to the Editor 

 Story 

 argumentative essay 

 Formal Letter 

English 3 

(Listening) 

12/1/2022 2 hours Total Mark: 99  

 

Part A  (53 marks) 

Short tasks 

� Registration form  

� Captions  

� Program  

� FAQ  

 

Part B  (46 marks)   

Integrated tasks   

� Schedule 

� Introduction for website 

� Email 

Themes: 

 Friendship 

 Conservation 

 

English 4 

(Speaking) 

21/1/2022 1 hour Total Mark: 100 

 

Part A 

 10 minutes to prepare 

 8 minutes for discussion (a group of 4 

candidates) 

 6 minutes for discussion (a group of 3 

candidates) 

 may refer to your notes during the 

discussion 

 

Part B 

 respond to one or mor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topic in part A in up to one minu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veruse 

 Ways to comb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veruse  

 Benefits of social media 

breaks 

 The trend of using 

multimedia learning tools 

(tablet computers, 

electronic books, etc.) 

 The pros and cons of 

virtual classrooms 

 Parents’ concerns 

regarding online learning 



 

[鍵入文字] 

 

中五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3.數學 

(卷一) 

14/1/2022 2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105分 

甲 1 部︰ (35 分） 

甲 2 部︰ (35 分） 

乙部  ︰ (35 分） 

課本 A 冊（第 1-4 章） 

課本 B 冊（第 5-7 章） 

課本 C 冊（第 9、12、13

章） 

課本 D 冊（第 16 章） 

課本 E 冊（第 21 章 

初中已有知識 

(卷二) 14/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45分  

甲部： (30 分) 

乙部： (15 分) 

 

課本 A 冊 ( 第 1 – 4 課 ) 

課本 B 冊 ( 第 5 – 8 課 ) 

課本 C 冊 ( 第 9、12、13

課 ) 

課本 D 冊 ( 第 16 課 ) 

課本 E 冊 ( 第 21 課 ) 

初中已有知識 

包括：指數、主項轉換、因式

分解、聯立方程、百分

法、不等式、估算等 

4.通識教育 18/1/2022 2 小時 

 

卷一 

全卷合共 40 分 

三題資料回應題，各題必答 

題一(10 分)；題二 (18 分)；題三 (12 分) 

 

考問技巧：挑戰、建議、關注點、原因、

漫畫、支持反對理據、評論、數據分析、

影響 

  

參考考問議題：人口老化、樂齡科技、網

上交友、課金、堆填區、焚化爐、光污

染、可持續發展 

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 今日香港 (P.1-13) 

單元五 公共衛生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5.中史 1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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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50 分。 

第二部分為歷史專題，設二題，考生須選答

一題。佔 25 分 

課本：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冊) 

(甲部)單元五：宋元明清  

     (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 

課題一：宋元的中央集權 

第一節：宋代的中央集權政策 

第二節：元代的行中書省制 

課題二：明清君主集權 

第一節：明初的中央集權政策 

第二節：清代的中央集權政策 

課題三：清初的民族政策 

第一節：清初對漢族的統治政

策 

第二節：清初對邊疆民族的統

治政策 

歷史專題 

現代教育(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課題 1：道教 

第 1 章：漢魏南北朝道教的傳

播與文化交流 

課題 4：基督宗教 

第 1 章：明清時期基督宗教傳

播的特色 

 



 

[鍵入文字] 

 

中五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6. 歷史 

(卷一) 

 

20/1/2022 2 小時 全卷合共60分； 

設四題歷史資料題；全卷必答。 

 

課本： 

新世紀 世界史 

20 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上) 全冊 

及 

新世紀 世界史 

20 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上)  

P.1-136 

(卷二) 

 

20/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50分； 

設五題歷史資料題，選答兩題。 

 

7.經濟 

(卷一) 

 

20/1/2022 1 小時 卷一：本試卷共有 45 題選擇題，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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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學 1 (第十五至第十

六課) 

(卷二) 20/1/2022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本試卷分為甲部及乙部，甲部共有 7

題，佔 44 分，乙部共有 4 題，佔 60 分。 

8.地理 1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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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100分 

 

卷一 

甲部︰選擇題        (30 分) 

乙部︰資料回應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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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卷二 

丙部：論述題        (40 分) 

10.物理 19/1/2022 2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__120_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 40 分） 

乙部︰長題目 (80 分) 

課本 3B   P.1  P.230 

 

11.化學 19/1/2022 2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120分  

甲部：選擇題(36 分) 

乙部：問答題(84 分) 

課本： 

達思化學 1A - 3B  

第 1- 32 節 

12.生物 20/1/2022 2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120分  

甲部：選擇題(36 分) 

乙部：問答題(84 分) 

課本第一課至第二十三課 

 

 

 

 



 

[鍵入文字] 

 

中五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3.資訊及 

通訊科技 

19/1/2022 1 小時 

30 分鐘 

全卷合共 97 分 :  

 

多項選擇題   30 分 

問答題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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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90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60 分) 

乙部：短答題(30 分) 

 

課本：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會計導論  

基礎個人理財  

(卷二) 

 

19/1/2022 1 小時 

15 分鐘 

全卷合共40分  

甲部：短答題(16 分)  

乙部：個案分析題(12 分) 

丙部：論述題(12 分) 

課本： 

人力資源管理  

15.視覺藝術 20/1/2022 4 小時 五題選答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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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鍵入文字] 

 

中五級 

科目 考試日期 時限 考試形式及內容 考試範圍 

16.體育 

(中學文憑) 

2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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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倫理及 

宗教 

(卷一) 

 

20/1/2022 1 小時 

45 分鐘 

 

 

 

全卷合共60分  

甲部：規範倫理學(20 分)  

四題必答每題佔 5 分共 20 分； 

 

乙部：個人及社會倫理(40 分) 

四選二，每題佔 20 分共 40 分。 

筆記： 

單元一： 

甲部：規範倫理學 

1. 宗教與道德 

2. 行為理論： 

功利(效益)主義 

行為功利(效益)主義、 

規條功利(效益)主義 

義務論 

3. 價值與美德理論 

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 

美德論 

 

乙部：個人及社會倫理 

1.人權 

2.生存與死亡 

3.性、伴侶關係與家庭 

4.生物倫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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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  背景 

第二課  基督宗教的源頭── 

耶穌基督 

第三課  耶穌事工的延續 

(卷二) 

 

20/1/2022 1 小時 

45 分鐘 

全卷合共60分  

單元二：基督宗教(60 分) 

五選三，每題佔 20 分共 6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