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語文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卷I

卷II

卷III

⼀⼩時

甲部：讀本問題(50%)
《⼝技》、《歸園⽥居》、
《最苦與最樂》
⼄部：課外篇章(30%)
內容理解、寫作⼿法、句⼦深層意思等
丙部：.語文知識(20%)
修辭⼿法：排比、對比
文⾔知識：古今詞義、通假字
課外諺語格⾔
----------
非華語組：
1.校本非華語中文課程 單元⼆
2.已有知識

課外篇章兩篇，設若⼲題⽬。讀本問題只設問題，不
附原文。考⽣須根據文章內容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
題。
----------
非華語組：
考核題型參照GCSE

考⽣須根據文章內容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題。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課本 
2.檢討測驗 
3.作答時留意時間分配 
----------
非華語組：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課本
2.檢討測驗
3.作答時留意時間分配

1⼩時
30分鐘

甲、命題作文(70%) 
1. 描寫文（場⾯描寫） 
2. 記敘抒情文（插敘） 
 
 
⼄、實⽤文(30%) 
通告 
調查報告 
----------

非華語組：
甲、命題作文(70%)
1. 記敘文

⼄、實⽤文(30%)
1.        填寫表格

甲部設兩題，考⽣選答⼀題，作文⼀篇（不少於500
字）。 
 
 
⼄部實⽤文，考⽣必答，字數不限 
----------
非華語組：
考核題型參照GCSE

甲部只有⼀題，考作文⼀篇（不少於80字）。

⼄部實⽤文，考⽣必答，字數不限。

温習次序 
1.熟讀筆記，了解如何運⽤各種寫作技巧
 
2.檢討平時在課堂上創作的命題作文 
3.多創作文章，並嘗試靈活運⽤各種寫作
⼿法及修辭技巧。 
4.熟讀實⽤文格式 
----------
非華語組：
温習次序
1.溫習已學句式
2.檢討平時在課堂上創作的命題作文
3.多創作文章，並嘗試靈活運⽤各種寫作
⼿法及修辭技巧。
4.熟讀實⽤文格式

個⼈短講 
5分鐘準備 
2分鐘短講 

 

題⽬：
1.如果好友因成績未如理想⽽⼼情低落，你會如何令他重新振作？
2.試以「假⽇的廣場」為題，描述當時的場⾯和氣氛，並抒發感受。
3.有⼈認為「樂觀讓⼈進步」，也有⼈認為「樂觀讓⼈原地踏步」。試談談你同意哪個看法。
----------
非華語組：
看圖說話

1.        同學可利⽤五分鐘準備時間在筆記欄內記下要
點。
2.        短講時可參考筆記欄內所準備的筆記。
3.        短講題⽬由老師隨機分配。
----------
非華語組：
1.        考核題型參照GCSE
2.        同學可利⽤五分鐘準備時間在筆記欄內記下要
點。
3.        短講時可參考筆記欄內所準備的筆記。

1. 可預先針對題⽬作準備，惟應考時不
可帶備任何紙張筆記。 
2. 在家中作演講練習。 
3. 多留意時事 
4. 多看社評 
----------
非華語組：
1. 可預先針對題⽬作準備，惟應考時不
可帶備任何紙張筆記。
2. 在家中作演講練習。
3. 溫習已有知識（詞彙）
4. 多看社評



English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Paper I

Paper II

Paper III

Paper V

Part A

Part B

75 minutes
Theme: have a heart.
Short writing: Article: re-calling past experiences
Long writing: Leaflet writing

60 minutes

75 minutes

Theme: Have a Heart
Part A: TSA Listening Tasks
Part B: Short tasks
Part C: Integrated tasks - Data file manipulation

3 mintues

4 minutes for
groups of 3

5 minutes for
groups of 4

Paper IV 45 minutes Dictation 1-4, Vocabulary Unit 1 and 2

Theme: Have a Heart.
Grammar:
GB Unit 4 Someone, anything, nowhere etc.
GB Unit 21 Phrasal Units
Participle adjectives (-ed) (-ing)
Mixed tenses: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present continous tense,
future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數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90 min

Ch01：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Ch02：整數指數定律
Ch03：百分法(⼆)
Ch04：⾯積和體積(三)
Ch05：四邊形
Ch06：三⾓形的⼼

甲部 多項選擇題
⼄部 短答題
丙部 ⻑題⽬

帶備書寫文具及計算機。
熟讀各課題涉及的公式和定義



⽣活與社會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60分鐘 )單元15 中國經濟：中國的經濟概況(15.3)、單元26 ⾛向世界的中國 (26.1-4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回應題 熟讀筆記、課本



科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只設⼀卷
1⼩時

30分鐘

單元 12.1 保持⾝體健康 本卷分四部分︰ 溫習

單元 12.2 營養與健康 甲部：選擇題 (30分) 1. 課本3A、3B、3C

單元 13.1 原⼦和元素 ⼄部：是非題 (15分) 2. 練習簿3A、3B、3C

單元 13.2 周期表 丙部：填充題 (15分) 3. 上學期測驗

單元 13.3 化合物和混合物 丁部：問答題 (60分) 4. 堂課冊3A、3B、3C

單元 14.1 物體發出的光線

單元 14.2 反射

單元 14.3 折射

單元 14.4 全內反射



中史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1⼩時
1.  國共第⼀次合作(聯俄容共政策) 
2.  國⺠⾰命軍北伐與國共的分裂(寧漢分裂及⻑征) 
3.  國共第⼆次合作(⽇本侵略及⻄安事變) 

試卷共六部分，包括 
        多項選擇題 
        填充題 
        配對題 
        排序題 
        歷史資料題 
        地圖題



資訊及通訊科技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溫習重點

30分鐘 1. 多媒體元素 1. 選擇題

2. 網站種類 2. 填充題 2. 電⼦教室的筆記和課業

3. 改善⽤⼾體驗 3. 是非題 3. 應⽤程式的操作

4. Wix基本操作(⾴⾯架構、增加元素、發佈網站等) 4. 配對/填表

5. 情境處理

1. 課本、作業及⼯作紙的相關內容

5. 資訊素養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筆試

1.        熟讀各課課本及作業的「寫寫看」部分；
2.        掌握各課重點的「語⾳知識」，並完成練習；
3.        依照課本及作業所附的「個⼈短講」

⼝試

45分鐘

甲聆聽、聆聽若⼲段課外錄⾳，並回答所附問題。

⼄語⾳知識、
1.        課文　第⼀課⾄第四課
2.        聲⺟ m f g k h j q x＊
3.        韻⺟ ie  ian  üe  üan  iao  iou
           uan  uang  ang  uang＊
4.        聲調 ＊
5.        漢語拼⾳和漢字對譯*
6.        粵普對譯＊

甲部：聆聽理解40%
⼄部：語⾳知識60%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判斷題
4.        譯寫題
5.        配對題

7分鐘
甲部：朗讀段落
⼄部：個⼈短講 熟讀各課課文詞語及「說說看」個⼈短講部分

甲朗讀、課本：第⼀課⾄第四課
⼄短講題⽬：
1. 介紹香港的特⾊食物
2. 說說⾃⼰⼼中健康⽽有效的減肥⽅法
3. 說說⾃⼰⼀次糊塗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