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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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鐘

本卷擷取若⼲篇，附以問題(以問答題為主，
輔以選擇、填表、填充或短答題)，學⽣須回
答全部問題。

温習次序
 1.温習各篇章的學習重點
 2.檢討測驗

135分鐘

1.  甲部、實⽤文寫作
   信函、演講辭
 2. ⼄部、命題作文
    記敘及抒情文、⾃由題、論說文

本卷分甲、⼄兩部分。

 甲部實⽤文寫作：
 根據題⽬要求，擬寫⼀篇實⽤文，字數不得
多於550字。

 ⼄部命題作文：
 或命題，或指定情境，寫作⻑文⼀篇，全文
不少於600字。全卷三題，考⽣選答⼀題。

温習次序
 1. 熟讀各類寫作⼿法
 2. 檢討平時在課堂上創作的命題作文
 3. 多撰寫文章，並嘗試靈活運⽤各種寫作⼿法及修辭技巧。
 4. .參看公開試試題
 5. 熟讀實⽤文格式。

1.        指定文⾔篇章：《論仁、論孝、論君⼦》、《⿂我所欲也》
2.        課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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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90 minutes
Themes:
Entertainment
Amazing People Amazing Deeds

Part A +Part B

90 minutes
Themes:
Entertainment
Amazing People Amazing Deeds

Part A +Part B

90 minutes

Themes:
Entertainment
Amazing People Amazing Deeds Part A + Part B

Part A:
6 minutes
(Group of 4)
5 minutes
(Group of 3)
Part B:
1 minute/
student



數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卷I

卷II

90 min

基礎課題:

1. 指數定律
2. 主項變換及公式
3. 因式分解

核⼼課程:

1. ⼀元⼆次⽅程(⼀) (⼆)
2. 函數及其圖像
3. 坐標系統
4. 直線⽅程

卷⼀ (100分)
⻑題⽬

-計數機
-深藍⾊或⿊⾊原⼦筆
-鉛筆
-擦膠
-間尺

60 min 卷⼆ (35分)
選擇題



數學(M2)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90 min

第⼀章 數學歸納法 
第⼆章 ⼆項式定理 
第三章 三⾓學(⼀)
第⼗⼀章 矩陣與⾏列式 
第⼗⼆章 線性⽅程組  

全卷均須作答。 計數機
文具︰
深藍⾊或⿊⾊原⼦筆
塗改液 /塗改帶
鉛筆
擦膠



公⺠與社會發展科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只設⼀卷 60分鐘

第1章：香港問題的由來與中國的關係 本卷分三部分︰

溫習

第2章：國家與香港特別⾏政區的憲制關係 甲部：選擇題 (10分) 1. 課本

第3章：香港特別⾏政區對國家安全的維護 ⼄部：資料回應題 (25分) 2. ⼯作紙

丙部：短問題 (10分) 3. 上學期測驗

4. 學期⼩測



地理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中四 90分鐘 C1 機會與風險 C 1.1-1.6 MC, 資料回應題

熟讀筆記、課本



⽣物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1 ⼩時30分鐘

1.        ⽣物學入⾨
2.        ⽣命分⼦
3.        細胞組織
4.        物質穿越細胞膜的活動
5.        新陳代謝與酶
6.        食物與⼈類
7.        ⼈的營養

甲部為選擇題，佔20分。
⼄部為問答題，佔50分。

兩個部分均須全部作答。

溫習內容
1. 熟讀課本1-7課
2. 檢討上學期所有課業及測驗
3. 參看課本後的問題及摘要
4. 作答時⼩⼼審閱題⽬，亦應盡⼒嘗試，避免留空題⽬。

帶備HB鉛筆及計算機



化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只設⼀卷

物質的分類

⼤氣、海洋、岩⽯和礦物

⾦屬的活潑性

90分鐘

設25 題選擇題，考⽣須全答。

結構題考⽣須全答。

參閱課文後的摘要

課本1A

課本1B

原⼦結構、元素符號、原⼦序、質量數、同位素

原⼦的電⼦排佈

元素在週期表中的位置

第I﹑II﹑VII及0族元素的物理及化學特性

化學鍵

物質的性質與結構和化學鍵類別的關係

課本1C

⾦屬的存在與提取

帶備HB鉛筆及計算機

温習材料

1. 熟讀筆記及⼯作紙

2. 檢討測驗



旅遊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90分鐘

1        旅遊業簡介
2        旅⾏、旅遊與旅客
3        旅遊的動機
4        旅遊規劃
5        旅遊業的主要界別及⾓⾊(I)─款待業與交通運輸業
6        旅遊業的主要界別及⾓⾊(II)─公營與私營機構
7        旅遊業的分銷途徑
8        :旅遊業的影響

選擇題及問答題



企財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1⼩時30分鐘 會計  Ch1-6 1-5題問答題，考⽣須全答。 檢討所有習題、溫習⼯作紙

及測驗題⽬



經濟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90分鐘

微觀經濟學1：第⼀章⾄第五章
微觀經濟學2：第六章

甲部：多項選擇題
⼄部：短題⽬
丙部：結構式題⽬

應考需攜帶物品：
1. 鉛筆
2. 擦膠
3. 原⼦筆
4. 計算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