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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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鐘
1. 課文篇章
文言文：《詞三首》、《岳陽樓記》、《師 說》、《始得西山宴遊記》
 2. 課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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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誦原文  
 2.温習各篇章重點
 3.檢討測驗

卷II 90分鐘
1. 記敘抒情類：各種記敘手法、直接抒情、間接抒情
2. 開放式題型

或命題，或指定情境，寫作長文一篇，全文不
少於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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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撰寫文章
 3.參看公開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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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Paper I 90 minutes Unit 4 Cultures of the World Part A and Part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per II 105 minutes Themes: Popular Cutlures, Food, School faciliaties, local sports, social 
service; Text types: Speech, Article, Proposal, Blog entry, Review

Part A: Short Task
Part B: Long Task

Paper III 2 hours
Themes: Cultures of the World, Animal Welfare; Question types: Form 
filling, proofreading, completing sentences; Text types in Part B: Poster, 
Mass email, Letter of request    

Part A: Short Tasks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Paper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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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3 School life
Unit 4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Part A: Discuss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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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卷I 2小時

基礎課題︰
1.    指數定律
2.    主項變換及公式
3.    因式分解
4.    百分法
5.    線性方程及聯立方程
核心課題︰
1.   數系及一元二次方程
2.   函數的基本知識
3.   二次函數
4.   坐標幾何
5.   直線的方程
6.   估算與誤差
7.   續多項式
8.   基本三角學
9. 三角學的應用
10. 面積和體積

卷一  (100分) 長題目

•        計數機
•       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
•       鉛筆
•       擦膠
•       間尺

卷II 1小時
卷二 (30分)     選擇題(3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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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75分鐘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筆記1.1至1.6)
課題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筆記2.1至2.4)
課題三：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筆記3.1至3.2)

1.        選擇題
2.        短答題
3.        資料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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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90分鐘 1.  熱和氣體  單元1至4 甲部: 20條選擇題

1. 開考前應先粗略估算每分  / 每題 應限定的時間  (如甲部選擇題，每題平均約 1.5分鐘)，先回答有把握的問題。
2. 小心審閱題目，可以螢光筆標示關鍵詞和數據。預備鉛筆及直尺，按比例準確繪圖。關係線圖在課業和實驗時已練習作圖技巧。
3. 計算式問答題須清楚寫出使用的公式、代數步驟，利用計算機小心計算，寫下  答案連單位  (SI unit)；驗算不合理的數量級答案。
4. 盡力嘗試，不應留空題目或胡亂作答。試前有足 夠預備及休息，試後放空不回顧，努力應付下一卷考試。
5. 帶備HB鉛筆及計算機

(共30分)

2.  力和運動  單元1至7

乙部約7條問答題

3. 波動 單元1至7 (共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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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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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體的氣體交換
9.   人體內物質的轉運
10. 植物的營養與氣體交換
11. 植物的蒸騰、轉運與支持
12. 細胞週期與細胞分裂
13. 有花植物的生殖

甲部為選擇題，
佔20分
全部作答。

溫習內容

1. 熟讀課本第1-13課
2. 檢討上下學期所有課業及測驗
3. 參看課本後的問題及工作紙
4. 參看歷屆公開試題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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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部

乙部為問答題，
佔50分。
全部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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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90分鐘 第10-13章 設25題選擇題須全答 温習材料

金屬的存在與提取

金屬的活潑性 結構題須全答 1. 熟讀筆記及工作紙

反應質量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全卷80分 2. 檢討以往的評估卷

第14-19章 3 看課文後的參考資料

酸的反應

鹼的反應 帶備HB鉛筆及計算機

摩爾濃度、pH標度與酸和鹼的強度

鹽與中和作用

溶液的濃度和容量分析

第20-23章

化石燃料中的碳氫化合物

碳化合物的命名、同系列的介紹及結構式

烷和烯

加成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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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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導論、會議、獎勵、商務、展覽原素     2. 款待導論 選擇題  x 20 問答題x 3 溫習重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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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卷一 1小時30分鐘 1. 宋代中央集權

　A. 宋代中央集權的背景及措施
　B. 宋代如何削弱相權
　C. 宋初中央集權與宋代積弱之關係
2. 明代君主集權
　A. 明太祖廢相的結果及影響
　B. 明太組對待官員的措施及影響
　C. 明代宦官之禍
3. 清代君主集權及民族政策
　A. 南書房、軍機處及密摺制度的作用和影響
　B. 高壓及懷柔政策下的措施和影響

1. 本試卷共設三題，每題 20分，考生必須全部
作答。

2. 每題分數為20分，全卷共60分。

温習次序：
1. 溫習工作紙及筆記
2. 重温測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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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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選擇題,短答題,結構式題目 計數機,間尺

微觀經濟學 (3)：第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