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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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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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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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鐘

甲部 
1.        記敘文 
2.        描寫文 
 
⼄部 
1. 建議書
2. 演講辭

本卷分甲、⼄兩部分。 
甲部命題作文： 
共設兩題，考⽣選答⼀題，作文⼀篇（400字或以上）。 
⼄部實⽤文寫作： 
根據題⽬要求，擬寫⼀篇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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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鐘準備
2分鐘短講

短講題⽬共三題：

1. 有⼈認為在現代社會，要像楊修⼀樣才有競爭⼒。你贊同這種看法嗎？
2. 試舉出⼀位歷史⼈物或知名⼈⼠，說明他/她如何符合君⼦的特質。
3. 記⼀件讓我耿耿於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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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外篇章(30%)
2.        讀本問題(50%)(不提供原文)
《愛蓮說》、《陋室銘》、《⽔調歌頭並序（明⽉幾時有）》
3.        語文知識(20%)
詞匯：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
修辭：正襯、反襯
語法：把字句、被字句
諺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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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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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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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 IV

60 min

Part A Short Tasks
making up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s

Part B Long Task
Reply email
Theme: Teen problems

60 min

Theme: Teen problems
Grammar:
GB Unit 8 Zero article
GB Unit 10 Bare infinitives
GB Unit 13 Giving advice and talking about nescessity
Vocabulary: Dictation 3&4

75 min

1. Reading aloud
2.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heme: (1) Growing up, (2) Things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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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A Short Tasks
Form filling
Note taking
Multiple choices

Part B Long Task
Note taking from a recording
Completing the long task using the data file



數學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60分鐘
課本1B 第⼗四章 比、率
課本2A 第⼀章 相似三⾓形
            第⼆章 與三⾓形及多邊形相關的⾓
            第三章 恆等式
            第四章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六章 量度的誤差

選擇題
短答題
⻑答題

計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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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單元23 維護社會核⼼價值 (23.4-6)、單元12 香港的公共財政 (12.1-3) 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資料回應題 熟讀筆記、課本



資訊及通訊科技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溫習重點

30分鐘

Scratch
- 介⾯
- 應⽤
- 程式設計
- 解難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是非題
4. 配對/填表
5. 情境處理

1. 課本、作業及⼯作紙的相關內容
2. 電⼦教室的筆記和課業
3. 應⽤程式的操作



中史 時 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1 ⼩時

1. 五代⼗國
 2. 宋代統⼀與國策
 3. 兩宋政治及經濟發展
 4. 北宋的商業與城市發展
 5. 宋室南遷後的經濟與海外貿易

試卷包括下列部分：
 l 多項選擇題
 l 填充題
 l 配對題
 l 時序題
 l 填表題
 l 圖片題
 l 歷史資料題

温習次序：
 1. 溫習⼯作紙重點
 2. 默寫重要的內容

 溫習及考試策略：
 1. 盡量作答，不要放棄
 2. 要引⽤資料作答
 3. 留意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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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in

單元七：⽣物與空氣 本卷分四部分︰ 溫習

單元八：電的使⽤ 甲部：選擇題 (20分) 1. 課本2A

⼄部：是非題 (10分) 2. 練習簿2A

丙部：填充題 (10分) 3. 上學期測驗

丁部：問答題 (50分) 4. 單元7⾄8⼯作紙



普通話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應考需攜帶物品

筆試

⼝試

45分鐘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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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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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朗讀、課本：第⼀課⾄第四課
⼄短講題⽬：
1. 我最喜歡的季節
2. 記⼀次參加活動的經歷與體會
3. 分享⼀則班中的好⼈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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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知識：

        聲⺟
        韻⺟
        聲調
        漢語拼⾳和漢字對譯
        粵普對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