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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的話 

《為疫情祈禱》 

 

    感謝天主，疫情漸漸減退，學生全面復課，雖現階段未能全日

上課，大量活動被迫取消或延期，仍感恩天主讓家長和學校緊密配

合，讓校方把握學生最新情況；感謝老師視學生如子女，為幫助同

學提升學習效能，積極學習和應用電子教學；感謝職工嚴格為同學

健康把關，為師生提供衛生和安全的學習環境。希望大家能繼續衷

誠合作，共度難關。 

    教會訂定十月為聖母玫瑰月，玫瑰月沿自十六世紀，教會相信

藉熱切的禱告讓當時的基督文化免於侵略。十八世紀聖母在法國露

德顯現，十九世紀聖母在葡萄牙法蒂瑪顯現，亦要求世人多唸玫瑰

經為罪人祈禱。 

    聖母是基督徒的榜樣，聖母見証了基督救恩，她滿溢恩寵，以

童貞女及無原罪之身作救主的母親，首先獲得罪赦和救贖，並成為

完美的基督信徒。聖母的言行引領我們回應天主的愛，與基督相

遇，她有著我們一樣的抉擇，體察到人性的軟弱，她如今在天上，

作我們的模範，教導我們善用聖神恩寵，一生跟隨基督，在生活中回應天父的召叫。 

    教宗方濟各發表牧函及禱詞鼓勵我們按照各自情況誦念《玫瑰經》，與聖母同心默觀基督的面容，頌唸玫瑰經將

使我們變得更加團結，在精神上互為家人，有助於我們度過當前的難關，教宗邀請我們為受痛苦煎熬的人祈禱，聖

母瑪利亞是憂苦之慰，願她擁抱所有心神不寧的兒女，懇求天主伸出大能的手，解救世人擺脫這恐怖的傳染病，讓

生活得以寧靜。 

    作為天主教學校校長，當盡福傳之責，現鼓勵家長和同學於十月勤唸玫瑰經，另有志認識天主的家長和同學，

亦可與宗教科老師聯絡，加入慕道班，認識天主。 

    主佑。 

 

二、 上學期統一測驗及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 

1.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將於 29/10 - 3/11舉行，測驗範圍及時間詳見附頁或學校網頁。 

2.  第一次模擬考試將於 22/10 - 3/11舉行，考試範圍及時間詳見附頁或學校網頁。 

3. 配合考評局的考試規則，學生須於統一測驗及考試中使用HB鉛筆作答多項選擇題。 

4. 學生於測驗及考試進行中必須關掉手機；若學生的手機影響測考，將被紀律處分及扣減該科分數。另外， 

測考期間，在學校範圍內，學生一律嚴禁使用手機，尤其是在小息或放學時段。 

5. 學生應自備文具及計算機等用具。學生不可於測驗及考試進行中向同學借用有關物品。 

6.  學生在測考期間回校時間與平日返學一樣，即早上8 : 17或以前回到學校。惟部份在特別室應考的學生 

須於早上8 : 00(中四、五級) / 8 :10(中一至中三級)前到達相關特別室試場。 

 

三、 自修室開放（星期六、日） 

圖書館自修室於星期一至五上課日開放至晚上六時，為學生提供合適溫習的環境。學校另於測考前一星期及測

考期間之星期六日（即 17, 18, 24, 25, 31/10 及 1/11），學校將開放圖書館作自修室之用，由校友看管及作學術指

導，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歡迎學生善用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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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業成績試升生」(POT A) 制度 

1. 於上學期統測、考試或下學期統測總成績排名是全級最後 20% 的學生將被列作「學業成績未如理想」。 

2 .  若學生於下學期成績及全年成績皆未如理想，即總成績排名是全級最後20%，該學生將於下學年被列為「學

業成績試升生」(重讀生除外)，藉此提醒學生於下學年要加倍努力學習。 

3. 跟進措施： 

a. 上學期統測、考試或下學期統測派成績表時，班主任向有關學生的家長派發「成績未如理想家長通知書」，提

醒家長其子女的學習情況有待改善，否則有可能需要重讀。 

b. 學校會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援，以協助學生改善學習上遇到的問題。 

c. 終期試後的學業成績試升生須經升留級會議確定其升級資格。 

d. 為使學業表現稍遜的學生能集中精力學習，中五升中六全級名次最後 20%的學業成績試升生的修讀科數將有

以 4 核心科及 1 選修科為基礎。 

 

五、 資優教育 

本校於 9 月份推薦學生參加資優徵文比賽 Gifted Creative essay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 My pandemic 

summer，以下為獲獎學生名單： 

Star of excellence - Hui Pak Sin 
Gold - Tse Yuk Shan, Kong Chun Hin 
Silver - Ho Chun Hei, Ho Kin To 
Bronze - So Kit Yiu, Wong Yan Tung, Wong Lut Ming 

 

六、 周年頒獎典禮取消 

由於疫情關係，原定十月十六日舉行的 19-20 年度周年頒獎典禮會取消，所有獎項將於中二至中六各級 RST 課堂

上頒發。 

 

七、 借用學生儲物櫃 

學生可於九月起免費使用設於課室內的學生儲物櫃，惟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1. 每名學生會獲分配一格儲物櫃。 

2. 學生應保持儲物櫃清潔及完好。 

3. 學生必須於考試及統一測驗期間將儲物櫃內的所有書籍及筆記取回家中溫習。 

4. 學生應小心使用儲物櫃，若有損壞須負責賠償。 

 

八、 冬季校服 

(a) 校方將於天氣轉冷後公佈改穿冬季校服的日期，請家長為貴子弟預早準備冬季校服。 

(b) 男生冬季校服包括白色長袖恤衫、學校領帶、灰色西褲；女生冬季校服包括白色長袖恤衫、學校領帶、灰

色學校絨裙。有需要時，更可穿著校方指定的學校冷衫或冬季外套，以備寒冬。同學們只可加穿校方指定

的冬季外套而不得穿著其他禦寒外褸。 

(c) 若早上市區氣溫為攝氏 10 度或以下，而學校冷衫、學校冬季外套和保暖內衣仍未足夠保暖時，校方接受以

下禦寒服飾： 

(i) 學生可穿著簡約款式的素色羽絨褸或棉襖； 

(ii) 女生可穿著灰色厚襪褲、灰色西褲或整齊學校運動服套裝。 

(d) 校服要求詳情，請留意學生守則。 

(e) 如有需要購買冬季校服，可聯絡校服供應商：華灃制服公司，電話：2749-9932，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40

號恆滿樓地下(港鐡太子站Ｅ出口轉左)。 

 

九、 九月份退飲款事宜 

由於疫情關係，所有學生都以半日時間上課，暫不會留校午膳，因此午飯供應商已於 12/10 退回九月份訂飯款項

$396 元給已繳款的學生，敬請注意。 

 

十、 2019-2020 年度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余振強紀念獎學金 

鄧騰隆 黃恩佟 謝育姍 林錦源 陳嘉穎 

陳乙華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張絡琳 許嫚軒 王醞瀛 

何美瑩 黎嘉文 黎澍晴 鄺文鏑 魏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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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行健校長紀念獎學金 

劉朗廉 許志健 

傑出運動員獎 

黃𨥭澄 蕭頌楠 徐鴻璋 李煒楠 溫進橋 

翁卓傑 曾栢浩 張智傑 陳樂謙  

傑出活動獎 

袁加軒 童富盛 温進橋 謝馨慧 霍澔泓 

周志恒 程輝政 許華生 李旭熹 曾栢浩 

傑出服務獎 

陳睿培 關梓晴 周雅妮 周佩樂 魏朗兒 

李慧冰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尹垚煜 周煜秦 廖珈敏 

傑出學長服務獎 

陳睿培 關梓晴 黎澍晴 魏朗兒 卓恩愛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周佩樂 周雅妮 黃𨥭澄 姚承澧 

傑出學生會服務獎 

單向榮 劉凱琳 石紫琪 岑偉良 彭嘉敏 

黃錦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 

蔡栢軒 鄧騰隆 黃恩佟 岳俊境 

陳嘉穎 許嫚軒 史海明 薜嵐峯 

何鴻樾 鄺文鏑 黎澍晴 劉梓康 

 
黃錦明校友成績進步獎學金 

吳穎仙 張越 譚偉樂 李浩彥 

郭柏欣 黃展樂 陸善欣 李慧冰 

潘肇庭 林宇軒 李衍基  

蘇智明校友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劉朗廉 

第二名 許志健 

第三名 陳智樂 

第四名 陳君豪 

第五名 陳銘豐 

優異獎 霍綽霖、羅詠晞、陳悅童、李頌賢、何德儒、張智傑、危寶兒、李俊杰 、張漢承、李卓峰、 

何俊麒、彭學猷、許芷珊、王子謙、江家俊 

 

蘇智明校友全年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全年各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謝育姍 林錦源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王醞瀛 鄺文鏑 

蔡栢軒 梁家麒 張絡琳 何美瑩 黎澍晴 

鄧騰隆 陳乙華 許嫚軒 薜嵐峯 魏朗兒 

黃恩佟 陳嘉穎 石紫琪 陳湛謙 楊邵清 

岳俊境 謝馨慧 史海明 何鴻樾 劉梓康 

何俊熙 劉凱琳 蘇家富 黎嘉文 梁卓宏 

郭巧瑩 蔡詠恩 李婉婷 李明杰 余啟正 

江俊軒 張映彤 周雅妮 黃建熹 鍾家煒 

羅梓灝 黃智淵 陳文傑 溫進橋 黃榮基 

麥慧梅 翟梓熙 楊梓浚 顧振楷 陳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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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1E 

第一名 鄧騰隆 謝育姍 岳俊境 李浩彥 周偉豪 

第二名 黃恩佟 蔡栢軒 王樂軒 曾進晞 蔡添朗 

第三名 何俊熙 郭巧瑩 鄭燚塱 - 王偉權 

全年中二級各班首三名 

 2A 2B 2C 2D 

第一名 林錦源 陳嘉穎 羅良慧 野島龍一 

第二名 梁家麒 劉凱琳 潘肇庭 符史峰 

第三名 陳乙華 蔡詠恩 何柏熙 王恒鋒 

全年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3A 3B 3D 

第一名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楊梓浚 鍾嘉欣 

第二名 張絡琳 尹垚煜 - 

第三名 許嫚軒 林道通 - 

 

全年學行優異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 - - 何鴻樾 黎澍晴 

英文 許柏善、黃律銘、

Lerma Noel L、 

謝育姍 

陳乙華、王天朗、

李劭毅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陳俊達、林俊逸 

陳湛謙、黃建熹、

王璟揚 

黎澍晴 

數學 江俊軒、鄧騰隆、

謝育姍、岳俊境 

羅梓義、陳嘉俊、

何荣積 

陳文傑、李潤東、

伍瑞民 

薜嵐峯、溫智達 鄺文鏑、傅浚銘、

魏朗兒 

科學 謝育姍 陳嘉穎 - - - 

普通話 鄧騰隆 葉禹佟 周雅妮 - - 

通識 - - - 何鴻樾、李明杰、

陸佩儀 

- 

中國歷史 鄧騰隆 - - - - 

科技與生活 謝育姍 梁家麒 - - - 

生活與社會 鄧騰隆 梁家麒 - - - 

物理 - - 史海明 王醞瀛 劉梓康 

化學 - -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王醞瀛 余啟正 

生物 - -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梁健鋒 鄺文鏑 

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 

- - - 何秋雲 - 

旅遊與款待 - - - - 關梓晴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呂誠傑 - 

經濟 - - - 何鴻樾 -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 - - - 楊邵清 

視覺藝術 陳俊希 鍾晴 曾詩鈞 - - 

宗教 禇泓峰 李劭毅 林俊逸 陳湛謙 關梓晴 

音樂 何健濤 陳芷蔚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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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鄭鏋 何梓生 黃𨥭澄 溫進橋 翁卓傑 

操行 黃恩佟、謝育姍、 

岳俊境、盧秋錡、 

鄭羨凝 

謝馨慧、陸善欣、 

馬子杰、袁嘉穎 

周雅妮、楊梓浚、 

伍浩峰、鍾嘉欣 

伍建朗、李樹榮、 

雷永鏗、陳湛謙 

鍾天駿、陳俊威、 

陳嘉欣、梁卓宏 

服務 歐琳、陳咏藝、 

陳俊希、鄭燚塱 

李慧冰、廖珈敏、 

蔡詠恩 

周雅妮、周佩樂、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卓恩愛、張晉升、 

鍾穎儀 

陳睿培、關梓晴、 

魏朗兒 

活動 鄭鏋、梁頴兒、 

陳信典 

童富盛、謝馨慧、 

鍾晴 

李旭熹、左偉鵬、 

石紫琪 

袁加軒、溫進橋、 

霍澔泓 

翁卓傑、彭展睿、 

陳駿樂 
 

十一、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時間表、測驗範圍及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時間表及測驗範圍 

 

中一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20 

8:17 早禱 

8:30-9:45 中文 

甲、課文問題(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乙、白話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丁、實用文 

甲、《燕詩》、《二子學弈》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啟事 

 

10:15-10:55 資訊科技 
MC 題、短答題、填充題、是非題、

配對題 

- 速成輸入法 

- 資訊科技與社會 2018 

11:25-11:50 科技與生活 
選擇題、填充題、問答題 

 

第一章及第二章 

 

30/10/20 

8:17 早禱 

8:30-9:30 Eng 

Blank Filling, Sentence Making, 

Long questions, Short Answers, 

M.C.,Mat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Unit I,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Poetry Unit 1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資料

回應題、問答題 
資源運用、明智消費 

2/11/20 

8:17 早禱 

8:30-9:45 科學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配對題、

問答題。 
CH.1 

10:15-11:05 中史 

選擇題、填充題、史事辨正題、配

對題、資料分析題、問答題。 

課本：P.4-27 ; 

習作簿：P.2-7(B-E 班) ; 資料題：P.4-10

（A 班） 

3/11/20 

8:17 早禱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第 1-4.1 課 

 

10:00-10:30 普通話 

拼音寫漢字、漢字寫拼音；多項選

擇；配對；聲母、聲調、韻母；粵

普對譯。 

第一、二課 

 

中二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20 

8:17 早禱 

8:30-9:45 中文 

甲、課文問題(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乙、白話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甲、《螳螂捕蟬》、《東施效顰》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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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實用文 丁、請假信 / 邀請信 

10:15-10:55 資訊科技 

MC 題、短答題、填充題、是非題、

配對題 

- 速成輸入法 

- 電腦系統（部分課題） 

 

11:25-11:50 科技與生活 選擇題、填充題、問答題 單元一 (P.1 – P.13) 

30/10/20 

8:17 早禱 

8:30-9:30 Eng 

Blank Filling, Sentence Making, 

Long Questions, Short Answers, 

M.C., Mat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Unit 1,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資料

回應題、問答題 

中國的經濟概況與國民的生活、中國

政府在經濟的角色 

2/11/20 

8:17 早禱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第 2, 3, 4.2, 4.3 課 

 

10:00-10:50 中史 
選擇題、填充題、史事辨正題、配

對題、資料分析題、問答題。 

課本：甲 P.2-23 ; 筆記： P.1-4; 

習作簿：P.1-9 ; 資料題：P.6-9 

3/11/20 

8:17 早禱 

8:30-9:45 科學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配對題、

問答題 
CH.7 

10:15-10:45 普通話 
多項選擇、配對；漢字寫拼音；拼

音寫漢字；粵普對譯；聲、韻、調。 
第一、二課 

 

中三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20 

8:17 早禱 

8:30-9:45 中文 

甲、課文問題(問答、選擇題、填充

題等) 

乙、白話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丁、實用文 

甲、《說恕》、《不忘小善，不記小

過》、《爸爸的花兒落了》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啟事 / 通告 

10:15-10:55 地理 

選擇題、是非、填充題、配對、地圖

閱讀、 

資料分析題 

課本 1.1-1.4 節 

30/10/20 

8:17 早禱 

8:30-9:30 Eng 

Blank Filling, Sentence Making, Long 

Questions, Short Answers, M.C., 

Mat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Unit 1,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TSA past papers, 

Classroom Secondary TSA 

10:00-10:40 歷史 
選擇、是非、填充、填圖、配對、排

序、資料題、問答題 

香港史 

P1-23 

2/11/20 

 

8:17 早禱 

8:30-9:10 物理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反射筆記、工作紙 1-4 

9:40-10:20 生物 
多項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問答

題 

第一、二章及所有工作紙 

10:50-11:2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配對；漢字譯寫成拼音；

拼音寫漢字；粵普對譯；聲調、聲母、

韻母。 

第一、二課 

3/11/20 

8:17 早禱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第 1-3 課 

10:00-10:50 中史 
選擇題、填充題、史事辨正題、配對

題、資料分析題、問答題。 

課本：甲 P.2-43 ; 筆記： P.1-17; 

習作簿：P.1-14; 資料題：P.1-17 

11:20-12:00 化學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題 第 1 – 3B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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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20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 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 1) 

10:00-11:30 Eng 3 

Blank Filling,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 1) 

30/10/20 

8:17 早禱 

8:30-10:00 中文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甲部：《岳陽樓記》、《論仁論孝論君

子》 

1. 試題庫必考題目範圍 

2. 課本問答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白話文篇章 1-2 篇 

文言文篇章 1 篇 
乙部：課外篇章 

10:30-11:30 

BAFS(X2) 

選擇題及問答題 

MC and Structural questions 

 

會計導論：第 2-4 課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Ch. 2-4 

化學(X2) 選擇題、結構題 第 1 – 9 章 

地理(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課本 4.1-4.5 節 

健社(X2) 短答題、情境題、數據分析題 主題冊一 、主題冊二 

ICT (X2) MC 題、短答題 必修部分 1：第 1 至 3 課 

體育(X2) 選擇題、問答題。 第四課 維持健康體適能和營養 

2/11/20 

8:17 早禱 

8:30-9: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今日香港 

10:00-11:00 數學(M1) 
短問題、長問題 課本第 1 册 

第 1, 2 課 

3/11/20 

8:17 早禱 

8:30-9:30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 - 4 課 

經濟(X1) 選擇題、問答題。 第一至第五課 

歷史(X1) 
一戰 

二戰 

資料題、論述題 

 

物理(X1)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熱學 1,2 

倫理與宗教(X1) 長答 

《新簡易宗教學》 

背景-經文背景 P.1-15、背景-社會政

治背景 P.18-36 

旅遊及款待 

(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Ch.1 – 5 

10:00-11:15 F.4A-F.4C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第 1-3 課 

 

10:00-11:30 F.4D 數學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4A 課本第 2, 4 課 

4B 課本第 7, 8 課 

 

中五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9/10/20 

8:17 早禱 

8:30-10:00 中文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甲部：《唐詩三首》、《出師表》 

1. 試題庫必考題目範圍 

2. 課本問答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白話文篇章 1-2 篇 

文言文篇章 1 篇 
乙部：課外篇章 

10:30-11:30 數學(M1) 
短問題、長問題 課本第 2 册 

第 9, 10 課 

30/10/20 8:17 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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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30 Eng 1 

M.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 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 1) 

10:00-11:30 Eng 3 

Blank Filling,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 1) 

 

2/11/20 

 

8:17 早禱 

8:30-10: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延伸回應題 

公共衛生、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

際關係、能源科技與環境、 

11:00-12:00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4 - 19 課 

經濟(X1) 選擇題、問答題。 第一至第十四課 

歷史(X1) 主題甲(全部)  資料題、論述題 

物理(X1)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力學 5-8 

倫理與宗教(X1) 長答 
校本筆記 

《道德原則》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Ch.19 – 25 

3/11/20 

8:17 早禱 

8:30-9:30 

BAFS(X2) 

選擇題及問答題 

MC and Structural questions 

營商環境及管理導論全冊 

Whole Book: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化學(X2) 選擇題、結構題 第 19 – 23 章 

地理(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課本第 1 章 

健社(X2) 短答題、情境題、數據分析題 主題冊八、九及十 

ICT (X2) MC 題、短答題 選修單元 C1 第 1 課至第 4 課 

體育(X2) 選擇題、問答題。 第五課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基礎 

10:00-11:15 F.5A-F.5C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4B 課本第 12 課 

5A 課本第 1-3.3 課 

10:00-11:30 F.5D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5A 課本第 4、5 課 

5B 課本第 11、12 課 

6 課本第 1、2 課 

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時間表及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考試範圍 

22/10/20 

8:17 早禱 

8:30-10:30 Eng 2 
Part A: Short Task (200 words) 

Part B: Long Task (400 words) 
 

11:00-12:30 中文 1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等) 
甲部：指定文言文篇章 10 篇(取消《岳

陽樓記》、《六國論》) 

1. 試題庫必考題目範圍 

2. 課本問答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白話文篇章 1-2 篇 

文言文篇章 1 篇 
乙部：課外篇章 

23/10/20 

8:17 早禱 

8:30-10:00 中文 2 命題作文：三選一 (不少於 700 字)  

10:30-12:30 Eng 3 

Blank Filling,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27/10/20 

8:17 早禱 

8:30-10:30 中文 3 甲部：選擇、判斷、填充、短答等  

  乙部：聆聽及綜合能力寫作 書信體、演講辭、專題文章等 

11:00-12:30 Eng 1 

M.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 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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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20 

8:17 早禱 

8:30-10:45 Math I 短問題、長問題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11:15-12:30 Math II 多項選擇題 

29/10/20 
8:17 早禱 

8:30-11:00 M1 短問題、長問題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30/10/20 

8:17 早禱 

8:30-10:30 L.S. I 資料回應題 公共衛生、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

際關係、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球化 
11:00-12:15 L.S. II 

延伸回應題 

2/11/20 

8:17 早禱 

8:30-10:30 
ICT 1 MC 題、短答題 

必修部分 1：第 1 至 10 課 

必修部分 2：第 11 至 20 課 

必修部分 3：第 21 至 25 課 

HMSC1 短答題、數據分析題 所有主題冊 

8:30-10:45 
BAFS 2 短題目、應用題、個案／理論題 

財務會計 1 全冊 

財務會計 2 全冊 

成本會計全冊 

PE 1 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問答題。 第一課 至 第九課 

8:30-11:00 

Chem 1 選擇題、結構題 第 1 – 49 章 

Geog 1 
選擇題、實地考察為本資料分析題、

資料分析題、短文題 
整個中學文憑試課程 

11:45-12:45 Chem 2 結構題（三選二） 第 50 – 55, 61 – 65 章 

11:45-13:00 

BAFS 1 選擇題及問答題 

會計導論全冊 

營商環境及管理導論全冊 

基礎個人理財全冊 

Geog 2 資料分析題、短文題 整個中學文憑試課程 

PE 2 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問答題。 第一課 至 第九課 

11:45-13:15 ICT 2 長問題 
選修部分 C1：第 1 至 6 課 

選修部分 C2：第 8 至 14 課 

11:45-13:30 HMSC 2 情境題、論述題 所有主題冊 

3/11/20 

8:17 早禱 

8:30-10:00 

 
THS 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論述題 全部課題 

8:30-10:15 

ERS 1 長答 

校本筆記 

《道德原則》、《人權》、《生物倫理》、

《生命倫理》、 

《性倫理》、《環境倫理》、《傳媒倫

理》、《商業倫理》 

Hist 1 
主題甲 

主題乙 

資料題、論述題 

8:30-11:00 

Econ 2 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問答題。 第一至第二十一課 

Phy 1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必修部份全部 

Bio 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論述題 課本第 1A，1B，2，3，4 課 

11:30-12:30 

Bio 2 問答題 課本 E1&E2 

Econ 1 選擇題 第一至第二十一課 

Phy 2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選修部份乙及丙全部 

11:30-12:45 THS 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論述題 全部課題 

11:30-13:00 Hist 2 
主題甲 

主題乙 

資料題、論述題 

 

11:30-13:15 ERS 2 長答 《新簡易宗教學》全書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