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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的話 

孝愛聖母．勤唸玫瑰經 

 

十月為聖母玫瑰月，教會特別恭敬聖母。 

聖母見証了基督救恩，以童貞女及無原罪之身作救主的母

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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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世紀聖母顯現給聖道明，囑咐他推行玫瑰經的誦唸，

為當時陷入異端的人士祈禱。一五七一年，西方教友因著

熱誠誦唸玫瑰經，得聖母幫助免受侵略，教會把十月定為

「玫瑰月」，鼓勵教友多誦唸玫瑰經。 

老師/同學除了可在家誦唸，宗教組於十月將每上課天放學 1:10 於

小聖堂頌唸玫瑰經，歡迎老師和同學自由參與。 

開學已有一個多月，感恩學校仍喜訊連連。 

數學科 3A 江俊軒同學參加多個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KMO)」舉辦之比賽，多次獲獎而受邀請參與入選「HKMO Pioneer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代表隊」，更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世界各地數學

比賽。英文辯論方面，初中 Junior Debate Team 蠃得 Division 2 

Term 2 Final match，高中 Senior Debate Team 蠃得 Division 2 

Grand Final Championship match。6C 魏朗兒於金紫荊女企業家協

會「未來領袖獎學金及培訓計畫」得獎；5D 陳湛謙於由馮漢柱教

育信託基金及萬鈞教育基金合辦「卓越今天，成就將來(Pursuing 

Excellence and Beyond)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獲獎。再次感謝老師、

同學的努力和家長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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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 -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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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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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修室開放（星期六、日） 

為了提供合適環境讓學生溫習，以準備測考，學校將開放圖書館作自修室之用，日期為 23,24,30,31/10，

而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由校友看管及作學術指導，歡迎學生善用圖書館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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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優教育 

(1) 本校於 7 月份推薦學生參加英語辯論比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以下為

獲獎學生名單： 

 初級組 3A Maggie Tse Yuk Shan, 3A Thomas Hui Pak Sin, 3A Lerma Noel Ladion 

 高級組 5D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6D Chan Daniel 

(2) 3A Lerma Noel Ladion 於 7 月份參加徵文比賽 The 10th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獲得 Merit（Junior 

Group）佳績；  

(3) 本校於 8 月份推薦學生參加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以下為獲獎學生名單： 

 Bronze Honor 3A 江俊軒 

 Merit Honor 2A 羅亦鋒 

 Merit Honor 3A 謝育姍  

 Merit Honor 3A 郭巧瑩  

 Merit Honor 4D 謝馨慧 

(4) 3A 江俊軒 獲選為 HKMO Pioneer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代表隊； 

(5) 5C 陸佩儀於 9 月份參加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獲得高中組銅獎。 

 

五、 周年頒獎典禮取消 

由於疫情關係，原定十月十五日舉行的 20-21 年度周年頒獎典禮會取消，所有獎項將按非於放學後分級頒

發。 

 

六、 上學期統一測驗及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缺席須知 

1. 根據學校的測考政策，學校不會為缺席測驗或考試的學生安排補考。 

2. 若學生缺席測驗或考試而 未能 提供有效醫生證明，該次測驗或考試的評分將為零分。 

3. 若學生因病缺席測驗或考試且 能 提供有效醫生證明，該次測驗或考試可得到評估分數。家長/監護人

須於病假當日或之前致電校務處為學生請假，並最遲於 8/11 把有效的醫生證明書及請假信交給班主任。 

4. 評估分數的計算方法：(i)計算缺席測考的學生於最近一次相同學科的測驗或考試的名次；(ii)評估分數

=於缺席的測驗或考試中考獲相同名次的學生的評分的 70 %。 

 

七、 2021 至 2023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2021 至 2023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的點票已於 07/10/2021 下午 4:00 在各候選人、家教會執委代

表、學校代表及校長的見證下於學校 117 室中順利進行，所得票數結果如下：錢珈露 143 票；杜綺雲 171

票。根據家長教師會會章─家長校董選舉章程第 6.3.3 節，「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

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因此杜綺雲女士當選 2021

至 2023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而錢珈露女士當選 2021 至 2023 年度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

兩位校董任期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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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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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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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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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如有需要購買冬季校服，可聯絡校服供應商：維多利校服公司 VICTORIA UNIFORM，電話：3188 

9762，地址：太子長沙灣道 38 號恒滿樓地舖(港鐡太子站 E 出口轉左)。 

 

十、 2021/2022大學及專上院校資訊日 

本地大學及專上院校會於每年九月至十一月舉行資訊日，內容包括入學及課程講座、展覽、入學諮詢等，

讓有意入讀的學生了解該院校的課程安排、學習環境及校園生活。 

因現時疫情持續，大部分資訊日將改為以線上模式進行。由於網上資訊日的名額有限，大部分講座和活動

都需要預先登記。 

各大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中文大學 16-10-2021 (六) https://www.cuhk.edu.hk/infoday/ 

香港演藝學院 

(實體及網上) 
16-10-2021 (六) https://infoday2021.hkapa.edu/en/ *需預先網上登記 

香港浸會大學 23-10-2021 (六)  

香港城市大學 (網上) 23-10-2021 (六) https://www.admo.cityu.edu.hk/ 

香港教育大學 (網上) 30-10-2021 (六) 
https://www.apply.eduhk.hk/ug/event-details  

*需預先網上登記 

香港大學 30-10-2021 (六)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都會大學 6-11-2021 (六)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news-and-events/ 

樹仁大學 (實體) 6-11-2021 (六)  

職業訓練局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摩理臣山) 
11-12 月  

香港伍倫貢學院 13-11-2021 (六)  

明愛專上學院 
19-20/11/2021 

(五、六)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 
19-20/11/2021 (五、六) https://infoday.thei.edu.hk/ 

香港恒生大學 20-11-2021 (六)  

珠海學院 20-11-2021 (六)  

嶺南大學   

耀中幼教學院 (實體) 26-27/11/2021 (五、六)  

 

十一、 2020-2021 年度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余振強紀念獎學金 

鄒汶縉 賴嘉榮 梁怡林 何俊熙 黃律銘 

陳智樞 林錦源 梁家麒 黃智淵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張絡琳 呂溢朗 何美瑩 陳湛謙 霍澔泓 

     

 

張行健校長紀念獎學金 

魏朗兒 鄺文鏑 黎澍晴 

 

傑出運動員獎 

蕭頌楠 童富盛 彭傑泓 徐鴻璋 左偉鵬 

李煒楠 周志恒 程輝政 方思維 陳俊廷 

 

傑出活動獎 

謝馨慧 謝育姍 史海明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鄭燚塱 

蘇家富 黃杰俞 黃恩佟 麥慧梅 黃若瑜 

 

傑出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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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騰隆 周雅妮 鄭燚塱 鄭文深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周佩樂 魏彥浩 蔡國賢 黃恩佟 甄曉晴 

 

傑出學長服務獎 

卓恩愛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尹垚煜 周佩樂 周雅妮 

周煜秦 李慧冰 黎碧雲 謝馨慧 廖珈敏 

 

黃錦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 

關鎧盈 周卓謙 蔡栢軒 鄧騰隆 

黃恩佟 何俊熙 黃智淵 霍澔泓 

何鴻樾    

 

黃錦明校友成績進步獎學金 

張映彤 范俊傑 李子峻 李自立 

 

蘇智明校友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黎澍晴 

第二名 鄺文鏑 

第三名 楊卓昇 

第四名 魏朗兒 

第五名 楊邵清 

優異獎  李飛揚 王上瑋 黃榮基 

 鍾家煒 梁卓宏 黎敬軒 

 余啟正 劉梓康 陳睿培 

 王卓軒 蘇勁明 湯欣潼 

 傅浚銘 陳嘉欣 劉耀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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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汶縉 蔡栢軒 林錦源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何美瑩 

朱濼滔 鄧騰隆 梁家麒 張絡琳 霍澔泓 

關鎧盈 黃恩佟 黃智淵 呂溢朗 陳湛謙 

周卓謙 謝育姍 呂宇軒 林道通 王醞瀛 

賴嘉榮 何俊熙 謝馨慧 陳文傑 何鴻樾 

羅亦鋒 陳智樞 劉凱琳 周雅妮 黎嘉文 

梁怡林 何梓鋒 彭嘉敏 史海明 薜嵐峯 

黎雅 黃律銘 陳嘉穎 周佩樂 伍建朗 

王思穎 江俊軒 李衍基 許嫚軒 李明杰 

白霖 許柏善 胡家軒 鍾嘉欣 姚俊軒 

 

全年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1E 

第一名 鄒汶縉 梁怡林 王思穎 葉卓凌 賴嘉榮 

第二名 朱濼滔 黎雅 周海瑜 陳冠瑋 洪振堯 

第三名 關鎧盈 

周卓謙 

朱浩樑 曾樂兒 徐樂軒 蔡芷晴 

全年中二級各班首三名 

 2A 2B 2C 2D 2E 

第一名 蔡栢軒 陳智樞 馮柏曦 蔡國賢 周俊均 

第二名 鄧騰隆 何梓鋒 譚偉樂 - 謝明言 

第三名 黃恩佟 張卓桀 王偉權 - 馬家潤 

 

全年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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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3B 3C 3D 

第一名 林錦源 劉凱琳 鄧仁傑 王恒鋒 

第二名 梁家麒 陳嘉穎 周穎淇 符史峰 

第三名 黃智淵 胡家軒 陸詩雨 - 

 

全年學行優異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梁怡林 

關鎧盈 
- 謝馨慧 

黃𨥭澄 

許嫚軒 

張絡琳 

尹垚煜 

何鴻樾 

霍澔泓 

英文 

朱濼滔 

周卓謙 

鄒汶縉 

Lerma Noel L 

許柏善 

黃律銘 

陳芷蔚 

王天朗 

林錦源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范瀚霆 

許嫚軒 

陳湛謙 

黃建熹 

數學 

羅亦鋒 

鄒汶縉 

周卓謙 

謝育姍 

蔡栢軒 

江俊軒 

林錦源 

陳嘉俊 

梁家麒 

林道通 

李妍潁 
何美瑩 

數學選修單元一 - - - - 何美瑩 

科學 朱濼滔 馮柏曦 - - - 

普通話 薛欣宜 郭巧瑩 陳芷蔚 - - 

通識  - - - 何鴻樾 

中國歷史 - 鄧騰隆 - - - 

科技與生活 于穎詩 張呈旭 - - - 

生活與社會 - 蔡栢軒 - - - 

物理 - - 林錦源 李旭熹 薜嵐峯 

化學 - - 劉凱琳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 

生物 - - 劉凱琳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梁健鋒 

地理 - - 謝馨慧 -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 - 鍾嘉欣 何秋雲 

經濟 - - - - 何鴻樾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 - 張絡琳 薜嵐峯 

資訊及通訊科技 羅亦鋒 蔡栢軒 - - - 

視覺藝術 梁怡林 梁頴兒 張映彤 - - 

宗教 黎雅 禇泓峰 謝馨慧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李明杰 

音樂 朱濼滔 黎丞軒 袁嘉穎 - - 

體育 賴嘉榮 蔡栢軒 謝馨慧 周政喬 周志恒 

操行 

朱濼滔 

陳芬茹 

陳宇翹 

葉卓凌 

林婧欣 

郭巧瑩 

甄曉晴 

鄭羨凝 

蔡國賢 

陳漢釗 

王天朗 

陸善欣 

馬子杰 

張嘉樂 

陳浩佳 

馮梓茗 

周雅妮 

楊梓浚 

譚偉賢 

茹穎彤 

黎嘉文 

陳湛謙 

服務 

葉卓凌 

羅焯桐 

蔡芷晴 

鄧騰隆 

鄭燚塱 

鄭文深 

陸善欣 

鄧皓文 

李慧冰 

周雅妮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周佩樂 

卓恩愛 

李樹榮 

許華生 

活動 

蕭奕彤 

梁卓男 

陳宇翹 

謝育姍 

鄭燚塱 

黃杰俞 

謝馨慧 

李慧冰 

唐許荣 

史海明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蘇家富 

陳湛謙 

梁俊浩 

王醞瀛 



 第 7 頁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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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 早禱 

28/10/21 

8:30-9:45 中文 

甲、課文問題(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燕詩》、《二子學弈》、《花臉》 

乙、白話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實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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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題、是非題

、問答題 

第一至第四章 

 8:17 早禱 

29/10/21 

8:30-9:30 Eng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M.C. 

3. Blank Filling 

4. Short Questions 

5. Long Questions 

6. Sentence Making 

7. Matching 

1. Textbook Unit 1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3. Poetry Unit 1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多項選擇題、填充、資料回應題、

問答題 

個人成長（一） 

組合單元：資源運用及明智消費 

香港的公共財政（部分） 

 8:17 早禱 

1/11/21 

8:30-9:45 科學 
多項選擇題、是非、填充、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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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5 ; 參考筆記 P.1-4（單元 1） 

習作簿：p2-10(A-E 班) ; 資料題：P4-12（A

班） 

 8:17 早禱 

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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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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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8/10/21 

8:17 早禱 

8:30-9:45 中文 

 課文問題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等) 

2A： 

《一件小事》、《東施效顰》、 

《荷塘月色》 

2B-2E： 

《一件小事》、《東施效顰》 

 白話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等)  
課外白話文篇章 

 課外文言閱讀理解 

(選擇題) 
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實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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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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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益表 (P.1 – P.13) 

29/10/21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M.C. 

3. Blank Filling 

4. Short Questions 

5. Long Questions 

6. Sentence Making 

7. Matching 

1. Textbook Unit 1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多項選擇題、填充、資料回應題、

問答題 

環宇一家、四大文明 

中國地理（部分） 

1/11/21 

8:17 早禱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長問題 

第2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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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課本：p202-229; 習作簿：p61-69 ; 參

考筆記 P.3-12 

2/11/21 

8:17 早禱 

8:30-9:45 科學 
多項選擇題、是非、填充、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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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聲母

，韻母。 

第一、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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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8/10/21 

8:17 早禱 

8:30-9:45 中文 

 課文問題(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等) 

《口技》、《明湖居聽書》、 《爸爸的花兒

落了》 

 白話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等) 

課外白話文篇章 

 

 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實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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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21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M.C. 

3. Blank Filling 

4. Short Questions 

5. Long Questions 

6. Sentence Making 

7. Matching 

1.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2. TSA past papers 

3. TSA exercise booklets 

 

10:00-10:40 歷史 
考題形式：填充、配對、M.C、短答

題、長答題、排序 

香港史(40分鐘) 

 

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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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

題、問答題 

第一、二課筆記及所有工作紙、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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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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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3 ; 筆記： p1-17; 

習作簿：p1-14; 資料題：P1-17 

11:20-12:00 化學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題 第1 – 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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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21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 Cloz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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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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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指定篇章試題庫必考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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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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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ICT (X2) MC題、短答題 課本第一冊 第 1 課至第 3 課 

體育(X2) 
選擇題、問答題。 第四課 維持健康體適能和營養 

1/11/21 

8:17 早禱 

8:30-9:30 公民與社會發展 資料回應題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10:00-11:00 

數學(M1) 短問題、長問題 課本第1册 : 第1, 2課 

生物(X1&X3)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 - 4 課 

2/11/21 

8:17 早禱 

8:30-9:30 

經濟(X1) 選擇題、問答題。 第一至第五課 

歷史(X1) 考題形式：資料題、論述題 香港史(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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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15、背景-社會政治背

景 p18-36 

旅遊及款待

(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論述題 
Ch.1 – 5 

10:00-11:15 

F.4A,F.4B,  

F.4C及F.4D2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長問題 

F.4A,F.4B: 4A課本第1, 3課及初中課題 

F.4C及F.4D2 4A課本第1-3課及初中課題 

10:00-11:30 F.4D1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長問題 

4A課本第2, 4課 

4B課本第7, 8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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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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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逍遙遊》 

1. 文言指定篇章試題庫必考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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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課、第9課 

29/10/21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 Cloz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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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1 

 

8:17 早禱 

8:30-10:30 通識 

 

卷一：資料回應題 

卷二：延伸回應題 

 

1. 今日香港 

2. 公共衛生 

3. 能源科技與環境 

4. 個人成長 

11:00-12:00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4 - 18 課 

經濟(X1) 
選擇題、問答題。 第一至第十四課 

歷史(X1) 資料題、論述題 歐洲史、香港史(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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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述題 

Ch.19 – 25 

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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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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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第 2 冊 第 16 課至第 18 課 

選修單元 C1 第 1 課至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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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5A課本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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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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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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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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篇 

1. 文言指定篇章試題庫必考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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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21 

8:17 早禱 

8:30-10:30 Eng 3 

Blank Filling,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 etc. 

/ 

 

11:00-12:30 中文2 命題作文：三選一 (不少於700 字) 記敘文、議論文 

2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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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ze passag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 Filling, Long Questions, etc. 

/ 

 

2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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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21 
8:17 早禱 

8:30-11:00 M1 短問題、長問題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29/10/21 

8:17 早禱 

8:30-10:30 L.S. I 資料回應題 1. 今日香港 

2. 公共衛生 

3. 能源科技與環境 

4. 個人成長 

5. 現代中國 

6. 全球化 

11:00-12:15 L.S. II 延伸回應題(3選1) 

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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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30 Chem 2 
結構題（三選二） 第50 – 55, 61 – 65章 

11:3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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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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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2 
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問答題 第一課 至 第九課 

11:3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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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3:15 HMSC 2 情境題、論述題 所有主題冊 

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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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題(卷一 : 1小時45分鐘) 全部課題 

8:30-11:00 

Ec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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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述題(卷二︰1小時30分鐘) 全部課題 

11:30-13:15 ERS 2 
長答 《新簡易宗教學》全書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