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範圍 備註

中文 卷一  閱讀	甲部

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乙部 考核指定「講讀」課文與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節錄﹞

「講讀」課文﹝單元一至單元三﹞︰ 〈一件小事〉、〈差不多先生傳〉、〈背

影〉

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節錄﹞︰「論仁」

卷二  寫作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

作，並提供選擇文類包括記敘、描寫、說理，字數視題目要求而定

卷三   聆聽、實用寫作及語文基礎	甲部﹝聆聽﹞

試卷設一段錄音，全部試題考生均須作答。

乙部﹝實用文寫作﹞

實用文寫作 ︰便條、啟事、私人書信

試卷提供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完成寫作任務。

丙部﹝語文基礎﹞

語文基礎知識 ︰詞性、語法、標點符號運用、修辭

卷四 說話	考核學生的說話能力，包括組織說話內容、表達意見、回應別人的意

見、提出見解等

考核將以個人短講形式舉行

English

(Paper 1)

1) 2 Reading passages (25%)

Reading skills:

A. Skimming

B. Identifying the main ideas

C. Sequencing

D. Scanning

E.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F.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by identifying a range of cohesive

devices

G. Making inference

H.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or expressions

2) Vocabulary (17%)

Vocabulary:

A. Place of a School

B. People in School

C. Outdoor Activity

3) Grammar (58%)

Grammar:

A. Simple Present Tense  (Dev 1A U.1)

B. Adverbs of Frequency (Dev 1A U.1)

C. Simple Past Tense (Dev 1A U.3)

D. Wh-questions (Dev 1A U.7)

E. Articles: a, an, the (Dev 1A U14)

F. Possesives Adjectives (Dev 1A U15)

English

(Paper 2)

1. Blank filling / error correction (20%)

2. Sentence making (20%)

3. Writing a description of my new friend at school (60%)

English

(Paper 3)

Part A

Listening components:

Listening for names

Listening for date and time

Listening for address

Listening for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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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per 4)

Preparation : 4 minutes

Part A (50%)

Read 5 words and 1 paragraph

Part B (50%)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minute)

●        Talking about myself

●        Talking about my school

數學 第一、二、三、四、八及十章

科學 筆試：

第1課 - 科學入門 (1.1–1.6)

第2課 - 水 (2.1–2.5)

實驗試：

第1課 - 科學入門 及 第2課 - 水

不包括沒有教授的內容

中國歷史 單元一第一章第一節 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起源 至

單元二第二章第二節 昭宣以後的戚宦政治與漢朝的衰亡

課本P.2-74

作業P.2-31

地理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單元1, 2, 4, 5(主要是4和5)

地圖閱讀技能︰

格網系統(4位) 、慣用符號、七大洲五大洋、經緯線、羅盤方位

帶間尺



科目 範圍 備註

中文 卷一 閱讀	甲部

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乙部

考核指定「講讀」課文與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節錄﹞

「講讀」課文﹝單元一至單元三﹞︰ 〈風箏〉、〈在風中〉、〈愛蓮說〉

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節錄﹞︰〈山居秋暝〉、〈始得西山宴遊記〉

卷二  寫作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作，並提供選擇

文類包括記敘、描寫、說理，字數視題目要求而定

卷三聆聽、實用寫作及語文基礎 甲部﹝聆聽﹞

試卷設一段錄音，全部試題考生均須作答。

乙部﹝實用文寫作﹞

實用文寫作 ︰通告、啟事、邀請信

試卷提供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完成寫作任務

丙部﹝語文基礎﹞

語文基礎知識 ︰詞性、同義詞、反義詞、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標點符號運

用、修辭、語法

卷四 說話 考核學生的說話能力，包括組織說話內容、表達意見、回應別人的意見、

提出見解等

考核將以個人短講形式舉行

English

(Paper 1)

1)        2 Reading passages (30%)

Reading skills:

A.        Skimming

B.        Identifying the main ideas

C.        Sequencing

D.        Scanning

E.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F.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by identifying a range of cohesive

devices

G.        Making reference

H.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or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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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cabulary (20%)

A.  Types of film (Spark2A p.19-20)

B.  Elements of a film (Spark2A p.19-20)

C.  Making a film (Spark2A p.19-20)

D.  People related to film (Spark2A p.19-20)

E.  Describing (elements of) a film or story (Spark2A p.19-20)

F.  Other vocabulary (Spark2A p.19-20)

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park2A p.39-40)

H.  Ways to live a green lifestyle (Spark2A p.39-40)

I.    Other vocabulary (Spark2A p.39-40)

3)        Grammar (50%)

A.   Conditional (Type 0 & 1) (Dev2A U6)

B.   Talking about amounts (Dev3A U11)

C.   Passive (present and past) (Dev2A U5)

D.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s adjectives

       (Dev1A U20 + Dev2A U17)

E.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s (Dev2A U23)

English

(Paper 2)

1. Blank filling / error correction (20%)

2. Sentence making (20%)

3. Film review (60%)

English

(Paper 3)

Part A

Listening components:

Listening for reasons

Listening for numbers

Listening for names

Listening for time

Listening for dates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Basic skills on data file manipulation

English

(Paper 4)

Preparation: 4 minutes

Part A (50%)

Read 2 paragraphs

Part B (50%)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minute)

數學 第一章至第6.2章 可使用考評局核准計

算機應考

科學 筆試：

第8課 - 電的使用 (8.1 – 8.8)、

第7課 - 生物與空氣 (7.1 – 7.2)

實驗試：

第8課 - 電的使用

不包括沒有教授的內

容

可帶備計算機

中國歷史 單元一第一章第一節 五代的興替與政權的特色 至

單元二第二章第二節 明初君主集權

課本P.2-76

作業P.2-31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1.1,2.1,3.1-3.4

地圖閱讀技能︰

慣用符號、格網系統(4位和6位)、比例尺、方向、誇大率、坡度、

地勢、距離

帶間尺、計數機、量

角器



科目 範圍 備註

中文 卷一  閱讀	甲部

擷取兩篇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乙部

考核指定「講讀」課文與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節錄﹞

「講讀」課文﹝單元一至單元三﹞︰〈爸爸的花兒落了〉、〈愛蓮說〉、〈最苦與最樂〉

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節錄﹞︰〈魚我所欲也〉﹝節錄﹞、〈六國論〉﹝節錄﹞

卷二  寫作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作，並提供選擇文類包括記敘、描寫、說理，

字數視題目要求而定

卷三  聆聽、實用寫作及語文基礎	甲部﹝聆聽﹞

試卷設一段錄音，全部試題考生均須作答。

乙部﹝實用文寫作﹞

實用文寫作 ︰通告、啟事、書信、報告

試卷提供若干閱讀材料，供考生完成寫作任務

丙部﹝語文基礎﹞

語文基礎知識 ︰複句、標點符號運用、修辭、文言基礎知識

卷四 說話 考核學生的說話能力，包括組織說話內容、表達意見、回應別人的意見、提出見解

等

考核將以小組討論形式舉行

English (Paper 1) A. 2 Reading passages (30%)

Reading skills

 i. Scanning

 ii. Identify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iii. Skimming

 iv. Identifying main ideas

 v.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and expressions

vi. Making inference

  vii.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by identifying a range of cohesive devices

B.   Vocabulary:

  i.   Spark Unit 4

  ii.  V Power Unit 3 & 12

C.   Grammar (50%)

1.    Tenses

 i.    Simple Present tense

 ii.   Simple Continuous tense

iii.   Present Perfect tense

iv.   Simple Past tense

 v.   Future tense (will + is going to)

      (Dev 3A U1-U3)

2.  Gerunds + to-infinitives (Dev 3A U7)

   i. Gerunds + to-infinitives

 ii.  Gerunds + to-infinitives

(Forget, Regret, Remember, Stop, Try) (Sparks3A p.32)

3.  Conditional type 2 (Spark 3A p.11, Dev 3A U5)

4.  Reported Speech

 i.  Command (Dev 3A U15)
English (Paper 2) 1. Blank filling/error correction (20%)

2.Sentence making (20%)

3. Writing a letter of advice (60%)

English (Paper 3) Part A

Listening components:

Listening for percentage

Listening for numbers

Listening for dates

Listening for name

Other listening components covered in Spark Listening Book Unit 1-3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Basic skills on data file mani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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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per 4) Preparation: 3 minute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00%)

數學 2B冊：第十一章

3A冊：第一至五章

可使用考評局核准計算機應考

科學 第12課 - 健康的身體 (12.1 - 12.5)

第13課 - 從原子到材料 (13.1 - 13.2)

不包括沒有教授的內容

可帶備計算機

中國歷史 單元一第一章 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

單元一第二章 國共合作與分裂

課本P. 4-68

作業P. 2-24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1,2,4)

地圖閱讀技能︰

慣用符號、格網系統(4位和6位)、比例尺、天氣圖、氣候圖

帶間尺、計數機



科目 範圍 備註

中文 卷一

閱讀能力        甲部

指定文言文經典學材三篇︰「論仁、論孝、論君子」、

〈魚我所欲也〉、〈岳陽樓記〉

乙部

擷取若干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卷二

寫作能力        甲部

實用文寫作 ︰書信、評論

乙部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作，並提供選擇

English (Paper 1) Part A Compulsory (50%)

Target basic question types:

1.	Factual questions

2.	True/False/Not Given

3.	Matching response questions

4.	Thematic questions

5.	Cloze

6.	Reference questions

7.	Making Inference questions

8.	Lexical questions

Other advanced question types are also included.

Part B (50%)

All basic and advanced DSE question types are included.

English (Paper 2) Part A Compulsory (40%)

Part B Choose 1 out of 2 questions (60%)

English (Paper 3) Part A Compulsory (50%)

Listening tasks

Part B Compulsory (50%)

Integrated tasks

English (Paper 4)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數學 第一至五章及甲一題型：指數定律、因式分解、主項變換 可使用考評局核准計算機應考

數學(單元一) 第一至五章 可使用考評局核准計算機應考

公民與社會發展 課題1 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頁4-98)

中國歷史 秦漢的統治政策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北朝漢化政策

南朝士族與寒門政治

隋唐治世：開皇之治

隋唐治世：貞觀之治

地理 地圖閱讀技能

第一部份 《機會與風險》單元1.1-1.6

第二部份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單元2.1-2.2

帶間尺、計數機、量角器

經濟 Bk1全冊 需攜帶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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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財(會計)(商業) 金錢的時間值、消費者信貸、個人理財策劃及投資、

股票交易及投資、香港的營商環境、企業擁有權的類型、

商業道德及社會責任

需攜帶計算機

物理 第一冊：Ch.1-Ch.5.1；第二冊：Ch.1-Ch.2

化學 Bk 1A 至 Bk 1C Ch 1-10 帶計算機

生物 Bk 1A全冊 Bk 1B ch 6-8 需攜帶計算機，繪畫用文具

視覺藝術 視覺元素的運用、媒介的掌握、技巧、視覺效果及傳情達意 自備用具

資訊及通訊科技 Python, A1-5

體育(DSE) 單元二 人體

單元四 體適能及營養

帶計算機

旅遊與款待 BK 1 單元一 1-7課 P.4-P.115 帶計算機



科目 範圍 備註

中文 卷一

閱讀能力    甲部

指定文言文經典學材七篇︰「詞三首」、〈師說〉、「論仁、論孝、論君子」、

〈岳陽樓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出師表〉、「詩三首」

乙部

擷取若干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卷二

寫作能力    甲部

實用文寫作 ︰書信、評論、專題文章、演講辭

乙部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作，並提供選擇

English (Paper 1) Part A Compulsory (50%)

Target question types:

1.	Factual questions

2.	True/False/Not Given

3.	Matching response questions

4.	Thematic questions

5.	Cloze

6.	Reference questions

7.	Making Inference questions

8.	Lexical questions

Other advanced question types are also included.

Part B Choose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50%)

All basic and advanced DSE question types are included.

B1 (Easier section)

B2 (More difficult section)

English (Paper 2) Part A Compulsory (40%)

-	Information leaflet

Part B Choose 1 out of 2 questions (60%)

-	Letter to the editor

-	Proposal to the Principal

English (Paper 3) Part A Compulsory (50%)

Listening tasks

Part B Choose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50%)

Integrated tasks

B1 (Easier section)

B2 (More difficult section)

English (Paper 4)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數學 第十一至十五章及甲一題型：指數定律、因式分解、主項變換、百分法、

聯立方程、估算及極坐標

可使用考評局核准之計算機應

考

數學(單元二) 第五至十章 可使用考評局核准之計算機應

考公民與社會發展 課題一：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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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乙部課程

單元三

　　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

甲部課程

單元一

　　周代封建

　　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單元二

　　秦漢的統治政策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地理 地圖閱讀技能

第三部份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單元3.1-3.3

第四部份 《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城市》單元4.1-4.7

帶間尺、計數機、量角器

經濟 Bk2單元11-12, Bk3全冊

企財(會計) 財務會計1-5, 14-16 帶計算機

企財(商業) 市場營銷管理

物理 第二冊：ＣＨ９－１０；第３Ａ冊：全冊；第３Ｂ冊：ＣＨ１－５

化學 課本3B冊 : 第28-35課 帶計算機

生物 Bk E1 ch4，Bk 2B ch18，Bk 2C ch 20，Bk E2 ch1 需攜帶計算機，繪畫用文具

視覺藝術 視覺元素的運用、媒介的掌握、技巧、視覺效果

 及傳情達意

自備用具

資訊及通訊科技 11-20章

體育(DSE) 單元二 人體

單元四 體適能及營養

單元六 運動創傷

單元八 體育對社會的影響

單元九 體育運動管理

帶計算機

旅遊與款待 BK 2+ 單元四 14-23課 P.4-P.141  帶計算機



科目 範圍 備註

中文 卷一  閱讀能力        甲部

指定文言文經典學材十二篇

乙部

擷取若干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卷二

寫作能力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作，並提供選擇

卷三

聆聽及

綜合能力考核        甲部  聆聽      粵語錄音約二十分鐘

乙部  寫作任務  實用文文類   ‧書信  ‧演講辭  ‧專題文章

English (Paper

1)

Part A Compulsory (50%)

Part B Choose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50%)

B1 (Easier section)

B2 (More difficult section)

English (Paper

2)

Part A Compulsory (40%)

Part B Choose 1 out of 8 questions (60%)

English (Paper

3)

Part A Compulsory (50%)

Listening tasks

Part B Choose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50%)

Integrated tasks

B1 (Easier section)

B2 (More difficult section)

English (Paper

4)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數學 HKDSE完整課程

通識 HKDSE完整課程 (單元一至單元六)

中國歷史 甲部課程及乙部課程

選修單元：制度與政治演變

地理 HKDSE完整課程 帶間尺、計數機、量角器

經濟 Bk1 - 4全冊

企財(會計) HKDSE完整課程 需帶計算機

企財(商業) HKDSE完整課程 需帶計算機

物理 HKDSE完整課程

化學 HKDSE完整課程 需帶計算機

生物 HKDSE完整課程 需攜帶計算機，繪畫用文具

資訊及通訊科

技

HKDSE完整課程

體育(DSE) HKDSE完整課程 帶計算機

旅遊與款待 HKDSE完整課程 需帶計算機

科技與生活 HKDSE完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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