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階段性評估

所需時間

(分鐘)

English Language

    G.E. & Reading 60
Grammar: past tense, preposition of time, quantifiers,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adjectives ending in -ed and -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mposition 60 Section A: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Section B: A reply email (120-150 words)

    Listening 50 Short listening task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60 中一上冊：單元三、單元四；中一下冊：單元六

    卷二(寫作能力) 60 記敍文﹑描寫文

    卷三(聆聽能力) 約30 中一上冊：單元三、單元四；中一下冊：單元六

數學 90 第五、六、七、八、九及十課

綜合科學 60 第 2 課  水、第 3 課 觀察生物 及 第 4 課  細胞、人類生殖與遺傳

地理 60 善用城市空間(1.1-1.4，1.6-1.7)及地圖閱讀技能

中國歷史 60 單元二第 2 章至單元三第 2 章

生活與社會 60 單元 13 資源與經濟活動：香港的經濟表現

普通話

      卷一(聆聽譯寫) 30 第一至第四課

考試範圍

中一級

科目



階段性評估

所需時間

(分鐘)

English Language

    G.E. & Reading 60

Tenses, Using adjs to report feelings and opinions, relative pronouns, defining and non-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nouns with or without articles, vocabulary items from Units 4 and

5,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passages)

    Composition 60 Part A: Sentence writing Part B: Replying a personal email in 150 words

    Listening 60 Part A: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B: Data File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60 單元四、六、七、文言知識

    卷二(寫作能力) 60 單元四、六、七

    卷三(聆聽能力) 約30 單元四、六、七

數學 90 第 5 、6、7、8、9、10 及 11 課

綜合科學 60 第 8、9 及 10.2課

地理 60 單元一《善用城市空間》、地圖閱讀技能

中國歷史 60 單元二第1章1.1至單元三第一章1.1

生活與社會 60 單元 16 ：中國政府在經濟的角色 及 單元 25 ： 中國政制 1.1.1至1.13

普通話

      卷一(聆聽譯寫) 30 第一至第五課

考試範圍

中二級

科目



階段性評估

所需時間

(分鐘)

English Language

    G.E. & Reading 60

All learnt tenses, type 3 conditional sentence, although/though, despite/in spite of, would rather…

(than) and prefer… (to…),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verbs, passive voice, gerund and

infinitive, vocabular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mposition 60 Writing an article (180 words)
    Listening 60 Part A: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B: Data File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60 單元一、單元四、單元六、文言知識

    卷二(寫作能力) 60 單元一、單元四、單元六

    卷三(聆聽能力) 約30 單元一、單元四、單元六

數學 90 第 4、5、6、7、8(8.1 - 8.3)、 9及10課

綜合科學 60 3B書(第13課)、3C書(14.1及14.2)

地理 60 與自然災害共處及地圖閱讀技能

中國歷史 60 第 2 章第 3 節至第 4 章第 2 節

生活與社會 60 單元 17 中國經濟：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

普通話

      卷一(聆聽譯寫) 30 第一至第四課

考試範圍

中三級

科目



階段性評估

所需時間

(分鐘)

English Language
      Reading 90 Part A: reading Comprehesion; Part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Writing 90 Part A: Writing an email (120-150 words); Part B: Writing a short story(250 words)

      Listening 90 Part A: Four listening short tasks ; Part B : Two integrated tasks with Data File 

      Speaking 120 whole form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The Yellow Face (10-minute preparation & 3-minute presentation)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75 依照文憑試（甲部：指定文言篇章、乙部：白話文、文言文的閱讀理解）

      卷二(寫作能力) 90 記敍文﹑描寫文﹑議論文

數學

      卷一 120 第 4、5、6、7、8 章

      卷二 60 第 4、5、6、7、8 章

      單元一 90 P.1 - P.4.20
公民及社會發展 60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及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化學 120 金屬、反應質量、酸和鹼 及 鹽和中和作用

BAFS 120 財務會計一 (第一課至第七課)

物理 120 第3B冊

經濟

      卷一 40 第 7 至 12 章

      卷二 80 第 7至 12 章

中國歷史 135 西周分封至清初君主集權

視覺藝術

      卷二 240 素描、色彩、西洋書法、西洋繪畫評賞p.12-34及已派筆記及功課

生物 120 CH6-CH12

資訊及通訊科技 120 選修部分 C1, C2  及 試算表

地理 90 單元六《消失的綠色樹冠》、單元七《氣候變化》及地圖閱讀技巧

考試範圍

中四級

科目



階段性評估

所需時間

(分鐘)

English Language
      Reading 90 Part A: 1 reading passage; Part B: 2 reading passages

      Writing 120 Part A: Short writing task (200 words); Part B: Choose one out of two questions (300-350 words)

      Listening 125 Part A:  4 Listening short tasks ; Part B :3 Integrated tasks with Date File 

      Speaking 120 whole form Group discussion on obesity (10-minute preparation & 8-minute discussion)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90

依照文憑試（甲部：指定文言篇章：《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岳陽樓》、《師

說》、《出師表》、三詩三詞、《六國論》、《始得西山宴遊記》、《論仁、論孝、論

君子》、乙部：白話文、文言文的閱讀理解）

      卷二(寫作能力) 90 依照文憑試題型三選一

      卷三(聆聽能力及綜合能力) 約100 演講詞、書信 (實用文)

數學

      卷一 135 第 12、13、15、16、17、19章

      卷二 75 第 12、13、15、16、17、19章

      單元一 120 第1章至第9章

通識

      卷一 120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卷二 75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化學 150 電解、化石燃料、碳化合物的化學1-3

BAFS 150 成本會計 (19、20課)、財務會計二 (10~18課)、財務會計一 (3、5、9課)

物理 150 第4冊

經濟

      卷一 50  第  20 至  25  章

      卷二 100  第  20  至  25  章

中國歷史 135 西周分封至文化大革命

視覺藝術

      卷二 240 中國當代藝術家、普普藝術、包裝設計及已派筆記及功課

生物 150 第19章至第26章

資訊及通訊科技 120 選修部分 C1 & C2，必修部分 1, 2，基本程序編寫概念

地理 120 動態的地球、工業區位的轉變及地圖閱讀技能

考試範圍

中五級

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