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南昌街三OO號

300,Nam Cheong Street

Tel:27792986

Fax:27881677

http://www.twghcmts.edu.hk

東 華 三 院 張 明 添 中 學
TUNG WAH GROUP OF HOSPlTALS

CHANG MlNG THlEN COLLEGE

通告 202103301

各位家長：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週事宜

本校將於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5 日舉行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測驗。現附上測驗週

時間表【附件 1】﹑測驗週學生須知【附件 2】及測驗範圍【附件 3】，敬請各位家長督促子

女努力溫習。

敬希各位家長垂注，並請於 4 月 3 日或之前簽覆通告。

祝

生活愉快！

校長

謹啟

2021 年 3 月 30 日



九龍南昌街三OO號

300,Nam Cheong Street

Tel:27792986

Fax:27881677

http://www.twghcmts.edu.hk

東 華 三 院 張 明 添 中 學
TUNG WAH GROUP OF HOSPlTALS

CHANG MlNG THlEN COLLEGE

通告 202103301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週事宜

回 條

本人收到 3 月 30 日通知，已悉 貴校有關下學期測驗的安排。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日期：

學生姓名： 學生班別： 班號：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下學期測驗週 (2020-2021)

測驗時間表

中一級

時間

日期

節

12/4
(星期一)

13/4
(星期二)

14/4
(星期三)

15/4
(星期四)

*1:15

1:30 - 2:10
第一節

數學 英文 科學 中史

2:10- 2:30 小息

*2:30

2:35- 3:15
第二節

中文 普通話 地理

中二級

時間

日期

節

12/4
(星期一)

13/4
(星期二)

14/4
(星期三)

15/4
(星期四)

*1:15

1:30 - 2:10
第一節

英文 數學 科學 普通話

2:10- 2:30 小息

*2:30

2:35- 3:15
第二節

中文 地理 中史

注意 :

1. 所有測驗均在 各班所屬課室 進行。

2. 有關存放手提電話的安排，中一至中三同學須聽從第一節監考老師的指示把手提電話存放入儲

物櫃內，直至放學方可取回。

3.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課室預備測驗。

附件 1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下學期測驗週 (2020-2021)

測驗時間表

中三級

時間

日期

節

12/4
(星期一)

13/4
(星期二)

14/4
(星期三)

15/4
(星期四)

上午 *8:00

8:15-8:55
第一節

數學 英文 中史 生物

8:55-9:15 小息

*9:15

9:20-10:00
第二節

中文 地理 化學 物理

10:00 –10:20 小息

*10:20

10:25–11:05
第三節

生活、歷史

與社會

注意 :

1， 所有測驗均在 各班所屬課室 進行。

2． 有關存放手提電話的安排，中一至中三同學須聽從第一節監考老師的指示把手提電話存放入儲

物櫃內，直至放學方可取回。

3.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課室預備測驗。

twp
文字方塊
  附件1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下學期測驗週 (2020-2021)

測驗時間表

中四級

時間

日期

節

12/4
(星期一)

13/4
(星期二)

14/4
(星期三)

15/4
(星期四)

*8:00

8:15-9:15
第一節

中文 數學必修部份# 英文 通識

F.4A-地點:C307 室

F.4BC 英文一組

地點:C306室

F.4BC 英文二組

地點:T303室

F.4BC 中文組-

地點:C305室

F.4D-地點:C304 室

9:15-9:35 小息

第二節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一組-地點:C306室)

(二組-地點:C305室)

經濟 數學延伸

部份

單元二

化學

(地點:C306室)

*9:35 (中文組-地點:C306

室)

(英文組-地點:C305

室)

(地點:C306 室)

9:40-10:40 中史

(地點:C305 室)

設計與應用科技

(地點:C307室)

10:40-11:00 小息

第三節

生物 地理

(地點:C306 室)*11:00 (地點:C306室)

11:05-12:05 物理

(地點:C305室)

視覺藝術

(地點:美術室)

注意:

1. 所有測驗均在 各班所屬課室 進行，中四級數學科及選修科的同學須 按組別 前往不同的課室進

行測驗。

2. #有關存放手提電話的安排，應考中四級數學科的同學需 按組別 前往第一節應考的課室就坐，

當得到第一節監考老師的指示，同學方可前往 各班所屬課室 的儲物櫃存放手提電話。

3.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課室預備測驗。

twp
文字方塊
  附件1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下學期測驗週 (2020-2021)

測驗時間表

中五級

時間

日期

節

12/4
(星期一)

13/4
(星期二)

14/4
(星期三)

15/4
(星期四)

*8:00

8:15-9:15
第一節

英文 數學必修部份# 通識 中文

F.5A-地點:C303室

F.5BC 英文組-

地點:C302室

F.5BC 中文組-

地點:C301室

F.5D-地點:C406室

9:15-9:35 小息

第二節

化學 企業、會計與財

務

概論

(一組-地點:C302室)

(二組-地點:C301室)

經濟

中文組-地點:C302

英文組-地點:C301

地理

*9:35 (地點:C302室) (地點:C302室)

9:40-10:40
設計與應用科技

(地點:C303室)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地點:C302室)

10:40-11:00 小息

第三節

中史 生物

*11:00

(一組及二組-

地點:C302室) (地點:C302室)

11:05-12:05 物理

(地點:C302室)

視覺藝術

(地點:美術室)

注意 :

1. 所有測驗均在 各班所屬課室 進行，中五級數學科及選修科的同學須 按組別 前往不同的課室進行

測驗。

2. #有關存放手提電話的安排，應考中五級數學科的同學需 按組別 前往第一節應考的課室就坐，當

得到第一節監考老師的指示，同學方可前往 各班所屬課室 的儲物櫃存放手提電話。

3.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課室預備測驗。

twp
文字方塊
  附件1



測驗週學生須知

（甲）一般事項

1. 在進入學校之前，學生必需將手提電話關掉。測驗開始前，課室監考老師會指示同學把電話存

放入儲物櫃，學生須遵循監考老師的指示，迅速將已關掉的手提話存放入儲物櫃內。切記，同

學只能在當天所有測驗完結時才可由儲物櫃取回手提電話，取回後請馬上離開學校，切勿在校

園內開啟或使用手提電話。在禮堂進行的測驗，禮堂監考老師會指示同學把已關掉的手提話放

置在座椅下面，並讓監考老師清楚看見。同學必須確保電話已關掉，包括其響閙功能。如有需

要，可考慮將電話的電池取出，以確保電話不會因預設的響閙功能而發出聲響。在小息期間，

禮堂考生切勿在校內使用或展示手提電話，同學必須確保電話已關掉，直至當天所有的測驗完

結並離開校園為止。

2. 把所有書本、習作簿、筆記和紙張等放入書包內，並把書包放在椅子下，不可把任何紙張放在

抽屜中。

3. 測驗進行期間，所有學生不得借用同學之文具。

4. 測驗進行期間，所有學生不得提早離開試場。

5. 測驗完結時，學生要確保已呈交所有答卷，任何帶離試場的答卷將不予評分。

6. 測驗完結後，學生不得在試場或走廊逗留；直至預備鐘聲響起，學生方可返回試場。

7. 學生必須完成當天所有測驗，方可離開學校。學生在空閒時間應留在圖書館或自修室溫習。

8. 如學生缺席測驗，不能在復課當天呈交註冊醫生簽署的病假證明文件及家長信，其缺席應考的

科目將不予評分，而經學校批准的缺席科目將按照該生的平常表現給予評分。

9. 如因天氣關係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測驗的科目將作特別安排，稍後另行通知；而其他科目則

按測驗時間表編排的日期進行。

（乙）違規事項

1. 學生進入試場後必須遵從老師的指示，所有違規事件會交訓導老師處理。學生如違反規則，將

按照不同情況被處分，最高罰則可被扣除該試卷總分的百分之十。違反規則包括：

 學生不服從老師的指示。

 學生東張西望，與同學嬉笑；發出聲響，騷擾他人。

 老師未宣佈開始作答前，學生已經開始書寫；老師宣佈停筆後，學生仍然繼續書寫，違反停筆

指示。

 測驗開始後，發現學生帶有任何可用以作弊的物品，包括：課本、筆記或紙張等。

 學生攜帶違規物品，包括：具文字顯示功能的手錶、平板電腦、i-Pod、MP3 機、電子字典、

電子手帳(PDA)或其他可儲存或顯示文字、圖像或視音頻資料的電子儀器等。

 中四級至中六級的學生沒有使用 “H.K.E.A.” 或“H.K.E.A.A. Approved” 標籤的計算機。

 其他違反規則的行為。

2. 如學生攜帶手提電話發出聲響，學生將被扣除該測驗卷總分的百分之十，並交訓導老師作進一

步紀律處分。

3. 如學生作弊，其相關科目的分數可能以零分計算，並交訓導老師作進一步紀律處分。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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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下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一級

科 目 範 圍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單元五及單元六《風雪中的北平》、《海濱仲夏夜》、《曾子

殺豬》、《賣油翁》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語文知識

中國歷史  「楚漢相爭」至「兩漢通西域與中外文化交流」

 課本：p.82 – 110

 作業：P.24 – 40 (已完成部分)

 筆記：(上冊)P.20 – 29

英國語文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The test includes three parts: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a) Textbook Unit 4
(b) Vocab Booster
3. Grammar:
(a) Adverbs of Manner
(b) Prepositions of Time
(c)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is, that, these & those)
(d) Adjectives Ending in –ed & -ing
(e)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 Simple Past Tense)
(f) Irregular Verbs 1-3

地理 Module 8 Oceans in trouble

Module 4 The trouble with water

Book 8 p.1 – p.37

Book 4 p.19

數學 1A 冊

1B 冊

第六章：多項式的運算

第八章：與直線和三角形相關的角

第九章：面積和體積(一)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1A

Book 1B

Ch.6：Manipulations of Polynomials

Ch.8：Angles Related to Straight Lines and Triangles

Ch.9：Areas and Volumes (I)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普通話 範圍 - 第五課及第六課 (課本、作業及工作紙)

形式 - 甲部：聆聽判斷及理解

乙部：辨認及拼寫

科學 Chapter 5：5.1 - 5.2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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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下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二級

科 目 範 圍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單元五及單元六《風箏》、《有些人》、《愛蓮說》、《母雞》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語文知識

中國歷史  「宋之統一及中央集權」至「北宋的變法與黨爭」

 課本：p.78 - 96

 作業：p.30 - 42(已完成部分)

英國語文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The test includes three parts: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a) Aristo First - Unit 3 Tales of the Dark
3. Grammar :
(a) 3 Types of Reported Speech:
 Statement (previous knowledge)
 Questions (newly taught)
 Orders and Requests (newly taught)
(b) Other Grammar Items (Tenses, Prepositions,

Pronouns, etc.) (previous knowledge)

地理 Module 10 Taming the sand Book 10 p.1 – p.18

數學 2A 冊

2B 冊

第六章：續數據的處理

第七章：率及比

第八章：三角形及多邊形的角

第十二章：面積和體積(二)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2A

Book 2B

Ch.6：More about Data Handling

Ch.7：Rate and Ratio

Ch.8：Angles and Sides of a Triangle

Ch.12：Area and Volume (II)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普通話 範圍 - 第五課至第六課 (課本、作業及工作紙)

形式 - 甲部：聆聽判斷及理解

乙部：辨認及拼寫

科學 Chapter 9：9.1 – 9.5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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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下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三級

科 目 範 圍

生物 Ch. 5 Food and humans (Worksheet and Exercise)

化學  Names and formula of Ionic compounds

 Calculations

 Chemical Equations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單元四及單元五《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聲聲慢‧

秋情》、《論語八則》、《論四端》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語文知識

中國歷史  「維新運動」至「二次革命」

 課本：(3 上) p.80-132

 作業：(3 上) p31 – 47(已完成部分)

英國語文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The test includes three parts: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a) Teen Problems Part 1
3. Grammar:
(a) Adjectives Patterns
(b) Participles Used as Adjectives
(c) Conditional Sentences

地理 Module 11 Changing climate,

changing environments

Book 11 p.1 – p.40

生活、歷史與

社會
課本：基礎個人理財 第一章 金錢的時間值

數學 3A 冊

3B 冊

第三章：百分法(二)

第五章：集中趨勢的量度及數據的不同統計值

第八章：續立體圖形

第十二章：概率的簡單概念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3A

Book 3B

Ch.3：Percentages (II)

Ch.5：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and Other Statistical

Values

Ch.8：More about 3-D Figures

Ch.12：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NSS Physics at Work 1 Heat and Gases, P1-38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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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下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四級

科 目 範 圍

生物 Ch. 11-12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課本：會計導論 第一章至第五章

化學  Book 1B (All units)
 Book 1C (All units)
 Book 2A (Unit 14 and 15 only)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唐詩三首》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

中國歷史  「漢武帝統治政策」至「北朝的胡漢融和」

 課本：4 上：p.114- 215

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

甲、設計題 (40%)

設計考慮、立體圖、接合方法、材料選擇、生產與品質監控

乙、科技知識 (50%)

結構與機械效益、氣動學、Onshape 技巧、

丙、繪圖 (10%)

投影圖

經濟 中文組 -- 單元 6 至 8

English Group -- Unit 6 to 8

英國語文 Paper 1 – Reading
1 hour

2 Reading texts with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similar
to HKDSE Paper 1, Reading Paper

地理 Map skills
Module 7 Global warming
Module 6 Disappearing green canopy

Geographical skills p.1 – p.39
Book 7 p.1 –p.113
Book 6 p.1-p.54

通識 單元主題

1. 公共衛生

 大規模疾病與公共衛生

 疾病認知和健康觀念

 近年的健康及公共衛生議題

 醫療科技的發展與爭議

題型框架

1. 數據分析及比較

2. 原因及影響

3. 詮釋漫畫或相片 / 運用資料詮釋漫畫

4. 表達立場(同意及不同意)

5. 建議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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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下學期測驗範圍

科 目 範 圍

數學 4B 冊
第七章：指數函數

第八章：對數函數

第十章：圓的基本性質

第十一章：續圓的基本性質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4B Ch.7：Exponential Functions

Ch.8：Logarithmic Functions

Ch.10：Basic Properties of Circles

Ch.11：More about Basic Properties of Circles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Chapter 3 : More about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Chapter 4 (4.1 – 4.3) : Limit and the Number e
Chapter 5 (5.1 – 5.4) : Differentiation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Active Physics Book 2 Chapter 5-9

視覺藝術 藝術創作（1 小時）。

考生需使用乾性媒材，在 A3 畫紙

上創作一幅作品

構圖、人物/動物的造型、透視、比

例；使用乾性媒材(素描筆、木顏

色、簽名筆、粉彩等)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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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五級

科 目 範 圍

生物 Ch. 19-24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課本： 財務管理 第一章至第四章

化學  Book 2A (All units)
 Book 2B (All units)
 Book 2C (All units)
 Book 3A (All units)
 Book 3B (Unit 29 and 30 only)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章》、《逍遙遊》、

《勸學》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

中國歷史  「列強入侵」

 課本：4 下：p.136 - 241

設計與科技科 甲部 50%

模擬 DSE 卷一，其中將涉及大量外型設計、機械設計及繪圖技巧的應

用。

乙部 50%

模擬 DSE 試卷二丙設計實踐及材料處理 ，其中將涉及大量物料運用及

工具的應用。

經濟 中文組 -- 單元 13 至 14

English Group -- Unit 13 to 14

英國語文 Paper 1 – Reading
1 hour

2 Reading texts with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similar to HKDSE Paper 1, Reading Paper

地理 Map skills
Module 2 Managing river and coastal
environments
Module 5 Combating famine

Geographical skills p.1 – p.39
Book 2 p.1 – p.128
Book 5 p.22 –p.65

通識 單元主題

1. 今日香港

2. 現代中國

題型框架

1. 分析及比較

2. 原因及影響

3. 詮釋漫畫或相片 / 運用資料詮釋漫畫

4. 同意及不同意

5. 建議/比較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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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範 圍

數學 4A 冊

5A 冊

5B 冊

第二章：直線的方程

第四章：排列與組合

第五章：續概率

第九章：解三角形

第十章：三角學的應用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4A
Book 5A

Book 5B

Ch.2：Equations of Straight Lines

Ch.4：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Ch.5：More about Probability

Ch.9：Solving Triangles

Ch.10：Applications in Trigonometry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Chapter 7: Indefinite Integration
Chapter 8: Definite Integration
Chapter 9: Applications of Definite Integration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Active Physics Book 4 Chapter 20-23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及創作（1 小時）。

考生需使用乾性媒材或濕性媒

材，在 A3 畫紙上創作一幅作品

色彩、構圖、人物/動物/靜物/風景、

空間、表現氣氛；

使用乾性媒材(素描筆、木顏色、簽

名筆、粉彩等)技法或水彩、塑膠彩。

考生需帶備圖檔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