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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202110212

各位家長：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週事宜

本校將於 11 月 1 日至 11 月 4 舉行上學期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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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期間，

早會照常進行，而收家課節則取消。

以上各點敬希各位家長垂注，並請於 10 月 24 日或之前簽覆通告。

順祝

生活愉快！

校長

謹啟

2021 年 10 月 21 日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上學期測驗週 (2021-2022)

測驗時間表

中一級

時間

日期

節
1/11 (星期一) 2/11 (星期二) 3/11 (星期三) 4/11 (星期四)

8:00-8:15 早會

*8:15
8:20-9:00

第一節
英文 數學 中文 科學

9:00-9:30 小息

*9:30
9:35-10:15

第二節
中史 普通話 地理

中二級

時間

日期

節
1/11 (星期一) 2/11 (星期二) 3/11 (星期三) 4/11 (星期四)

8:00-8:15 早會

*8:15
8:20-9:00

第一節
數學 中文 英文 科學

9:00-9:30 小息

*9:30
9:35-10:15

第二節
普通話 中史 地理

中三級

時間

日期

節
1/11 (星期一) 2/11 (星期二) 3/11 (星期三) 4/11 (星期四)

8:00-8:15 早會

*8:15
8:20-9:00

第一節
中文 英文 數學 地理

9:00-9:30 小息

*9:30
9:35-10:15

第二節
生物 中史 化學

10:15-10:45 小息

*10:45
10:50-11:30

第三節 生活、歷史與社會 物理

注意 :

1 . 所有測驗均在 各班所屬課室 進行。

2. 中一至中三同學須在早會前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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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

時間

日期

節
1/11 (星期一) 2/11 (星期二) 3/11 (星期三) 4/11 (星期四)

8:00-8:15 早會

*8:15

8:20-9:20
第一節

公社 數學必修部份# 中文 英文

F.4A-地點:C307 室

F.4BC 英文 I 組-地點:C306 室

F.4BC 英文 II 組-地點:T303 室

F.4BC 中文組-地點:C305 室

F.4D-地點:C304 室

9:2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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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組-地點:C306 室)

(英文組-地點:C305 室)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化學

(地點:C306 室)

*9:50 (地點:C306 室)

9:55-10:55 旅遊與款待

(地點:C305 室)

設計與應用科技

(地點:C307 室)

------------------------

中史

(地點:C305 室)

10:55-11:25 小息

第三節

生物 視覺藝術

(地點:美術室)

地理

(地點:C306 室)*11:25 (地點:C306 室)

11:30-12:30 物理

(地點:C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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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同學須在早會前將手提電話存放入儲物櫃內，直至放學方可取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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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課室預備測驗。

附件 1



中五級

時間

日期

節
1/11 (星期一) 2/11 (星期二) 3/11 (星期三) 4/11 (星期四)

8:00-8:15 早會

*8:15

8:20-9:20
第一節

通識 數學必修部份# 中文 英文

F.5A-地點:C303 室

F.5BC 英文 I 組-地點:C302 室

F.5BC 英文 II 組-地點:T304 室

F.5BC 中文組-地點:C301 室

F.5D-地點:C406 室

9:20-9:50 小息

第二節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一組-地點:C302 室)

(二組-地點:C301 室)

經濟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化學

(地點:C302 室)

*9:50 (中文組-地點:C302 室)

(英文組-地點:C301 室)

(地點:C302 室)

9:55-10:55 中史

(地點:C303 室)

設計與應用科技

(地點:C301 室)

10:55-11:25 小息

第三節

生物 地理

(地點:C301 室)*11:25 (地點:C302 室)

11:30-12:30 物理

(地點:C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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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同學須在早會前將手提電話存放入儲物櫃內，直至放學方可取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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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課室預備測驗。

附件 1



中六級

時間

日期

節
1/11 (星期一) 2/11 (星期二) 3/11 (星期三) 4/11 (星期四)

8:00-8:15 早會

*8:15

8:20-9:20
第一節

英文 數學必修部份 中文 通識

9:20-9:50 小息

第二節

化學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經濟 地理

*9:50

9:55-10:55
設計與應用科技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10:55-11:25 小息

第三節

中史 生物

*11:25

11:30-12:30 物理

視覺藝術

注意 :

1. 所有測驗均在 禮堂 進行。

2. 中六級的同學進入校門後可直接上禮堂，並按已編排的座位就座。

3. 進入禮堂後，請保持安靜，期間切勿使用或展示手提電話。待禮堂監考老師抵達，監考老師會宣

佈，同學需按照老師的指示，把已關掉的手提電話放置在椅子下方，並讓監考老師清楚看見。

4.同學在小息期間，請不要開啟巳關掉的手提電話。

5. * 表示預備鐘聲響起，請同學立刻返回禮堂預備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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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的同學，在進入課室前，先將已關掉

的手提電話存放入儲物櫃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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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堂進行的測驗的中六同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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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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一級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單元一及單元二《楊修之死》、《岳飛之少年時代》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語文知識

中國歷史  「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至「春秋戰國時期的兼併戰爭」

 課本：p.7 – 38

 作業：p.2 – 10、12

 筆記：p.1 – 17(至三家分晉)

英國語文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There are three parts: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a) Textbook Unit 1: Text 1 – 4 (Pg. 4, 6 & 8)
(b) Vocab Booster (pp. 2-4)
3. Grammar
(a) Parts of Speech (Notebook Chapter 1: Pg. 1-5)
(b) Articles (Grammar Book Unit 1 Part A: Pg. 1-3)
(c) Personal Pronouns (Grammar Book Unit 1 Part B: Pg. 3-5)
(d) Irregular Verbs 1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e) Simple Present Tense (Grammar Book Unit 1 Part C: Pg.

6-14)
(f) Adverbs of frequency (Grammar Book Unit 1 Part D: Pg.

15-16)

地理 Module 1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Book 1 p.1 – p.15

數學 1A 冊 第一章：基礎數學

第二章：有向數

第三章：代數簡介

第四章：一元一次方程 (只測 4.1 及 4.2)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1A Ch.1：Basic Computation

Ch.2：Directed Numbers

Ch.3：Introduction to Algebra

Ch.4：Linear Equations in One Unkonwn (4.1 及 4.2 only)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普通話 範圍 - 第一課及第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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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 1.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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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二級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單元一及單元二《種梨》、《獻你一束花》、《我的老師》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語文知識

中國歷史  「唐的建國與盛世」、「安史之亂與唐的衰亡」、「宋的統一」

 課本：(第一冊) p.203-209、215-228

 (第二冊) p.10-11(2.1)

 作業：(第一冊) p.61 – 69

 筆記：p2-4、7-10、12(2.1)

英國語文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There are three parts: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a) Textbook Unit 1
(b) Vocab Booster (p.1 - p.33)

3. Grammar
(a) Reflexive Pronouns
(b)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adjectives
(c) Making Comparisons
(d) Using too much, too little, etc
(e) 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 Future Tense
(f) Irregular Verbs 1 & 2

地理 Module 2 Scramble for energy Book 2 p.1 – p.24

數學 2A 冊 第一章：率、比及比例

第二章：相似三角形

第三章：恒等式

第四章：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只測 4.1)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2A Ch.1：Rate, Ratios and Proportions

Ch.2：Similar Triangles

Ch.3：Identites

Ch.4：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4.1 only)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普通話 範圍 -第一課及第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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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 – 7.6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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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三級

科目 範圍

生物 Textbook (Sections 12.1 and 12.2); Assignment book (Sectional exercise
12.1&12.2)

化學  Chapter 01: Hazard warning labels

 Chapter 02: Atomic Structure & Periodic Table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單元一及單元二《爸爸的花兒落了》、《閒情記趣》、

《消失了的特色街道》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語文知識

中國歷史  「滿清入關及一統中國」至「鴉片戰爭」

 課本：(3 上) p.4 – 38

 作業：(3 上) p.2 – 15 (已完成部分)

生活、歷史與社會

(經濟)
單元 1 至 2

英國語文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There are three parts: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Charity: Textbook Unit 1 & Module Activity Book

3. Grammar

Tenses (Active Voice)DS Grammar Book: Unit 1 & 2

地理 Module 5 Living with natural hazards Book 5 p.1 – p.18

數學 3A 冊 第一章：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二章：指數定律

第四章：一元一次不等式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3A Ch.1：More about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Ch.2：Laws of Indices

Ch.4：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Science for the New Century P1-31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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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四級

科目 範圍

生物 Chapter 3, 7, 8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課本：會計導論第一章至第四章

化學 Book 1B (All units)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廉頗藺相如列傳》、《文言基礎知識》筆記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文言知識

中國歷史  「周代封建」至「春秋和戰國在政治和社會兩方面的不同」

 課本：4 上：p.6 - 61

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
1 小時 設計、木材製作工具、木材製作技巧、木器

製作流程

100 分

經濟 單元 1 至 3

Unit 1 to 3

英國語文 Paper 1 –

Reading

1 hour

2 Reading texts with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similar to

HKDSE Paper 1, Reading Paper

地理 Module 7 Global warming Book 3 Chapter 7 p.1 –p.71

公社 單元主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1. 香港問題的由來和回歸歷程概略

2.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

法律依據

3.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以及

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係

題型框架

1. 選擇題

2. 填充/填表題

3. 資料回應題

數學 4A 冊 第一章：數系

第二章：直線的方程

第三章：一元二次方程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4A Ch.1：Number Systems

Ch.2：Equations of Straight Lines

Ch.3：Quadratic Equations in One Unknown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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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科目 範圍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Chapter 0: Pre-requisite Knowledge

Chapter 1: Mathematical Induction

Chapter 2: Binomial Theorem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Active Physics Book 2 Chapter 5 and Chapter 6

視覺藝術 藝術創作--人物速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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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造型、空間、比例；使

用乾性媒材(素描筆、木顏色、簽名

筆、粉彩等)技法。

旅遊與款待科 課本及補充材料

1. 旅遊業簡介

2. 旅行、旅遊與旅客

3. 主題公園的基本概念

4. 主題公園成功因素



頁 1 / 2

中五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五級

科目 範圍

生物 Chapter 15, 16, 17, 18, 19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課本：市場營銷管理第一章至第三章

化學  Book 1B (All units)

 Book 1C (All units)

 Book 2A (All units)

 Book 2B (All units)

 Book 2C (All units)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論仁、論孝、論君子》、《岳陽樓記》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

中國歷史  「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至「明代中央集權」

 課本：4 上：p.312 - 343 ；4 下：p.6 - 65

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
1 小時 設計考慮因素、使用者需要、設計因素分析、

基本機械原理、機械設計

100 分

經濟 單元 10 至 11

Unit 10 to 11

英國語文 Paper 1 – Reading

1 hour

2 Reading texts with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similar to HKDSE Paper 1, Reading Paper

地理 Module 5 Combating famine

Module 1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Book 3 Chapter 5 p.1-115

Book 1 Chapter 1 p.1-7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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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科目 範圍

通識 單元主題

1. 公共衛生

2. 個人成長

3.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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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及不同意

5. 建議/比較

6. 舉證題型

數學 5A 冊

5B 冊

第二章：一元不等式

第六章：變分

第七章：圓的方程 (只測 7.1 及 7.2)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5A

Book 5B

Ch.2：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Ch.6：Variations

Ch.7：Equations of Circles (7.1 and 7.2 only)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Chapter 6: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Physics at work Book 2 Chapter 10

Active Physics Book 3 Chapter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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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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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2021-2022 上學期測驗範圍

中六級

科目 範圍

生物 All chapters in book 1A, 1B, 2, 3, 4 and E4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課本：人力資源管理第一章至第五章

化學  Book 3B (All units)

 Book 3C (All units)

 Book 4A (All units)

 Book 4B (All units)

 Book 8 (Unit 51-53)

中國語文 溫習範圍：《出師表》、《魚我所欲也》、《登樓》、《岳陽樓記》、

《六國論》

考核形式：閱讀理解、課文問答、詞解、語譯

中國歷史  「隋唐治世」、「宋代中央集權」、「明代君主集權」

 課本：4 上 p.256-305；4 下 p.6-27、p.44-65

設計與

應用科技科
1 小時 材料應用、機械設計、立體繪圖 100 分

經濟 單元 8 至 11

Unit 8 to 11

英國語文 Paper 1 – Reading

1 hour

2 Reading texts with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similar to HKDSE Paper 1, Reading Paper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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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上學期測驗範圍

科目 範圍

地理 Module 6 Changing Industrial Location

Module 5 Combating famine

Book 3, Chapter 6, p.1-100

Book 3, Chapter 5, p.1-115

通識 單元主題

通識教育科：單元一至單元六

題型技巧

1. 描述數據/解讀圖片

2. 辨識資料/困難/挑戰/問題/現況/關注點/價值觀

3. 詮釋資料/評估方法

4. 比較/建議/表達立場

5. 分析(評估)原因/因素/影響

6. 辨析持分者衝突

7. 舉證題型

數學 第 6 冊 第一章：等差數列

第二章：等比數列

及已有的基本知識

Book 6 Ch.1：Arithmetic Sequences

Ch.2：Geometric Sequences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二)
Chapter 10: Matrices and Determinants

Chapter 11: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Chapter 12: Introduction to Vectors (Ex.12A to Ex.12C)

and previous basic knowledge

物理 NSS Physics at Work E3 : Energy and Use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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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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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