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六畢業生
科目

中國語文

通識

(一)

1/ 須綜合段落大意或篇章主旨

2/ 須小心審題

(二)

1/ 須小心審題及掌握寫作重點

2/ 須適當選材與取材

(三)

1/ 須綜合內容大意

2/ 須分清觀點與例子

(四)

1/ 須小心審題

2/ 說話內容須完整

3/ 須提供足夠論證論據

(五)

1/ 留意格式
1/ 留意時間管理，須預時間完成所有題
目
1/ 須小心審題

2/ 須強化拓展能力

3/ 須提供足夠論證論據

2/ 須小心審題

3/ 須按題目分數合理分配時間

2/ 小心選擇題目

3/ 須依照指示在指定分頁作答

2/ Read instructions carefully

3/ Should attempt both B1 & B2

(一)

(一)
(二)

英國語文

物理

地理
化學
經濟

資訊

歷史

2/ Time management needed

(四)

1/ Time management in Part B

2/ Improvement in vocabulary

(一)

1/ 須小心運算及小心運用單位

2/ 部份題目作答時必須設題

3/ 以文字作答時須注意表達技巧及
重點

(二)

1/ 必須清楚填畫答案，及將不適用的答
案擦淨

2/ 不可在答題紙上寫上其他符號(如
將題目圈上)

3/ 可在問題旁邊的空位寫步驟，以
作覆檢之用

(M2)

1/ 小心填寫作答題號

2/ 每題長題目必須開新頁

3/ 將不適用的答案刪去

(一)

1/ 須認識公開考試的模式，包括答題技
2/ 須加單位、對核心內容要掌握
巧及答題習慣。

3/ 公式運用須正確

(二)

1/ 須依指定數目作正確選擇

2/ 留意較熱門題目

3/ 小心審題

(一)

1/ 須用鉛筆作答選擇題

2/ 必須寫題號及分段∕分頁作答

3/ 必須引用地理科專有名稱及知識

(二)

1/ 小心審題，依佔分比重詳盡作答

2/ 切勿冒險作答無教授之選修單元

3/ 適當地加入圖解(不須用顏色筆)

(一)

1/ 必須掌握答題要求

2/ 須用鉛筆作答選擇題

3/ 盡力完成全部選擇題

(二)

1/ 切勿冒險作答無教授之選修單元

2/ 盡力完成全部選答題

3/ 答案須詳盡

(一)

1/ 須小心審題

2/ 多練習需要運算的題目

3/ 概念不可混淆

(二)

1/ 時間管理問題，未能完成所有題目

2/ 概念不可混淆

3/ 必須準確表達經濟概念

(一)

1/ 小心審題，作答須扣緊題旨，泛論形
3/ 適當時間分配，盡力完成所有題
2/ 論點須有論據支持，援舉史實不足
式，得分最低
目

(二)

1/ 答題時留意架構，如引言，論點、論
據、總結等部分

2/ 比較題須寫駁論

(二)

1/ 注意不應選答全部問題(應為4選2)

2/ 勿冒險選答未有教授的選修單元

(一)

1/ 須填寫流程圖資料

2/ 填寫 Excel 公式時須加上等號

(二)

1/ 勿混淆部分相似的 SQL 指令

2/ 須小心審題

(一)

1/ 必須理解資料內容，特別是有關政治
2/ 練習問題所指之歷史時間須掌握
性議題的漫畫家看法

(一)

1/ MC題必須覆卷

(一)

1/ 時間管理須適當地，盡力完成所有題
目
1/ MC題：勿大意，切忌犯下基本錯誤

(二)

1/ 勿錯誤選擇題目

(二)

1/ 選題：因乙部比重佔80%，所以選題
時要選有信心在乙部取得較佳成績的題
目

(二)

視藝

2/ Apply the appropriate format

1/ Avoid careless mistakes e.g.
numbers, names, capital letters

企會財

旅款

1/ Need improvement in open-ended
questions
1/ Pay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s/ key
words

3/ 文句須流暢

(三)

中國歷史

生物

重 點 提 示

卷號

(二)

數學

~ 應試錦囊】

3/ 史事概念必須清晰，切勿張冠李
戴，胡亂堆砌

3/ 須清晰地「描述」一些軟件運用
的步驟

3/ 留意考試範圍涉及的年代

2/ 須從比較中選出最佳答案

3/ 須小心審題

2/ 運算過程須小心

3/ 須小心審題

2/ 須小心審題，並留意重要字眼

2/ 答題：要比較而不是分述, 要多分
段, 答案不能少於3頁

重 點 提 示
(1) 如天氣惡劣時（例如：紅雨、黑雨、颱風等）必須留意考試局在電台、電視台或網頁的宣佈。
(2) 必須注意飲食及有足夠的睡眠時間。
(3) 須自備手錶，並調校正確的時間。
自備足夠及合適的書寫文具。(包括足夠數量之深黑色原子筆、鉛筆、間尺、鉛筆刨、擦膠、改
錯帶、考評局核准使用的計算機等)
書包雜物等不可隨處擺放，必須依指示放在座椅底。﹙書包拉鏈後，將已關掉的電話放在書包
(5)
面上﹚
(4)

(6) 要熟悉每科考試規則，以及選題作答的要求。
(7) 考試前勿喝過量飲料，進入試場前必須再往洗手間。
(8)

開考前，必須將手提電話(必須關掉響鬧功能)、電子手帳、MP3、有文字功能的手錶等響鬧功
能關掉。

(9) 不要在試場內飲食(例如：香口膠、糖等)，如要飲水，須舉手示意並獲監考員批准方可。
(10) 在試場內保持肅靜，開考時切不可談話、打手勢、打眼色或偷窺他人作答內容等。
(11)

依指示在答案簿上填寫班別、班號及姓名﹙正式赴考時則須將「電腦條碼」張貼在適當位置
上。(封面 + 內頁)

(12) 必須小心聆聽試場主任之宣佈及依指示立即處理。當宣佈時間已到，考生必須立即停筆。
(13) 小心審題，並時常覆檢題目，慎防離題。
(14) 字體必須要端正，太潦草將不獲評分。
(15) 小心選題作答 ~ 圈著可以作答或未答之題號，給自己明確的提示。
(16) 答題時必須有條理及組織（答題前要先寫好答案重點）。
(17)

不須順序作答，可優先選答最容易的題目；遇有一閃而過的靈感或要點，可立即劃寫在試卷空
白位置上，以便適當時運用。

(18) 善用時間 ~ 適當地分配及預設每題作答時間。
(19)

必須依指示，如每題另開新頁作答、答案不可寫出答題紙外、要寫及填寫題號（方格以 Ｘ 號
表示）。

(20) 為便於作答，同學可在試題簿上作標記、圈點、用螢光突顯重要字詞或句子等方法作提示。
(21)

保持鎮定，勿受其他考生影響。已考的試卷，不宜重覆翻閱，應向前看，為未開考的科目努力
溫修。

(22)

在正式赴考時，必須帶備個人身分證及香港文憑考試之准考證。(預先影印身份證及准考證存底
，以防遺失)

(23) 赴考前，如不熟悉試場地點，應先視察試場地點及交通安排。
(24) 正式考試時，考聆聽考試時，必須細閱「考生手冊」內有關收音機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