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下學期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19-20) 

 (2020年 4月 3日修訂版) 

 

中一  |  中二  |  中三  |  中四  |  中五 

 

級別：中一 

科目 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中文 卷一：自學閱讀練習(20%)、測驗(包括課文及課外 60%)、功課表現(20%) 

卷一：測驗(80%)、默書(20%) 

卷二：短文及命題作文最少三篇 

卷二：短文及命題作文最少四篇  

英文 Paper 1:  Quizzes (20%), ERS (10%) 

Paper 1:  Quizzes (10%), ERS (10%) 

Paper 2:  Short Tasks (10%), Long Tasks (15%) 

Paper 3:  Dictation (5%), Listening Book (15%) 

Paper 3:  Dictation (15%), Listening Book (15%) 

Paper 4:  Speaking (15%) 

Self-learning (15%):  Learning Journal, English Engine, Reading Log, Listening Journal, 

News inquiry, Project (if any) 

數學 測驗 (80%)、家課 (20%) 

測驗 (60%)、專題習作 (20%)、家課 (20%) 

中國歷史 測驗(50%)、工作紙(50%) 

生活與社會 閱報分析(50%)、習作(50%) 

測驗(30%)、閱報分析(30%)、習作(40%) 

科學 測驗及家課(100%) 

音樂 功課繳交率及評分(100%) 

樂器班(50%)、功課繳交率及評分(30%)、課堂積極性(20%) 

設計與科技 功課(100%) 

手搖發電二足步行機械(50%)、功課(30%)、測驗(20%) 

普通話 不設常分 

視覺藝術 評賞及創作(100%) 

電腦 測驗(60%)、專題習作(40%) 

地理 家課(40%)、測驗(40%)、課堂表現(20%) 

體育 課堂參與(60%)、體適能(30%)、閱讀報告/工作紙(10%) 

STEAM 進展性評估：100%用評量表/反思報告所收集的數據作基礎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下學期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19-20) 

 (2020年 4月 3日修訂版) 

 

中一  |  中二  |  中三  |  中四  |  中五 

 

級別：中二 

科目 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中文 卷一：自學閱讀練習(20%)、測驗(包括課文及課外 60%)、功課表現(20%) 

卷一：測驗(80%)、默書(20%) 

卷二：短文、綜合及命題作文最少三篇 

卷二：短文、綜合及命題作文最少四篇  

英文 Paper 1:  Quizzes (15%), ERS (10%) 

Paper 1:  Quizzes (10%), ERS (10%) 

Paper 2:  Short Tasks (10%), Long Tasks (15%) 

Paper 3:  Dictation (5%), Listening Book (15%) 

Paper 3:  Dictation (15%), Listening Book (15%) 

Paper 4:  Speaking (15% 10%) 

Self-learning (15%):  Learning Journal, English Engine, Reading Log, Listening Journal, 

News inquiry, Project (if any) 

數學 測驗 (80%)、家課 (20%) 

測驗 (60%)、專題習作 (20%)、家課 (20%) 

中國歷史 測驗(50%)、工作紙(50%) 

生活與社會 閱報分析(50%)、習作(50%) 

測驗(30%)、閱報分析(30%)、習作(40%) 

科學 測驗及家課(100%) 

測驗及家課(90%)、專題習作(10%) 

音樂 功課繳交率及評分(100%) 

樂器班(50%)、功課繳交率及評分(30%)、課堂積極性(20%) 

設計與科技 功課(100%) 

手搖發電四足步行機械(50%)、功課(30%)、測驗(20%) 

普通話 不設常分 

視覺藝術 評賞及創作(100%) 

電腦 測驗(60%)、專題習作(40%) 

地理 家課(40%)、測驗(40%)、課堂表現(20%) 

STEAM 進展性評估：100%用評量表/反思報告所收集的數據作基礎 

體育 課堂參與(60%)、體適能(30%)、閱讀報告/工作紙(10%)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下學期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19-20) 

 (2020年 4月 3日修訂版) 

 

中一  |  中二  |  中三  |  中四  |  中五 

 

級別：中三 

科目 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中文 卷一：自學閱讀練習(20%)、測驗(包括課文及課外 60%)、功課表現(20%) 

卷一：測驗(80%)、默書(20%) 

卷二：短文、綜合及命題作文最少三篇 

卷二：短文、綜合及命題作文最少四篇 

英文 Paper 1:  Quizzes (10%), ERS (10%) 

Paper 2:  Short Tasks (10%), Long Tasks (15%) 

Paper 3:  Dictation (15%), Listening Book (15%) 

Paper 4:  Speaking (10%) 

Self-learning (15%):  Learning Journal, English Engine, Reading Log, Listening Journal, 

News inquiry, Project (if any) 

數學 測驗 (80%)、家課 (20%) 

測驗 (60%)、專題習作 (20%)、家課 (20%) 

中國歷史 測驗(50%)、工作紙(50%) 

生活與社會 閱報分析(50%)、習作(50%) 

測驗(30%)、閱報分析(30%)、習作(40%) 

生物 測驗(50%)、家課(50%) 

物理 以家課工作紙(40%)、測驗(40%)、報告(20%) 

以家課工作紙、預習評估測驗、網上物理資源感想及統測按 1:1:1:7比例計算 

化學 測驗 (60%) 、功課 (40%) 

音樂 功課繳交率及評分(100%) 

功課繳交率及評分(50%)、課堂積極性(50%) 

設計與科技 功課(100%) 

六足步行機械(50%)、功課(30%)、測驗(20%) 

普通話 不設常分 

視覺藝術 評賞及創作(100%) 

電腦 測驗(60%)、專題習作(40%) 

綜合商業 家課(60%)、測驗(40%) 

家課(40%)、測驗(60%) 

地理 家課(40%)、測驗(40%)、課堂表現(20%) 

體育 課堂參與(60%)、體適能(30%)、閱讀報告/工作紙(10%) 

STEAM 進展性評估：100%用評量表/反思報告所收集的數據作基礎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下學期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19-20) 

 (2020年 4月 3日修訂版) 

 

中一  |  中二  |  中三  |  中四  |  中五 

 

級別：中四 

科目 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中文 卷一：自學閱讀練習(20%)、測驗(包括課外及課文 80%) 

卷一：測驗(80%)、默書(20%) 

卷二：短文及命題作文各最少三篇(100%) 

卷三：綜合習作最少三篇(100%) 

英文 Paper 1:  Quizzes/Practice Papers (20%) 

Paper 2:  Short Tasks (10%), Long Tasks (15%) 

Paper 3:  Dictation (5%), Practice Papers (20%) 

Paper 4:  Speaking/SBA (15%) 

Self-learning (15%):  Learning Journal, English Engine, Reading Log, Listening Journal, 

News inquiry, Project (if any) 

數學 測驗(80%)、家課 (20%) 

通識 測驗(50%)、家課(50%) 

中國文學 卷一：文章創作最少各三次(50%) 

卷二：測驗(50%) 

中國歷史 測驗(50%)、工作紙(50%) 

化學 測驗(70%) 、家課(30%) 

生物 測驗(50%)、家課(50%) 

地理 家課(40%)、測驗(40%)、課堂表現(20%) 

物理 測驗(100%) 

M2 測驗 (80%)、家課 (20%) 

視覺藝術 藝術創作及作品集(100%) 

企會財 家課(60%)、測驗(40%) 

家課(40%)、測驗(60%) 

經濟 習作(40%)、測驗(60%) 

ICT 測驗(100%) 

旅遊及款待 專題習作(10%)，習作(30%)、測驗(60%) 

體育 課堂參與(60%)、體適能(30%)、閱讀報告/工作紙(10%)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下學期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19-20) 

 (2020年 4月 3日修訂版) 

 

中一  |  中二  |  中三  |  中四  |  中五 

 

級別：中五 

科目 學科常分計算準則 

中文 卷一：自學閱讀練習(20%)、測驗(包括課外及課文 80%) 

卷一：測驗(80%)、默書(20%) 

卷二：短文及命題作文各最少三篇(100%) 

卷三：綜合習作最少三篇(100%) 

英文 Paper 1:  Quizzes/Practice Papers (20%) 

Paper 2:  Short Tasks (10%), Long Tasks (15%) 

Paper 3:  Dictation (5%), Practice Papers (20%) 

Paper 4:  Speaking/SBA (15%) 

Self-learning (15%):  Learning Journal, English Engine, Reading Log, Listening Journal, 

News inquiry, Project (if any) 

數學 測驗(80%)、家課 (20%) 

通識 測驗(50%)、家課(50%) 

中國文學 卷一：文章創作最少各三次(50%) 

卷二：測驗(50%) 

中國歷史 測驗(50%)、工作紙(50%) 

化學 測驗 (70%) 、家課 (30%) 

生物 測驗(50%)、家課(50%) 

物理 測驗(100%) 

地理 家課(40%)、測驗(40%), 課堂表現(20%) 

視覺藝術 藝術創作(60%)及作品集 (40%) 

企會財 家課(60%)、測驗(40%) 

家課(40%)、測驗(60%) 

經濟 習作(40%)、測驗(60%) 

ICT 測驗(100%) 

旅遊及款待 專題習作(10%)，習作(30%)、測驗(60%) 

M2 測驗 (80%)、家課(20%) 

體育 課堂參與(60%)、體適能(30%)、閱讀報告/工作紙(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