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覺中學
中一級下學期常分計算方法
科目

計算方法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能力(50%)：閱讀能力工作紙及測驗
卷二 寫作能力(50%)：詳改作文及實用文各一篇
另計算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自學日誌得分，最高額外加 5%。

英國語文

Paper 1 GE (25%)：Quiz
Paper 2 Writing (25%)：3 writing tasks
Paper 3 Listening (25%)：Test
Paper 4 Speaking (15%)：Recording of reading aloud
School Based Assessment(10%)：4 news commentary and 1 book report

數學

課堂表現(15%)、課業(35%)、測驗(50%)

佛學

測驗(100%)、課業(10%，額外加分)

生活與社會

課堂表現(10%)、課業(40%)、測驗(50%)

綜合科學

課堂表現(30%)、閱讀報告(20%)、海報設計(20%)、測驗(30%)

中史及歷史

課堂表現(10%)、課業(30%)、測驗(60%)

地理

課業(40%)、默書(60%)

電腦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普通話

課堂表現(10%)、朗讀評估(45%)、說話評估(45%)

設計與科技

課堂表現(10%)、課業(40%)、實習(50%)、額外加分(4%)

家政

課堂表現(20%)、課業(80%)

視覺藝術
音樂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課堂表現(20%)、課業(80%)

體育

課堂表現(20%)、課業(80%)

寶覺中學
中二級下學期常分計算方法
科目

計算方法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能力(50%)：閱讀能力工作紙及測驗
卷二 寫作能力(50%)：詳改作文及實用文各一篇
另計算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自學日誌得分，最高額外加 5%。

英國語文

Paper 1 GE (25%)：Quiz
Paper 2 Writing (25%)：3 writing tasks
Paper 3 Listening (25%)：Test
Paper 4 Speaking (15%)：Recording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School Based Assessment(10%)：4 news commentary and 1 book report

數學

課堂表現(15%)、課業(35%)、測驗(50%)

佛學

測驗(100%)、課業(10%，額外加分)

通識

課堂表現(10%)、課業(40%)、測驗(50%)

綜合科學

課堂表現(30%)、閱讀報告(20%)、海報設計(20%)、測驗(30%)

中史及歷史

課堂表現(10%)、課業(30%)、測驗(60%)

地理

課業(40%)、默書(60%)

電腦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普通話

課堂表現(10%)、朗讀評估(45%)、說話評估(45%)

設計與科技

課堂表現(10%)、課業(50%)、實習(40%)、額外加分(4%)

家政

課堂表現(20%)、課業(80%)

視覺藝術
音樂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課堂表現(20%)、課業(80%)

體育

課堂表現(20%)、課業(80%)

寶覺中學
中三級下學期常分計算方法
科目

計算方法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能力(50%)：閱讀能力工作紙及測驗
卷二 寫作能力(50%)：詳改作文及實用文各一篇
另計算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自學日誌得分，最高額外加 5%。

英國語文

Paper 1 GE (25%)：Quiz
Paper 2 Writing (25%)：3 writing tasks
Paper 3 Listening (25%)：Test
Paper 4 Speaking (15%)：Recording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School Based Assessment(10%)：4 news commentary and 1 book report

數學

課堂表現(15%)、課業(35%)、測驗(50%)

佛學

測驗(100%)、課業(10%，額外加分)

通識

課堂表現(10%)、課業(40%)、測驗(50%)

科學

課堂表現(50%)、測驗(50%)

中史及歷史

課堂表現(10%)、課業(30%)、測驗(60%)

地理

課業(40%)、默書(60%)

電腦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商業

課堂表現(20%)、課業(80%)

普通話

課堂表現(10%)、朗讀評估(45%)、說話評估(45%)

視覺藝術
音樂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課堂表現(20%)、課業(80%)

體育

課堂表現(30%)、課業(70%)

STEM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以等第 (A – F) 顯示學生表現。

寶覺中學
中四級下學期常分計算方法
科目

計算方法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能力(36%)：閱讀能力工作紙及測驗
卷二 寫作能力(36%)：詳改作文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28%)：綜合能力練習
另計算學習表現及自學日誌得分，最高於常分 80 分額外加 5%。

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20%)：Test
Paper 2 Writing (25%)：1 short writing test and 1 long writing task
Paper 3 Listening (30%)：Test
Paper 4 Speaking (10%)：Recording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a printfiction
School Based Assessment (15%)：Film review

數學

課堂表現(15%)、課業(35%)、測驗(50%)

通識

課堂表現(5%)、資料題課業(20%)、其他課業(15%)、測驗(60%)

歷史

課堂表現(5%)、課業(35%)、測驗(60%)

地理

課業(12.5%)、默書(12.5%)、測驗(75%)

經濟

課業及小測(50%)、測驗(50%)

視覺藝術

日常繪畫課業及評賞(100%)

生物

課業(50%)、測驗(50%)

物理

課業(20%)、測驗(80%)

體育(DSE)

課業(40%)、測驗(60%)

中國歷史

課堂表現(5%)、課業(25%)、測驗(70%)

旅遊與款待

課堂表現(20%)、課業(40%)、測驗(4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課堂表現(10%)、課業(30%)、測驗(60%)

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堂及課業表現(30%)、測驗(70%)

綜合科學

課堂表現(50%)、測驗(50%)

化學

課業(20%)、測驗(80%)

體育*

課堂表現(30%)、課業(70%)

佛學與人生*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生涯規劃*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 有關科目以等第 (A – F) 顯示學生表現

寶覺中學
中五級下學期常分計算方法
科目

計算方法

中國語文

卷一 閱讀能力(36%)：閱讀能力工作紙及測驗
卷二 寫作能力(36%)：詳改作文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28%)：綜合能力練習
另計算學習表現及自學日誌得分，最高於常分 80 分額外加 5%。

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g (20%)：Test
Paper 2 Writing (25%)：1 short writing test and 1 long writing task
Paper 3 Listening (30%)：Test
Paper 4 Speaking (10%)：Recording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a printfiction
School Based Assessment (15%)：Book review

數學

課堂表現(15%)、課業(35%)、測驗(50%)

通識

課堂表現(5%)、獨立專題研究(5%)、資料題課業(20%)、其他課業
( 10%)、測驗(60%)

歷史

課堂表現(5%)、課業(35%)、測驗(60%)

地理

課業(12.5%)、默書(12.5%)、測驗(75%)

經濟

課業及小測(50%)、測驗(50%)

視覺藝術

日常繪畫課業及評賞(100%)

生物

課業(50%)、測驗(50%)

物理

課業(20%)、測驗(80%)

體育(DSE)

課業(40%)、測驗(60%)

中國歷史

課堂表現(5%)、課業(25%)、測驗(70%)

旅遊與款待

課堂表現(20%)、課業(40%)、測驗(4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課堂表現(10%)、課業(40%)、測驗(50%)

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堂及課業表現(30%)、測驗(70%)

綜合科學

課堂表現(50%)、測驗(50%)

化學

課業(20%)、測驗(80%)

體育*

課堂表現(30%)、課業(70%)

佛學與人生*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生涯規劃*

課堂及課業表現(100%)

* 有關科目以等第 (A – F) 顯示學生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