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二學期考試

中一級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單元三：恩情常在 (直接抒情與間接抒情 )
單元四：奇妙的生命 (說明文字和方法 )
單元七：山水寄情 (唐宋絕律、新詩欣賞 )
單元八：智慧人生 (議論要素和議論結構 )

甲、單元應用  (單元四、單元七、單元八 )
指定篇章：《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生物的「睡眠」》、《小人無朋》
- 認識中國古典詩歌及新詩的體裁認識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
- 認識說明文字的特點
- 抓住說明對象的特徵
- 認識說明的方法：舉例說明、數據說明
- 分析作者的觀點
- 認識議論的要素：論點、論據
- 認識議論的引題方法

乙、應用文寫作
- 啟事

丙、語文知識
- 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
- 標題符號
- 修辭(挑戰題)
- 成語(耐力題)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三：恩情常在 (直接抒情與間接抒情 )
單元四：奇妙的生命 (說明文字和方法 )
單元七：山水寄情 (唐宋絕律、新詩欣賞 )
單元八：智慧人生 (議論要素和議論結構 )

甲部、聆聽
- 聽清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要素
- 理清語意，聽出主題
- 聆聽議論性話語
- 邊聽邊記錄
- 從語氣了解說話者的感情

乙部、命題寫作  (二選一作答 )

- 記敘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
- 適當的記敘人稱：第一人稱、第三人稱
- 記敘的詳略
- 適當的事件寫人：親身經歷或見聞
- 人物描寫的方法：肖像描寫、行為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
- 抒發對有關人物的感受或對有關事情的感受
- 說明方法：舉例說明、數據說明、引用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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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卷三 10分鐘 單元三：恩情常在 (直接抒情與間接抒情 )
單元四：奇妙的生命 (說明文字和方法 )
單元七：山水寄情 (唐宋絕律、新詩欣賞 )
單元八：智慧人生 (議論要素和議論結構 )

(1) 甲部：詞語 (4分)——共考8個詞語
(2) 乙部：朗讀 (10分)——1分鐘朗讀短文
(3) 丙部：個人短講 (6分)——兩道講題中選出一題作個人短講，時限為 1分鐘
至1分30秒。
- 發音正確，吐字清晰；音量適中，語速恰當。
- 抓住內容核心及關鍵內容，運用適當的措辭和語氣表達。
- 有條理交代自己的想法，解 說原因合理清晰。

英國語文 卷一 1 Hour New Treasure Plus Textbook 1A, Units 3 & 4
New Treasure Plus Textbook 1B, Unit 7

Reading Passages
- Letter to pen pal
- Cooking 

Grammar
- Prepositions of time (1A Textbook, P. 106-107)
- Adjectives ending in -ed and -ing (1A Textbook, P. 109)
- Sports vocabulary (1B Textbook, Unit 7)
- Possessive form, possessive adjectives, possessive pronouns (1B Textbook, P. 79-
81)

英國語文 卷二 1 Hour Listening & Writing
1A Textbook, Unit 4

1A Textbook, Unit 4
- animals
- different parts of animals (P. 103)
- format of writing a story (P. 118, 120)

英國語文 卷三 around 10 
mins

Speaking
Unit 5

Vocabulary words
Oral presentation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 9 - 14 章
及已有知識

第9章  百分法（一）
第10章  坐標簡介
第11章  與直線和三角形有關的角
第12章  全等三角形
第13章  數值估算
第14章  率、比及比例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 9 - 14 章
及已有知識

第9章  百分法（一）
第10章  坐標簡介
第11章  與直線和三角形有關的角
第12章  全等三角形
第13章  數值估算
第14章  率、比及比例
及已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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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 卷一 60分鐘 初中生活與社會校本版 4( P.2-P.45) A.香港的歷史概況
B.香港的經濟轉變
C.香港的環境
D.香港的人口特徵
E.我的身份
F.我擁有多元身份？
G.香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H.身份認同的轉變

初中生活與社會校本版 5 (P.2-P.46) A.公共財政與社會資源分配
B.香港的經濟表現
C.香港的社會狀況
D.香港的文化保育
E.香港的環境狀況

中國歷史 卷一 60分鐘 隋唐 1.        隋朝的統一
2.        開皇之治
3.        隋代大運河的開通
4.        隋代大運河的作用
5.        唐朝的建國
6.        貞觀之治
7.        安史之亂
8.        唐中葉後的政局
9.        玄奘西行與中印文化交流

科學 卷一 60分鐘 第5-6章 能量的形式 ; 能量的單位 ; 熱傳遞; 粒子理論 ; 物質三態 ; 物質的粒子觀

電腦 卷一 60分鐘 第九課：電腦對社會的影響
第十課：文本處理
第十一課：圖形操作
速成輸入法
基礎編程概念

1.        懂得不同的快捷鍵
2.        懂得相關的網絡安全措施
3.        懂得設定良好密碼
4.        實作試
i.        速成輸入法
ii.        文書處理器 (Google doc)使用（文字格式、插入圖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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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商業 卷一 60分鐘 第1至4課 1.        金錢的性質
2.        支票及電子貨幣
3.        經常性及非經常性收入
4.        不同重類的支出
5.        財務預算的功用及結構
6.        習慣性反應
7.        有限決策
8.        延展性決策
9.        商業道德及社會責任
10.      不同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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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     第二學期考試

中二級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單元四：說理求和(說明順序與方法 )
單元八：成功之道 (論證的方法 )

甲、單元應用  (單元四、八 )
- 指定閱讀篇章：《古代足球》、《說「勤」》、《發問的精神》
- 非指定閱讀篇章：一篇白話文 +一篇文言文
- 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 分析文章主題與選材的關係
- 理清文章的中心論點及分論點
- 分析說明及議論結構：總分總式或遞進式
- 分辨論證方法：舉例論證、正反論證、引用論證、比 喻論證、歸納論證、
演繹論證

乙、應用文寫作  (單元四、八 )
- 通告

丙、語文知識  (單元一、二、五、三、九、六、七、四、八 )
- 複句：目的複句、並列複句、承接複句、遞進複句、選擇複句、轉折複句
- 句子語氣：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
- 修辭：明喻、暗喻、擬人、擬物、排比、層遞、對偶、設問、反問、借代
- 文言虛字：之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四：說理求和(說明順序與方法 )
單元八：成功之道 (論證的方法 )

甲部、聆聽
- 聆聽描述景物的話語
- 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和因果關係
- 理解說話者的思想感情
- 理清表達順序
- 聽出話語的重點
- 從語氣了解說話者的感情
- 聽出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乙部、命題寫作  (二選一題目 )
- 記敘手法：順敘法、倒敘法、六何法等。
- 抒情手法：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借事抒情、借事 說理等。
- 議論文的結構：可運用「總分總式」或「遞進式」。結構宜包括「引論」、
「本論」和「結論」，以確立文章的中心論點，並從不同角度論述立場，最
後有適切總結。
- 論證手法：舉例論證、引用論證、對比論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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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卷三 10分鐘 單元四：說理求和(說明順序與方法 )
單元八：成功之道 (論證的方法 )

(1) 甲部：詞語 (4分)——共考8個詞語
(2) 乙部：朗讀 (10分)——1分鐘朗讀短文
(3) 丙部：個人短講 (6分)——兩道講題中選出一題作個人短講，時限為 1
分30秒至2分鐘。
- 發音正確，吐字清晰；音量適中，語速恰當。
- 抓住內容核心及關鍵內容，運用適當的措辭和語氣表達。
- 有條理交代自己的想法，解 說原因合理清晰。

英國語文 卷一 1 hour Textbook: Treasure Plus Unit 6 and Unit 7 
Writing File: Unit 6

Reading Passages
Section A Reading:
The Red Mountain
The New Playground

Section B Usage:
Usage :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2) (2B Textbook, P. 79)
- Wh-words + to-infinitives (2B Textbook, P. 78)
- relative pronouns (2B Textbook, P. 42-44)

英國語文 卷二 1 Hour Textbook: Treasure Plus Unit 6 and Unit 7 
Writing File: Unit 6

Listening:
Unit 6 and Unit 7 Vocabulary

Writing:
Unit 6  Vocabulary about clothing items
Write a feature article about teen fashion

英國語文 卷三 around 10 
mins

Vocabulary words and Oral presentation Unit 4

數學 卷一 60分鐘 第8 - 13章
及已有知識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9章 二元一次方程
第10章  畢氏定理與無理數  
第11章  幾何證明
第12章  三角學簡介
第13章  面積和體積（二）
及已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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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卷二 60分鐘 第8 - 13章
及已有知識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9章 二元一次方程
第10章  畢氏定理與無理數  
第11章  幾何證明
第12章  三角學簡介
第13章  面積和體積（二）
及已有知識

生活與社會 卷一 60分鐘 現代中國  
個人與群性發展
維護社會核會核心價值

1.中國的改革開放、衍生的問題及對策
2.政治制度初探
3.參與國際事務
4.價值觀的含義、特質、來源與重要性
5.影響價值觀形成的因素及釐清的方法
6.處理價值衝突的基本原則
7.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及重視程度
8.量度貧富差距的指標和趨勢
9.貧富懸殊的影響及縮減貧富差距

中國歷史 卷一 60分鐘 清 1.     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
2.     八國聯軍侵華
3.     洋務運動
4.     戊戌維新
5.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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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卷一 60分鐘 基礎科學2B 冊 第9至第十一課 (重點)
9.1常見的酸和鹼
9.2 分辨酸鹼
9.3 中和作用
9.4酸的腐蝕性
9.5 使用酸和的潛在危險

10.1 感覺和感覺器官
10.2 視覺
10.3 聽覺
10.6 腦與我們的感覺

11.1 運動
11.2 力
11.3 重力
11.4 摩擦力和空氣阻力
11.5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11.6 孤立物體圖

電腦 卷一 60分鐘 第8課 — 多媒體製作
第9課 — 製作多媒體演示
MS-PowerPoint、速成

第8章多媒體製作
懂得分辨不同多媒體元素的格式。
懂得如何準備不同的多媒體元素。
懂得如何在演示檔案中加入不同的多媒體元素。

第9章製作多媒體演示
懂得多媒體演示的製作流程。
懂得投影片演示軟件的工作環境。
懂得如何建立多媒體投影片。
懂得利用超連結及「動作」按鈕來控制投影片播放流程。
懂得在列印前，預覽投影片。

基本商業 卷一 60分鐘 下冊 1.單利息
2.複利息
3.金錢的時間值
4.銀行存款
5.保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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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
及語文知識

1小時 單元五：修身進德 (哲理語錄與散文 )
單元七：明理思辨 (論證的方法 )
單元九：以理服人 (說理散文)

甲、單元應用
一、指定閱讀篇章：《不求甚解》 (節錄) 》、《論語八則》及《寡人之於國也章》
二、非指定閱讀篇章：
- 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分析作者的觀點
- 分析論題中事理之間的關係
- 認識論證的方法：對比法、歸納法、因果論證、例證法、
- 根據典型事例論人
- 先破後立的論證方法及駁論的方法
- 分析作者的游說技巧

乙、應用文寫作  
- 建議書

丙、語文知識
- 複句
- 句子成份
- 一詞多義
- 修辭

中國語文 卷二：聆聽
及寫作

1小時 單元五：修身進德 (哲理語錄與散文 )
單元七：明理思辨 (論證的方法 )
單元九：以理服人 (說理散文)

甲部、聆聽
- 聆聽說話者的語氣、語調及意圖
- 整合說話者的說話內容
- 綜合及分辨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 綜合聆聽內容，表達個人見解

乙部、命題寫作
- 抒情手法的運用：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借事抒情、借物抒情
- 記敘描寫文寫作手法：借事寫人、借物懷人、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
寫
- 描寫手法：多感官描寫、多角度描寫、比 喻描寫、步移法、定點描寫法
- 議論文：運用不同論據及論證手法陳述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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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卷三 26分鐘 單元五：修身進德 (哲理語錄與散文 ) 
單元七：明理思辨 (論證的方法 ) 
單元九：以理服人 (說理散文)

甲部、個人短講
- 內容切題，用字準確；條理清晰，富有組織；音容配合，表達力強；
停連恰當，富節奏感。
乙部、小組討論
- 緊扣題旨發揮，見解精闢，意念豐富；充分闡述觀點。
- 準確回應別人發言，妥善銜接話題，並能適當引導討論。
- 用語豐富、確切得體；語調自然， 說話條理分明。
- 討論時發言積極；保持風度，尊重他人；表現自信，儀態大方。

英國語文 卷一 1 hour New Treasure Plus Textbook 3A  Units  4 , 3B Unit 5 Part A : Reading Comprehension ( NTP 3A Unit 4, P. 98-105)  

Part B: Grammar and Vocabulary (NTP3A (1)Giving advice (P. 110), (2)
Reporting statements(P. 111-113), (3)Reporting questions (P. 113-115), (4)
Vocabulary about the future (P. 106-108)(NTP 3B) (5)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as adjectives (P. 14-15)

英國語文 卷二 1 Hour New Treasure Plus Textbook 3A  Units 3 & 4 Listening
Vocabulary related to film festival

Writing
Opinion essay on using gadgets in classroom 

英國語文 卷三 around 10 
mins

Unit 4 Vocabulary words
Oral speaking
Presentation

數學 卷一 60分鐘 第 7 – 11 章，
及已有知識。

第7章 百分法（二）  
第8章 四邊形  
第9章 三角學的應用  
第10章 直線的坐標幾何  
第11章 概率簡介  
及已有知識

數學 卷二 60分鐘 第 7 – 11 章，
及已有知識。

第7章 百分法（二）  
第8章 四邊形  
第9章 三角學的應用  
第10章 直線的坐標幾何  
第11章 概率簡介  
及已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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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 卷一 60分鐘 上學期已有知識 +單元21　公民權責
單元29　世界公民的意識和對人道工作的貢獻

單元21　公民權責
1.        權利、義務和法治原則
2.        兒童權利（延伸部分）
單元29　世界公民的意識和對人道工作的貢獻
1.        世界公民
2.        世界公民意識和素養的推動
3.        世界公民對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中國歷史 卷一 60分鐘 第五章  - 五四運動
第六章  -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第七章  - 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
第八章  - 戰後的國共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        國共合作與分裂
2.        抗日戰爭
3.        戰後的國共關係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情況

科學 卷一 60分鐘 3B和3C全書 第13章 從原子到材料；第 14章光、顏色和光譜以外

電腦 卷一 60分鐘 上學期已有知識 +數據庫 建立和使用數據庫檔案
處理數據庫檔案
利用查詢列出紀錄
編程初始化，邏輯符號
SQL

基本商業 卷一 60分鐘 第1至4課 1.收入、支出及留存利潤
2.常用的財務報表
3.購銷帳及損益表
4.資產、資本及負債三者的關係
5.資產負債表的組成
6.短期及長期借貸
7.資本融資
8.企業類型及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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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A1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單元三：歷史文化 (說明事物)
單元四：儒家思想 (文化)

甲、單元應用
- 理清篇章內容
- 分析篇章論點，理清段落大意
- 領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 指定篇章：《論仁 ˙論孝˙論君子》及《魚我所欲也》

乙、應用文寫作
- 演講辭

丙、語文知識
-  成語
-  錯別字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三：歷史文化 (說明事物)
單元四：儒家思想 (文化)

甲部、聆聽
- 聽清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要素
- 理清語意，聽出主題
- 聆聽議論性話語
- 邊聽邊記錄
- 從語氣了解說話者的感情

乙部、命題寫作  (二選一作答 )
-  審題清楚，理清題目重點。
-  聯繫日常經驗及已有知識構思寫作 內容。
-  詳寫及略寫適當，選取合適素材、例子表達自己的想法。
-  文章脈絡清晰，組織具有條理，用詞適當。

英國語文 卷一 1 Hour -        Essential Grammar in Use
          Units 15 – 18
-        Worksheet File Ex 3 and Ex 4
-        regular and irregular verb table

-        Short text comprehension
-        Email completion
-        Present Perfect Tense with ‘already’ and ‘just’
-        Present Perfect Tense in question forms
-        Vocabulary about job names

英國語文 卷二 1 Hour -        Writing Ex 4 in the writing file
-        Listening practices in the worksheet File

Listening 
-        picture descriptions
-        matching
-        form filling

Writing
-        form filling
-       Short letter writing 



附件二

英國語文 卷三 Around 7 mins -Speaking Revision Ex 2 in Worksheet File - Vocabulary related to shopping

-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1) Use a complete sentence 
2) Tenses 
3) Appropriate response
4) Numbers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4, 6-7章
及已有知識

續多項式
三角學(一)
三角學(二)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4, 6-7章
及已有知識

續多項式
三角學(一)
三角學(二)

公民與社會
發展

卷一 2小時 1.「一國兩制」內涵和實踐2.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3.香港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

「一國兩制」內涵和實踐
A.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B.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主  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制」及《基本  法》的法律依據
C.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全  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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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E.        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律；司法獨  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開的審  訊
F.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  義務國家情況與民身份認同民身份認同      國家情況與國民
身份認同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
 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國歌）及列  於《基本法》附件三的相關規定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療  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 脫貧）取 得的成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益及貢獻：
         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  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

  形成香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
元文化特徵的因素：香港的發展概  
略；中華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
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會的積極意
義：推動文化的兼收並蓄；有助文化
創新與反思；促進不同族裔融和共  
處；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

家政增潤 卷一 45分鐘  西方糕餅製作
廚房常見意外及預防
食物的配搭

西方糕餅製作
蛋糕的製作方法
製作蛋糕失敗的原因

食物的配搭
多樣化的菜式



附件二

體育增潤 卷一 45分鐘 運動創傷及已有知識 運動創傷
        導致運動創傷的原因
        常見的運動創傷
        運動創傷處理
        預防運動創傷



附件二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二學期考試

中四A2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單元四《魚我所欲也》、額外單元《大學之道》 甲部、指定篇章
《魚我所欲也》、《大學之道》

乙部、非指定篇章
- 分析篇章的結構
- 理解、分析和綜合篇章的 內容
- 分析篇章的深層意義
- 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 分析篇章的寫作手法
- 能掌握文言字詞的解釋
- 能分析篇章的主旨

中國語文 卷二 2小時15分鐘 單元一：記述往事
單元二：遊歷雜感
單元三：歷史文化
單元四：儒家思想

甲部、實用寫作
- 甲部為實用寫作——書信，考生必須作答，並須將文章寫在答題簿 內，
不得多於550字。
- 本試卷甲部提供三項資料，與甲部寫作題目的主題有 闗。
- 書信格式

乙部、命題寫作
- 共設三題，只須選作一題，不得少於 550字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並在
答題簿內作答。
- 審題清楚，能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作緊密
結合。
- 按題目要求，選取適當例子，包括個人經歷、社會時事、日常生活事
例、古今中外例子等，以增加文章表達力和 說服力。
- 配合文章題目，有適當的抒情，甚或連結自我體驗、社會現象、人生道
理等作出感悟 /體會，或是對此有個人體悟或評論。
- 立意和取材能有關連，文章能清楚申述個人觀點及主題清晰，取材配
合文題立意，有助凸顯主題。

英國語文 卷一 1 hour 30 
minutes

Reading Task: "Take your dog to work day" and "Tea 
experience"

Reading skills: Devloping Skills 4, Paper 1 Reading (A) Skimming for main 
ideas (Unit 1.1)  (B)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U.1.2—１．５), (C) 
Guessing meanings of unfamiliar words (U.2.3—２．４), (D)True/False/ Not 
Given questions (U.2.5), (E) Vocabulary questions: synonyms (U.2.6) and 
word definition (U.3.5)



附件二

英國語文 卷二 2 hours Part A Grammar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Part B 
(Short writing - Restaurant review） Part C (Long writing - 
blog entry)

Grammar -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Writing - format and language 
use of restaurant review and blog entry

英國語文 卷三 2 hours Part A Listening task Part B Integrated skills Language use and format of flyer, replying to an formal email and research 
report

英國語文 卷四 around 22 
minutes

Speaking Task: Summer internship Teach and Practise for the HKDSE, Paper 4 Speaking, Unit 2 (P. 39-42) 
Giving opinions: (A)Expressing your thoughts, (B)Support your viewpoints 
with examples, facts, or your judgement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1 - 9 章 第6 -9 章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1 - 9 章 第6 -9 章
公民與社會發展 卷一 2小時 1.「一國兩制」內涵和實踐2.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3.香港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
「一國兩制」內涵和實踐
A.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B.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主  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
制」及《基本  法》的法律依據
C.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全  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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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E.        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律；司法獨  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
公開的審  訊
F.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  義務國家情況與民身份認
同民身份認同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
國公民的概念

 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國歌）及列  於《基本法》附件三的相關規定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療  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 脫

貧）取 得的成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益及貢獻：
         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  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勢

香港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

  形成香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
元文化特徵的因素：香港的發展概  
略；中華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
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會的積極意
義：推動文化的兼收並蓄；有助文化
創新與反思；促進不同族裔融和共  
處；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



附件二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a. 後印象派  b. 哥德式藝術  d. 超
現實主義

1. 因應所提供的藝術作品，學生的作答能 夠顯示：
        細緻與準確的表象描述
        合理而深入的形式分析
        多角度與深層次的意義詮釋
        有批判性的價值評價

2. 評分重點在於評核學生提出的觀點及評論的深度。

乙部：藝術創作（ 3小時15分鐘） 1.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一件 A2平面作品。作品
須繪畫在提供的白畫紙上，考生可呈交與創作有關的創作簡，如註釋、
素描或草圖以解說創作的意圖。作品與創作簡報會整體評核，不會分開
評分。

2.        一般評分標準：媒材及技法的的選擇和運用、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
的選擇和運用、創意與想像力、及主題傳意：

        能選擇及掌握精準而有效的媒材及技法來貫徹主題
        能選擇及掌握多樣、精準而有效的視覺語言及設計原理來貫徹主

題
        能展示個性、獨創性和嶄新的想像
        能運用統整而切題的藝術形式 /符號，表現不同層次的情感或意念

家政增潤 卷一 45分鐘  西方糕餅製作
廚房常見意外及預防
食物的配搭

西方糕餅製作
蛋糕的製作方法
製作蛋糕失敗的原因

食物的配搭
多樣化的菜式

體育增潤 卷一 45分鐘 運動創傷及已有知識 運動創傷
        導致運動創傷的原因
        常見的運動創傷
        運動創傷處理
        預防運動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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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二學期考試

中四B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單元四《魚我所欲也》、額外單元《大學之道》 甲部、指定篇章
《魚我所欲也》、《大學之道》

乙部、非指定篇章
- 分析篇章的結構
- 理解、分析和綜合篇章的 內容
- 分析篇章的深層意義
- 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 分析篇章的寫作手法
- 能掌握文言字詞的解釋
- 能分析篇章的主旨

中國語文 卷二 2小時15分鐘 單元一：記述往事
單元二：遊歷雜感
單元三：歷史文化
單元四：儒家思想

甲部、實用寫作
- 甲部為實用寫作——書信，考生必須作答，並須將文章寫在答題簿 內，不
得多於550字。
- 本試卷甲部提供三項資料，與甲部寫作題目的主題有 闗。
- 書信格式

乙部、命題寫作
- 共設三題，只須選作一題，不得少於 550字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並在答題
簿內作答。
- 審題清楚，能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作緊密結
合。
- 按題目要求，選取適當例子，包括個人經歷、社會時事、日常生活事例、古
今中外例子等，以增加文章表達力和 說服力。
- 配合文章題目，有適當的抒情，甚或連結自我體驗、社會現象、人生道理等
作出感悟 /體會，或是對此有個人體悟或評論。
- 立意和取材能有關連，文章能清楚申述個人觀點及主題清晰，取材配合文
題立意，有助凸顯主題。

英國語文 卷一 1 hour 30 
minutes

Reading Task: "Take your dog to work day" and "Tea 
experience"

Reading skills: Developing Skills 4, Paper 1 Reading : (A) Skimming for main 
ideas U.1.1) (B) scan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U.1.2—１．５), (C) Guessing 
meanings of unfamiliar words (U.2.3—２．４), (D) True/False/ Not Given 
questions(U.2.5), (E) Vocabulary questions: synonyms (U.2.6) and word definition 
(3.5)



附件二

英國語文 卷二 2 hours Part A Grammar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Part B 
(Short writing - Restaurant review） Part C (Long writing - 
blog entry)

Grammar -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Writing - format and language use 
of restaurant review and blog entry

英國語文 卷三 2 hours Part A Listening task Part B Integrated skills Language use and format of flyer, replying to an formal email and research report
英國語文 卷四 around 22 minutesSpeaking Task: Summer Internship Teach and Practise for the HKDSE, Paper 4 Speaking, Unit 2 (P. 39-42)  Giving 

opinions:(A)Expressing your thoughts, (B)Support your viewpoints with 
examples, facts, or your judgement

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1 - 9 章 第6 -9 章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1 - 9 章 第6 -9 章
公民與社會
發展

卷一 2小時 1.「一國兩制」內涵和實踐2.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3.香港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

「一國兩制」內涵和實踐
A.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B.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主  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制」
及《基本  法》的法律依據
C.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全  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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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E.        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律；司法獨  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開
的審 訊
F.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  義務國家情況與民身份認同民
身份認同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
民的概念

 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國歌）及列  於《基本法》附件三的相關規定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療  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 脫貧）

取 得的成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益及貢獻：
         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  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

社會的多  元文化特徵

  形成香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
元文化特徵的因素：香港的發展概  
略；中華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
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會的積極意
義：推動文化的兼收並蓄；有助文化
創新與反思；促進不同族裔融和共  
處；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



附件二

中國歷史 卷一 2小時15分鐘 單元一  課題一  周代分封
             課題二  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單元二  課題一  秦漢的統治政策
             課題二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單元三  課題一  北朝的漢胡融和
             課題二  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單元四  課題一  隋唐治世

1.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2.        北朝的漢胡融和
3.        隋唐治世

旅遊與款待 卷一 1小時30分鐘 課題一︰旅遊導論  
1.「旅遊」簡介  
2.「旅行」、「旅遊」及「遊客」的意義
3. 旅遊的動機與旅客流量  
4. 旅遊產品 – 旅遊景點與目的地
5. 旅遊業中的不同界別及其角色
6. 本地旅遊業
7. 旅遊業的影響

高恆的旅客分類模式
旅遊業中介機構
與旅遊業相關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深度遊
旅遊業的影響  (社會文化 )

化學 卷一 2小時30分 現代化學1全本
現代化學2第14課

重點
第9章：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第10章：金屬的存在和提取
第11章：金屬的活性
第12章：反應質量
第13章：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一 2小時 第21章 至第24章 1.Python 3程式語言運用
2.偽代碼
3.流程圖
4.佚代



附件二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一 1小時15分 必修單元 1.        香港的營商環境
2.        企業所有權類型
3.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4.        管理功能
5.        主要商業功能
6.        香港的中小型企業
7.        金錢時間值
8.        消費者信貸
9.        策劃個人理財及投資
10.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11.        會計概論
12.        會計原則
13.        複式記帳法
14.        試算表
15.        財務報表
16.        會計比率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a. 印象派
b. 哥德式藝術
d. 超現實主義

1. 因應所提供的藝術作品，學生的作答能 夠顯示：
        細緻與準確的表象描述
        合理而深入的形式分析
        多角度與深層次的意義詮釋
        有批判性的價值評價

2. 評分重點在於評核學生提出的觀點及評論的深度。

乙部：藝術創作（ 3小時15分鐘） 1.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一件 A2平面作品。作品須
繪畫在提供的白畫紙上，考生可呈交與創作有關的創作簡，如註釋、素描或
草圖以解說創作的意圖。作品與創作簡報會整體評核，不會分開評分。

2.        一般評分標準：媒材及技法的的選擇和運用、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的
選擇和運用、創意與想像力、及主題傳意：

        能選擇及掌握精準而有效的媒材及技法來貫徹主題
        能選擇及掌握多樣、精準而有效的視覺語言及設計原理來貫徹主題
        能展示個性、獨創性和嶄新的想像
        能運用統整而切題的藝術形式 /符號，表現不同層次的情感或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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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     第二學期考試

中五A1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60分鐘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 甲、單元應用
一、指定閱讀篇章：《兼愛》 (節錄)、《韓非子．二柄》
二、非指定閱讀篇章：
- 理清篇章內容
- 分析篇章論點，理清段落大意
- 領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乙、應用文寫作
- 投訴信

丙、語文知識
- 成語
- 修辭

中國語文 卷二 60分鐘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 甲部、聆聽
- 聆聽說話者的語氣、語調及意圖
- 整合說話者的說話內容
- 綜合及分辨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 綜合聆聽內容，表達個人見解

乙部、命題寫作
- 抒情手法的運用：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借事抒情、借物抒情
- 記敘描寫文寫作手法：借事寫人、借物懷人、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
描寫
- 議論文寫作手法：運用不同的論證方法
- 綜合運用不同的記敍、描寫、抒情及議論手法

英國語文 卷一 1 Hr Reading
Usage:
1) Reflexive Pronouns
2)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1)

Essential Grammar in Use Textbook:
1) Unit 63 (Reflexive Prounouns)
2) Units 27-28 (Future Tense)
3) Unit 99 (Conditional Sentences)
Worksheet

英國語文 卷二 1 Hr Memorandum - Writing worksheet
- format, language and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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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三 around 10 
mins

Interview skills - speaking worksheet
- maintain eye contact
- use complete sentences to answer questions

數學 卷一 1 Hr 第12-15章 第12章   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
第13章   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第14章   軌跡
第15章   直線和圓的方程

數學 卷二 1 Hr 第12-15章 第12章   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
第13章   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第14章   軌跡
第15章   直線和圓的方程

通識教育 卷一 1小時 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  主題二：傳統家庭與現代生活 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  

 1. 改革開放的背景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3. 社會、民生、文化、政治  及 經濟
   --貧富懸殊、教育、醫療和住房問題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5. 綜合國力提升對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影響      

 主題二：傳統家庭與現代生活
  1. 現代中國家庭的承傳及變遷
  2. 傳統習俗與現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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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卷二  1小時 課題1：能源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課題2：使用化石燃料對環
境的影響   課題3：能源應用的新方向      課題4：可持續發
展理念與影響因素     課題5：可持續發展的實踐

課題1：能源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 人類開發和使用能源的進程
- 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課題2：使用化石燃料對環境的影響
- 人類使用化石燃料的情況
- 使用化石燃料引發的環境問題
- 化石燃料分佈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課題3：能源應用的新方向
- 尋找理想的能源模式
   - 發展替代能源
   - 制訂能源政策的考慮因素
   - 香港主要的能源政策
   - 中國的能源政策方向
課題4：可持續發展理念與影響因素
   - 可持續發展的由來及涵義
   - 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課題5：可持續發展的實踐
   - 不同持份者的責任
   - 各地的實踐經驗
   - 國際合作推動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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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A2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單元九：說理議事(游說議論)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
單元十三：文化反思 (駁論技巧 )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出師表》、《逍遙遊》及《勸學》
乙部、非指定閱讀篇章
1. 能分析篇章的結構，扼要概括篇章 內容
2. 能理解及分析篇章的內容
3. 能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4. 能理解及分析作者的主要觀點
5. 能分析篇章的主旨
6. 能因應作者的觀點，提出個人看法
7. 能掌握文言句子的解釋
8. 能分析篇章的寫作手法  

中國語文 卷二：寫作
能力

1小時30分鐘 單元一至單元十、單元十三及過往所學：記敘抒情文、描
寫抒情文、論說文

- 寫作題目三選一作答
- 審題清楚，能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作緊密
結合。
- 立意和取材能有關連，文章能清楚申述個人觀點及主題清晰，取材配
合文題立意，有助凸顯主題。
- 按題目要求，選取適當例子，包括個人經歷、社會時事、日常生活事
例、古今中外例子等，以增加文章表達力和 說服力。
- 配合文章題目，有適當的抒情，甚或連結自我體驗、社會現象、人生道
理等作出感悟 /體會，或是對此有個人體悟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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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卷三 1小時30分鐘 單元九：說理議事(游說議論)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
單元十三：文化反思 (駁論技巧 )

聆聽：
1. 能聽出話語的重點。
2. 能聽出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3. 能分析及歸納不同的觀點。
4. 能比較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5.  能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寫作：專題文章
1.  語境意識：注意專題文章的格式及組織，和行文語氣，切合身份及
     對象進行書寫。
2.  整合拓展：整理資料，選擇重要的資料進行寫作，及有適當的 說明
     及論述。
3.  見解論證：理解題目重點，提出個人選擇及見解，並提出具體合理
     的論證，說明選擇的原因。
4.  表達組織：安排材料的先後次序及詳略，全文行文流暢，結局完整
     ，組織嚴密。

英國語文 卷一 1Hr30mins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1-2
Unit 6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what lies ahead 

Reading Passage Themes
- Food delivery apps
- Pastries

Reading skills
-  sca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identify meaning of words in given or similar contexts
-  make straight forward reference
-  look for inferred meaning
-  give short answers



附件二

英國語文 卷二 2 Hours  -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1-2 
          Unit 3 Work, play and beyond & Unit 4 Earth,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        Sports Communication Booklet Unit 2

Part A (write about 200 words)
- write a promotional leaflet

Part B (write about 400 words)
*Choose either one

- write an application letter    or

- write an article 

  Elective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orts communication

英國語文 卷三 2 Hours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3 Unit 4 Earth, Nathure and the 
Environment

-Vocabulary related to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filling in the blanks
-identifying tone of speakers
-listening for factual information
-writing a poster
-writing an invitation letter
-writing a short report

英國語文 卷四 Around 22 minsTeach & Practise for the HKDSE Paper 4 Speaking
Textbook Unit 3

Theme: sports camp

Speaking skills
- giving pros and cons on an issue
- elaborating on ideas
-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ideas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skills 

英國語文 卷五 Around 20 
min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the film 'The Truman Show' Based on the film ‘The Truman Show’, students need to do a 3-mi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bout:
1.the leading actor Truman Burbank
2.their favourite scenes
3.what message(s) the film con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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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16 - 22章
及已有知識

不等式
線性規劃
續函數圖像
排列與組合
概率
離差的量度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16 - 22章
及已有知識

不等式
線性規劃
續函數圖像
排列與組合
概率
離差的量度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通識教育 卷一 2小時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全部章節

單元二：今日香港
全部章節

單元三：現代中國
全部章節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部章節

今日香港
 1. 香港的能源政策
 2. 香港的文物及建築保育
  能源科技與環境：
 3. 能源需求增加
 4. 能源的主要來源 ---化石燃料
 5. 全球化石燃料的使用情況
 6. 化石燃料的分布如何影響國際關係 ﹖
 7. 如何避免化石燃料引起的國際衝突
 8.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環境問題
 9. 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
 10.發展新能源
 11.影響新能源的政策
 12.香港的能源政策
 13.甚麼是可持續發展
 14.甚麼因素影響可持續發展
  
 現代中國：
 1. 改革開放的背景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3. 社會民生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5. 政治的管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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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卷二 1小時15分鐘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全部章節

單元二：今日香港
全部章節

單元三：現代中國
全部章節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部章節

今日香港
 1. 香港的能源政策
 2. 香港的文物及建築保育
  
 能源科技與環境：
 3. 能源需求增加
 4. 能源的主要來源 ---化石燃料
 5. 全球化石燃料的使用情況
 6. 化石燃料的分布如何影響國際關係 ﹖
 7. 如何避免化石燃料引起的國際衝突
 8.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環境問題
 9. 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
 10.發展新能源
 11.影響新能源的政策
 12.香港的能源政策
 13.甚麼是可持續發展
 14.甚麼因素影響可持續發展
  
 現代中國：
 1. 改革開放的背景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3. 社會民生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5. 政治的管治水平
 6. 綜合國力及外交發展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後印象派、立體主義、  新即物主義、抽象藝術、普普藝術、
歐普藝術、社會現實主義、立體作品、集合藝術、中國畫

1. 因應所提供的藝術作品，學生的作答能 夠顯示：
        細緻與準確的表象描述
        合理而深入的形式分析
        多角度與深層次的意義詮釋
        有批判性的價值評價

2. 評分重點在於評核學生提出的觀點及評論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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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乙部：藝術創作（ 3小時15分鐘） 1.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一件 A2平面作品。作品
須繪畫在提供的白畫紙上，考生可呈交與創作有關的創作簡，如註釋、
素描或草圖以解說創作的意圖。作品與創作簡報會整體評核，不會分開
評分。

2.        一般評分標準：媒材及技法的的選擇和運用、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
的選擇和運用、創意與想像力、及主題傳意：

        能選擇及掌握精準而有效的媒材及技法來貫徹主題
        能選擇及掌握多樣、精準而有效的視覺語言及設計原理來貫徹主

題
        能展示個性、獨創性和嶄新的想像
        能運用統整而切題的藝術形式 /符號，表現不同層次的情感或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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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B     考試範圍及重點

科目 卷目 考試時間 考試範圍 考試重點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單元九：說理議事(游說議論)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
單元十三：文化反思 (駁論技巧 )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出師表》、《逍遙遊》及《勸學》
乙部、非指定閱讀篇章
1. 能分析篇章的結構，扼要概括篇章 內容
2. 能理解及分析篇章的內容
3. 能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4. 能理解及分析作者的主要觀點
5. 能分析篇章的主旨
6. 能因應作者的觀點，提出個人看法
7. 能掌握文言句子的解釋
8. 能分析篇章的寫作手法  

中國語文 卷二：寫作
能力

1小時30分鐘 單元一至單元十、單元十三及過往所學：記敘抒情文、描
寫抒情文、論說文

- 寫作題目三選一作答
- 審題清楚，能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作緊密結合。
- 立意和取材能有關連，文章能清楚申述個人觀點及主題清晰，取材配合文題立意，有助凸顯主題。
- 按題目要求，選取適當例子，包括個人經歷、社會時事、日常生活事例、古今中外例子等，以增加文章表
達力和說服力。
- 配合文章題目，有適當的抒情，甚或連結自我體驗、社會現象、人生道理等作出感悟 /體會，或是對此有
個人體悟或評論。

中國語文 卷三 1小時30分鐘 單元九：說理議事(游說議論)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
單元十三：文化反思 (駁論技巧 )

聆聽：
1. 能聽出話語的重點。
2. 能聽出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3. 能分析及歸納不同的觀點。
4. 能比較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5.  能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寫作：專題文章
1.  語境意識：注意專題文章的格式及組織，和行文語氣，切合身份及
     對象進行書寫。
2.  整合拓展：整理資料，選擇重要的資料進行寫作，及有適當的 說明
     及論述。
3.  見解論證：理解題目重點，提出個人選擇及見解，並提出具體合理
     的論證，說明選擇的原因。
4.  表達組織：安排材料的先後次序及詳略，全文行文流暢，結局完整
     ，組織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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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一 1Hr30mins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1-2
Unit 6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what lies ahead 

Reading Passage Themes
- Food delivery apps
- Pastries

Reading skills
-  sca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identify meaning of words in given or similar contexts
-  make straight forward reference
-  look for inferred meaning
-  give short answers

英國語文 卷二 2 Hours  -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1-2 
          Unit 3 Work, play and beyond & Unit 4 Earth,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        Sports Communication Booklet Unit 2

Part A (write about 200 words)
- write a promotional leaflet

Part B (write about 400 words)
*Choose either one

- write an application letter    or

- write an article 

  Elective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orts communication
英國語文 卷三 2 Hours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3 Unit 4 Earth, Nathure and the 

Environment
-Vocabulary related to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filling in the blanks
-identifying tone of speakers
-listening for factual information
-writing a poster
-writing an invitation letter
-writing a short report

英國語文 卷四 Around 22 minsTeach & Practise for the HKDSE Paper 4 Speaking
Textbook Unit 3

Theme: sports camp

Speaking skills
- giving pros and cons on an issue
- elaborating on ideas
-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ideas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skills 

英國語文 卷五 Around 20 
min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the film 'The Truman Show' Based on the film ‘The Truman Show’, students need to do a 3-mi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bout:
1.the leading actor Truman Burbank
2.their favourite scenes
3.what message(s) the film con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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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16 - 22章
及已有知識

不等式
線性規劃
續函數圖像
排列與組合
概率
離差的量度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16 - 22章
及已有知識

不等式
線性規劃
續函數圖像
排列與組合
概率
離差的量度
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通識教育 卷一 2小時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全部章節

單元二：今日香港
全部章節

單元三：現代中國
全部章節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部章節

今日香港
 1. 香港的能源政策
 2. 香港的文物及建築保育
  能源科技與環境：
 3. 能源需求增加
 4. 能源的主要來源 ---化石燃料
 5. 全球化石燃料的使用情況
 6. 化石燃料的分布如何影響國際關係 ﹖
 7. 如何避免化石燃料引起的國際衝突
 8.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環境問題
 9. 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
 10.發展新能源
 11.影響新能源的政策
 12.香港的能源政策
 13.甚麼是可持續發展
 14.甚麼因素影響可持續發展
  
 現代中國：
 1. 改革開放的背景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3. 社會民生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5. 政治的管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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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卷二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全部章節

單元二：今日香港
全部章節

單元三：現代中國
全部章節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部章節

今日香港
 1. 香港的能源政策
 2. 香港的文物及建築保育
  
 能源科技與環境：
 3. 能源需求增加
 4. 能源的主要來源 ---化石燃料
 5. 全球化石燃料的使用情況
 6. 化石燃料的分布如何影響國際關係 ﹖
 7. 如何避免化石燃料引起的國際衝突
 8.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環境問題
 9. 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
 10.發展新能源
 11.影響新能源的政策
 12.香港的能源政策
 13.甚麼是可持續發展
 14.甚麼因素影響可持續發展
  
 現代中國：
 1. 改革開放的背景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3. 社會民生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5. 政治的管治水平
 6. 綜合國力及外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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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甲部：
單元一  課題一  周代分封
       課題二  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單元二  課題一  秦漢的統治政策
       課題二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單元三  課題一  北朝的漢胡融和
       課題二  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單元四  課題一  隋唐治世
       課題二  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
單元五  課題一  宋元的中央集權
       課題二  明清的君主集權
單元五  課題一  清初的民族政策
乙部：
單元一  
  課題一   列強的入侵
  第一章  中英鴉片戰爭  第二章  英法聯軍之役
  第三章  中日甲午戰爭  第四章  列強劃分勢力範圍                           
  第五章   八國聯軍之役
  課題二  改革與革命
  第一章洋務運動  第二章維新運動  
  第三章辛亥革命
單元二  
  課題一  民初政局
  第一章袁世凱的帝制運動

1.  秦的統治政策
2.  明初的中央集權政策
3.  列強的入侵
4.  改革與革命

旅遊與款待 卷一 1小時30分鐘 課題一：旅遊導論
                會議、獎勵及展覽業務
課題二：款待導論
課題三：地理名勝
                主題公園
課題四：客務關係及服務

1.       溫習工作紙及課本  (課題一至課題四 )
2.       筆記

旅遊與款待 卷二 1小時45分鐘 課題一：旅遊導論
                會議、獎勵及展覽業務
課題二：款待導論
課題三：地理名勝
                主題公園
課題四：客務關係及服務

1.       溫習工作紙及課本  (課題一至課題四 )
2.       筆記

組合科學
(化學)

卷一 一小時四十
分鐘

現代化學1 第10章至第13章及
現代化學2第14-17章

第10章：金屬的存在和提取
第11章：金屬的活性
第12章：反應質量
第13章：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第14章：酸和鹼的簡介

組合科學
(生物)

卷一 一小時四十
分鐘

第18，19和23章 體內平衡; 生態系; 傳染病和疾病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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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一 2小時 核心單元  第1 - 28章 1.懂得不同的網絡保安威脅及應對措施，例如，防毒軟件的運作與更新。
2.懂得何謂成批處理、並行式處理及實時處理。
3.懂得數碼隔閡的成因及如何應對。
4.懂得辦識數據庫表中的關鍵碼，以及利用 SQL語句作數據庫查詢。
5.懂得不同的數據有效性檢驗，以及數據校驗的方法。
6.懂得運用試算表的公式（ SUM, AVERAGE, IF, COUNTIF…）去完成所需任務。
7.懂得不同的視像檔案格式與及其運用。
8.懂得在互聯網上數據包傳送之概念。
9.懂得人體工學的應用。
10.懂得不同的生物特徵認證方法，以及它們的好處與壞處。
11.懂得不同的網絡設備。
12.懂得長期不正確使用電腦可導致的後果，以及如何減少傷害。
13.懂得何謂防火牆、 SSL技術，以及它們的運作。
14.懂得比較有線網絡與無線網絡。
15.懂得不同的電腦規格，並能作出比較。
16.懂得考慮不同的網頁界面設計。

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二 1小時30分鐘 選修單元  B1 — 第5 - 8章 第 5 章網絡種類
懂得不同網絡種類的特性。
懂得總線網絡、星形網絡及環形網絡等基本網絡佈局的特性。
懂得客戶 / 伺服網絡和對等網絡的特性。

第 6 章網絡應用
懂得一些常見的網絡伺服器所提供的服務。這些伺服器包括動態主機配置協定（ DHCP）伺服器、網域控
制伺服器、檔案伺服器、代理伺服器和網間連接器。
懂得不同的網絡應用，包括資源共用、萬維網服務和遠程通勤。
懂得最新的流動電腦應用，以及其於支援流動業務、流動學習、流動政府服務和流動生活新措施方面的
角色。
懂得網絡環境中不同的工作人員，包括經理、網絡工程師、網絡管理員、網絡保安專家和培訓人員。

第 7 章以太網及其他局部區域網絡技術
懂得以太網的基本概念。
帶有檢測衝突的載波偵聽多址接達（ CSMA/CD）的基本原理。
懂得MAC位址和IP位址的關係。
懂得比較不同的以太網標準。
懂得其他應用於局部網絡的技術，如權標環和電力線。
進行涉及預設子網絡遮罩的基本運算。
從預設子網絡遮罩中識別 IP位址所屬的子網絡。

第 8 章無線網絡
懂得無線網絡的相關概念，包括頻率、頻寬、干擾和漫遊。
懂得無線局部區域網絡的結構及其所使用的設備。
懂得帶有避免衝突的載波偵聽多址接達（ CSMA/CA）的機制。
懂得和比較  IEEE 802.11 的各種標準。
懂得Wi-Fi的應用。
懂得城市區域網絡（ MAN）和寬廣區域網絡（ WAN）的各種無線標準。
因應不同的考慮因素，選擇使用有線網絡或無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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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一 1小時15分 管理導論
會計導論
財務管理

1.會計學原理及原則
2.複式記帳法
3.獨資企業的財務報表
4.會計比率
5.香港的營商環境
6.企業所有權類型
7.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8.管理功能及有效管理方法
9.企業家精神
10.金錢時間值
11.信貸評級
12.財務管理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二 2小時15分 財務會計1
財務會計2

1.        原始分錄簿
2.        應計與預付項目
3.        壞帳及呆帳準備
4.        非流動資產折舊
5.        合夥的財務報表
6.        合夥商譽
7.        合夥重估
8.        合夥解散
9.        銀行往來調節表
10.      錯誤更改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後印象派、立體主義、  新即物主義、抽象藝術、普普藝術、
歐普藝術、社會現實主義、立體作品、集合藝術、中國畫

1. 因應所提供的藝術作品，學生的作答能 夠顯示：
        細緻與準確的表象描述
        合理而深入的形式分析
        多角度與深層次的意義詮釋
        有批判性的價值評價

2. 評分重點在於評核學生提出的觀點及評論的深度。

乙部：藝術創作（ 3小時15分鐘） 1.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一件 A2平面作品。作品須繪畫在提供的白畫紙上，考生
可呈交與創作有關的創作簡，如註釋、素描或草圖以解 說創作的意圖。作品與創作簡報會整體評核，不
會分開評分。

2.        一般評分標準：媒材及技法的的選擇和運用、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的選擇和運用、創意與想像力、
及主題傳意：

        能選擇及掌握精準而有效的媒材及技法來貫徹主題
        能選擇及掌握多樣、精準而有效的視覺語言及設計原理來貫徹主題
        能展示個性、獨創性和嶄新的想像
        能運用統整而切題的藝術形式 /符號，表現不同層次的情感或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