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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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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念記當年 (順敘)
單元二:人間風景 (人物描寫 )
單元六:活出風采 (敘事寫人 )
單元九:名人傳奇 (人物傳記 )

甲、        單元應用  (單元一、二、六、九 )
       指定閱讀篇章：《木蘭辭》、《背影》、《岳飛之少年時代》      
        記敘手法、記敘人稱、記敘要素、記敘詳略
        人物描寫：肖像、行動、言語、心理
        認識及掌握通過事件刻畫人物
        通過事件理解人物性格及心情
        理解文章表達的主題
        掌握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乙、        應用文寫作
        書信

丙、        語文知識  (單元一、二、六、九 )
        修辭：明喻、暗喻、排比、擬人、擬物、頂真、疊字、設問、反問
        部首
        數量詞
        形近字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一:念記當年 (順敘)
單元二:人間風景 (人物描寫 )
單元六:活出風采 (敘事寫人 )
單元九:名人傳奇 (人物傳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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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敍述性話語
            邊聽邊記錄
            聽懂描述人物特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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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頁，共 44 頁

中國語文 卷三 每人5分鐘準
備，5分鐘考
上

單元一:念記當年 (順敘)
單元二:人間風景 (人物描寫 )
單元六:活出風采 (敘事寫人 )
單元九:名人傳奇 (人物傳記 )

        發音正確，吐字清晰；音量適中，語速恰當。
        運用順敍法敍述事件，清晰交代事件中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經過、

結果六要素。
        描述人物的特徵清晰，恰當運用人物描寫技巧，例如肖像描寫、行動描

寫、語言描寫、正面描寫、側面描寫等。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1. Reading & Usage
2. 1A Textbook, Unit 2
3. Unit 2 worksheet (bot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Reading
- school clubs
Usage
a) There is / There are (1A Textbook, P. 42)
b) Wh-questions words  (1A Textbook, P. 43)
c) Prepositions of place (1A Textbook, P. 44-45)
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1A Textbook, 45-46)
Vocabulary
a) school facilities  (1A Textbook, P. 38)
b) school clubs (1A Textbook, P. 39)
c) subjects (1A Textbook, P. 40)

英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New Treassure Plus 1A
Units 1 & 2

Listening
-        Listening for keyword
-        Vocabulary related to school facilities, school clubs, personality, time and 
date, etc.

Writing
-        Format and language of an informal email
-        Vocabulary related to personal description
-        Writing about your favourite teacher/ family member/ best friend 

英國語文 卷三 8分鐘 Unit 1 & 2 Individual response
- Talking about yourself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2-8章
及已有知識

第5章  面積和體積（一）
第6章  多項式的運算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二）
第8章  統計（一）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2-8章
及已有知識

第5章 面積和體積（一）
第6章 多項式的運算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二）  
第8章 統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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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 卷一 1小時 課題一：青少年的自我發展
全部章節
課題二：成長的挑戰與對策
全部章節
課題三：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全部章節

- 怎樣回應青少年吸毒和犯罪問題
- 掌握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
- 反思通訊科技對人際關係的利弊

中國歷史 卷一 1小時 夏、商、周
西周
春秋戰國時期  
秦
漢

夏、商、周三代的興替
西周封建
春秋戰國時期
-兼併戰爭
-商鞅變法
-百家爭鳴
秦
-秦朝的統一
-秦朝的統治措施
-秦朝的滅亡
漢
-西漢與漢武帝
-戚宦政治
-兩漢通西域與中外文化交流

科學 卷一 1小時 1A書：第1-3章 科學入門，實驗儀器名稱，水的三種不同狀態，生物分類

電腦 卷一 1小時 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七章至第八章 指定章節內容及速成輸入法A-N
基本商業 卷一 1小時 資源管理

個人財務預算
-金錢的性質
-支票及電子貨幣
-外幣簡介
-財務預算的功用
-財務預算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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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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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二：風光無限 (景物描寫 )
單元五：樂在其中 (記遊小品 )
單元三：情隨物遷 (借物抒情 )

甲、        單元應用
指定閱讀篇章：《愛蓮說》、《醜石》

        掌握描寫景物的方法：步移法、定點描寫法、多角度描寫、多感官
描寫

        認識抒情文寫作特點
        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認識借物抒情的方法
        認識以襯托手法突出主體事物
        感受詞語的感情色彩
        分析文章主題與選材的關係

乙、實用文
        啟事

丙、語文知識
        複句：目的複句、並列複句、承接複句
        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
        修辭：層遞、借代
        錯別字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二：風光無限 (景物描寫 )
單元五：樂在其中 (記遊小品 )
單元三：情隨物遷 (借物抒情 )

甲部、聆聽
        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和因果關係
        聆聽描述景物的話語
        理清表達順序
        聽出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聽出話語的重點

乙部、命題寫作
        記敘文寫作手法：六何法、倒敘法
        描寫文寫作手法：多感官描寫、多角度描寫、比 喻描寫、步移法、定

點描寫、靜態描寫、
動態描寫

        抒情手法：直接抒情、間接抒情

中國語文 卷三 每人5分鐘準
備，5分鐘考
上

單元一：平凡中的不平凡 (認識倒敘 )
單元二：風光無限 (景物描寫 )
單元三：情隨物遷 (借物抒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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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頁，共 44 頁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New Treasure Plus
2A
Units 1-3

Reading 
-A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air pollution
-A conversation about family problems

Usage
-Past Tens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Time words
-Reflexive pronouns

英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Unit 1 & 2 Listening:
- Fill in a survey form about reading habits
- Complete a notesheet about interviewing a local writer
Writing:
-Identification of features in a leaflet
-Write a leaflet about a newly opened shopping centre

英國語文 卷三 8分鐘 Unit 1 & 2 Individual response
- A trip sharing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1-7章 第4章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5章  代數分式與公式
第6章  量度的誤差
第7章  統計（二）
及已有知識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1-7章 第4章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5章  代數分式與公式
第6章  量度的誤差
第7章  統計（二）
及已有知識

生活與社會 卷一 1小時 單元七: 中國政治制度和國際事務參與
全部章節
單元八: 中國經濟和社會民生面
章節A至E

- 國旗、國徽、國歌與國慶
- 中國的行政區域
-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例子
- 改革開放的主要措施
- 改革開放的背景
及已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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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卷一 1小時 五代十國
宋
元
明

五代十國的興替
宋
-宋的統一
-宋代的文人政治
-宋代的改革
-宋代的黨爭
-北宋的商業與城市發展
-宋室南遷
元
-元朝的建立
-元朝的統治政策
-元末動亂與明太祖建國
明
-明初君主集權
-鄭和下西洋
-國防建設：明長城
-明朝滅亡

科學 卷一 1小時 2A書：第7-8章 空氣，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電的使用

電腦 卷一 1小時 第三課  至 第五課、速成  第3章        電子試算表簡介
認識電子試算表的工作環境。
懂得使用電子試算表的優點。
掌握預覽及列印試算表的步驟。

第4章        編輯及格式化試算表
懂得改變試算表的欄寬及列高。
懂得合併或分割試算表 內的儲存格。
懂得把儲存格內的文本及數字格式化。

第5章        使用試算表進行計算
懂得在試算表內輸入公式。
懂得一些試算表的內置函數，並能運用函數進行計算，例如總和、平均
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基本商業 卷一 1小時 中二基商 (上冊) 商業的基本概念和各類 產業
香港經濟的特徵以及與 內地的聯繫
環境因素及其對商業的影響
全球一體化及其對香港商業的影響
評價全球一體化的以及認識國際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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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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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回眸前事 (插敘)
單元二：親歷其境 (場面描寫 )
單元六：往事如煙 (借景抒情和借事抒情 )
單元八：人生如戲 (小說與戲劇)

甲、單元應用
一、指定閱讀篇章
-《花墟》、《歸園田居 (其一)》、《重返灣仔》、《孔明借箭》

二、非指定閱讀篇章
-文章的內容及結構、作者的思想感情

乙、應用文寫作
-活動通告

丙、語文知識
-修辭、文言文人稱代詞、「被」字句、「把」字句

中國語文 卷二：聆聽
及寫作

1小時 單元一：回眸前事 (插敘)
單元二：親歷其境 (場面描寫 )
單元六：往事如煙 (借景抒情和借事抒情 )
單元八：人生如戲 (小說與戲劇)

甲部、聆聽
-運用「六何法」理解敍述重點、聽懂描述場面的話語、分辨話語中的主
 觀描述和客觀描述、聽出 說話者的語氣和觀點、聽出話語的重點和深層
 意義

乙部、命題寫作
-記敘文寫作手法：順敘、插敘、倒敘；描寫文寫作手法：多感官描寫、
 多角度描寫、比喻描寫、步移法、定點描寫法；抒情文寫作手法：直接
 抒情、間接抒情、借景抒情、借事抒情；議論文寫作手法：例證法、引
 證法、對比論證法、歸納法、演繹法

中國語文 卷三 26分鐘 單元一:念記當年 (順敘)
單元二:人間風景德人物描寫 )
單元六:活出風采 (敘事寫人 )
單元九:名人傳奇 (人物傳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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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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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自信，儀態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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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New Treasure Plus 3A
Units 1 & 2

Reading
- Skimming for main ideas
- Scanning for specific details
- Cloze passage
- Synonyms
- Vocabulary related to travel and housing policy 

Grammar
- somebody/ anybody/ no one/ none of/ 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 etc.
- passive voice in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simple past tense
-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possible situations (Type 1)
- unless
- vocabulary about travel

英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New Treasure Plus 3A Unit 1 :Set Off! & 2:We could be 
heroes!

Listening:Filling in a survey form and a note page
Writing:Know the text:Newsletter, write a blog entry

英國語文 卷三 8分鐘 Unit 1 & 2 Individual response
- My favourite volunteer place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1-6章 第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2章  整數指數律
第3章  演繹幾何（二）
第4章  續立體圖形
第5章  面積和體積（三）
第6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
及已有知識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1-6章 第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2章  整數指數律
第3章  演繹幾何（二）
第4章  續立體圖形
第5章  面積和體積（三）
第6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
及已有知識

生活與社會 卷一 1小時 單元一：全球化概論
全部章節
單元二：經濟全球化
全部章節
單元三：文化全球化
全部章節
單元四：回應全球化
全部章節

- 經濟全球化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 文化全球化的特徵
- 文化全球化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 不同組織和個人對全球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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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卷一 1小時 主題一：滿清入關與清初盛世的統治政策
主題二：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主題三：同、光年間的民族危機與救國運動

1. 清初的統治政策
2. 太平天國
3. 英法聯軍入侵
4. 洋務運動
5. 甲午戰爭
6. 維新運動
7.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役
8. 晚清的立憲運動

科學 卷一 1小時 3A書全本；3B 13.1-13.3 (P.1-41), 2B 11 基礎科學3A12.1 保持身體健康
12.2 營養與健康
12.3 健康與疾病
基礎科學3B
13.1原子和元素
13.2 週期表
13.3 化合物和混合物
基礎科學2B
11 力和運動

電腦 卷一 1小時 主題一：電腦網絡
主題二：電腦編程

主題一：電腦網絡
- 甚麼是網絡及用途
- 網絡的種類
- 網絡硬件及傳輸電纜

主題二：電腦編程
- 編程基礎
- 輸出語句
- 循環語句
- 變數設定及計算

基本商業 卷一 1小時 公司的盈利與損失
資產與負債

-收入及支出的概念與特徵
-收支平衡表
-購銷賬的功能
-損益表的功能
-購銷賬、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的關係
-資產定義及分類
-資本定義及分類
-負債定義及分類
-資產、資本及負債三者的關係
-資產負債表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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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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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記述往事（記敘）
單元二：遊歷雜感（描寫抒情）

甲、單元應用
指定篇章
—《醉翁亭記》、《岳陽樓記》、《店鋪》
非指定篇章
—理清篇章內容
—領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分析景物描寫手法，例如步移法
—分析作者的抒情手法
—分析多感官描寫手法
乙、應用文寫作
—投訴信
丙、語文知識
— 修辭
—成語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一：記述往事（記敘）
單元二：遊歷雜感（描寫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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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文 卷一 1 小時 Worksheet File:
Reading Ex 1 and 2; 
Grammar Ex: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Reading:
Short Text comprehension       
Text completion

Usage: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英國語文 卷二 1 小時 Worksheet File: Listening Ex 1

Writing File: Writing Ex 3

Listening:
Mulitple Choice questions
Message taking

Writing:
Write an email about exploring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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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三 12分鐘 Speaking Revision notesheet Discussion
-Vocabulary related to local culture
-Speaking skills including turn taking skill and expressions for giving suggestions.

Individual Response 
-Vocabulary related to school life and family life
-common expressions for greeting and elaboration of ideas

數學 卷一 1 小時 第1 - 3 章 一元二次方程
解二次方程
解涉及二次方程的應用題
二次方程的根的性質
~~
數系
~~
函數的概念
函數的記法和表達方法
二次函數及其圖像
運用代數方法求二次函數的極大 值和極小值

數學 卷二 1 小時 第1 - 3 章 一元二次方程
解二次方程
解涉及二次方程的應用題
二次方程的根的性質
~~
數系
~~
函數的概念
函數的記法和表達方法
二次函數及其圖像
運用代數方法求二次函數的極大 值和極小值

公民與社會
發展

卷一 1小時15分鐘 主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內容: 回歸以來，國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一國兩
制」的內涵，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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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增潤 卷一 45 分鐘 基本廚房安全守規
西餐食材入門
西餐擺盤

基本廚房安全守規
- 廚房常見意外及預防
西餐食材入門
- 香草 / 意粉 / 芝士
- 食物配搭
西餐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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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增潤 卷一 45分鐘 健康體適能與營養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

健康體適能與營養
-健康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分和量度
-運動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分和量度
-食物與營養
-體重的控制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
-設計和進行訓練
-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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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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記述往事
單元二:遊歷雜感
單元六:世道人事

甲部：
《廉頗藺相如列傳》、《岳陽樓記》

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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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世道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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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甲部提供兩項資料，與甲部寫作題目的主題有 闗。
書信格式

乙部命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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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30分鐘 Unit 1 Entertainment
Unit 2 Successful People and Amazing Deeds

-  sca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identify meaning of words in given or similar context                                                        
-  make straight forward references
-  look for inferred meaning                                                                                  
-  give short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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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二 2小時 Grammar Book Unit 1-3,26:Present, Past, Future Tenses and 
Conditionals Type 1 &2
Writing: Short article (150-200 words) 

Grammar:Fill in the blanks, sentence writing, matching
Writing: Short writing :article about role model

英國語文 卷三 2小時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Theme:Communication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note-taking skills - listen for factual information 
- read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data file
- demonstrate organization skills 
-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ext types 
- use appropriate tone and language in writing 
- complete a letter 
- write a script 
- fill in a FAQ page

英國語文 卷四 約22分鐘 Vocabulary items related to living standard in Hong Kong       
Useful expressions for expressing and elaborating ideas         

- Group interaction skills
- Turning taking skills

數學 卷一 2小時小15分
鐘

第一章至第五章 第3章 函數和函數的圖像
第4章 續多項式
第5章 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一章至第五章 第3章 函數和函數的圖像
第4章 續多項式
第5章 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

公民與社會
發展

卷一 1小時30分鐘 核心單元一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法治精神的意義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主導」體制和行政機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組織
法治精神的意義
- 法治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含意
- 守護法治精神的意義
- 香港法律制度的特點
- 香港司法制度對法治精神的體現
- 香港市民應維護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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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及新古典主義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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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廚房安全守規
西餐食材入門
西餐擺盤

基本廚房安全守規
- 廚房常見意外及預防
西餐食材入門
- 香草 / 意粉 / 芝士
- 食物配搭
西餐擺盤

體育增潤 卷一 45分鐘 健康體適能與營養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

健康體適能與營養
-健康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分和量度
-運動相關體適能的組合成分和量度
-食物與營養
-體重的控制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
-設計和進行訓練
-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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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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記述往事
單元二:遊歷雜感
單元六:世道人事

甲部：
《廉頗藺相如列傳》、《岳陽樓記》

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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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世道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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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甲部提供兩項資料，與甲部寫作題目的主題有 闗。
        書信格式

乙部命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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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30分鐘 Unit 1 Entertainment                                                                                                      
Unit 2 Successful People and Amazing Deeds

-  sca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identify meaning of words in given or similar context                                                       
-  make straight forward references
-  look for inferred meaning                                                                                  
-  give short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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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二 2小時 Grammar Book Unit 1-3,26:Present, Past, Future Tenses and 
Conditionals Type 1 &2
Writing: Short article (150-200 words) 

Grammar:Fill in the blanks, sentence writing, matching
Writing: Short writing :article about role model

英國語文 卷三 2小時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Theme:Communication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note-taking skills - listen for factual information 
- read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data file
- demonstrate organization skills 
-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ext types 
- use appropriate tone and language in writing 
- complete a letter 
- write a script 
- fill in a FAQ page

英國語文 卷四 約22分鐘 Vocabulary items related to living standard in Hong Kong       
Useful expressions for expressing and elaborating ideas         

- Group interaction skills
- Turning taking skills

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一章至第五章 第3章 函數和函數的圖像
第4章 續多項式
第5章 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一章至第五章 第3章 函數和函數的圖像
第4章 續多項式
第5章 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

公民與社會
發展

卷一 1小時30分鐘 核心單元一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法治精神的意義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主導」體制和行政機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組織
法治精神的意義
- 法治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含意
- 守護法治精神的意義
- 香港法律制度的特點
- 香港司法制度對法治精神的體現
- 香港市民應維護法治

中國歷史 卷一 1小時20分鐘 甲部 
單元一
課題一  周代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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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2. 秦始皇的統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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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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P.10-95

1.        旅遊業整合模式
2.        「旅行」及「旅遊」的概念
3.        「旅客」的定義
4.        旅客的分類  (高恆、蒲樂 )
5.        旅客應有的行為表現
6.        旅遊時的注意事項
7.        有特殊需要的旅客
8.        旅遊動機
9.        影響旅客流量的因素
10.        旅遊產品的特性
11.        產品生命週期
12.        承載力

化學 卷一 1小時40分鐘 第1-9課 第一冊
1.        焰色試驗
2.        海水電解過程中產生的產物及其用途
3.        白堊即是碳酸鈣，在加熱時的分解反應：
CaCO3 → CaO + CO2
4.        元素週期表第一至第二十個元素  (需記得它們的化學符號及名稱 ) ；
5.        元素按物理性質分辨金屬、類金屬和非金屬；
6.        金屬、類金屬和非金屬的物理性質；
7.        質子、中子和電子的比較：
8.        原子結構：如何計算質子、中子及電子的量；
9.        同位素：相同質子，不同中子；計算相對原子量；
10.        計算相對原子質量；
11.        懂得繪畫電子圖、電子排佈。 Na : 2,8,1；
12.        貴氣體的穩定性：電子偶、八隅體；
13.        元素週期表：如何是相同族及週期，有什麼相同之族；
14.        各族的特別名稱：
15.        鹼金屬；第 II族：鹼土金屬；第VII族：鹼素；第VIII族：貴氣體；
16.        相同族擁有相似化學特性，族 I 活性由上至下不斷增加；
17.        金屬鍵的強度及具有巨型金屬結構的物質的性質，如：外觀、熔點和
沸點、溶度、導電性 …
18.        離子鍵的形成、離子化合物的電子圖；
19.        離子的命名；
20.        離子的移動；
21.        共價鍵

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一 2小時 Ch.01 - Ch.10 第5章至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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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一 1小時15分 第一冊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第二冊  基礎個人理財

香港的營商環境
香港與全球經濟
企業擁有權的類型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管理功能
有效管理方法
主要商業功能
企業家精神和中小型企業管理
金錢的時間值
消費者信貸
策劃個人理財及投資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及新古典主義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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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五：民族民生
單元六：世道人事

甲、單元應用
指定篇章：《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九味》

        理清篇章內容，歸納層次大意
        掌握議論要素
        掌握議論文的篇章結構
        辨識不同的論證方法
        分析人物的性格特點
        掌握運用語言描寫、肖像描寫、行動描寫、襯托法、側面描寫及對

比法的人物刻畫方法

乙、應用文寫作
        演講辭

丙、語文知識
        修辭
        錯別字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五：民族民生
單元六：世道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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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Reading & Usage
- Essential Grammar in Use: Units 15-20, 89
- worksheet

Essential Grammar in Use
1) (not) as...as  (Unit 89)
2) Present Perfect Tense  (Units 15-20)

英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Listening & Writing
- writing worksheet

- informal letter
- notice the genre, format, tone and language that should be used in an 
informal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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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三 約10分鐘 Speaking
- revision paper

a) Reading aloud 
b) Questions about holiday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09章 變分
第18章 續函數圖像

第09章 變分
第18章 續函數圖像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09章 變分
第18章 續函數圖像

第09章 變分
第18章 續函數圖像

通識教育 卷一 1小時 第一章  中國的改革開放
 > 改革開放的發展概略
 > 改革開放下的社會民生
 > 改革開放下的可持續發展與文物保育
 > 改革開放下不同面向的政府管治
 重點: 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和挑戰
 改革開放帶來的問題
 筆記、工作紙、剪報、和習作 :
 議題1. －改革開放的背景
 議題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與議題相關的本地報章、集誌、文章和評論

1. 改革開放政策簡介
2. 改革開放的背景
3. 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和挑戰
4. 貧富懸殊、教育、醫療和住房問題
5. 環境及文物保育問題

通識教育 卷二 1小時 課本: 主題一: 能源科技的影響
        1. 能源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2. 使用化石燃料對環境的影響
        3. 能源應用新方向

筆記、工作紙、剪報、和習作 :
－ 能源充足    － 救救海洋
與議題相關的本地報章、集誌、文章和評論

1. 能源的重要性
 2. 能源的種類（不可再生能源及可再生能源）
 3. 開發及使用能源的原因
 4. 能源使用模式的轉變
 5. 發展化石能源引致的問題（環境 污染及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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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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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七：悠悠我心 (詩歌欣賞 )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單元 )
單元十：真相現場 (場面描寫 )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單元 )

指定篇章考核：
《始得西山宴遊記》、《逍遙遊》

考試重點：
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等的寫作方法。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找出段落中心句及概括段意。
理解文言字義及詞性，語譯文言句子。

中國語文 卷二：寫作
能力

1小時30分鐘 單元七：悠悠我心 (詩歌欣賞 )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單元 )
單元十：真相現場 (場面描寫 )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單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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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所學及中五單元七：悠悠我心 (詩歌欣賞 )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單元 )
單元十：真相現場 (場面描寫 )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單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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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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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解論證：理解題目重點，提出個人見解，並提出具體合理的建

議，說明提出建議的原因及內容，並提出預期成效。
        表達組織：安排材料的先後次序及恰當時候運用標題，全文行文流

暢，組織嚴密。
        語境意識：注意演講辭的格式及組織，和行文語氣，切合身份及對

象進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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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Unit 1: People and Society  Text type of the passages:
-a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2 big sports shoe makers
-a blog entry about a camping trip
-a poem by Pam Ayres

英國語文 卷二 2小時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Paper 1 & 2)
Unit 2: Health, well being and wonderful things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Worksheets Units 1-2
Sports Communication Worksheets Units 1- 2

Part A  - write around 200 words
Part B - write around 400 words

Text Types:
Email of advice
Blog entry

Related topics: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 sales assistant, online shop business
Sports communication - 7-day Athlete Challenge 

英國語文 卷三 2小時 -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Paper 3)
Unit 1: People and Society 

- Vocabulary related to sports career, life of an athlete, cycling 
and handball 

Part A -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B - Integrated listening, writing and reading tasks

Text types:
Formal email
Profile
Poster

Related topics:
Sports career
Life of an athlete
Cycling
Handball

英國語文 卷四 20分鐘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Unit 1: People and Society Part A  Group Discussion (8 mins)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1 min per student)
- Housing problems in Hong Kong

英國語文 卷五 15 分鐘 - Non-print fiction: in-class movie viewing - Zootopia
- Notes on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Four-minu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the movie Zootopia 
- Presentation skills: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 Expressions of giving opinions

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10-15章 圓的基本性質
等差和等比數列
等差和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軌跡
直線和圓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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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10-15章 圓的基本性質
等差和等比數列
等差和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軌跡
直線和圓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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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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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影響
1. 能源需求與化石燃料
2.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問題
3. 能源發展新趨勢

- 通識課本  
- 工作紙file 
- 剪報 
- 新聞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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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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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影響
1. 能源需求與化石燃料
2.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問題
3. 能源發展新趨勢

- 通識課本  
- 工作紙file 
- 剪報 
- 新聞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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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寫實主義、後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
未來派、新即物主義、超現實主義、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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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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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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 單元七：悠悠我心 (詩歌欣賞 )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單元 )
單元十：真相現場 (場面描寫 )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單元 )

指定篇章考核：
《始得西山宴遊記》、《逍遙遊》

考試重點：
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等的寫作方法。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找出段落中心句及概括段意。
理解文言字義及詞性，語譯文言句子。

中國語文 卷二：寫作
能力

1小時30分鐘 單元七：悠悠我心 (詩歌欣賞 )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單元 )
單元十：真相現場 (場面描寫 )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單元 )

-審題清楚，能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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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所學及中五單元七：悠悠我心 (詩歌欣賞 )
單元八：先賢哲理 (文化單元 )
單元十：真相現場 (場面描寫 )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文化單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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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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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解論證：理解題目重點，提出個人見解，並提出具體合理的建議， 說明提出建議的原因及內容，

並提出預期成效。
        表達組織：安排材料的先後次序及恰當時候運用標題，全文行文流暢，組織嚴密。
        語境意識：注意演講辭的格式及組織，和行文語氣，切合身份及對象進行書寫。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Unit 1: People and Society  Text type of the passages:
-a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2 big sports shoe makers
-a blog entry about a camping trip
-a poem by Pam Ay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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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二 2小時 -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Paper 1 & 2)
Unit 2: Health, well being and wonderful things

-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Worksheets Units 1-2
- Sports Communication Worksheets Units 1- 2

Part A  - write around 200 words
Part B - write around 400 words

Text Types:
Email of advice
Blog entry

Related topics: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 sales assistant, online shop business
Sports communication - 7-day Athlete Challenge 

英國語文 卷三 2小時 -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Paper 3)
Unit 1: People and Society 

- Vocabulary related to sports career, life of an athlete, cycling 
and handball 

Part A - Short listening tasks
Part B - Integrated listening, writing and reading tasks

Text types:
Formal email
Profile
Poster

Related topics:
Sports career
Life of an athlete
Cycling
Handball

英國語文 卷四 20分鐘 Developing Skills Text Book Unit 1: People and Society Part A  Group Discussion (8 mins)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1 min per student)
- Housing problems in Hong Kong

英國語文 卷五 15分鐘 - Non-print fiction: in-class movie viewing - Zootopia
- Notes on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of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Four-minut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on the movie Zootopia 
- Presentation skills: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 Expressions of giving opinions

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第10-15章 圓的基本性質
等差和等比數列
等差和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軌跡
直線和圓的方程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第10-15章 圓的基本性質
等差和等比數列
等差和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軌跡
直線和圓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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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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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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影響
1. 能源需求與化石燃料
2.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問題
3. 能源發展新趨勢

- 通識課本
- 工作紙file
- 剪報
- 新聞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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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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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環境和文物保育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影響
1. 能源需求與化石燃料
2.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問題
3. 能源發展新趨勢

- 通識課本
- 工作紙file
- 剪報
- 新聞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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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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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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秦漢的統治政策
2.隋唐治世
3.宋元的中央集權
4.清初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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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產品 – 旅遊景點與目的地
4. 旅遊業中的不同界別及其角色
5. 本地旅遊業
6. 旅遊業的影響
課題二︰款待導論  
1. 住宿業
2. 款待業

1. 旅行、旅遊及旅客的意義
2. 推拉理論
3. 旅遊的影響  (經濟、社會文化、環境 )
4. 酒店的管理模式
5. 香港旅遊發展局酒店分類制度
6. 住宿產品 – 客房類型、房價
7. 酒店餐飲部運作
8. 餐飲服務基本知識

旅遊與款待 卷二 1小時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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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產品 – 旅遊景點與目的地
4. 旅遊業中的不同界別及其角色
5. 本地旅遊業
6. 旅遊業的影響
課題二︰款待導論  
1. 住宿業
2. 款待業

1. 旅行、旅遊及旅客的意義
2. 推拉理論
3. 旅遊的影響  (經濟、社會文化、環境 )
4. 酒店的管理模式
5. 香港旅遊發展局酒店分類制度
6. 住宿產品 – 客房類型、房價
7. 酒店餐飲部運作
8. 餐飲服務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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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科學
(化學)

卷一 1小時40分鐘 第一 冊：第10-13 1.        金屬化合物提取金屬的方法：
2.        把金屬氧化物加熱；把金屬氧化物與碳一起加熱；電解；
3.        化學反應式編寫及平衡；
4.        金屬的活性的排列；
5.        摩爾質量的計算；
6.        計算化合物中元素的質量百分比；
7.        從實驗數據找出實驗式和分子式
8.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防止鐵生鏽的方法

組合科學
(生物)

卷一 1小時40分鐘 第二冊：第11,13,15章 細胞週期與分裂，人的生殖，環境狀況的探測

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一 2小時 第21-28課 第 21 章        解決問題的過程
懂得運用有系統的方法解決問題，認識解決問題的基本過程。
懂得如何應用解決問題的過程來處理實際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懂得辨識不同的方式解決同一問題。

第 22, 23 章        算法設計
懂得何謂算法，並能以流程圖和偽代碼來表示。
懂得列出問題的輸入和輸出要求，並設計合適的用 戶界面。
懂得識別簡單數據類型及數據結構以解決問題，並能選擇適當的數據類型作為解決特定問題的方案，並
能指出該數據類型的優點。
懂得輸入語句、輸出語句和賦 值語句的用法及其表示方法。
懂得順序、選擇和迭代控制結構的用途，以控制程序的流程。
懂得何謂陣列及其用途。
懂得設計電腦解決方案時採用模組的好處。

第 24 章        算法測試
懂得透過辨識邊際個案來追蹤算法。
懂得如何制定適合的測試數據來測試算法。
懂得從解難方法、運算步驟和資源運用等不同角度，比較同一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案。

第 25 章        公平存取、工作及健康議題
懂得何謂公平存取。
懂得識別互聯網上資訊自由的優點和缺點。
懂得數碼隔閡和全球化及它們的影響。
懂得性別平等。
懂得科技如何幫助殘疾人士，以及科技進步為工作環境所帶來的改變。
懂得與電腦相關的疾病。
懂得人體工程學裝置，以及健康和安全地使用電腦的方法。
懂得網絡成癮症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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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一 2小時 第21-28課

第 26 章        知識產權
懂得不同種類的知識產權。
懂得香港的版權條例。
懂得專有軟件和開放源碼軟件的分別。
懂得不同的軟件許可方式。
懂得盜版的性質、影響和防止盜版行為的方法。

第 27, 28 章        互聯網上的保安及威脅
懂得不同種類的惡意軟件。
懂得惡意軟件的傳播途徑。
懂得電腦用戶如何受到間諜軟件和廣告軟件的威脅。
懂得抗電腦病毒軟件、抗間諜軟件程序和防火牆軟件的操作。  
懂得最新的網頁瀏覽器的功能。
懂得網頁瀏覽器的保安漏洞。
懂得數據私隱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懂得互聯網對私隱的威脅。
懂得瀏覽互聯網時保護私隱的方法。
懂得保護數據私隱的加密技術。
懂得身份鑑定及授權的基本概念。
懂得保護互聯網上交易的軟件及硬件。
懂得保安措施的最新發展。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一 1小時15分 管理導論
會計導論
個人理財管理

-會計學原理及原則
-複式記帳法
-獨資企業的財務報表
-會計比率
-香港的營商環境
-企業所有權類型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管理功能及有效管理方法
-主要商業功能
-企業家精神及中小型企業管理
-金錢時間值
-信貸評級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寫實主義、後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
未來派、新即物主義、超現實主義、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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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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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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十二：情真意深   詞曲欣賞
單元十四：社會百態   小說與戲劇

甲、        單元應用
指定篇章
—《雨霖鈴》、《鵲橋仙》、《孔乙己》
非指定篇章
—文章內容及結構分析
—小說的寫作手法
—人物性格特點分析
—文句修辭手法分析
—文言文內容分析
乙、短文寫作
—履歷表
丙、語文知識
—修辭
—錯別字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單元十二：情真意深   詞曲欣賞
單元十四：社會百態   小說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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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一題目 )
— 記敘手法：順敘法、倒敘法、六何法等。
—抒情手法的運用：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借事抒情、借事 說理。
—場景描寫手法：多感官描寫、多角度描寫、比 喻描寫、步移法、定點描
寫。
—人物描寫手法：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心理描寫。
—小說創作手法：第三人稱角度。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Reading a classified advertisement, a letter of complaint and a 
dialogue
Usage:Present, Past and Future Tense, Reported Speech and 
Conditionals Type 1 & 2

Reading: MC, Short questions and True, False ,Not Given
Usage:Word order, sentence writing with own word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英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Listening: conversations, sports and computer games
Writing: note taking, application letter

Listening:MC, key words and note taking
Writing:fill in a fax form, phone message form 
and writing a job application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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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卷三 10分鐘 Part A: 10 vocabularies
Part B: reading aloud of a letter
Part C: interaction

Reading words, a letter and job interview

數學 卷一 1小時 第一章：統計圖的認識
第二章：統計圖的分析
第三章：集中趨勢的量度

工作紙
ch1.1-1.17
ch2.1-2.10
ch3.1-3.8

數學 卷二 1小時 第一章：統計圖的認識
第二章：統計圖的分析
第三章：集中趨勢的量度

工作紙
ch1.1-1.17
ch2.1-2.10
ch3.1-3.8

通識教育 卷一 1小時 全球化

全部章節  

1. 試卷考題形式以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辨正題、短答題及資料回應
題。 
2. 題目包括多種不同類型的資料，包括文字對話、新聞報道、圖表、海報  
等。簡單來說，考核的形式包括文字、數據、圖片等。
3. 資料來源方面，包括自擬對話、大學調 查、網站文章、報紙文章、  政府
部門資料等。
4.考試題型方面，包括簡述不同事件、不同持份者或評論者的觀點及立
場，數據資料主要反映某種趨勢及現況。
5.內容重點涵蓋全球化概論、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反全球化。

通識教育 卷二 1小時 公共衛生  

全部章節

1. 試卷考題形式以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辨正題、短答題及資料回應
題。 
2. 題目包括多種不同類型的資料，包括文字對話、新聞報道、圖表、海報  
等。簡單來說，考核的形式包括文字、數據、圖片等。
3. 資料來源方面，包括自擬對話、大學調 查、網站文章、報紙文章、  政府
部門資料等。
4.考試題型方面，包括簡述不同事件、不同持份者或評論者的觀點及立
場，數據資料主要反映某種趨勢及現況。
5. 內容重點涵蓋對公共衛生的理解及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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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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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記敘往事
單元二：遊歷雜感
單元三：歷史文化
單元四：儒家思想
單元五：民族民生
單元六：世道人事
單元七：悠悠我心
單元八：先賢哲理
單元九：說理議事
單元十：真相現場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單元十二：情真意深
單元十三：文化反思
單元十四：社會百態

(1) 試卷分指定篇章閱讀及非指定篇章
指定閱讀篇章：《魚我所欲也》、《勸學》、《師 說》、《廉頗藺相如列傳》、《始
得西山宴遊記》、《月下獨酌》、《聲聲慢．秋情》、《青玉案．元夕》、《六國
論》
(2) 閱讀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3)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等的寫作方法。
(4)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5) 找出段落中心句及概括段意。
(6) 理解文言字義及詞性，語譯文言句子。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30分鐘 單元一至十四，與卷一相同。 (1)試卷共設三題，只須選作一題，不得少於 650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2)審題清楚，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作緊密
結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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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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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至十四 聆聽：
        能聽出話語的重點。
        能聽出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能分析及歸納不同的觀點。
        能比較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能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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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解論證：理解題目重點，提出個人見解，並提出具體合理的建

議，說明提出建議的原因及內容，共提出預期成效。
        表達組織：安排材料的先後次序及恰當時候運用標題，全文行文流

暢，組織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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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Reading
Texts about pandemic and climate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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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Part A Short writing (a formal letter)                                          
Part B Long writing (electives) poems and songs,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ocial issues, short stories, drama, popular 
culture, debat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Format, language use and style of the following writing genres: formal letter, 
letter of advice, short stories, debate speech, letter to the Editor

英國語文 卷三 2 小時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leaflet, email of reply, letter to 
the Editor

Format, language use and style of the following writing genres: leaflet, email 
of reply, letter to the Editor; note-taking skills, spelling

英國語文 卷四 約22分鐘 Speaking
A) Group Discussion
B) Individual Response

- about home exercise
- notice the turn-taking skills
- eye contact
- give reason(s) to support point of views

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DSE 所有範圍 所有已有知識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DSE 所有範圍 所有已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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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卷一 2小時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以上單元全部章節

資料回應題，資料分析及數據整理
跨單元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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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四：全球化
全部章節
單元五：公共衛生
全部章節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部章節

- 通識課本
- 工作紙file
- 剪報
- 新聞報章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寫實主義、原始主義、未來派、新即物主義、
超現實主義、抽象藝術、中國畫、雕塑、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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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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1-2022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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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記敘往事
單元二：遊歷雜感
單元三：歷史文化
單元四：儒家思想
單元五：民族民生
單元六：世道人事
單元七：悠悠我心
單元八：先賢哲理
單元九：說理議事
單元十：真相現場
單元十一：道家思想
單元十二：情真意深
單元十三：文化反思
單元十四：社會百態

(1) 試卷分指定篇章閱讀及非指定篇章
指定閱讀篇章：《魚我所欲也》、《勸學》、《師 說》、《廉頗藺相如列傳》、《始
得西山宴遊記》、《月下獨酌》、《聲聲慢．秋情》、《青玉案．元夕》、《六國
論》
(2) 閱讀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3)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等的寫作方法。
(4)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5) 找出段落中心句及概括段意。
(6) 理解文言字義及詞性，語譯文言句子。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30分鐘 單元一至十四，與卷一相同。 (1)試卷共設三題，只須選作一題，不得少於 650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2)審題清楚，抓住題目重點，構思寫作 內容，於「立意」及「選材」作緊密
結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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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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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至十四 聆聽：
        能聽出話語的重點。
        能聽出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能分析及歸納不同的觀點。
        能比較不同說話者的觀點。
        能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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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解論證：理解題目重點，提出個人見解，並提出具體合理的建

議，說明提出建議的原因及內容，共提出預期成效。
        表達組織：安排材料的先後次序及恰當時候運用標題，全文行文流

暢，組織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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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文 卷一 1小時30分鐘 Reading
Texts about pandemic and climate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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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Part A Short writing (a formal letter)                                          
Part B Long writing (electives) poems and songs,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ocial issues, short stories, drama, popular 
culture, debat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Format language use and style of the following writing genres: formal letter, 
letter of advice, short stories, debate speech, letter to the Editor

英國語文 卷三 2 小時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leaflet, email of reply, letter to 
the Editor

Format, language use and style of the following writing genres: leaflet, email 
of reply, letter to the Editor; note-taking skills, spelling

英國語文 卷四 約22分鐘 Speaking
A) Group Discussion
B) Individual Response

- about home exercise
- notice the turn-taking skills
- eye contact
- give reason(s) to support point of views

數學 卷一 2小時15分鐘 DSE 所有範圍 所有已有知識

數學 卷二 1小時15分鐘 DSE 所有範圍 所有已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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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卷一 2小時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以上單元全部章節

資料回應題，資料分析及數據整理
跨單元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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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四：全球化
全部章節
單元五：公共衛生
全部章節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部章節

- 通識課本
- 工作紙file
- 剪報
- 新聞報章

中國歷史 卷一 2小時15分鐘 甲部、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單元一：夏商周
單元二：秦漢
單元三：魏晉南北朝
單元四：隋唐
單元五：宋元明清（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

乙部、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單元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單元二：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單元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二十世紀末

1.        西周封建
2.        秦漢
3.        宋代中央集權
4.        民初政局
5.        抗日戰爭
6.        社會主義建設
7.        文化大革命

中國歷史 卷二 1小時20分鐘 中國知識分子的特色
時代與知識分子的互動
1.孔子與春秋晚期
2.司馬遷與西漢前期
3.王安石與北宋中葉
4.何啟與香港開埠初期
5.梁啟超與清末民初政局

考試重點：
1.        孔子與春秋晚期
2.        司馬遷與西漢前期
3.        何啟與香港開埠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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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 卷一 1小時30分鐘 課題一：旅遊導論
課題二：款待導論
課題三：地理名勝
課題四：客務關係及服務
課題五：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主題公園

1.「旅行」、「旅遊」及「遊客」的意義
2.政府在旅遊業發展中的主要角色
3.服務品質差距模式
4.會議、獎勵及展覽業務
5.旅遊業各方面的資源及其對塑造旅遊目的地形象的作用

旅遊與款待 卷二 1小時15分鐘 課題一：旅遊導論
課題二：款待導論
課題三：地理名勝
課題四：客務關係及服務
課題五：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主題公園

1.        推拉理論
2.        產品生命週期
3.        承載力
4.        旅遊業的影響
5.        酒店的產權
6.        餐單的基本知識
7.        餐廳的佈局及環境氣氛
8.        Parasuraman的五個顧客服務特點
9.        顧客終身價值及忠誠度
10.        文化同質化
11.        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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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科學
(化學)

卷一 1小時40分鐘 第一冊、第二冊及第 3B冊 第一冊
1.        元素週期表第一至第二十個元素  (需記得它們的化學符號及名稱 ) 
；
2.        元素按物理性質分辨金屬、類金屬和非金屬；
3.        金屬、類金屬和非金屬的物理性質；
4.        原子結構：如何計算質子、中子及電子的量；
5.        同位素：相同質子，不同中子；計算相對原子量；
6.        計算相對原子質量；
7.        各族的特別名稱：第 I族：鹼金屬；第 II族：鹼土金屬；第VII族：鹼素；
第VIII族：貴氣體；
8.        把金屬氧化物加熱；把金屬氧化物與碳一起加熱；電解；
9.        化學反應式編寫及平衡；
10.        金屬活性的排列；
11.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防止鐵生鏽的方法

第二冊
1.        解釋酸的鹽基度
2.        酸和鹼的中和反應
3.        溶液的濃度的計算
4.        石油餾份的主要用途
5.        化石燃料對環境的影響
6.        汽車的催化轉換器
7.        碳氫化合物的命名
8.        烷的反應：烷的燃燒、烷與鹵素的反應、裂解作用
9.        烯的反應：烯的燃燒、烯與鹵素的反應、烯與高錳酸鉀溶液的反應
10.      塑膠的分類：熱塑性塑膠、熱固性塑膠

3B 
標準焓變的計算

組合科學
(生物)

卷一 1小時40分鐘 第1A，1B，2，3 ，4冊 文憑試涉及的所有內容，包括第1-11,13,15,16,18,19,23,25,27-29章

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一 2小時 第1章  至  第28章 涉及公開試的所有內容，包括軟硬件、網路、 SQL、編程、資訊科技倫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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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
科技

卷二 1小時30分鐘 第1章  至 第13 章 1.懂得何謂災難復原計劃及其相關工作；
2.懂得不同保護伺服器內數據的相關措施；
3.懂得網上儲存服務的優點及缺點；
4.懂得IP位址的分配及其應用；
5.懂得何謂通訊閘；
6.懂得不同的網絡傳輸媒介及其應用；
7.懂得不同的網絡傳輸設備及其不同的功能；
8.懂得何謂UPS及其應用；
9.懂得不同的通訊模式（單向、半雙向  及 全雙向）及其應用；
10.懂得不同的錯誤偵測方法及其應用
11.懂得何謂CSMA/CA及其原理；
12.懂得比較藍牙、Wi-Fi及紅外線；
13.懂得IPv4及IPv6的分別；
14.懂得按題目要求設計網絡及繪製網絡圖。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一 1小時15分鐘 1.        會計導論
2.        管理導論
3.        個人理財

會計概論
會計原則
複式記帳法
試算表
財務報表
會計比率
香港的營商環境
企業所有權類型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管理功能
主要商業功能
香港的中小型企業
金錢時間值
消費者信貸
策劃個人理財及投資
以證券交易作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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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卷二 2小時15分鐘  4上下  財務會計 原始分錄簿
應計與預付項目
壞帳及呆帳準備
折舊
財務報表
銀行往來調節表
錯誤更改
不完整會計紀錄
合夥的財務報表
合夥商譽
合夥重估
合夥解散
股票與債券
準備、儲備和純利分撥
有限公司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分析
會計原則

視覺藝術 卷一 4小時 甲部︰藝術評賞（45分鐘）

寫實主義、原始主義、未來派、新即物主義、
超現實主義、抽象藝術、中國畫、雕塑、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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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