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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級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35分鐘 單元四：孝道、友情與愛情(詩歌欣賞)
文⾔⼀：妙理之趣(寓⾔故事)

甲、單元應⽤
指定閱讀篇章：《⽊蘭詩》、《送友⼈》、《友情傘》 、
《賣油翁》

⼄、語文知識
(1)對偶
(2)⼈稱代詞

英國語文 35 mins Module 3:Teenage life Unit 3 A foodie's world Reading:A blog;Usage:simple past tense,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quantity words;Writing:sentences about my
favourite food

數學 3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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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變化、盈利與虧蝕、折扣
直⾓坐標平⾯上：距離、⾯積、變換
與相交線有關的⾓、與平⾏線有關的⾓、三⾓形內⾓和

⽣活與社會 35分鐘 單元3：群性發展
單元4：認識香港及我們的⾝份和權責

  ⼈際關係的重要性
  家庭
  友誼
  ⼈際衝突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特徵

中國歷史 35分鐘 三國兩晉南北朝 1. 三國鼎立與覆亡
2. 兩晉南北朝政權
3. 北⽅的政局
4. 漢化改⾰
5. 江南開發
6. ⼠族的⽣活

基本商業 35分鐘 單元三 1.購買決策
2.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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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級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電腦 35 分鐘 電腦系統 - 第⼀課⾄第七課 中文輸入法
電腦各硬件部份
軟件

科學 35分鐘 單元4⾄單元5.1 動植物細胞結構
男性和女性⽣殖系統
新⽣命的誕⽣
避孕⽅法
遺傳與變異
七種能量的形式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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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級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35分鐘 單元六：⾦⽯良⾔(借事說理)
單元七：詞曲旃衷情(詞曲賞析)

甲、單元應⽤
指定閱讀篇章：《習慣說》、《釣勝於⿂》 、《⽔調歌
頭》

⼄、語文知識
(1) 主謂句和雙賓句
(2) 襯托

英國語文 35 mins Module 4: Have a Nice Journey A: Reading, pandas and panic
B: Usage,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possible situations,
adverbs of sequence, vocabulary on transport and tourism.
C: Writing: Sentence forming using topic words

數學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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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等式的基本概念
- 解⼀元⼀次不等式
- 圖解法、代入消元法、加減消元法
- 平⽅和平⽅根
- 畢⽒定理
- 有理數、無理數及根式

⽣活與社會 35分鐘 第七冊
章節 A ⾄ N

-認識中國的執政黨
-政協制度與多黨合作
-政府應對貪腐及社會風氣敗壞⽅法
-⼈⺠監督政府⼯作的⽅式
-綜合國⼒的衡量
-中國的外交原則
-中國參與的國際事務及意義
-中國參與的國際事務的例⼦
-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看法

中國歷史 35分鐘 單元三 清
清朝與統⼀多⺠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外⼒衝擊與內憂

1.        清朝的統⼀與清初盛世 
2.        清朝的⺠族統治政策 
3.        清代的中衰 
4.        ⻄⼒東漸與兩次鴉片戰爭 
5.        太平天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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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級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基本商業 35分鐘 營商環境
利率及時間值

        商業的⾓⾊及重要性 
        產業的種類 
        環境因素對企業的影響 
        全球⼀體化的原因及⽅法 
        單利息 
        複利息 
        時間值、現值及未來值 

電腦 35分鐘 多媒體 - 多媒體的種類
- 多媒體的檔案格式
- 各多媒體檔案格式的特性
- 影響多媒體質素的因素

科學 35分鐘 第九課 常⾒的酸和鹼、第⼗課10.1-10.2 常⾒的酸和鹼、pH值、中和作⽤、酸的腐蝕性及安全使
⽤酸和鹼。  第⼗課⾄列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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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三級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35分鐘 單元三：環抱⾃然(說明的結構和⽅法)
單元四：⽣活哲理(論證的⽅法)

甲、單元應⽤
指定閱讀篇章：《看雲識天氣》、《地衣苔鮮的世界》、
《想和做》

⼄、語文知識
(1)成語
(2)複句

英國語文 35 mins Unit 3 A. Reading: An interview article

B. Grammar Usage
1.Using so,so that and so as to
2.Question tags

C. Writing
1. Sentene making using adjectives

數學 35 分鐘 單元7及8 單元7：三⾓比的關係
單元8：三⾓學應⽤

⽣活與社會 35分鐘 全球化 (第3、4章)、公⺠權責 全球化：
1.文化全球化
2.回應全球化

公⺠權責：
1.權利、義務和法治原則
2.兒童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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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三級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歷史 35分鐘 主題：建國⾄1978年間的內政與外交 1.        中華⼈⺠共和國的成立
2.        建國初年的內政（1950—1957年）
3.        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
4.        「文化⼤⾰命」
5.        1950⾄70年代外交政策的演變

基本商業 35分鐘 單元三及四 1. 融資⽅式
2. 企業擁有權類型

電腦 35分鐘 資訊科技與社會：
第1課（1.1, 1.2）
第2課（2.1, 2.2, 2.3）
第3課（3.1, 3.2）
速成輸入法：常⽤13-16

認識資訊科技普及對社會的影響 
認識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職業和性質 
了解資訊科技如何影響我們的⼯作環境 
了解資訊科技如何影響我們的⽣活 
避免在網絡披露過多個⼈資料 
判斷網上註冊時所收集的資料是否合理 
加密檔案及USB儲存裝置 
壓縮並同時加密檔案 
認識正確銷毀儲存裝置資料的⽅法 
了解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的兩個主要作⽤：數碼簽署及加
密 
明⽩使⽤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的⽬的 
明⽩科技資訊普及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了解到各持份者對環境破壞的可⾏紓緩措施 
善⽤科技解決環保問題 

科學 35分鐘 單元13 第1-20個元素名稱及符號
化合物和混合物
⽔的電解
⾦屬
合⾦
⽯油分餾及產物的應⽤
使⽤材料帶來的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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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四A1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卷⼀：閱讀及語文
知識

60分鐘 單元三：文字與科學(說明) 甲、單元應⽤
指定閱讀篇章：《漢字的結構》、《鏡⼦⼩史》

⼄、語文知識
(1)句⼦成分：定語、狀語、補語
(2)虛詞：介詞、連接詞、助詞、嘆詞

卷⼆：寫作能⼒ 60分鐘 單元三：文字與科學(說明) 甲、應⽤文寫作
通告

⼄、命題寫作 (⼆選⼀題⽬)
(1) 記敘文
(2) 議論文

英國語文 Paper 1: 45 mins Essential Grammar in Use: Unit 4-6 Reading: A recipe & a restaurant review; Usage:Present continuous
questions, present simple, present simple negative

Paper 2: 45 mins Writing: forms & worksheets Form filling, picture writing
數學 卷⼀ 45分鐘 第6章 直⾓三⾓形中的三⾓比，⼆維空間應⽤
公⺠與社會發展 卷⼀ 45分鐘 主題1：「⼀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 「⼀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學習重點4-6

⾏政⻑官及其領導下的⾏政機關
司法機關(司法機關的職權及架構)
立法會的產⽣辦法
法治的含意
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香港居⺠的定義
香港居⺠享有的基本權利
香港居⺠應履⾏的義務

資料回應題考核，題內會擬設不同題⽬類型，例如多項選擇題、短題
⽬、短文章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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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四A2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卷⼀： 60分鐘 單元三：文字與科學(說明)

單元四：君⼦的修養(儒家思想⼀)

卷⼆： 60分鐘 單元三：文字與科學(說明)
單元四：君⼦的修養(儒家思想⼀)

英國語文 Paper 1: 60 mins Aristo Grammar & Usage  Unit 3, 8 Reading: Feature articles Usage: Future tense, Gerunds

60 mins Aristo Grammar & Usage  (U4.14) a piece of descriptive writing

數學 卷⼀ 1⼩時 第8章：變分⽅程、第9章：續⽅程式 - 正變、反變、聯變、部分變
-  聯立⽅程、分式⽅程、指數⽅程、三⾓⽅程

公⺠與社會發展 卷⼀  45分鐘 課題五：法治精神在香港
課題六：香港居⺠的權利和義務

5.1 法律、法治與法治精神
5.2 香港對法治精神的體現和維護
5.3 維護法治精神對香港的重要性
6.1 香港居⺠的定義
6.2 香港居⺠享有的基本權利
6.3 香港居⺠應履⾏的義務

視覺藝術 卷⼀ 2⼩時45分鐘 甲部、藝術評賞 (45分鐘)
1.        寫實主義
2.        超現實主義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單元三：《漢字的結構》(節錄)
單元四：《論仁論孝論君⼦》

⼄部：非指定閱讀篇章
(1) 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2)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議論等的寫作⽅法。
(3)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4) 找出段落中⼼句及概括段意。
(5) 理解文⾔字義及詞性，語譯文⾔句⼦。

命題寫作 (三選⼀題⽬)
(1) 記敘抒情文 / 描寫抒情文
(2) 說明 / 議論文

Pap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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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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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四A2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部、藝術創作 (2⼩時) 1.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件平⾯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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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元素的運⽤、媒介的掌握、技巧、視覺效果及
傳情達意：

 以個⼈和具創意的⽅式表現主題；
 選擇⾃⼰表達的視覺⽅式，並決定採⽤最恰當的⽅法去傳遞意代、
思想、感受、感情等等；

 顯⽰其運⽤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能⼒；
 選擇及運⽤適當的媒介、技巧及程序，以完成圖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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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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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B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卷⼀： 60分鐘 單元三：文字與科學(說明)
單元四：君⼦的修養(儒家思想⼀)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單元三：《漢字的結構》(節錄)
單元四：《論仁論孝論君⼦》

⼄部：非指定閱讀篇章
(1)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2)分析記敘、描寫、抒情、議論等的寫作⽅法。
(3)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4)找出段落中⼼句及概括段意。
(5)理解文⾔字義及詞性，語譯文⾔句⼦。

卷⼆： 60分鐘 單元三：文字與科學(說明)
單元四：君⼦的修養(儒家思想⼀)

命題寫作 (三選⼀題⽬)
(1)記敘抒情文 / 描寫抒情文
(2)說明 / 議論文

英國語文 Paper 1: 60 mins Aristo Grammar & Usage  Unit 3, 8 Reading: Feature articles Usage: Future tense, Gerunds

Paper 2: 60 mins Aristo Grammar & Usage  (U4.14) a piece of descriptive writing

數學 卷⼀ 1⼩時 第8章：變分⽅程、第9章：續⽅程式 -正變、反變、聯變、部分變
- 聯立⽅程、分式⽅程、指數⽅程、三⾓⽅程

公⺠與社會發展 卷⼀ 5.1 法律、法治與法治精神
5.2 香港對法治精神的體現和維護
5.3 維護法治精神對香港的重要性
6.1 香港居⺠的定義
6.2 香港居⺠享有的基本權利
6.3 香港居⺠應履⾏的義務

中國歷史 卷⼀ 45分鐘 課題：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課題：魏晉南北朝
課題：東晉及南朝的⼠族與寒⾨

1. 王莽篡漢
2. 東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3. 北朝漢胡融和的概況
4. 北魏孝文帝推⾏的漢化措施及影響
5. 東晉、南朝政權與⼠族的關係
6. 東晉、南朝⼠族與寒⾨的關係

課題五：法治精神在香港
課題六：香港居⺠的權利和義務

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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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022-2023年度     第⼆學期統⼀測驗

中四B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旅遊與款待 卷⼀ 45分鐘         旅遊產品 – 旅遊景點與⽬的地 
        旅遊業中的不同界別及其⾓⾊ 
        本地旅遊業 
        旅遊業的影響 

旅遊產品 – 旅遊景點與⽬的地 
旅遊業中的不同界別及其⾓⾊ 

化學 卷⼀ 45分鐘 第11課⾦屬的活性
第12課反應質量
第13課 ⾦屬的腐蝕和保護

⾦屬活性序, ⾦屬輿空氣、⽔和酸的反應。 反應質量計算
，實驗式，百分比質量、平衡化學⽅程。   ⾦屬腐蝕和保
護。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 ⼀⼩時 書A1、A2、B、C1 電腦系統
試算表及數據庫
多媒體
互聯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卷⼀ 1.管理導論
2.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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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的時間值
   消費者信貸
   個⼈理財策劃及投資

視覺藝術 卷⼀ 2⼩時45分鐘 甲部、藝術評賞 (45分鐘)
1. 寫實主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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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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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B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部、藝術創作 (2⼩時) 1.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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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元素的運⽤、媒介的掌握、技巧、
視覺效果及傳情達意：

 以個⼈和具創意的⽅式表現主題；
 選擇⾃⼰表達的視覺⽅式，並決定採⽤最恰當的⽅法去
傳遞意代、思想、感受、感情等等；

 顯⽰其運⽤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能⼒；
 選擇及運⽤適當的媒介、技巧及程序，以完成圖像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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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A1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卷⼀：閱讀及語文知識 60分鐘 單元七：抒情有⽅(詩歌欣賞) 甲、單元應⽤
指定閱讀篇章：《⼭居秋暝》、《⽉下獨酌》、《登樓》、
《也許．葬歌》、《再別康橋》

⼄、語文知識
(1)成語
(2)錯別字

卷⼆：寫作能⼒ 60分鐘 單元七：抒情有⽅ (詩歌欣賞) 甲、應⽤文寫作
私函

⼄、命題寫作 (⼆選⼀題⽬)
(1)記敘文 / 記敘抒情文
(2)說明文

英國語文 Paper 1: 1 Hour Textbook file and Worksheet file (Unit 10) Part A Reading
Task 1: A text about Marie Sklodowska Curie
Task 2: A text about Martin Freeman

Part B Usage
Task 3: Vocabulary (Describing people and time expressions)
Task 4: was / were
Task 5: Conversation completion with expressions for apologising

Paper 2: 1 Hour Textbook file and Worksheet file (Unit 10) Part A Sentence making with ‘when’  
Part B Write a blog about ‘My Childhood Memories’  

數學 卷⼀ 45 min 第09章 變分
第18章 續函數圖像

率、比、比例、正變、反變、聯變、部分變
函數的圖像

卷⼀ 45分鐘 主題2：改⾰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1 ⼈⺠⽣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學習重點2及3

主題2：改⾰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1 ⼈⺠⽣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國家全⾯脫貧
⺠眾消費模式的轉變(消費結構的轉變、網上購物愈趨盛⾏)
⺠眾教育⽔平的轉變和提升
國家的醫療⽔平和國⺠的健康⽔平提升(⺠營醫療服務、醫療科
技⽔平提升、
 ⼈均預期壽命增加)
綜合國⼒的定義
近年中國綜合國⼒的發展公⺠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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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A2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卷⼀： 60分鐘 單元九：進退有節 (游說議論)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單元九：《六國論》、《出師表》

⼄部：非指定閱讀篇章
(1) 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2)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議論等的寫作⽅法。
(3)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4) 找出段落中⼼句及概括段意。
(5) 理解文⾔字義及詞性，語譯文⾔句⼦。

卷⼆： 60分鐘 單元七：抒情有⽅ (詩歌欣賞) 命題寫作(三選⼀題⽬)
(1) 記敘抒情文/ 描寫抒情文
(2) 議論文

英國語文 Paper 1: 60 minutes Unit 3: Work, Play and Beyond Reading:Understanding a text containing special terms, Usage:Relative
clause(GB Unit 21)

Paper 2: 60 minutes Unit 3: Work, Play and Beyond Format, Vocabulary items and language use in writing a thank you letter

數學 卷⼀ 60分鐘 第16-19章 不等式，⽤圖像解不等式，聯立⼆元⼀次不等式，排列，組合
卷⼀ 45分鐘 主題2：改⾰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1 ⼈⺠⽣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學習重
點1-3 
課題2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局  
學習重點1-2 

課題1 ⼈⺠⽣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國家全⾯脫貧 ⺠眾消費模式的轉變(消費結構的轉變、網上購物愈趨
盛⾏)
⺠眾教育⽔平的轉變和提升、國家的醫療⽔平和國⺠的健康⽔平提
升(⺠營醫療服務、醫療科技⽔平提升、⼈均預期壽命增加)
綜合國⼒的定義-近年中國綜合國⼒的發展
課題2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局
「⼗四五」規劃背景、⽬標及重點
「⼗四五」規劃與香港發展
粵港澳⼤灣區的發展及政策    資料回應題考核，題內會擬設不同題
⽬類型，例如多項選擇題、短題⽬、短文章式問題

視覺藝術 卷⼀ 2⼩時15分鐘 甲部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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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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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A2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視覺藝術 ⼄部 (80分) 1.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件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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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元素的運⽤、媒介的掌握、技巧、視覺效果
及傳情達意： 

 以個⼈和具創意的⽅式表現主題； 
 選擇⾃⼰表達的視覺⽅式，並決定採⽤最恰當的⽅法去傳遞意
代、思想、感受、感情等等； 

 顯⽰其運⽤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能⼒； 
 選擇及運⽤適當的媒介、技巧及程序，以完成圖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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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B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語文 卷⼀： 60分鐘 單元九：進退有節 (游說議論)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單元九：《六國論》、《出師表》

⼄部：非指定閱讀篇章
(1) 理解篇章內容，歸納主題思想。
(2) 分析記敘、描寫、抒情、議論等的寫作⽅法。
(3) 理清篇章脈絡，理解作者的思感情。
(4) 找出段落中⼼句及概括段意。
(5) 理解文⾔字義及詞性，語譯文⾔句⼦。

卷⼆： 60分鐘 單元七：抒情有⽅ (詩歌欣賞) 命題寫作(三選⼀題⽬)
(1) 記敘抒情文/ 描寫抒情文
(2) 議論文

英國語文 Paper 1: 60 minutes Unit 3: Work, Play and Beyond Reading:Understanding a text containing special terms,
Usage:Relative clause(GB Unit 21)

Paper 2: 60 minutes Unit 3: Work, Play and Beyond Format, Vocabulary items and language use in writing a thank you
letter

數學 卷⼀ 60分鐘 第16-19章 不等式，⽤圖像解不等式，聯立⼆元⼀次不等式，排列，組合
卷⼀ 45分鐘 主題2：改⾰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1 ⼈⺠⽣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學習重
點1-3 
課題2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局  
學習重點1-2 

課題1 ⼈⺠⽣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國家全⾯脫貧 ⺠眾消費模式的轉變(消費結構的轉變、網上購物
愈趨盛⾏)
⺠眾教育⽔平的轉變和提升、國家的醫療⽔平和國⺠的健康⽔平
提升(⺠營醫療服務、醫療科技⽔平提升、⼈均預期壽命增加)
綜合國⼒的定義-近年中國綜合國⼒的發展
課題2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局
「⼗四五」規劃背景、⽬標及重點
「⼗四五」規劃與香港發展
粵港澳⼤灣區的發展及政策      資料回應題考核，題內會擬設不
同題⽬類型，例如多項選擇題、短題⽬、短文章式問題

公⺠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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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B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中國歷史 卷⼀ 45分鐘 ⼄部：
單元⼀ 鴉片戰爭⾄辛亥⾰命
課題⼀ 列強的入侵
第2章 英法聯軍之役
第3章 中⽇甲午戰爭
第4章 列強劃分勢⼒範圍
第5章 八國聯軍之役

1.        中⽇甲午戰爭 
2.        列強劃分勢⼒範圍 
3.        八國聯軍之役 

旅遊與款待 卷⼀ 45分鐘 課題⼆：款待導論 
        酒店運作簡介 
        酒店的產權 
        客務部 
        前堂部 
        管家部 
        餐飲業簡介 
        餐飲服務原理 

酒店的產權 
餐單的基本知識 
餐廳的佈局及環境氣氛 

化學 卷⼀ 45分鐘 第14課及第20⾄23課 酸和鹼的簡介。  化⽯燃料、同⽷列、結構式與命名學。 烷烴及
烯烴。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 45分鐘 核⼼第1⾄28課及選修第1⾄8課 核⼼第1⾄28課 MC
選修第1⾄8課 ⻑答題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卷⼀ 45分鐘 第4上冊 1. 折舊
2. 財務報表的年終調整
3. 銀⾏往來調節表
4. 壞帳及呆帳準備

視覺藝術 卷⼀ 2⼩時15分鐘 甲部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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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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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B    測驗範圍及重點
科⽬ 分卷 測驗時間 測驗範圍 測驗重點

視覺藝術 ⼄部 (80分) 1.        以任何媒介、形式、風格及技巧，根據主題創作⼀件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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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元素的運⽤、媒介的掌握、技巧、視覺效
果及傳情達意： 

 以個⼈和具創意的⽅式表現主題； 
 選擇⾃⼰表達的視覺⽅式，並決定採⽤最恰當的⽅法去傳遞
意代、思想、感受、感情等等； 

 顯⽰其運⽤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能⼒； 
 選擇及運⽤適當的媒介、技巧及程序，以完成圖像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