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 中五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同學可跟據以下各科的考試範圍溫習書本，準備考試。叧外，同學可在 eclass 下載各
科上年度的考試題目及評分標準，以作參考和練習。
科目

通識

考試日期

7-6-2018-

考試範圍
「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 : 課本 – 所有課題
「現代中國」單元 : 課本 – 課題一、二、三、四、六及七
「公共衞生」單元 : 課本 – 所有課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 : 課本 – 所有課題
「今日香港」單元 : 課本 – 所有課題
Part A ‐ General Listening Task (50%)
‐
Tasks 1‐4:
fill in the missing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forms or note sheets

英文(III)
(List)

8-6-2018

Part B ‐ Integrated Writing Task (50%)
‐
Part B1 (Tasks 5‐7) OR Part B2 (Tasks 8‐10):
 advertisement
 press release
 reply letter
 forum post
 'about' webpage
 letter to the editor
*A list of vocabulary is provided for revision
Duration: 2 hours
Total Mark: 100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英文(IV)
(Oral)

8-6-2018

Communicating with our neighbours
Communicating on smart phones
Fundraising for charity
Film Week at school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1-2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discussion topic in Part A
*A list of vocabulary is provided for revision
Part A: Discussion
10 minutes preparation;
8 min/ 4 people
6 min/ 3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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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三)

11-6-2018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1 min/ person
Total Mark: 28
聆聽及綜合能力
甲部：聆聽(佔卷三 20%)
乙部：綜合能力(佔卷三 80%)
綜合能力寫作文體：演講辭、書信或評論文章
時限：約 90 分鐘
Part A: (50%)
‐ Reading Comprehension (Article)

英文(I)
(Reading)

12-6-2018

Part B: (50%)
‐ Reading Comprehension (Article)
(A list of vocabulary is provided for study)
Duration: 1 hour 30 minutes
Total mark: 100
Part A: (about 200 words) (40 marks)
‐ An article giving suggestions
‐
Part B: (about 400 words) (60 mark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hort Stories (A narrative descriptive story)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An article for the company
newsletter)

英文(II)
(Writing)

12-6-2018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An essay)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ebating (An article)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An article for the club newsletter)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ems and Songs (An article for the club newsletter)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orts Communication (A letter to the editor)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An article for the school magazine)
(A list of vocabulary is provided for revision)
Duration: 2 hours
Total mark: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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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018

全部中四課程：四上及四下
五上： 第一章：國民收入(I)
第二章：國民收入(2)
第三章：失業及一般物價水平
第四章：貨幣及銀行系統
第五章：貨幣創造
考試時間 ： 卷一：1 小時 (選擇題 45 題)
卷二：2 小時
甲部：短題目，共設 9 題，佔 39 分。
乙部：組合式試題，設 3 題，佔 40 分。
丙部：資料回應題，設 1 題，佔 21 分。

13-6-2018

引言及主題甲 (亞洲史)
1.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1.1 20 世紀初至 2000 年香港的政治及行政轉變 (P.22 – 61)
2.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 P.115 – 228)
3. 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P.229 – 340)
主題乙 (歐洲史) (全部)

旅款

13-6-2018

1S : 第 1 - 10 課
2A : 第 11 - 19 課
2B : 第 20 - 26 課
3S : 第 27 -37 課
相關作業及工作紙
形式 : 選擇題 ; 資料回應題 ; 論述題

物理

13-6-2018

第 4 冊 1.1 – 6.2
第 5 冊 1.1 – 2.3

13-6-2018

卷一 A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卷一 B
選修部分
選修部分

經濟

歷史

資訊及通訊
科技

2
3

(第 16 至 18 課)
(第 21 至 24 課)

C1 (第 1 至 7 課)
C2 (第 8 至 12 課)

中文
(一)

14-6-2018

閱讀能力
甲部：指定篇章(佔卷一 30%)
《逍遙遊》、《勸學》、《出師表》及《六國論》
乙部：閱讀理解(佔卷一 70%)
文言閱讀理解及白話閱讀理解各一篇
時限： 90 分鐘

中文(四)
(口試)

14-6-2018

說話能力 (14%)
形式：口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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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時間：15 分鐘(5 人小組)
預備時間：10 分鐘

15-6-2018

寫作能力
命題寫作，三題選一題作答
不少於 650 字，連標點符號
時限：90 分鐘

數學

19-6-2018

C 冊 : 第十章至第十三章
D 冊 : 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
E 冊 : 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一章

地理

20-6-2018

「全球增溫」書全本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書全本

企財
(一)

20-6-2018

會計導論 : 單元 8 – 15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 單元 3 及 7

企財
(二)

20-6-2018

中史

20-6-2018

化學

20-6-2018

數學
M2

20-6-2018

M2A 冊 : 第四章至第八章
M2B 冊 : 第九章至第十章

生物

21-6-2018

Book 3 ( Ch.19，20，23，24，25 )
Book 4 ( Ch.26 )

中文
(二)

財務會計 (4 中) : 單元 10 – 19
財務會計 (4 上) : 單元 1 – 9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四上、四下、五上及五下課本，相關筆記及工作紙 )
時限：135 分鐘
形式：全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必答題，涵蓋甲、乙部，佔 40 分（提供多項
資料，預期作答時間為 55 分鐘）。第二部分分甲部及乙部，各設三題，
須於每部各選答一題，各佔 25 分，共 50 分。
書 3B 第 31 節至第 32 節 P.76 – P.171
書 3C、4A、4B、5 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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