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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 至 2022 年度 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四級  中國語文科 

 

 

試卷一  閱讀能力 (滿分 100 分) 

 
時限：一小時三十分鐘 

範圍： 

甲、指定閱讀篇章：40 分 

 
- 範圍：《岳陽樓記》、《師說》、《始得西山宴遊記》 

- 形式： 詞語解釋、句子語譯：《師說》、《始得西山宴遊記》 

                課文問答：《岳陽樓記》、《師說》、《始得西山宴遊記》 

                背默課文：《始得西山宴遊記》第四段 

 
乙、閱讀能力考材：(白話、文言各一篇)60 分 

 

 

試卷二 寫作能力 (滿分 100 分) 

時限：二小時十五分鐘 

甲、實用文寫作：30 分 

- 範圍：自薦信、投訴信 

乙、命題寫作：70 分 

 共有三題，任選一題，作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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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中國語文 

字詞解釋及語譯溫習表 

《師說》、《始得西山宴遊記》 

 

一、字詞解釋溫習表 

 

《師說》 

 

 

《始得西山宴遊記》 

原句 文言詞彙 白話解釋 

1.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 僇 有罪的 

2.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 恆 常常 

3.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意 心中 

4.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極 達到 

5.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趣 到 

6. 覺而起，起而歸 歸 回去 

7.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始 曾 

8. 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 洼 凹陷 

9.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 類 相類 

10. 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頹然 醉倒 

11.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釋 解脫 

 

原句 文言詞彙 白話解釋 

1.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傳 傳授 

2.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惑 疑惑 

3. 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 聖人 

4. 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愚 愚昧 

5.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 恥 可恥 

6. 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 惑 大惑不解 

7. 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 書 課本 

8. 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賢 才德 

9.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聞 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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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譯溫習表 

 

《師說》 

原句 語譯 

1.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老師，是傳授道理、講授學問和學

業、解決疑難的人。 

2.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因此不論地位高貴還是卑賤，無論年

長還是年幼，誰人領會道理，誰就是

我的老師。 

3.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

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

也。 

不懂句讀，以及有疑難不能解決，有

的向老師學習，有的則不請教老師，

小問題願意向人請教，大問題卻遺棄

不問，我看不出這些人是聰明的。 

4.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 

在領會道理的時間上有先後，在學

術、技藝方面各有專長，就是這樣罷

了。 

 

 

《始得西山宴遊記》 

原句 語譯 

1.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心中想到了那裡，做夢也就到了那

裡。 

2. 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

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 

我於是命令僕人越過湘江，沿染溪而

行，砍去雜亂叢生的草木，燒掉茅草

和茂盛的草木，直到西山山頂為止。  

3.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

類。 

我這時才知道西山獨特出眾，不與那

些小土丘相類。 

4. 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

入。 

我於是斟滿酒杯，飲得醉到，不知不

覺間便日薄西山。 

5.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我的精神凝聚安定，形體得到解脫，

和大自然暗暗相合。 

6.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

始。 

我這才認識到過去算不上遊覽過山

水，真正的遊覽山水這次才是開始。 

 

 



TWGHs Yau Tze Tin Memorial College 
Form Four English Language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2021-22 
 

Syllabu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per 1 - Reading 
Date: 19th July, 2022 
Time: 8:30 a.m. – 10:00 a.m. 
 
Part A 

bias stereotypes embrace suspicious 

eccentric mystery elements impress 

franchise engaging rivalry eliminating 

inclination game development perceive counterpart 

misrepresented anonymous strategy immensely 

 
 
Part B 

airfare hefty tacking hassle 

deal with vacation bite-sized apparently 

low-key budget airlines recharge accommodation 

millennials rage recipe proponent 

 
  



Paper 2 – Writing 
Date: 22nd July, 2022 
Time: 8:30 a.m. – 10:00 a.m. 
 
Part A  Short Writing (200 words) 

▪ Article 
 
Part B  Long Writing (350 words) 
 
• Choose ONE question out of three 

o Genre  
▪ speech 
▪ blog entry 
▪ letter to the editor 

 
Useful Vocabulary 

triathlon tournament athlete champion 

recount bully physical mental 

verbal prefect morning assembly deliver 

strength victim director complain 

smartphones trend mention disadvantage 

editorial social skills common sense argument 

workplace succeed graduates view 

 

 
Paper 3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Date: 22nd July, 2022 
Time: 10:30 a.m. – 12:00 p.m. 
 
Useful Vocabula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cursion aviary endangered 

species equipment practical arrangements 

waterproof repellent belly massive 

enormous beak guided tour nature reserve 

mangrove adventure harvesting educational 

migratory habitats threat remote 

widespread global population permit leisure 



incident dinghies amber rainstorm flooded 

traditional flag staff allow 

unsupervised hire announcement commit to 

benefits participants prospective suitable 

candidate occurred current policy kayaks 

paddlers refuse request sensitivity 

 
Paper 4 – Speaking 
Date: 28th July, 2022 
Time: 8:30 a.m. – 10:30 a.m. 
 
Useful Vocabulary 
 

therapy rare objection comfort 

challenge varied assist tutor 

disaster zones risk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suitable allowed emotional support e-sports 

shoot for festival compete live audience 

attract spectators 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grant additional funding career professional 

succeed addiction promote producer 

scene industry generation innovative 

talent motivation strict develop 

practice criticise criticism reveal 

success schedule worthwhile inspiration 

life goals academically encourage self-control 

immense stress disciplined persuade violence 

 



數學下學期考試範圍 

28/06/2022（中一至中五）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一級 CH00-CH12 數學部分 

中二級 CH02,CH03,CH07-CH12 和已有知識 

中三級 CH01-CH12 

中四級 CH01-CH09 

HKDSE 甲 1題目（指數、主項轉換、因式分解、聯立

方程及百分數） 

數學必修部分 

中五級 CH01-CH20 

甲部題目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四級 CH01-CH06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中五級 CH01,CH07-CH11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四級 CH01-CH08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中五級 CH02,CH03,CH09-CH13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通識教育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下學期考試範圍 

 

年級 範圍 

中四（公民） 主題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課題二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課題三 香港社會多元文化的特徵 

中五（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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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五 公共衛生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2生物科學科   

年終考試範圍 

 

班級 範圍 形式 

中四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第三版) 

第 1A冊：第 3至 6課 

第 1B冊：第 9課 

第 2冊：第 11至 13課 

選擇題 35分、結構題 58分、 

論述題 12分 

中五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第三版) 

第 1A冊：第 2及 3課 

第 1B冊：第 7及 8課 

第 2冊：第 11及 13課 

第 3冊：第 19及 24課 

第 4冊：第 25至 27課 

選擇題 36分、結構題 74分、 

論述題 10分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 至 2022 學年 

物理科 

下學期考試範圍 

 

 範圍 重點 形式 

中

四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第 1 冊：第 1 至 4 課 

第 2 冊：第 1 至 7 課 

勻加速運動方程 

牛頓定律 

力矩 

能量守恆定律 

動量 

1.5 小時 

選擇題 (20 分) 

 佔 35% 

問答題 (50 分) 

佔 65% 

中

五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第 1 冊：第 1 至 4 課 

第 2 冊：第 1 至 10 課 

第 3A 冊：第 1 至 3 課 

第 3B 冊：第 4 至 7 課 

第 4 冊：第 1 至 6 課 

靜電學 

電路和家居用電 

磁、磁場、磁場下的

力 

電磁感應 

2.5 小時 

選擇題 (33 分) 

 佔 35% 

問答題 (84 分) 

佔 6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022 年度 下學期考試範圍 

化學科 

 

年級 考試範圍 形式 相關課業 

中四 化學鍵 

鍵與結構 

金屬的開採 

金屬的反應 

反應質量 

金屬的锈蝕與防護 

 

多項選擇題(40%) 

結構題(60%) 

現代化學第 1 冊 

第 1-13 課 

達思化學第 2A 冊 

第 14-16 課 

中五 所有中四課題 

 

微觀世界 II 

氧化還原反應 

標準焓變 

反應速率 

氣體的摩爾體積 

化學平衡 

卷一： 

多項選擇題(36 分) 

結構題(84 分) 

 

卷二： 

結構題(40 分) 

 

課題 1 至 10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下學期考試範圍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 

 

年級 考試範圍 形式 相關課業 

中四 電腦硬件， 

電腦系統， 

輸入輸出設備 

糸統軟件 

輔助存貯設備 

二進制，SQL，

EXCEL, 

WORD，有效性

檢查 

MC(20 分) 

問答題(60 分) 

必修部分第一册 

第 1,3,4,5,6,7,8 課 

必修部分第二册 

第 11 至 15 課 

中五 電腦硬件，電腦

網絡，二進制，

SQL，EXCEL, 

WORD，

POWERPOINT， 

圖形，聲音，影

像，動畫及文字

格式 

網頁編寫 

卷一 

MC(20 分) 

問答題(70 分) 

 

卷二 

問答題(45 分) 

必修部分第一册 

第 1 至 10 課 

必修部分第二册 

第 11 至 20 課 

選修部分 C1,C2 

第 1 至 13 課 

 

 

 



HMSC下學期考試範圍 

 

F.4  

Ch. 1-6 

 

F.5 

Ch. 1-14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2年度下學期考試經濟科範圍 

 

 

年級 範圍 形式 

中四 第一册   全書 

第二册   單元 8、9、10 

第三册   單元 13 

問答題及選擇題 

中五 第一册   全書 

第二册   全書 

第三册   全書 

第四册   全書 

問答題及選擇題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022學年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下學考試範圍 

 

年級 考試範圍 形式 

中四 會計導論 

Ch.8-14 

選擇題 

問答題 

中五 

(商業管

理單元)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Ch.1-6 

會計導論 

Ch.8-15 

基礎個人理財 

Ch.16-20 

卷一 

選擇題 

問答題 

 

市場營銷管理 

Ch.1-7 

人力資源管理 

Ch.1-5 

卷二 

短答題 

個案題 

論述題 

中五 

(會計單

元)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Ch.1-6 

會計導論 

Ch.8-15 

基礎個人理財 

Ch.16-20 

卷一 

選擇題 

問答題 

 

財務會計 1 

Ch.1-9 

財務會計 2 

Ch.10-13 

卷二 

短題目 

應用題 

個案 / 理論題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022年度 

中國歷史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年級 範圍 形式 

一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1下》 

頁 187-210；217-228；246-253 

作業《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練

習簿中一級》頁 26-31；

34-35；40-41 

填充、選擇、配對、歷史成語、時序、

資料題、問答、挑戰題 

二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2下》 

頁 175-219 

作業《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練

習簿中二級》頁 32-43 

填充、選擇、填圖、時序、配對、資

料題、問答、挑戰題 

三 課本《中國史遊蹤》3甲下 

頁 244-303 

作業《中國史遊蹤課後練習》

3甲下頁 57-67 

填充、選擇、填圖、時序、歷史資料

題、問答、挑戰題 

 

 

四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4下 

頁 136-321 

資料及論述題 

五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4上、

4下、5上、5下 

資料及論述題 

 



歷史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一級 

 

考試範圍：《新漫遊世界史（1 下）》頁 54-88。 

題目類型：填充題（14 分）、選擇題（5 分）、配對題（5 分）、資料題（56 分）、問答題（20 分）、

挑戰題（10 分）。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廣府人與水上人的三項分別。（12 分） 

2. 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包括的其中兩個範疇，並分別舉出一個例子。（8 分） 

 

--------------------------------------------------------------------------------------------------------------------------------- 

 

中二級 

 

考試範圍：《新漫遊世界史（2 下）》頁 6-32。 

題目類型：填充題（14 分）、選擇題（5 分）、配對題（5 分）、資料題（56 分）、問答題（20 分）、

挑戰題（10 分）。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政策如何推動美國革命。（12 分） 

2. 指出並解釋美國革命對世界歷史的兩項影響。（8 分） 

 

--------------------------------------------------------------------------------------------------------------------------------- 

 

中三級 

 

考試範圍：《議題探究系列：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與發展》頁 5-36；下學期工作紙。 

題目類型：填充題（14 分）、選擇題（5 分）、配對題（5 分）、資料題（56 分）、問答題（20 分）、

挑戰題（10 分）。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中國因素如何驅使香港經濟從轉口貿易轉型至製造業。（12 分） 

2. 你是否同意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試提出兩項理據，加以解釋。（8 分） 

 

  



中四級 

 

考試範圍：筆記《冷戰》、《歐洲經濟統合》、《國際社會合作》、《香港政治及行政轉變》 

題目類型：2 條資料題（1 條 15 分，1 條 7 分）、1 條論述題（3 選 1） 

 

--------------------------------------------------------------------------------------------------------------------------------- 

 

中五級 

 

考試範圍：筆記《香港政治及行政轉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中國：改革與革命》、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日本現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

《歐洲經濟統合》、《國際社會合作》 

卷一：3 條資料題（4 選 3） 

卷二：2 條論述題（7 選 2） 

 



地理 

 

級別 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一 第 4冊：水的煩惱 

單元 4.1-4.4     (約佔 30%) 

        單元 4.5-4.7     (約佔 70%) 

中二 第 10冊：控制沙塵                 

     單元 10.1-10.3   (約佔 30%) 

         單元 10.4-10.6   (約佔 70%) 

中三 第 11冊 : 變化中的氣候 

         單元: 11.1-11.3  (P. 4-30)  及 11.5 (P.51-55) 

中四 第 4章:  建設可持續城市 

第 5章:  對抗飢荒 

第 6章: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第 7章:  氣候變化 

中五 第 1章:  機會與風險 

第 2章: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第 3章:  工業區位的轉變 

第 4章:  建設可持續城市 

第 5章:  對抗飢荒 

第 6章: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第 7章:  氣候變化 

第 8章:  動態的地球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旅遊與款待科 

下學期考試範圍 

 

年級 範圍 形式 

中四 旅遊導論上冊及下冊 

地理名勝筆記：P.1-16 

 

選擇題、問答題、資料回應題、

論述題 

中五 旅遊導論上冊及下冊 

款待導論上冊及下冊(至 3.2 餐飲服務

原理 P.246)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 

地理名勝 

卷一：選擇題、資料回應題 

卷二：論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