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至 2022 年度下學期考試 

中五級  中國語文  考試範圍及形式 

試卷一  閱讀卷(滿分 100 分)   

時限: 一小時三十分鐘 

形式： 

閱讀理解：白話文兩篇、文言文一篇(70 分) 

課文問答：《六國論》、《逍遙遊》、《勸學》、《始得西山宴遊記》 (30 分) 

          (課文部分的形式為詞解、語譯及問答。) 

溫習材料： 

〈逍遙遊〉 

原句 文言詞彙 白話解釋 

1.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 使 派 

2. 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裂 劃出 

3. 能不龜手一也 一 一樣 

4. 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 封 封賞 

5. 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慮 用繩綁結 

 

〈勸學〉 

原句 文言詞彙 白話解釋 

1.而致千里 致 行 

2.積土成山，風雨興焉 成 成為 

3.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得 得到 

4.鍥而舍之，朽木不折 朽 腐爛 

5.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躁 浮躁 

〈六國論〉 

 

原句 文言詞彙 白話解釋 

1. 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 暴 強暴的 

2. 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彌 愈加 

3. 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 判 分別清楚 

4. 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 事 討好 

5. 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 速 招致 

 

〈始得西山宴遊記〉 

 

原句 文言詞彙 白話解釋 

21.縈青繚白，外與天際 縈 繚繞 

22.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 類 相類 



23.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 俱 一起 

24.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頹然 醉倒 

25.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釋 解脫 

 

〈逍遙遊〉 

原句 語譯 

1.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五石。 

魏王送我大葫蘆瓜的種子。我把它種

植起來，結成了葫蘆，而它可以容納

五石的東西。 

2.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用它來盛水，它的堅硬程度卻（不足

以承受水的重量）不能提起來。 

3. 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

之。 

它並非不巨大啊，但我認為它沒有用

處而打破它。 

〈勸學〉 

原句 語譯 

1.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

，水為之，而寒於水。 

靛青，是從蓼藍中提煉出來的，卻比蓼藍的顏色還要

深；冰，是水凝固而成的，卻比水還要寒冷。 

2.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

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蚯蚓沒有銳利爪子和牙齒、強健的筋骨，卻能向上吃

到土壤，向下喝到泉水，這是由於牠用心專一啊。 

3.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

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螃蟹有六隻腳和兩隻鉗子，（但是）如果沒有蛇、鱔

的洞穴，牠就無處棲身，這是牠用心浮躁啊。 

〈六國論〉 

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

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 

奉送給秦國的土地愈多，秦國對諸侯的侵略就愈急迫。因

此，用不着戰爭，那強弱相差、勝敗分明的局面早已分得

很清楚了。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

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

也。 

齊國從未割地討好秦國，最後也隨着其他五國滅亡，為甚

麼呢？這是因為齊國親附秦國，而不幫助其他五國。 

 

〈始得西山宴遊記〉 

原句 語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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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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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

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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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把這件事記下來。 

 



 

試卷二  寫作卷(滿分 103 分)  

 

時限: 一小時三十分鐘 

共有三題, 任選一題, 作文一篇。 

 

試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滿分 100 分) 

 

時限: 一小時三十分鐘 

甲部：聆聽 

乙部：寫作 

  (格式：書信、演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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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Hs Yau Tze Tin Memorial College 

Form Five English Language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2021-22 

Syllabus 

Paper 1- Reading 

Date: 20 July 2022 

Time: 8:30 am – 10:00 am 

 

Part A (Compulsory) 

 

Part B (choose either ONE only) 

- Part B1 (the easier section) 

- Part B2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2 will be able to attain full marks.  

 

Paper 2 - Writing 

Date: 20 July 2022 

Time: 10:30 am – 12:30 pm 

 

Part A  (Compulsory) 

Number of questions: 1 

Word limit: about 200 words 

 

Part B (choose either ONE only) 

Number of questions: 8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orts Communication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ebating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ems and Song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hort Stories 

Word limit: about 400 words 

 

Paper 3- Listening 

Date: 26 July 2022 

Time: 10:45 am – 12:45 pm 

 

Part A Listening Tasks (Compulsory)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choose either ONE only)  

- Part B1 (the easier section)  

- Part B2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 

 

Candidates attempting Parts A and B2 will be able to attain full marks.  

 

Paper 4 – Speaking 

Date: 18 July 2022 

Time: 10:30 am – 12:30pm 

 

Preparation Time: 10 minutes 

Group interaction: 8 minutes (or 6 minutes for a group of 3 candidates) 

Individual Response: 1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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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