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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五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依公開試模式擬題。  

卷二（寫作）：依公開試模式擬題。（共設三題，只須選作一題，不得少於 650字）  

卷三（聆聽及綜合）:依公開試模式擬題。  

卷四（說話）：小組討論（10分鐘準備，15分鐘討論）。  

English English( 1 hour 30 mins)  

Paper 1 Reading  

Paper A and B1/B2  

 

Paper 2  

Part A - Short Task (200 words)  

Part B - Long Task (400 words)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2 hours)  

Part A - Listening tasks  

Part B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tasks (Choose B1 /B2)  

 

Paper IV (Speaking):  

Full Marks 28 marks  

Part A: Group discussion  

- Preparation time (10 minutes)  

- Discussion time (8 minutes)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 Presentation time (1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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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數學 中五全學年課程。  

1.第 9章：變分  

2.第 10章：圓的基本性質(一)  

3.第 11章：圓的基本性質(二)  

4.第 12章：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  

5.第 13章：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6.第 19章：排列與組合  

7.第 20章：續概率  

8.第 21章：離差的量度  

9.第 22章：統計的應用及誤用  

10.全等三角形和相似三角形、簡易幾何論證。  

11.百分法  

12.比與率  

13.初中概率  

14.初中統計學內容  

15.數型與數列  

16.簡易指數運算 

M1/M2 第一章：二項展式  

第二章：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  

第三章：極限與導數  

第四章：求導法  

第五章：求導法的應用  

第六章：不定積分法及其應用  

第七章：定積分法  

第八章：定積分法的應用  

第九章：進階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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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M1/M2 第十章：概率分佈、期望值和方差  

第十一章：離散概率分佈 

生物 第 20章 生物多樣性  

第 21章 生態系  

第 22章 光合作用  

第 36章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第 37章 污染控制與保育  

物理 第 17課 波的折射  

第 18課 透鏡  

第 19課 光的波動本質  

第 20課 聲音  

第 21課 電荷與電力  

第 24課 電路  

第 25課 電功率和家居用電 

化學 第 3B冊 第 33-35章  

第 4A冊 36-41章  

第 4B冊 42-43章 

中國歷史 時代與知識分子 : 孔子 司馬遷 王安石 何啟 梁啟超  

乙部課程: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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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概況，人民生活水平及模式的轉變，可持續發展與環境及文物保育)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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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歷史 歷史資料題(必答)  

1. 二十世紀香港政制發展  

2. 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經濟發展  

3. 1900-1912年間中國現代化過程  

4. 南京十年  

 

論述題 4選 1  

1. 第一次及二次大戰期間的國際局勢  

2. 香港中外文化共存原因  

3. 香港經濟轉型的原因  

4. 1900-1937年間中國早期現代化 

地理 板塊及災害、河流及海岸管理、製造業的區位轉移、可持續城市、農業與饑荒、熱帶雨林及其管理、全球增溫 

經濟 新經濟學與你 1  

第 1章至第 7章  

 

新經濟學與你 2  

第 8章至第 12章  

 

新經濟學與你 3  

第 13章至第 17章 

BAFS 必修部分：  

營商環境  

 

選修部分：  

財務會計：  

合夥會計－資產重估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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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BAFS 錯誤更正  

銀行往來調節表  

有限公司會計－發行股票及債券  

不完整會計記錄  

會計原則  

 

成本會計：  

成本分類、概念及專門用語  

吸收成本與邊際成本法 

旅遊與款待 2015-2016年度下學期考試範圍  

 

課題三：地理名勝  

單元 6：基本世界地理概念  

單元 7：景點  

單元 8：主要旅遊區域  

 

課題四：客務關係及服務  

 

單元 9 顧客服務  

單元 10 客務關係  

單元 11 溝通技巧  

 

課題五：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單元 12 旅遊與款待業的熱門議題  

單元 13 旅遊業的趨勢  

單元 14 款待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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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宗教與倫理 (選修) 試卷一  

甲部 規範倫理學  

乙部 個人及社會問題  

* 人權  

* 生存與死亡  

* 傳媒倫理  

 

試卷二  

基督宗教：《新簡易宗教學》全書 

視覺藝術 評賞、藝術/設計創作。繪畫卷：中西不同媒介藝術；設計卷：平面設計、商標設計、產品設計、時裝設計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本: 核心單元 1,2,3 冊, 選修單元: 數據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