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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四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甲部指定篇章，包括《岳陽樓記》、《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六國論》、《師說》； 

乙部閱讀理解，包括白話文及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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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聆聽及綜合）：甲部聆聽，包括選擇題及短答題；乙部寫作題，根據資料寫作實用文一則。  

卷四(說話)：小組討論（10 分鐘準備，15分鐘討論）。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Time allowed: 1 hr 15 min  

Part A (50% of subject mark)_ 1 passage  

Part B1 (35% of subject mark)_ 1 passage  

Part B2 (50% of subject mark)_ 1 passage  

Part A is compulsory (50%.of subject mark) For Part B, students should choose either part B1  

(easy section, 35% of subject mark out of 50%) or part B2 (difficult section, 50% of subject mark out of 50%)  

 

Paper 2: Writing  

Time allowed: 1 hr 30 mins  

Part A: Short task (150 words) (40%)  

Part B: Long task (250-300 words) (60%)  

Choose 1 question ONLY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Time allowed: 1 hr 45 mins  

Part A - Listening tasks (50%)  

Part B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tasks ( Choose either B1(35%) or B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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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English Paper 4: Speaking  

Preparation time: 8 minutes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6 minutes)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1 minute) 

數學 1. 捨入與估算、量度與誤差  

2. 圖形的對稱和變換  

3. 簡易代數式運算  

4. 因式分解  

5. 初中幾何  

6. 公式及主項變換  

7. 二次方程  

8. 三角學的應用  

9. 聯立方程  

10.續多項式  

11.函數的圖像  

M1/M2 二項定理  

自然常數 e  

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  

基本極限概念  

求導法  

導數的應用 

生物 第 3－8章，包括檢視顯微鏡圖片、曲線圖。  

帶鉛筆、擦膠、間尺、計算機。  

參考工作紙、網上教室簡報、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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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物理 第 6課 位置與運動  

第 7課 力和牛頓運動定律  

第 8課 平面上的力與力矩 

化學 第 1C 冊第 12章  

第 2冊第 14-18、20章 

中國歷史 1 漢武帝的治國思想及其統治政策  

2.隋唐治世:開皇之治 貞觀之治 開元之治  

3.安史之亂  

通識 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六 能源與能源科技  

單元二 今日香港(主題 1 生活素質 及 主題 3 身份和身份認同)  

 

卷一: 資料回應題(2小時),卷二: 延伸回應題(1 小時 15分鐘) 

歷史 歷史資料題 3題  

1. 香港中外文化共存  

2. 辛亥革命  

3. 南京十年  

 

論述題 4選 1  

1. 1967-1997年間的中港關係  

2. 1945-2000年間的香港經濟發展  

3. 晚清改革和南京十年  

4. 1930-1949年共產革命及中共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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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試範圍 

地理 可持續城市 (全章)  

製造業的區位轉移 (全章)  

板塊及災害 (1.1-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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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章 

BAFS 必修部分：  

營商環境  

營理導論  

個人理財  

會計導論  

選修部分：  

財務會計一  

宗教與倫理 (選修) 「出谷」至「希臘統治」,「耶穌出生」至「基督苦難及復活」 

視覺藝術 
短問答、評賞中國畫、西洋畫、立體雕塑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本必修部份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