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涌循道中學 

2019-2020 年度中四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文 

1. 卷一 閱讀能力 
甲．指定篇章：岳陽樓記、師說、廉頗藺相如列傳 

乙．閱讀理解：1 篇白話文、1 篇文言文  

2. 卷二 寫作能力 命題作文：三選一 

3. 卷三 聆聽及 

    綜合能力 

甲．聆聽能力 

乙．綜合能力 (書信、演講辭、投稿) 
 

英文 

1. Paper 1 Reading 

 Reading skills Sets 1-7 

2. Paper 1 Usage 

 Sentence Pattern Booklet 

 Showing purposes  

 ADJ + to-infinitive 

 passive voice with reporting verbs  

 Phrasal Verbs: EGU Units 144-145 

3. Paper 2 Writing 

 Writing guide booklet (Units 1, 2, 4 & 5) 

4.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Units 1-4: Skills development 

 Unit 4: Reply to a complaint letter 

數學 

1. 甲一部分：約 30％ 

指數、因式分解、百分數、主項變換、恆等式和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坐標幾何 (JS) 

高中(上學期內容)：約 20％ 

高中(下學期內容)：約 50％ 

2. 多項式，餘式定理，因式定理，軌跡 (SS) 

通識 課本：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及中四級校本題型冊 

M1 Ch.1 至 Ch.5.1  

生物 單元一 至 單元十四 

化學 
課本 1A (第 2 節至第 4 節)、課本 1B (第 5 節至第 9 節)、課本 1C (第 10

至第 13)、課本 2 (第 14 至第 16 節) 

物理 

1. 力學：                     

(1) s-t, v-t, a-t 圖、(2) 匀加速方程、(3) 牛頓定律、(4) 力矩 

(5) 功、能量和功率、(6) 動量、(7) 抛體運動波 

2. 動學： 

(1) 横波和縱波 



 

 

  

中史 

1 北魏考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施及影響 (4 上；196 頁-207 頁) 

2 安史之亂 (4 上；314 頁-342 頁) 

3. 宋代中央集權政策 (4 下；8 頁-26 頁) 

歷史 

1. 日本政黨政府的政治丶經濟、社會丶外交政策的失誤 

2. 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國內丶外成因 

3. 軍人執政下的日本 

4. 戰後日本政治現代化的成果 

5. 日本經濟復甦、奇蹟增長及衰退的原因 

地理 

考核章節: (1)  對抗饑荒 

         (2)  建設可持續城市 

 

甲部 : 多項選擇題 – 20 題 (20 分)  

乙部 : 資料分析題 - 2 題必答題 (36 分): 

丙部 : 論述題 - 2 題選 1 題    (12 分) 

 

溫習重點 :  

(1) 對抗饑荒 -- 饑荒國家的共通點 / 薩赫勒的遊牧業有甚麼特點 /南加州的

灌溉農業有甚麼特點 / 農業科技的重要及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 可持續農業 

/ 饑荒的原因 / 解決糧食短缺的方法 

(2) 建設可持續城市  -- 城市成長與城市化 /香港城市的內部結構和市區的轉

變 / 城市化的原因 / 城市問題及解決方法 /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 「5R」

策略 

** 請帶備文具及計算機 

企會財 

1.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教科書)： 

第 1 章：香港的營商環境  

第 2 章：企業擁有權的類型 

第 3 章：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第 4 章：管理功能 

第 5 章：主要商業功能 

第 6 章：中小型企業 

2.  基礎個人理財 (教科書)： 

第 1 章： 金錢的時間值 

第 2 章： 消費者信貸 

第 3 章： 個人理財策劃及投資 

第 4 章： 股票交易及投資 

3.  筆記課文： 

第 1 章：原始分錄簿及分類帳(一) 

第 2 章：原始分錄簿及分類帳(二) 
 



 

 

  

經濟 

1. 課本第 1 冊單元 1 至單元 4 

2. 課本第 2 冊單元 8 至單元 14 

3. 資料回應題 

旅遊 
1. 單元一 旅遊導論 (上册、下册) 

2. 單元三 地理名勝 

資訊科技 

1. (第 1 冊)  第 7 課  試算表 

2. (第 1 冊)  第 9 課  套裝軟件的綜合應用 

3. (第 1 冊)  第 10 課 資訊演示 

4. (第 2 冊)  第 11 課 電腦系統的系統組 

5. (第 2 冊)  第 12 課 輸入和輸出設備 

健管 單元 1 至 單元 6 

視覺藝術 
1. 甲部藝術評論: 溫習撰寫評論文章四步驟(Feldman Model)結構格式。 

2. 乙部平面創作: 技法及物料練習    



葵涌循道中學 

2019-2020 年度中五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文 

卷一 閱讀能力 

甲．指定篇章：始得西山宴遊記、論仁論孝論君子、逍遙遊、

勸學、魚我所欲也、出師表 

乙．1 篇白話文、1 篇文言文  

卷二 寫作能力 命題作文：三選一 

卷三 聆聽及 

     綜合能力 

甲．聆聽能力 

乙．綜合能力 (書信、演講辭、投稿) 
 

英文 

Reading Exam (2nd July, 2020) 

 

Part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parts: Part A & Part B 

Part 2: Usage 

- Grammar: Verb and Preposition EGU Units 126 -128 

- Sentence Structure: Expressing Results pattern 1-3 (Unit 14) 

                 Gerund/ Gerund Phrase as Subject (Unit 15) 

 

Listening Exam (3rd July, 2020) 

Part C (11 marks) 

Read the following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1) Dear Sir/Madam, 

 

(3) I am writing to recommend Chan Tai Man for the full-time degree  

programme offered by your university. (3)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asons for my 

recommendation. 

 

Tai Man is a promising student (4) whom I believe is suitable for this programme. 

He is a cautious and industrious young boy. He is also a motivated learner and capable 

of working independently. Most importantly, his passion for languages (5) would 

certainly make him an asset to your programme.  

 



  

(6) As for personality, Tai Man is an ambitious and responsible student. He always  

strikes for excellence and has equipped himself well for th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ll these will help him achieve a great deal in his future studies. 

 

(7)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8) Regards, 

(9) Chris Wong 

(10) Vice-principal 

(1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數學 

1） 

甲一課題：指數定律、因式分解、主項變換、百分法、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約 25％） 

2） 

上學期課題 （約 25％） 

3） 

高中：數列（單元 12）、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 16）、圓幾何（單元
10）（約 50％） 

4） 

加分題：數列和（單元 13）、一元二次不等式（單元 16）、 

圓幾何（單元 11） 

通識 
課本：今日香港、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及公共衛生及中五級校本

題型冊 

M1 
chap 6,7,8  30% 

chap 9,10,11  70% 

生物 單元一至廿五 

化學 

課本 1A (第 2 章至第 4 章)、課本 1B (第 5 章至第 9 章)、課本 1C (第 10

章至第 13 章)、課本 2 (第 14 章至第 22 章)、課本 3A (第 24 章至第 27

章)、課本 3B (第 28 章至第 32 章)、課本 4A (第 36 章至第 38 章)、 

課本 4B (第 42 章) 



  

物理 

電與磁: 

(1) 磁場 

(2) 感生電流 

(3) 交流電與輸電 

E3: 全本 

中史 

1 宋代募兵制 (選修單元四 105 頁-110 頁) 

2 明朝衛所制 (選修單元四 149 頁-179 頁) 

3.秦始皇的統治政策（四上 90 頁至 111 頁） 

4.開元之治（四上 293 頁至 309 頁） 

5.安史之亂與唐之衰亡（四上 312 頁至 346 頁） 

6.清的君主集權（五下 66 頁至 84 頁） 

7.國共和談與內戰（五上 178 頁至 217 頁） 

歷史 

兩次世界大戰間集體安全的成效 

 

冷戰 

 冷戰興起原因 

 兩大集團對立的事件 

 三次緩和的原因及經過 

 冷戰結束的原因及經過 

地理 

考核章節:  (1)  工業區位的轉變   

 (2)  建設可持續城市 

甲部 : 多項選擇題 – 20 題 (20 分)  

乙部 : 資料分析題 - 2 題必答題 (36 分): 

丙部 : 論述題 - 2 題選 1 題    (12 分) 

 

溫習重點 :  

(4) 工業區位的轉變 -- 香港製造業的區位的轉變 /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 /單一

工廠企業和多工廠企業 / 工業慣性的原因 / 鋼鐵業及資訊科技工業的區位

因素與改變 /  不同區位生產模式 / 工業遷移和生產模式轉變帶來的影響 

(5) 建設可持續城市  -- 城市成長與城市化 /香港城市的內部結構和市區的轉

變 / 城市化的原因 / 城市問題及解決方法 /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 「5R」

策略 

 

** 請帶備文具及計算機 



 

 

企會財 

  財務會計(1)及(2) (教科書)： 

第 7 章：銀行往來調節表 

第 8 章：錯誤更正(1) – 不影響試算表平衡的錯誤 

第 9 章：錯誤更正(2) – 影響試算表平衡的錯誤 

第 10 章：合夥的財務報表 

 

 

  基礎個人理財 (教科書)： 

第 1 章： 金錢的時間值 

第 2 章： 消費者信貸 

第 3 章： 個人理財策劃及投資 

第 4 章： 股票交易及投資 

 

2. 試題形式及分數： 

試題形式 題數 佔分 

甲部：選擇題  20 30 分 

乙部：問答題  6 70 分 

總分  100 分 

 

3. 考試時限：2 小時 

4. 溫習內容： 

i.  平日課堂練習 (筆記簿) 

ii.  教科書課後練習 

iii.  筆記的應試練習 

iv.  日常測驗、統一測驗 

經濟 課本第五冊全部 

旅遊 

單元二 款待導論 (上册、下册) 

單元四 客務關係及服務 

單元五 趨勢及議題 (可持續發展旅遊) 

資訊科技 
必修部份：(藍書) 第 14 – 20 課 

選修部份：(第二冊) 第 8 – 14 課 

健管 單元 1-13 (除了 7 和 12) 

視覺藝術 
甲部藝術評論: 溫習撰寫評論比較文章結構(基礎四步驟評論) 
乙部平面創作: 技法及物料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