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四級學年考試範圍 
 

科目 卷別及內容 

中文 卷一：閱讀能力(1 小時 30 分鐘) 

1.  課文：《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六國論》 

2.  各種文體知識與寫作手法 

3.  語文知識：詞類、標點符號、修辭技巧 

4.  文言文知識 

5.  定期閱讀高質素的課外作品 

6.  建議： 

      (1) 熟讀課文及筆記，重溫各課小測卷，有助掌握課文內容 

      (2) 詳參中國語文科應試錦囊卷一考試要求，注意各種寫作技巧的相關術語 
  
卷二：寫作能力(1 小時 30 分鐘) 

1.  定期閱讀 

2   定期寫作 

3.  詳參中國語文科應試錦囊卷二考試要求 

English Paper 1  (1 hour 15 minutes) 

Two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s 

*Revise all the topics learned in the first term and the second term and Paper 1 Skills 

booklet. 
 
Paper 2 (2 hours) 

Part A - Short writing task (200 words) 

Part B - Long writing task (300 words) 

*Revise all the writing tasks done in the first term and the second term and format of 

different types of writing. 
 
Paper 3 (1 hour 45 minutes) 

Part A - Short listening  tasks  (3 tasks) 

Part B - Integrated writing tasks (2 tasks) 

*Revise all the exercises done in the first term and the second term.  

  Memorise format of different types of writing and useful expressions. 

Mathematics Section A: MC 

Section B: Conventional Questions 

Content: Book A and Book C (except chapter 11) 

                Indices, factorization, change of subject, percentage 

Mathematics 

(M1) 

Chapter 3 to Chapter 7 



通識教育 考核範圍：今日香港 生活素質(筆記課題 1-5) 

考核形式：資料回應題(2 小時) 

Physics Ch1-3 Heat, Heat Transfer, Change of state 

Ch5-11 Mechanics, Force and motion Mechanical energy, Momentum, Projectile motion, 

Circular motion, Gravitation 

Chemistry Book 1 : Part 1-3 , Book 2 : Part 5, Part 4 Ch 14-16   

Format: MC (36 marks), Long Questions (84 marks) [2.5 hours] 

Biology Book 1A Chapter 1-5 (Notes: P.1-22) 

Book 1B Chapter 6-9 (Notes: P.23-66) 

Book 2A Chapter 10-12.2 the cell cycle and mitotic cell division (Note: P.67-87) 

Format: MC (36 marks), Long Questions (84 marks) [2.5 hours] 

BAFS Financial Accounting I: Ch3-9 

倫理與宗教 洗者若翰為耶穌施洗，耶穌受試探, 耶穌召選門徒, 耶穌行聖蹟, 耶穌受難死亡復活, 天主的國, 

對門徒的教導, 比喻 

中國歷史 考核範圍：1. 課本：4 上(頁 136-222)、4 下(頁 8-135)，即「王莽篡漢」至「元代中央集

權」。 

 考試形式：歷史資料題，四題選答三題，每題 25 分，全卷全共 75 分。兩小時完卷。 

歷史 考核課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 

形式：資料題（3 道）、論述題（1 道）【共 2 小時】 

地理 考核課題：第一章（1.1-1.2)、第五章、第六章及第七章 

形式：選擇題（佔 22 分）結構題（佔 36 分）短文章式問答題（佔 12 分）合共 70 分 

經濟 單元 C （C1 - C5） 

形式： 

卷一（佔 100%）：MC 題 + 問答題【1 小時 15 分鐘】 

旅遊與款待 考核範圍：旅遊導論、地理名勝 

形式：選擇題(15 分)、資料回應題(2 題)、論述題(1 題) (1.5 小時) 

健康管理與社

會關懷 

考核內容：單元 1 至 4 

試題形式：短答、結構題 

考試時間：2 小時 

視覺藝術 考核範圍：藝術評賞、視覺藝術創作(繪畫) 

形式：選答一題，每題評賞(20 分)(45 分鐘)，繪畫(80 分)(3 小時 1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