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年度  第一學期  中四級考試範圍 
First Term – Examination Syllabuses (S4)  

科目  

Subjects 

形式  

Assessment 
methods 

範圍  (Syllabuses) 

知識  (Knowledge) 技能  (Skills) 

中文  選擇、判斷、填充、

問答  

卷一：閱讀能力(30%) 

閱讀理解(70%) 

(1)1 篇白話文及 1 篇文言文  

(2)文言知識 

   【溫習《文言名篇選讀》p.1-12】 

讀本問答(30%) 

＜月下獨酌＞、＜山居秋暝＞、  

＜念奴嬌＞  

運用複述、解釋、重整、

延伸、評鑒、創意能力分

析文章內容及寫作手法。  

寫作長文一篇(不

少於 650 字，標點

符號包括在內) 

卷二：寫作能力(30%) 

記敍、描寫、說明、抒情  

 

運用不同文體的寫作能力。 

選擇、填充、  

短答及寫作文章一

篇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22%) 

溫習《文憑應試全貫通》書信格式、語境

意識、整合拓展、結構組織  

1.懂得運用理解、分析、辨

別能力解答問題。  

2.運用語境意識、整合拓

展、見解論證、表達組織的

能力閱讀不同材料及寫作

文章。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All students 
must do Part A 
and Part B 

 Performance for the HKDSE: Modules 
1 – 2 (Gp 2 to 4)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Modules 1 – 2 (Gp 1 & 5) 

 Reading tests 
 Vocabulary quizzes 
 Vocabulary folder / book 
 Speaking topics covered in S4 
 Newspaper assignments  
 Grammar units covered in S4 
 

 To understand, interpret 
and analyze different 
written texts 

 To use linguistic and 
contextual clues and 
general knowledge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the written text 

 To acquire, extract and 
organize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specific tasks 

 To identify implied 
meanings through 
inferencing 

Paper 2 
Writing: 
One writing 
(240 to 280 
words) 

 

 Pre-writing tasks and remedial 
worksheets / common errors 
worksheets. 

 Format of and language used for 
newsletter article, a letter of thanks & 
a letter requesting donation 

 Vocabulary folder / book 
 Speaking topics covered in S4  
 Newspaper assignments  
 Grammar units covered in S4 

 

 Plan and produce 
coherent and structured 
texts 

 Organize and integrate 
information and ideas, 
and write texts 
appropriate to the 
purpose and context 

 Present different views 
and arguments clearly 
and lo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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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Part A – short 
tasks & Part B – 
extended 
writing tasks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Modules 1 – 2 

 Listening tests 
 Vocabulary folder / book 
 Oral Topics covered in S4 
 Format of and language used for a 

newsletter article, a proposal, a letter 
requesting donation  
 
 

 Listening and identifying 
key information in a 
discussion or conversation 

 Extract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spoken texts 

 Listening for speaker’s 
attitude and feelings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ideas and inform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scourse 
markers 

Paper 4 
Speaking: 
Students take 
part in a group 
discussion  
 

 Vocabulary, phrases, sentences and 
discussion questions of all speaking 
topics in S4 Resource Book  

 Extra practice: Pre-exam practice 
 All discussion skills covered in S4  
 Vocabulary folder / book 

 

 Express, elicit and respond 
to ideas, opinions and 
feelings  

 Explain what information 
requires and why 

 Seek and give clarification 
 Lead or guide discussion 

us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Reply, ask relevant 

questions, explain, give 
examples and formulaic 
expressions where 
appropriate  

數學 

(必修部份) 

卷一：  

短題目  

長題目  

高中課題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一）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二）  

第 3 章   函數和函數的圖像  

第 4 章   續多項式  

第 5 章   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  

        (5.1-5.3) 
 
初中課題  

指數、方程、百分數、率和比、因式分解、 

面積和體積  

 進行數字和代數之運算。 

 設立二次方程和解方程。 

 複數、指數及對數的運算。 

 了解二次函數圖像的特性。 

 利用餘式定理、因式定理及

長除法解決多項式問題。 

卷二：  

多項選擇題  

Mathematics 
(Module One) 

Short Questions 
Long Questions 

Foundation Knowledge 
Binomial expansion 
Exponential Series 
Equations of Straight Lines 
Rational Indices 
Exponential functions 
Logarithmic functions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 

 

 Use the binomial 
theorem to expand 
 (a + b)n and determine 
a particular term or 
coefficient. 

 Express ekx as a series. 
 Solve equations 

involving e and natural 
logarithm. 

 Solve real-life problems 
related to exponential 
functions. 

    Solve problems by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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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3 題   

資料回應題  

 (必答)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主題 1：自我發展、時下趨勢、生活技

能  

主題 2︰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衝突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主題 1：能源科技的發展與應用  

主題 2︰能源政策與環境的關係  

主題 3︰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及實踐  

主題 4︰能源與環境問題在國際層面的

協作及衝突  

技能：  

*詮釋資料：  

‧  能準確理解及運用文字/

數據/漫畫資料 

 

*資料分析：  

‧ 能歸納資料，概括事件的

好處、困難、限制、阻力 

‧ 能從不同角度建立好處、

困難、限制、阻力 

 

*因素 /影響 /建議︰  

‧ 能從不同角度及持分者，

作因素/影響/建議的說明 

 

*論證立場︰  

‧ 能清晰表達立場 

‧ 能從不同角度建立論點及

其具說服力的論據 

Physics 

MC  

Structural-type 

Questions  

Challenging 

Question (with 

extra marks) 

Light   (Ch 1 - Ch 3) 

Waves  (Ch 4) 

 Able to apply 

principles of physics 

to explain daily life 

examples. 

 Able to evaluate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suggest 

possible 

improvements. 

 Able to use graphical 

techniques to display 

experimental results. 

 Able to use ray 

diagrams and lens 

formula to find the 

nature and position 

of an image in an 

optical device. 
Chemistry 1.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2. 
Structural-type 
Questions 

3. Challenging 
Questions 
(Bonus) 

Notes 
Workbooks 
Textbooks 
Chapter exercises 
1. Laboratory safety (Chapter 1) 
 
2. Planet Earth 
 (Chapter 2-4) 
 
3. Microscopic World I (Chapter 5-9) 
 
4. Metals  

(Chapter 10-11) 
 
 
 
 

 Making 
interpretation and 
drawing 
conclusion based 
on all available 
data. 

 Describe correctly 
some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Draw electron 
dia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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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Structural-type 

Questions  

Challenging 

Question (with 

extra marks)  

 

選擇題  

結構式問題  

挑戰題 (額外加分)  

 Cells and Molecules of Life  

(Ch 1 to Ch 4)  

 Organisms and Environment (Ch5) 

 

 

 

 細胞與生命分子(第1至4章) 

 生物與環境 (第5章) 

 Apply 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concepts to familiar 
situations 

 Making interpretations 
and drawing conclusion 
based on all available 
data 

 Making biological 
drawing 

 Plot graph 

 應用生物學的知識在

熟悉的情境上 

 分析數據來作出結論  

 製作生物繪圖 

 繪製曲線圖 

中國歷史  

 
歷史資料題；  

論述題；  

甲部課題  

單元一  夏商周  

課題一  周代分封  

課題二  春秋戰國的政治及社會變動  

單元二  秦漢  

課題一  秦漢的統治政策  

課題二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閱讀資料分析歷史事件 

 閱讀圖表分析歷史現象 

 透過不同史料分析事件

的因果關係 

 掌握人物評價技巧 

 辨析史料的真確性及可

信度 

經濟  

 

甲部：選擇題  

乙部：短問題  

丙部：結構性問題  

微觀經濟學：  

 第一課(基本經濟概念)至第七課(廠商的

擴張) 

 閱讀圖表及運算能力 

 資料分析能力 

 

地理  

 

 選擇題 

 數據 /技能/ 

結構式問題 

 短文章式問題  

第一章 : 機會與風險---居住在災害頻

生的  

地區是否明智之舉？  

第二章 : 管理河流和海岸環境：   

一個持續的挑戰。  

分析數據  

比較及分析資料  

閱讀地圖及照片  

繪畫註釋圖  

計算河網密度及河盆等級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甲部、選擇題  

乙部、短題目  

丙部、計算題    

(全一卷) 

必修單元：  

 必修單元：會計導論    

   A. 會計的目的及角色  

      - 功能、重要性及與決策的關係  

   B. 會計循環  

      - 流程及交易對會計等式的影響  

      - 複式記帳法  

   C. 試算表  

      - 功能、限制、結平帳戶  

   D. 編製獨資經營的財務報表  

      - 使用者及其資訊需要  

      - 用途及限制  

   E. 基礎比率分析  

      - 功能及運算公式  

   F. 會計假設、原則及慣例  

      - 定義及相關的例子  

 選修單元：財務會計  

   A. 原始分錄帳簿及分類帳類別  

      - 種類、功能及主要分類帳  

 應用會計原則概念於  

  個案情境中  

 編製分類帳戶、原始  

  分錄帳簿、試算表及  

  年終的財務報表  

 計算基礎會計比率，   

  並評論企業盈利能力  

  及變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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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  

 

1. 選擇題  

2. 資料回應題  

3. 論述題  

旅遊導論  

1. 旅遊業基本概念 

2. 旅行、旅遊與旅客 

3. 旅遊動機及規劃 

 課本 P.4-68 及所有筆記 

1. 於資料個案中，應用本科相

關的概念及理論 

2. 閱讀及分析資料，並能引用

資料作論證的能力 

3. 能引用合適例子作論證及

解說 

4. 數據分析能力 

健康管理與社

會關懷  

 

卷一：短答題、情

境題、結構題及議

論題  

主題冊 1 - 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的需要和

發展  

主題冊 2 - 健康和幸福  

主題冊 3 - 健康體魄  

 

- 從不同的情境中，應用或

引述本科的相關理論/概

念  

- 閱讀及分析資料和數據  

- 運算能力  

- 提出具體及可行的建議

回應健康及社會關懷的

議題  

中國文學  

 

甲部：文學賞析  

乙部：片段寫作  

（２小時）  

甲部溫習範圍：  

課文  

第一冊：蒹葭、涉江、戰城南、短歌行、

將進酒。  

文學常識：詩經、楚辭、樂府、建安文學  

乙部溫習範圍：  

片段寫作工作紙  

1. 能理解並分析指定篇

章的內容及寫作特色。 

2. 能將在指定篇章所學

應用在課外篇章的比

較和分析上。  

3. 能按題目要求，在片段

寫作中運用指定的修

辭手法以完成寫作任

務。  

資訊科技  

 

選擇題  

問答題  

核心單元   

 資訊處理簡介(第 1 章) 

 數據組織與表示(第 2-4 章) 

 辦公室自動化軟件運用(第 5-8 章) 

 

 掌握電腦系統中的數據

表達方式 

 掌握辦公室軟件的應用

及操作 

 懂得運用數據庫指令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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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宗教  

短答題  

問答題  

1. 舊約中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及身份－ 亞巴

郎盟約 

2. 舊約中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及身份－ 西乃

盟約 

3. 舊約中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及身份－達味

盟約 

4. 充軍，亡國&應許之新約 

5. 舊約中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及身份－默西

亞的盼望 

6. 兩約之間的歷史－希臘化 

7. 兩約之間的歷史－瑪加伯獨立戰爭、羅馬

帝國統治 

8. 社會及政治背景－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 

9. 耶穌的誕生與兒時 

 掌握舊約文本背景資料

並就相關的理論或概念

提供合適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