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2 年度 第一學期考試 評估範圍
級別
S5

科目
中文

評估範圍/內容
卷一 閱讀
1. 指定閱讀篇章《六國論》、《師說》、《廉頗藺相如列傳》、《出
師表》、《逍遙遊》
2. 課外閱讀理解
3. 自主學習篇章:《四十二張手帖——年輕人寫世界》P.33-35〈老油
條〉、P.43-46〈牆〉
卷二 命題作文: 借景抒情/人物描寫/記事抒情 (3 選 1)
卷三 聆聽及綜合考核

S5

English

Paper 1 (Part A + Part B1/B2)
Skills:
- Completing cloze passag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xt
- Completing close passages wit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knowledge
- Completing information/comparison tables
- Evaluating statements (True/False/Not Given)
- Explaining quotes and writer’s purpose(s)
- Identifying speakers and roles
- Identifying text types, sources and/or features
- Inferencing facts and opinions
- Inferencing feelings, tone and attitude
- Justifying opinions and/or quotes
- Presenting own point of view with justification
- Replacing vocabulary and phrases (synonyms and antonyms)
- Referencing
- Summarizing main ideas
Paper 2 (Part A + Part B)
Text Types:
- A short story
- Letter of Advice
- An email
- Article
- An personal speech
Paper 3 (Part A + Part B1/B2)
*with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mponent
Skills for Part A
- Liste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Listening for dates and time
- Listening for attitudes
- Identifying locations in a map
- Listening for extended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sentences

Text Types for Part B1/B2
- Promotional text
- Email
- Report
S5

數學

【課本】4,9,19-20 章 及
【DSE 甲部】簡易因式分解、主項變換、指數化簡、聯立方程、百分
數、概率
【自主學習題】標準分 參考課本 E 冊：(P.151-152)

S5

通識

個人成長、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議題﹕中國新興產業、青少年網購風氣、粵語歌

S5

M1

【課本】第

S5

中史

教科書：

1-5,8 章

秦漢統治政策：漢武帝的統治 p. 105-128.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p. 136-152.
北朝的漢胡融和
p. 164-188
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p.195-216

1.
2.
3.
4.

作業：
1. 甲部單元一、二及三：p.16-30
2. 甲部單元三及四：p.3-6.
S5

歷史

項目：資料題 、論文題
範圍：



課題：二十世紀香港的政治及行政轉變
自主學習 --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及在亞太區擔當的角色

準備：溫習課本、筆記、工作紙練習。

S5

地理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所有單元)
天氣與氣候(所有單元)
*帶備計算機

S5

生物

單元 12-16

S5

化學

1.
2.
3.
4.
5.

微觀世界(I)
微觀世界(II)
酸和鹽基
化學電池、氧化還原反應和電解
自主學習題

S5

物理

第 3A 冊 波動 I
第 1 冊 熱和氣體
第 2 冊 力和運動
第 3B 冊 波動 II
第 4 冊 電和磁 (P.2-P.81)

S5

資通

⚫ 核心單元 B: 電腦系統基礎
第 11 章：電腦系統
第 12 章：輸入和輸出設備
第 13 章：輔助存貯設備
第 14 章：系統軟件及應用軟件
第 15 章：電腦系統
自主學習題內容：人工智能(AI)

S5

經濟

微觀經濟學第一至三冊 CH.1- CH.14

S5

企財

選擇題：營商環境第 1-6 課
問答題：市場營銷管理 1-5 課
自主學習題：10 月「校園商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