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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2021-2022 年度 年終試考試範圍 (中五級)
科目

範圍
卷一
閱讀能力
甲部
指定文言文經典學材十一篇︰「論仁、論孝、論君子」、
〈魚我所欲也〉﹝節錄﹞、〈勸學〉﹝節錄﹞、〈師說〉、
〈岳陽樓記〉、〈出師表〉、〈始得西山宴遊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六國論〉、「詩三首」、
「詞三首」
乙部
擷取若干課外篇章設問，文白兼備

中文
卷二
寫作能力
本卷要求考生寫作長文一篇
設題方式或命題，或指定情境，或看圖寫作，並提供選擇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甲部 聆聽
粵語錄音約二十分鐘
乙部 寫作任務
實用文文類：書信、演講辭、專題文章
Paper 1
Part A Compulsory (50%)
All basic and advanced DSE question types are included.

ENGLISH

Target question types:
1.
Factual questions
2.
Reference questions
3.
True / False / Not Given
4.
Lexical questions
5.
Cloze (Blank-filling)
6.
Matching sub-headings / main ideas
7.
Inference
Different reading skills in Module 1-3 are covered.
Part B Choose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50%)
All basic and advanced DSE question types are included.
Similar to those target question types in Part A.
Different reading skills in Module 1-3 are covered.
B1 (Easier section)
B2 (More difficult section)

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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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Part A Compulsory (40%)
Part B Choose 1 out of 3 questions (60%)
Paper 3
Part A Compulsory (50%)
Listening tasks
Part B Choose either Part B1 or Part B2 (50%)
Integrated tasks
B1 (Easier section)
B2 (More difficult section)
Paper 4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10 mins: preparation
8 mins: group discuss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No preparation time
1 min: individual response
數學

第 1 至 21 章及甲 1 題型

可使用考評局核
准之計算機應考

數學
(單元二)

DSE 考核範圍

可使用考評局核
准之計算機應考

通識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全球化、能源科技與環境

中國歷史

甲部課程及乙部課程

地理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單元 6.1-6.6,
動態的地球 單元 8.2-8.6
地圖閱讀技能

經濟

單元 1 至 21 (Bk1 - 4 全本)

企財(會計)

卷一︰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會計導論、個人理財
卷二︰財務會計 1 及 2

企財(商業)

卷一︰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會計導論、個人理財
卷二︰市場營銷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

物理

第 3A 冊、3B 冊、第 4 冊 (第一課至第三課)

化學

第 20-23、28-46 章

生物

卷一︰單元 1 至 22
卷二︰選修單元 1 及 2

資訊及通訊科技

11-20 課、選修 1-14 課

須帶備量角器、
間尺、計數機

須帶備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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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文憑試)

單元二 人體
單元四 維持健康與活動表現的體適能和營養
單元五 運動與訓練的生理學基礎
單元六 運動創傷、處理與預防方法
單元八 體育、運動和康樂活動的社會影響
單元九 運動和康樂活動管理

旅遊與款待

課題二 款待導論 單元 4-6 ( BK 2+ 全本),
課題四 客務關係及服務 單元 11-13 (BK4+ P.1-105)

科技與生活

卷一︰單元 4,6,8,9,10
卷二︰單元 12(已教授的內容)及 13(已教授的內容)

須帶備計算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