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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 0 章  基礎數學 

第 1 章  有向數 

第 2 章  以代數解決問題（一） 

第9章  對稱及變換：**只考9.1對稱及9.2變換 

 

 

初中通識 (工作紙第 1-7 頁及批判性思考筆記)： 

1. 我們的學校與社區：怎樣適應中學新生活？升讀中學後

的感受及掌握面對的方法 

2. 課外活動的類型及優點、選擇課外活動時的考慮因素  

3. 批判性思考 

 

 

綜合科學 單元一 科學入門(1.1 - 1.4)，單元二 觀察生物(2.1 - 2.2) 

 

 

中國歷史 書：   甲 1.6 至 甲 2.6 

       課題：傳說中的共主政治 

             夏的興亡 

             商的興亡 

             西周的封建至第一次封建 

作業： 甲 1.2 至 甲 2.3 

 

 

歷史 歷史研習簡介 筆記 全本和香港傳統的農村生活 P.4-13 

 

 

普通話 第一、第二課；粵普對譯第一、第二課 

   重點溫習：P.9、19、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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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一章(估算與近似值)、 

第二章(量度與誤差)、 

第三章(恆等式與因式分解) **只考 3.1 及 3.2、 

第六章(平方根與畢氏定理) 

 

 

初中通識 (工作紙第 1-6 頁及閱讀策略筆記)： 

1. 現代中國：建國背景及改革開放帶來的轉變 

2. 閱讀策略 

 

 

綜合科學 單元七 生物與空氣 (7.1 - 7.6) 

 

 

中國歷史 隋至唐武后稱帝  

  書  (甲 1.5-甲 2.8)  

  作業 (甲 1.1-甲 .2.5,只測唐太宗貞觀之治及

武后稱帝部分 )  

 

 

地理 認識世界，市區與郊區的分別，土地利用，商業中心區，

住宅區及工業區 

作業 P.1-12, P.15-16, P.18, P.22(部份) 

 

 

普通話 第一、第二課；粵普對譯第一、第二課 

   重點溫習：P.6、9、1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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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課文問題： 

單元一《習慣說》及課後語文祕笈 

單元二《愛蓮說》及課後語文祕笈 

閱讀理解 

成語第 1-15 個 

修辭辨識 

實用文寫作：請假信、演講辭 

 

 

數學 第一章(整數指數定律)、 

第二章(續因式分解)、 

第三章(立體圖形的探究) 

 

物理 光、反射、顏色 

 

 

化學 書本：1 至 20 頁 

作業：1 至 4 

 

 

生物 書本 P.1-33 

 

 

中國歷史 書：   甲 2.5 至 甲 2.31(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英法聯軍) 

作業： 甲 2.4 至 甲 2.11 

 

 

歷史 書 P.4-23 

 

 

地理 認識世界 

地圖閱讀技巧 (格網座標，慣用符號，經緯線，比例尺，

量度直線和曲線距離)  

世界上主要的自然災害和分布 

香港發生山泥傾的成因 

書[互動地理 – 第 2 冊]P.4-13 

作 P.1-6，10，15-18 (f) 

 

普通話 第一、第二課；粵普對譯第一、第二課 

   重點溫習：P.4、5、9、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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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Grammar book units 1, 2, 3 

 

 

中國語文 中四課程 

 

 

數學 第一章(一元二次方程之一) 

第二章(一元二次方程之二)  

 

 

高中通識教育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第 5 至 49 頁 (2 道資料回應題：1 題

長、1 題短) 

 

 

生物 考試內容：第 1 章至第 4 章 

 

 

化學 整本 1A(2,3,4) 

 

 

物理 溫度、比熱容量 

 

 

中國文學 《蒹葭》《蘇秦約縱》 

 

 

中國歷史 周代分封(書 P.6) 至 秦的統治政策 (書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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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書 P.6-30 

 

 

地理 持續的挑戰：管理河流 

課本 P.1-49 及 筆記 P.1-26 

 

 

經濟 第 1, 2, 8, 9 章 

 

 

企業財務 營商環境 Ch1-Ch3 

 

 

資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 課本必修部份 1 第 1 至 78 頁 

 

 

旅遊與款待 Ch 11 – Ch 15 

 

 

視覺藝術 色彩特性及視覺語言 

 

 

室內設計 方體、圓柱體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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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HKDSE format) 

 

 

中國語文 中四、中五課程 

《師說》《勸學》《宋詞三首》 

 

 

數學 第十一章(變分)、 

第十二章(圓的基本性質) 

 

 

高中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 整本課本 (2 道資料回應題：1 題長、1 題短) 

 

 

物理 力學  

化學 整本 3A 及氣體計算 

 

 

生物 考試內容：第 11 章至第 15 章 

 

 

中國文學 《將進酒》《登高》《醉翁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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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中國歷史 乙部  單元一課題二 改革與革命 

      (洋務運動  維新運動   辛亥革命) 

 

 

歷史 主題乙 p.175-258 

 

 

地理 工業區位的轉變 

建設可持續城市 

 

 

經濟 第 13, 14 章 

 

 

企業財務 基礎個人理財：Ch1 P.15 - Ch4 

 

 

延展數學 第一章 (二項式定理) 

第二章 (指數及對數函數) 

第三章 (極限與導數) 

第四章 (求導法) 

 

 

資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 課本必修部份 2 第 11 至 15 課 

 

 

旅遊與款待 旅遊導論 ch.1-5 

款待導論 2A + 2B 冊 

 

 

視覺藝術 繪畫 + 藝術評賞 

 

 

室內設計 建築歷史、模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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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六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HKDSE format) 

 

 

中國語文 中四至中六課程 

 

 

數學 第二十章(等比與等差數列) 、 

第二十一章(等比與等差數列之和) 、 

第二十二章(續函數圖像) 

 

以及中一至中五課程(甲一及甲二部題目) 

 

 

高中通識教育 全球化之經濟全球化 第 17 至 39 頁  

現代中國 第 4-66 頁 

(2 道資料回應題：1 題長、1 題短) 

 

 

物理 電磁感應及輻射 

 

 

化學 整本 7 及氣體計算 

 

 

生物 考試內容：第 19 章, 第 26 章至第 30 章 

 

 

中國文學 《西施》《碗》《我的四個假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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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6-2017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27/10/2016-1/11/2016 

中六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道教、佛教 (書：頁

9-80) 

 

 

歷史 主題 1.2III 香港與內地關係 主題 3.1 日本的轉變 

 

 

地理 對抗饑荒 

動態的地球 

 

 

經濟 第 21, 22 章 

 

 

企業財務 財務管理 Ch6 市場營銷管理：Ch1-3 

 

 

延展數學 第二冊 所有章節 

 

 

資訊科技 核心單元 (3) 

第 21,25,26,27,28 章 

 

 

旅遊與款待 Ch.1 – Ch.45 

 

 

視覺藝術 繪畫及藝術評賞 

 

 

室內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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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F.1 English 1st Term Test Syllabus (1 hour) 

 Date: 27th October 2016 (Thursday)                

 Time: 10:10 a.m. – 11:00 a.m. 

Compulsory Part 

(100%) 

A.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60% 

B. Grammar  

1. Parts of speech  

2. Tenses (simple present) 

3. Adverbs of frequency  

4. Subject pronouns and object pronouns 

5. Proofreading  

40% 

C. Vocabulary  

1. Textbook vocabulary with choices (Textbook Unit 1)  

2. Core vocabulary without choices - students have to spell the 

words  

100% 

Optional Part 

(10%)  

D. Enhancement 

Aim: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achieve more. The questions are more 

demanding and challenging. 

Potential question types: 

1.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open cloze (parts of speech, vocabulary, grammar…etc) 

3. proofreading (without clues) 

4. other possible format 

10% 

 

1.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1)  

sporty artistic  hiking board games  

brainy bold windsurfing shopping 

computer games helpful caring ice skating  

 

2.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from Resources Book units A-D  

A. Numbers 

1. eleven 

2. twelve 

3. thirteen 

4. four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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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fteen 

6. twenty 

7. thirty 

8. forty  

9. hundred 

10. thousand 

11. first 

12. second 

13. third 

 

B. Months and Days 

14. Wednesday 

15. Thursday 

16. Saturday 

17. January 

18. August 

19. September 

20. December 

 

C. Direction 

21. North 

22. East  

23. South 

24. West 

 

D. Weather 

25. humid 

26. rainy 

27. boiling hot 

28. Red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E. School Life 

29. Parent’s Day  

30. Principal 

31. prefect  

32. library  

33. playground  

34. staff room  

35.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er 



12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6-2017 First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2 English 

Core Section 200 marks 

1. Vocabulary 40 marks 

-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1 (with choices) 

-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in Vocabulary Bank Units 1 and 14 (without choices) 

 

2. Grammar  

-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and present perfect)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0 and Type 1) 

- Connectives (and, but, so, because/since/as, although/though) 

- Proofreading 

100 marks 

3. Comprehension 60 marks 

-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Enhancement Section 10 marks 

More demanding & challenging questions for the able students  

Question types: 

5.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reading comprehension 

6. Open cloze (articles, parts of speech, prep, vocab…etc) 

7. Proofreading (with more difficult without clues) 

8. Others found suitable 

 

 

Textbook vocabulary (14 words) 

strange  admire beauty At first, unusual 

rescue(s)  realize remind(s) judge loyal 

protect during treasure rol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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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Vocabulary (40 words) 

 

Unit 1 People 

Section D – Character (p.6) nouns  

1. generous 慷慨的 2. selfish 自私的 3. clever 聰明的 

4. hardworking 勤勞的 5. helpful 樂於助人的 6. patient 耐心的 

7. polite 禮貌的 8. friendly 友好的 9. shy 害羞的 

10. caring 關顧他人的 

 

Section G – Jobs (p.8) adjectives  

1. nurse 護士 2. dentist 牙科醫生 3. policeman 警察 

4. waiter 服務員 5. reporter 記者 6. fashion designer 時裝設計師 

7. doctor 醫生 8. tour guide 導遊 9. salesperson 售貨員 

10. model 模特兒 

 

Unit 14 Food 

 

Section A – Hong Kong Local Food (p.53) 

1. egg tart 蛋撻 2. fish ball 魚旦 3. congee 粥 

4. fried noodles 炒麵 5. fried rice 炒飯 6. rice dumpling 粽子 

7. spring roll 春捲 8. sandwich 三文治 9. chicken wing 雞翼 

10. French fries 炸薯條 

 

Section B – Foreign Cuisine (p.54) 

11. American 美國的(人) 12. hamburger 漢堡 13. steak 牛排 

14. Chinese 中國的(人) 15. Peking duck 北京烤鴨 16. Italian 義大利的(人) 

17. pizza 薄餅 18. spaghetti 意大利粉 19. Japanese 日本的(人) 

20. sashimi 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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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First test syllabus (16-17)   

1 hour    200 + 10 marks 

1. TWO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different text type and Qs type)  

 60 marks 

2. Vocabulary              

 40 marks 

A. core vocab Unit 4 and 9 (spelling is NEEDED) (25 words of uniform 

dict)  

organic food obesity sneezing cough sore throat 

medicine face mask clinic victims bully 

name-calling gossip social life rumours credit card 

luxury items shopaholic gangs arrest criminal 

record 

loan shark convenience 

store 

damage 

public 

properties 

shoplifting disturb 

others 

B. text vocab TB p.8  (18 words / phrases)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overachieve, underachieve, overbooked, underbooked, 

overcook, undercook, overeat, undereat, overestimate, 

underestimate, overweight, underweight, have a balanced diet, 

healthy living, mental fitness,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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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positively, work out regularly] 

3. Grammar items:          100 marks 

a.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b. Adverb Clauses – showing purpose (in order to.../so that.../…)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c. Amount words (TB p.14)[a lot of, many, much, some, a few, a 

little,  (not) enough]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d. ‘need to’, giving suggestions and advice [for proofreading only] 

e. Proofreading (underlining, insertion, crossing out mistakes) 

6. Enhancement (open cloz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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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中一上學期測驗 

溫習範圍 

 

甲、課文辨析 (15 分) 

(一) 基礎單元 (2-13 頁) 

(二) 單元一課文《背影》(1.2 - 1.18 頁)  

 

乙、閱讀理解 (20 分)：白話文一篇  

(須溫習記敍手法、記敍人稱、中心句、段旨、主旨等技巧) 

 

丙、語文運用(25 分) 

一、 辨別文章的體裁。 

(記敍文、描寫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 

 

二、 試分析字詞的部首。 

(火、水、日、心、肉、手、人、辵、竹、艸、木、衣、示、阜、邑)(共 15個) 

 

三、辨別句子的語氣。 

(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歎句) 

 

四、分析句子是否運用擬物法 

 

五、寫出各成語。 

(一字千金、一鼓作氣、一鳴驚人、一諾千金、三顧草廬、三思而行、 

九牛一毛、上行下效、不恥下問、口若懸河) (共 10個) 

 

六、按題目的要求造句，必須為複句以及十五字以上。(以上的成語及反問句) 

 

丁部：實用文寫作(20 分) (日記) 

 

戊、增潤題 (6分) 

 

 

 

 



17 

 

姓名：     班別：  ( )  日期：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中一上學期測驗 

溫習工作紙 

 

甲、課文辨析 (15 分)：《背影》 

 

一、根據文章的第四段，作者在什麼情況下先後兩次說自己聰明？試加以說明。 

 

第一次 第二次 

 

作者想起父親跟             時， 

 

作者覺得他說話               

 

          而插嘴。 

 

 

作者想起父親囑咐                 

 

時，作者覺得父親很「迂」，託他們 

 

是                 。 

 

 

二、承上題，作者真的認為自己是聰明嗎？為甚麼？ 

                 

                  

 

三、文章開首和結尾都提到「背影」，這是甚麼寫作手法？這種手法能起甚麼作

用？ 

 

                 

                  

四、根據《背影》全文內容，試歸納出文章的主旨。 

 

作者通過記述父親      以及為作者     的事，表達

出父親對兒子     ，從而抒發作者      

         。 

乙、閱讀理解 (20 分)：白話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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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記敍手法 

 

 

 

 

 

按時間推移或情節發展的先後次序來組織內容的敍述方法 

 

 

 

 

把事情結局或某個重要的情節提前交代，然後再按事情的原來發展敍

述 

 

 

 

 

在敍述中心事件的過程，暫時中斷原來的敍述，插入另一件相關事件

的敍述方法 

 

(二) 記敍人稱 

 

 

 

 

 

事情由「我」敍述。「我」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虛擬的人物。 

 

 

 

 

敍述者以旁觀者的口吻來敍述，用「他/他們」或「她/她們」來稱呼

故事中的人物。 

 

(三) 中心句與段旨：試細閱以下文章，抄錄當中的中心句於以下的橫線，並綜

合其段旨。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

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

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頭伸出來說：「女兒，爸

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我看著他的小貨車

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我看着爸爸車子的背影，想起

他的無微不至、不求回報的愛，眼淚不禁掉下來。 

 

中心句：                

 

段旨： 作者透過             ， 

   

  帶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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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語文運用(25 分) 

 

一、 辨別文章的體裁。 

 

1. 《參加籃球決賽有感》                          1.                     

2. 《記一件童年往事》                         2.                     

3. 《怎樣從北角步行至北京》            3.                     

4. 《青島的風光》                                4.                     

5. 《論敬師之道》                                5.                     

 

二、 試分析字詞的部首。 

 

炎 涼 晶 情 腩 

1 2 3 4 5 

捉 佳 遊 箭 花 

6 7 8 9 10 

森 衫 神 陪 郡 

11 12 13 14 15 

 

三、辨別句子的語氣。 

 

1. 這是一支鉛筆。                                  1.                     

2. 這是你的鉛筆嗎？                  2.                        

3. 請你拿那支鉛筆給我吧！                    3.                      

4.  這是我遺失了很久的鉛筆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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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細閱下面的句子，哪些運用了擬物法？如該句子有運用擬物法，請於橫線

加上√，而該句子沒有運用擬物法，請於橫線加上 X。 

 

1. 我們就像天上的星星，總會有消失的一刻。             

 

2. 只要這刻大廈倒下來，我們的生命便會瞬間熄滅。       

 

五、寫出各成語。 

 

1.     ：文章價值極高。 

2.     ：鼓起幹勁，一口氣把事情做完。 

3.     ：喻人平時看起來好像無所表現，一旦行事，就大有作 

為和驚人的成就。 

4.     ：堅守信用，答應下來的事情，決不反悔或失信。 

5.     ：效：仿效。上面的人怎麼做，下面的人就跟著怎麼幹。 

6.     ：比喻人一再誠心誠意地邀請別人，或喻為敬才。 

7.     ：經過多次反覆考慮才決定去做，指做一件事情之前要 

深思熟慮。也形容非常小心謹慎。 

8.     ：不以向地位或學問不如自己的人請教而感到羞恥，形容謙虛

好學的精神。 

9.     ：形容能說會辨，說個沒完。  

10.     ：大量中的極小數。 

 

六、按題目的要求造句，必須為複句以及十五字以上。 

 

1. 以「三思而行」此成語造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試把以下句子改寫為反問句。 

我一塊錢也沒有，所以他們是不會讓我進去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丁部：實用文寫作(20 分) 

 

今天是中文考試的日子，你整天感到又辛苦又高興。試寫一則日記，交代你整天

的經過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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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增潤題 ：圈出以下句中的錯別字，並在橫線上寫出正字。 

 

1. 爸爸囑付茶房，一定要好好照顧我，但是根本只是白托。     

                                                                       

2. 小明一時貪心，規空了公款，所以將要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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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上學期測驗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測驗形式及温習重點 

測驗範圍： 

基礎單元、單元一、成語 1—10、實用文(啟事、投訴信) 

 

形式： 

甲、課文問答 20 分 

乙、閱讀理解(語體文、文言文各一)15 分 

丙、語文運用 25 分 

 1/ 修辭法 

 2/ 常用文言詞 

 3/ 連詞 

 4/ 成語填充及造句 

丁、實用文 20 分 

 

練習一 

寫出下列各個成語的解釋： 

1. 一丘之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一箭雙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入木三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三令五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口蜜腹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日薄西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四面楚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世外桃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合浦珠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曲突徙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練習二 

試以下列修辭法造句，必須為複句。 

1. 明喻：



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頂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排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練習三 

試寫出下列文言字詞的意思： 

1. 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     之：__________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乎：__________ 

3. 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其：__________ 

4. 蛇今安在？        安：__________ 

5.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    耳：__________ 

6. 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     吾：__________ 

7. 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     汝：__________ 

他、於、他、何、而已/罷了、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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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實用文：啟事(範本見工作紙) 

上星期六，你在大有商場丟失了一條寵物狗。試寫一則啟事張貼於商場的佈告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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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問答(20 分) 

1. 在《貓》一文中，哪兩個段落起「過渡」的作用？試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貓》一文中，作者說貓的性格最為吸引，文章所選的材料能表現貓的性 

格嗎 ﹖試舉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試根據《燕詩》填寫下表，以整理出本詩所記的事。(9 分) 

詩句@1 所記的事@2 

1.從「梁上有雙燕」到「一巢生四兒」 交代 

 

2.四兒日夜長、猶恐巢中飢 記述 

 

3.辛勤三十日、一一刷毛衣 記述 

 

4.一旦羽翼成、啁啾終夜悲 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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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詩中哪些句子最能表現雙燕對子女的疼愛之情？試加以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