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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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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第 5 章 百分法(一) 

第 6 章 數值估算及量度估計 

第 7 章 面積和體積（一）  

第 8 章 坐標簡介 

 

 

初中通識 • 整本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教科書 

• 明辨性思考筆記 

 

課題 

論題一 青少年的自我發展 

論題二 時下趨勢與生活技能 

論題三 建立人際關係 

 

 

綜合科學 單元四 能量 

單元 5.1 水的重要 

單元 5.2 水的淨化 

 

 

中國歷史 書:  秦：甲 3.5--3.17 

西漢：甲 4.2—4.12 

作:  秦：甲 3.1--3.7 

西漢：甲 4.1—4.9 

 

 

歷史 古羅馬時代的生活 p.24-38 

香港傳統的農村生活 p.1-27 

 

 

普通話 課本第三至五課、粵普對譯（第三至五課）、三聲相連詞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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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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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第 5 章 二元一次方程 

第 6 章 續數據的處理 

 

 

初中通識 • 整本現代中國教科書 

• 明辨性思考筆記及時事專講二 

 

課題 

論題一 認識中國 

論題二 中國的改革開放 

論題三 改革開放衍生的問題及對策 

論題五 參與國際事務 

 

 

綜合科學 單元十一 環境的察覺 

 

 

中國歷史 課文：頁 4.5 至 5.8 

課題四： 

第一節：北宋的統一與政策 

第二節：北宋的變法 

第三節：北宋的覆亡 

課題五： 

第一節：宋室南渡與偏安 

作業：頁 4.1 至 5.4 

 

 

地理 • 認識世界 

• 地圖閱讀技巧 第一章至第三章 

• 課文 P.4-9(水從哪裛來﹖全球水的分佈) 

 

 

普通話 課本第三、四、六課、粵普對譯（第三、四課）、兒化詞

和輕聲詞、「一、不」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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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 

 

 

數學 第 6 章 概率的認識 

第 7 章 續百分法 

第 8 章 四邊形的特性 

第 9 章 直角坐標幾何 （只考 9.1-9.2） 

 

 

物理 光學 

 

 

化學 第 14 章石油(p.60-p.83) 工作紙內容：7~9 

 

 

生物 書本 P.44-61、作業: 4 和 6 

 

 

中國歷史 書 

課題三  第四節 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之役 (甲 3.22) 

至 

課題四  第二節 辛亥革命的爆發及結果 (甲 4.13) 

 

作業  甲 3.11 至 甲 4.7 

 

 

歷史 第二次大戰的發展 , 結果和影響 p.54-85 

冷戰的特點 p.91-98 

 

 

地理 • 認識世界、格網 

•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 第一章及第二章 

• 課文 P.8-9(天氣) 

 

 

普通話 課本第四至六課、粵普對譯（第五、六課）、人名地名拼

寫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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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same as the HKDSE format) 

 

 

中國語文 中四級聆聽綜合範圍 

 

 

數學 第五章 (直線的方程)  

第六章 (指數函數)  

第七章 (對數函數) 

 

 

高中通識教育 二題必答資料回應題 (今日香港：生活素質 課本第 4 至 51

頁) 

 

 

生物 第 7 至 10 章 

 

 

化學 1B(9 章)、1C(10, 11, 13 章)、2A(酸鹼：14 章) 

 

 

物理 反射至透鏡 

 

 

中國文學 《蘇秦約縱》、《庖丁解牛》、《鴻門會》、《戰城南》 

 

 

中國歷史 單元三  課題一 北朝的漢胡融和 (頁 152) 

至 

單元四 隋唐 課題二 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 (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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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的確立 p.66-69 

冷戰 : p.82-99 

 

 

地理 機會與風險 

書本 P.4-46  筆記 P.1-16 

 

 

經濟 第 1 至 9 章 

 

 

企業財務 會計導論 Ch1-Ch4 

 

 

延伸數學 第一、 二章 

 

 

資訊科技 Unit 6 – Word 

Unit 7 – Excel 

Unit 8 – Database 

 

 

旅遊與款待 2A 冊全部 

2B 冊至 Ch.24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繪畫 

 

 

室內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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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same as the HKDSE format) 

 

 

中國語文 中五級聆聽綜合範圍 

 

 

數學 第十六章 (續概率)  

第十七章 (不等式)  

第十八章 (線性規劃) 

 

 

高中通識教育 二題必答資料回應題 (全球化全本、今日香港第 52 至 103

頁) 

 

 

物理 力學 

 

 

化學 第 3B 冊(有機化學：29-33 章) 

 

 

生物 第 21,22 及 26 章 

 

 

中國文學 《前赤壁賦》、《齊天樂》、《南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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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7-2018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測驗 22/3/2018-27/3/2018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中國歷史 中五必修第三冊 (課題四  國共和談與內戰) 

中五必修第四冊 (課題一至二 社會主義建設 至 文化大

革命) 

 

 

歷史 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努力--晚清改革 , 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 

 

 

地理 可持續城市 (全課) 

動態的地球 (課本 p.10-55；筆記 p.4-22) 

 

 

經濟 第 13 至 19 章 

 

 

企業財務 財務管理 Ch3-Ch6  

 

 

延伸數學 第四至七章 

 

 

資訊科技 第 16~18 課(80%) , 第 5~7 課(20%) 

 

 

旅遊與款待 1S 冊，2A、2B 冊，3S 冊至主題公園 

 

 

視覺藝術 視藝筆記及中西藝術一切筆記 

評賞方法指引 

 

 

室內設計 家居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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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F.1 English 2nd Term Test Syllabus (1 hour) 

 

Compulsory 

Part (100%) 

A.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60 

marks 

B. Grammar  

1.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2.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3. Prepositions of time 

4. Preposition – from…to and between… and 

5. Quantities – some, any, how many, how 

much 

100 

marks 

C. Vocabulary  

1. Textbook vocabulary with choices 

(Textbook Unit 3)  

2. Core vocabulary without choices - students 

have to spell the words  

4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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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s 

 

 

 

1.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1)  

BBQ pork shrimp dumplings cup cakes portion 

savoury dish recommend grill steam 

stir-fry bake fall in love juicy 

bitter boil deep 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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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from Resources Book  

 

(F) Food                     (G) People                (H) To 

Know Hong Kong 

1 apple 蘋果  13 teacher 老師  23 Shatin 沙田 

2 sandwich 三明治  14 actor 演員  24 Sau Mau Ping 秀 茂

坪 

3 croissant 羊角麵包  15 tourist 遊客  25 Central 中環 

4 donut 炸麵圈  16 driver 司機  26 Mong Kok 旺角 

5 hamburger 漢堡包  17 patient 病人  27 Kwun Tong 觀塘 

6 spaghetti 意大利麵

條 

 18 cashier 出 納

員 

 28 Jordon 佐敦 

7 macaron 馬卡龍  19 dancer 舞 蹈

家 

 29 Yuen Long 元朗 

8 sashimi 生魚片  20 class monitor 班長  30 Tseung Kwan 

O 

將 軍

澳 

9 sushi roll 壽司  21 cook  廚師  31 Sai Kung 西貢 

10 miso soup 味噌湯  22 flight 

attendant 

乘 務

員 

 32 Kowloon Bay 九 龍

灣 

11 wonton 餛飩      33 Tsim Sha Tsui 尖 沙

咀 

12 spring roll 春捲      34 Causeway Bay 銅 鑼

灣 

 

                       End   Of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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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Second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orm Two English       

(1 hour) 

 

Date: 22 March, 2018   Total marks: 200 marks 

 

Comprehension  

30%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article, poster,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Language items  

50% 

 

 

 

 

 

 

 

1.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simple 

past, present perfect and past continuous) 

2. Conditionals (Type 0 & Type 1)  

– fill in the blanks & making sentences 

3. Passive voice  

– fill in the blanks & sentence transformation  

4. Prepositions of direction 

5. Proofreading (includes all items in 1st term)       

Vocabulary  

20% 

 

1.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4 (with choices) 

2.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without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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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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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4) 

 

1.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2. Octopus card 3. useful 4. different 

type(s) 

5. wonderful 6. during 7. comfortable 8. unique 

9. exhibit(s) 10. science 11. technology 12. attraction 

13. include 14. amazing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i)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1. spa 水療 2. sightsee 觀光 3. nature park 自然公園 

4. souvenir 紀念品 5. massage 按摩 6. theme park 主題公園 

7. skiing 滑雪 8. boat trip 船河 9. sunbathing 沐日光浴 

10. museum 博物館 11. shopping 逛街 12. local market 本地市場 

13. temple 廟宇 14. photo 照片 15. street food stall 街頭小食檔 

16. view 風景 17. ferry 渡輪 18. cable car 纜車 

19. tram 有軌電車 20. history 歷史 21. culture 文化 

22. special experience 

特別經驗 

23. Cheung Chau 

長洲 

24. Lantau Island 

大嶼山 

 

(ii) Things you need when you travel 

25. passport 護照 26. travel guide 旅行

指南 

27. medical kit 醫療套裝 

28. air ticket 機票 29. adapter 轉接器 30. identity card 身份證 

31. camera 相機 32. map 地圖 33. phrase book 外語常用語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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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umbrella 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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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Second test syllabus (17-18)  1 hour 10 mins 200 + 10 marks 

1. TWO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different text type and Qs type)    60 marks 

2. Vocabulary               40 marks 

A. core vocab  (spelling is NEEDED) (25 words of uniform dict)  

1. endangered  2.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3. violent   4. green living 

5. actor    6. greenhouse effect   7. heart-warming 8. extinct 

9. reduce waste  10. recycling    11. meaningful  12. deadline 

13. interview  14. educate the public  15. diseases  16. donate goods 

17. responsible for 18. quality     19. excellent  20. pollution 

21. creative   22. global warming   23. set up laws   

24. disappointing  25. inconsiderate 

B. text vocab  (15 options)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1. let you down   2. animation   3. work together  4. handle  

5. spread the message 6. recommend  7. inspiring   8. colleague 

9. instructions   10. research   11. realistic   12. mystery 

13. predictable   14. crime   15. in my opinion 

3. Grammar items: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and notes in the book]  10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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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continuous, past perfect, simple future)   

b. infinitives and gerund 

c. Conditionals [Types 0, 1 and 2] 

d. Adverb Clauses of Reason and Result 

e. It is + adj. + for somebody + to-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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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nhancement (open cloze)            10 ma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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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Exam phase 1: Mar 9 – Mar 16  

(Part A: passage reading – 9 marks  Part B: core vocab + text vocab – 9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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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下學期測驗範圍及溫習紙 

卷一：閱讀卷 

 

甲、課文問答 (20 分) (單元一至單元五) 

乙、白話文閱讀理解 (15 分)  

丙、語文運用 (25 分)  

(一) 部首 (土、糸、虫、穴、刀、犬、石、玉、 金、言、足、牛、禾、女) 

(二) 修辭辨析 (明喻、暗喻、擬人、擬物、反問、設問、對偶、疊字) 

(三) 文言人稱代詞及虛詞 (之、也、乎、其、者、矣) 

(四) 成語 (1-40 個) 

(五) 修辭及成語作句  

 

丁、寫作 (20 分)  

    1.通告 

    2.啟事 

 

戊、增潤題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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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範圍重點 

 

測驗範圍： 

單元一至單元六 

成語 1-38 

文言虛詞(單元三) 

實用文(通告、演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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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 溫習紙 

 

測驗日期：22/3/2018 

測驗範圍：單元四至六、成語 15-25 實用文—投訴信、報告 

 

形式 

課文問答：單元四《孔明借箭》、單元五《說虎》、單元六《談克制》 

閱讀理解：白話篇章一篇 

語文運用：修辭辨識、成語辨識、成語造句、文言字詞辨識 

 

溫習重點 

 修辭手法：明喻、暗喻、借喻、擬人、擬物、對比、誇張、排比、襯托、 

疊字、反問、層遞、借代 

 成語：15-25 

 文言字詞辨識：單元四、六語文秘笈、單元三文言字詞（被動句、通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