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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上學期第二次評估 20/1/2021-25/1/2021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nnex 1  Updated 

中國語文 請閱附件二 已更新 

數學 第 1 章 基礎計算 

第 2 章 有向數 

第 6 章 基礎幾何 

第 3 章 基礎代數（一） 

第 4 章 基礎代數（二） 

第 12 章 數據的組織和表達（一） 

 

綜合人文 1) 怎樣適應中學新生活工作紙 

2)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 1〈自我發展與管理〉教科書及

作業全本 

3)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 3〈群性發展〉教科書第 2-6 頁

及課文重點第 36-37 頁 

4) 技能訓練：數據詮釋、報章詮釋及專題分析 

 

綜合科學 單元一 - 科學入門、單元二 - 水、單元三 - 觀察生

物 151 頁至 170 頁 

 

中國歷史 一、課題：戰國、厲行變法、秦的統一及統治措

施、秦的速亡及楚漢相爭 

書：頁 36—44；頁 57—73 

作業：頁 12—17；頁 20—25 

 

二、考試形式： 

選擇、填充、配對、填表、問答及歷史資料題；另

備增潤題，佔 8 分。 

 

三、考試重點： 

書： 

 頁 57—58（秦成功統一的原因、秦的政治措

施） 

 頁 60（秦代文化和經濟方面的統一措施表） 

 頁 70（楚河漢界、劉成項敗）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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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頁 15（商鞅變法的內容和成效總表） 

 作業頁 17（資料回應題） 

 

地圖： 

 書頁 36（戰國時期形勢圖） 

 書頁 57（秦國地理形勢圖） 

 書頁 62（秦代交通和國防建設分佈圖） 

 

歷史 書 P. 6-25,P.39-50,P.78-87  

普通話 課本第一至第三課（包括語音知識）、粵普對譯（第一

至第三課）、量詞 10 個 

 

Life and 

Learning 

1A-1D: p.2-11,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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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上學期第二次評估 26/1/2021-29/1/2021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nnex 3 Updated 

中國語文 請閱附件四 已更新 

數學 第 1 章 近似與誤差 

第 2 章 多項式的運算及因式分解 

第 3 章 恆等式 

第 4 章 公式 

第 7 章 率及比 

第 10 章 畢氏定理 (不包括 10.5 根式的運算) 

 

綜合人文 1)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9〈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教科書

及作業全本 

2)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10〈文化全球化及不同持份者的

回應〉教科書第2-11頁及課文重點第49及51頁 

3) 技能訓練：數據詮釋、報章詮釋及漫畫詮釋 

 

綜合科學 單元七- 生物與空氣、單元八 - 電的使用 

 

 

中國歷史 一、範圍： 

課題：「開元之治」至「唐朝的衰亡」 

作業：甲 2.2-甲 2.11 

書：甲 2.2-甲 2.25 

二、重點： 

 Edpuzzle 

 作業和書所有選擇、填充、短答題、資料題 

 短答題和資料題：書 2.11、2.13、2.20、作

業 2.8、2.1、2.11 

 地圖：書 2.7、2.16、2.17、2.21、2.24 

 

 

 

地理 課題--認識世內城衰落、城市與郊區分別、土地利用區、

商業中心區、住宅區、工業區的位置、 

主要城市問題+解決方法、可持續發展概念 

書(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P.4-11, P.14-15, P.20-21, P.30-

36, P.42-49, P.56-61 

作業--P.1-31 

 

 



4 

 

普通話 課本第一至第三課（包括語音知識）、粵普對譯（第

一至第三課）、輕聲詞 29 個（第二直行）、三聲連

讀變調規律 

 

Life and 

Learning 

2A-2C: p.2-15 

2D: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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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上學期第二次評估 1/2/2021-5/2/2021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nnex 5  Updated 

中國語文 

 

請閱附件六 已更新 

數學 

 

第 4 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 1 章 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 8 章 續立體圖形 

第 5 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及數據的不同統計

值 

第 3 章 百分法（二） 

第 2 章 指數定律 

 

中國歷史 

 

考試範圍 

書：   甲 3.2 至 甲 3.23(洋務運動至義和

團) 

作業： 甲 3.2 至 甲 3.11 

重點溫習 

書：頁 3.7、 3.16、 3.23 

作業：頁 3.6、 3.9 

 

考試內容 

試卷分為四部份: 

甲. 選擇題(20 分) 

乙. 填充題(20 分) 

丙. 配對題（10 分） 

    丁. 排序題(6 分)    

戊. 綜合能力(44 分 ) 

另設增潤題，佔 10 分。惟本卷最高可得一

百分。 
 

 

物理 

 

第14.1章 至 第14.4章  

生物 書本 : P.1-47 作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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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考試帶鉛筆 

作業：1至6 

書本：1至44頁 

 

歷史 

 

書P. 5-50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書P.4-47，作業 8-22。 

七大洲四大洋，重要經緯線，格網系統及地圖符

號，作業P.1-4。 

 

普通話 課本第一至第三課（包括語音知識）、粵普對譯

（第一至第三課）、多音字表第31-4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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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上學期第二次評估 26/1/2021-30/1/2021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aper 1: 1 hour - Reading Comprehension + 

Grammar (tenses + gerund and infinitives) 20% 

 

Paper 2: 40 minutes - Writing (short task:200 words) 

25% 

 

Paper 3: 50 minutes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Part A - 1 task, Part B - 2 tasks) 30% 

Updated 

中國語文 

 

指定文言經典《廉頗藺相如列傳》、《始得西

山宴遊記》、《師說》。 

 

數學 

 

第一章(一元二次方程之一) 、 

第二章(一元二次方程之二) 、 

第三章(函數及其圖像) 、 

第四章(續多項式) 

 

通識 範圍：全本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 

題型：數據題、原因/因素/影響分析、評估題 

 

物理 熱學 (第一冊書全冊)  

中國文學 《蒹葭》、《庖丁解牛》、《涉江》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源起及經過(P.30-65)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1~4, 21科  

生物 第1章至第6章  

化學 課題：地球及微觀世界I全部  

中史 範圍：必修第一冊——周代分封至漢武帝 

 

時間：一小時三十分 

考試內容：必答題，佔 40 分 

          論述題二選一，佔 25 分 

          共答兩題完卷 

 

 

企會財 香港的營商環境(所有課題)  

旅遊 2+册至Ch24  

經濟 1-6章  

地理 1. 機會與風險 (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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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筆記及美術史筆記 

色環練習 

 

延數 第八、九章  

室內設計 一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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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上學期第二次評估 20/1/2021-30/1/2021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aper 1: 55 minutes - Reading Comprehension + 

grammar (passive voice) 20% 

Paper 2: 35 minutes - Writing (short task: 200 words) 

25% 

Paper 3: 1 hour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Part 

A 2 tasks and Part B 2 tasks) 30% 

Updated 

中國語文 

 

《岳陽樓記》、《論仁‧論孝‧論君子》、《師

說》、《魚我所欲也》、《始得西山宴遊記》 

 

數學 

 

第十一章(變分)、 

第十二章(圓的基本性質)、 

第十三章(圓的切線)、 

第十四章(離差的量度) 、 

第十五章(排列與組合) 

 

通識 範圍 : 《公共衛生》全書、《全球化》書頁 2-

15 

題型: 詮釋資料、分析資料如何支持看法、表

達立場 

 

生物 第 12-16 章及 18 章  

化學 有機化學(I)、有機化學(II)只包括同系列及同分異

構, 微觀世界II 

 

中史 範圍：必修第三冊——袁世凱的帝制運動至

國共第二次合作 

 

時間：一小時三十分 

考試內容：必答題，佔 40 分 

          論述題二選一，佔 25 分 

          共答兩題完卷 

 

 

企會財 會計導論: 

Ch4財務狀況表 

Ch5 損益表 

Ch6會計原則及慣例 

Ch7基本比率分析 

基礎個人理財: (所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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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管理: Ch1市場營銷的角色 

Ch2市場研究 

旅遊 2+册，3+册及1+册Ch1~5,and Ch8  

經濟 13-16章  

物理 力學 (第二冊書全冊)  

中國文學 《齊桓晉文之事章》、《前赤壁賦》、《西湖七月

半》、《藥》 

 

歷史 2.1 早期中國的現代化努力--改革與革命(P.120-

150)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5~7, 11~12課  

地理 第二章 : 管理河流與海岸環境 全課 

第三章 : 工業區位的轉變 書P.3-55 

 

視藝 繪畫  

延數 第五至十章  

室內設計 世界各地建築物認識、兩點透視繪圖  

 

  



 

附件一 

Annex 1 

Form One 1st term second assessment Syllabus 20-21 

Paper I G.E.  1 hr 15 minutes  100 marks 

Part 1: Comprehension – 2 pieces  

Part 2: Vocabulary       

1. Bk1A Unit 2 (NO spelling required) 

drawing and painting Photography 

Club 

library cookery room Science  

swimming pool Liberal Studies tuck shop Drama Club Film Club 

Environment Club Sports Club Geography cinema gym 

 

2. Uniform Dictation  ERB  (Core Vocab C, D, E) and others 

(spelling required) 

C - Direction 

1. East 東 

2. South 南 

3. West 西 

4. North 北 

 

D – Weather 

5. sunny    (adj) 陽光普照 

6. cloudy    (adj) 密雲 

7. stormy    (adj) 暴風雨 

8. rainy    (adj) 下雨 

9. fine     (adj) 晴天/晴朗 

10. boiling hot   (adj) 酷熱 

11. lightning    (n) 閃電 

 

E – School Life 

12. playground 操場 13. clean the blackboard 清潔黑板 

14. principal 校長 15. class teacher 班主任 

16. school picnic 學校旅行 17. janitor 工友 

18. staff room 教員室 19. prefect 風紀 



 

附件一 

Annex 1 

20. Parents’ Day 家長日 

 

Other school-related vocabulary 

21. subjects 科目 

22. computer lab 電腦室 

23. fitness centre 體適能中心 

24. school clubs 學會 

25. social worker 社工 

 

Part 3: Language  

Bk 1A Unit 1 & Unit 2        

1.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Simple Past Tense (2 parts) 

2. There is and There are (proofreading only) 

3. Wh-questions (Who, Where, What…) 

4. Quantifiers 

5. Personal pronouns 

6. Sentence making (S-V-O)  

a. Rearranging order  b. sentence making based on pics 

7. Proofreading (no.1 – 5 and others like article, adverbs of manner and frequency…) 

8. Enhancement (open-cloze text) 

Paper II Writing   1 hr 5 mins   30 marks 

Short Writing Task – at least 80 words (15 marks – 3 for mind map and 12 for writing) 

Long Writing Task – at least 100 words (25 marks – 4 for mind map and 21 for writing) 

 

Paper III Listening  CANCELLED 

  



 

附件一 

Annex 1 
Paper IV Speaking  40 marks  (done in December) 

 

 SBA    30 marks 

1. Book reports      5 marks 

2. Dictation / Quizzes     5 marks 

3. English Builder     5 marks 

4. Students’ performance    5 marks 

(Zooms lessons and HW submission) 

5. Phonics       10 marks (assessed in January / February) 

 



 

附件二 

Annex 2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考試形式及範圍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考試形式及範圍 

考試範圍：卷一 

基礎單元 2-23 頁、單元一至三、成語 1--20 

二、形式： 

甲、課文問答： 《背影》、《在風中》、單元三文言基礎：人稱代詞 

乙、閱讀理解：  (白話文、文言文各一) 

丙、語文運用：(改寫句子、成語、修辭法、文言人稱代詞、文章體裁、句子語氣)  

(一)、修辭手法。  

 (反問、設問、明喻、擬人、擬物、疊字) 

  温習重點：單元一至二的<語文秘笈> 

(二)、成語。  

   温習重點：中一成語表 1—20 

(三)、句子語氣(陳述句、疑問句、感歎句、祈使句)。 

  温習重點：基礎單元 21—23 頁 

(四)、造句：複句。 

  温習重點：單元一至二的<詞語運用> 

(五)、文言基礎：認識人稱代詞：(我、吾、予);認識人稱代詞：(汝、爾、其、之) 

(六)、文章體裁 

温習重點：基礎單元 7—8 頁 



 

附件三 

Annex 3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Form 2 First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2020-2021 

Paper I - General English  1hr & 15 mins 100 marks 
Part 1: Vocabulary  

a.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2 – Time for a real chat!) (Refer to Appendix 1)  

b.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Refer to Appendix 2) 

 

Part 2: Language  

a. 5 Tenses – 

Part 1: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Part 2: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b. Reported speech – reported statements 

c.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d. Proofreading (All grammar items learnt, e.g. comparatives & superlatives, too many, too much...) 

e. Sentence making for -ed Adjectives (Refer to Appendix 3) –  

Part 1: Reordering 

Part 2: Completing sentences 

 

Part 3: Comprehension 

a. 2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Enhancement (+ 10%)  

a. Fill in the blanks                                                                                                                                                                                                                                                                                                                                                                                                                                                                                                                                                                                                                                                                                                                                                                                                                                                                                                                                                                                                                                                                                                                                                                                                                                                                                                                                                                                                                                                                                                                                                                                                                                                                                                                                                                                                                                                                                                                                                                                                                                                                                                                                                                                                                                                                                                                                                                                                                                                                                                                                                                                                                                                                                                                                                                                                                                                                                                                                                                                                                                                                                                                                                                                                                                                                                                                                                                                                                                                                                                                                                                                                                                                                                                                                                                                                                                                                                                                                                                                                                                                                                                                                                                                                                                                                                                                                                                                                                                                                                                                                                                                                                                                                                                                                                                                                                                                                                                                                                                                                                                                                                                                                                                                                                                                                                                                                                                                                                                                                                                                                                                                                                                                                                                                                                                                                                                                                                                                                                                                                                                                                                                                                                                                                                                                                                                                                                                                                                                                                                                                                                                                                                                                                                                                                                                                                                                                                                                                                                                                                                                                                                                                                                                                                                                                                                                                                                                                                                                                                                                                                                                                                                                                                                                                                                                                                                                                                                                                                                                                                                                                                                                                                                                                                                                                                                                                                                                                                                                                                                                                                                                                                                                                                                                                                                                                                                                                                                                                                                                                                                                                                                                                                                                                                                                                                                                                                                                                                                                                   

Paper II - Writing 1hr & 5 mins 30 marks 

Two types of writing: 

a. Mind map + short writing task (120 words) 

b. Mind map + long writing task (160 words) 

It may include picture description, letter writing and article writing.  

 

Paper III – Listening    

CANCELLED 

 

 

Paper IV - Speaking (Date: 9 Dec, 2020–11 Jan, 2021 Oral lessons)  40 marks 

Done in Dec 

 

 

Internal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30 marks 

a. Written components: 

Reading reports (5), On-line program (5), Dictation/ quizzes (5), 

Students’ Performanc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Zoom lessons, 

homework quality) (5) 

b. Speaking components: 

Phonics (5), Students’ performance (students’ general performance 

in oral lessons, IP/IR assessment) (5) 

 

 



 

附件三 

Annex 3 
Appendix 1 

Unit 2 Textbook Vocabulary 

1. message(s) 2. advise(s) 3. social media 

4. post(s) 5. follower(s) 6. change 

7. different 8. shut 9. famous 

10. pay attention to 11. instead of 12. use / using 

13. glued 14. chat 15. upset 

 

Appendix 2 

Core vocabulary 

(A) Unit 2 – Time for a real chat! 

P.38 Feelings 

1. jealous 

嫉妒的 

2. thankful 

感激的 

3. lonely 

寂寞的 

4. anxious 

擔心的 

5. annoyed 

生氣的 

6. guilty 

內疚的 

7. helpless 

無助的 

8. care(s) about 

關心 

 

 

P.39 Family problems 

9. siblings 

兄弟姐妹 

10. money problems 

金錢問題 

11. family violence 

家庭暴力 

12. divorce 

離婚 

13. lack of space 

缺乏空間 

14. lack of communication 

缺乏溝通 

 

P.40 Causes of family problems 

15. strict 

嚴格的 

16. stress from school 

來自學校的壓力 

17. long working hours 

長時間的工作 

18. too protective 

過於保護 

  

 

(B) People - Adjectives to describe personalities 

19. generous 慷慨的 20. selfish 自私的 21. clever 聰明的 

22. hardworking 勤勞的 23. helpful 樂於助人的 24. patient 耐心的 

25. polite 禮貌的 26. friendly 友好的 27. shy 害羞的 

28. caring 關顧他人的 



 

附件三 

Annex 3 
Appendix 3 

Sample Sentences for -ed Adjectives 

1. Peter is annoyed by this unbearable noise. 

2. My father is confused when he drives his car without Google Map. 

3. I was disgusted by the rats. 

4. She became depressed when her mum died. 

5. They were exhausted by the long working hours. 

6. Lily was frightened when she walked home in the dark. 

7. I was shocked by the thunderstorm. 

8. I was tired when I woke up at five.  

 

 

 

 

 

 

 

 

 

 

 

 

 

 

 

 

 

 

 

 

 

 



 

附件四 

Annex 4 
2020-2021 年度  中二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一、考試範圍：卷一  

基礎單元、單元一、二及四、成語 (1-25) 

二、形式：  

甲、課文問答：《貓》、《燕詩》、《水調歌頭》、  

《武陵春》、《天淨沙˙秋思》、  

《賣炭翁》  

乙、閱讀理解： (語體文、文言文各一 ) 

丙、語文運用： (改寫句子、成語、修辭法、文言字詞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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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Annex 5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F.3 ____ (   )  

F.3 First Exam syllabus (20-21) 

Paper Marks Time Remarks 

Paper I     

G.E. 

100 marks IA: 35 mins  

IB: 65 mins 

 

Paper II  

Writing 

30 marks 65 mins 2 tasks –  

Short writing: 15 marks (3+12 marks) 

Long writing: 25 marks (3+22 marks) 

*Study the writing worksheets for revision 

Paper III  

Listening 

  CANCELLED 

Paper IV   

Oral  

40 marks  DONE IN DEC 

SBA 30 marks Reading Report (5), Dict/ quizzes (5), EB(5), Daily oral practice (5), 

Students performance (zoom lessons and HW submission) (5), TSA 

reading practice (5) 

************************************************************************************** 

Appendix 1 – Paper 1 

Paper IA (35 minutes)  

 3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articles – different genres and question types 

Paper 1B (65 minutes)  

 Text Vocab: (NO spelling is required) 

1. traditional (adj) 2. performance (n) 3. spectacular (adj) 

4. adventure (n) 5. natural beauty (n phr) 6. key location (n phr) 

7. tourist attraction (n phr) 8. take part in (v phr) 9. unique (adj) 

10. discover (v) 11. huge (adj) 12. destination (n) 

13. convenient (adj) 14. unforgettable (adj) 15. well-known (adj) 

 Core Vocab: (CORRECT SPELLING is essential)(for uniform dictation) 

1. unconscious (adj) 2. beer (n) 3. alcoholic (v/ n) 4. passive smoking (n phr) 

5. dizzy (adj) 6. drunk (adj) 7. cigarette (n) 8. a waste of money (n phr) 

9. anti-drug policy (n phr) 10. addict (n) 11. depression (n) 12. brain damage (n phr) 

13. spread a virus (n phr) 14. illegal (adj) 15. loss (n) 16. personal information  

(n p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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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Annex 5 

 

 Language items: [RB p.1-23, 48-62, 71-75] 

1. Tenses- Part 1: simple present, present perfect, present continuous and simple future 

   Part 2: simple past, past perfect and past continuous 

2. Someone/ Anyone/ No one + 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 (Textbook Unit 1) 

3. Conditionals - Type 0, 1 (Textbook Unit 2) 

4. Adverb Clause – Showing Result (…so…/ …as a result…) 

5. Proofreading- *All learnt items will be tested 

6. Enhancement Section (open clo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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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Annex 6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上學期考試 

中三級  卷一   考試範圍 

 

考試範圍： 

卷一 

課文： 

《習慣說》、《愛蓮說》、《孔明借箭》 

 

單元三《文言基礎》 

---然、哉、而、則、被動句 

 

語文秘笈：單元一、單元二、單元四 

 

成語：11-20 

 

考試形式： 

 

1、 課文問答 

2、 語體文、文言文閱讀理解各一篇 

3、 語文運用 

（成語辨識、成語造句、修辭辨識、文言字詞辨識、譯寫填充、被動句） 

4、增潤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