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下學期測驗 20/4/2021-23/4/2021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nnex 1  

中國語文 請閱附件四  

數學 第 8 章  直角坐標系（一） 

第 9 章 角和平行線（一） (不考核 9 . 2B 平行線的

判定條件) 

第 10 章  全等和相似（一） 

 

綜合人文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 3〈群性發展〉教科書第 7-8 頁及

第 16-38 頁；作業第 6-8 及第 12-21 頁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 4 〈認識香港及我們的身分和權

責〉 全本教科書及作業 

技能訓練：數據詮釋、報章詮釋及專題分析 

 

 

綜合科學 單元 3.3-3.6 (1A 書 177 頁至 200 頁)、單元 4 細胞、

人類生殖與遺傳 (1B 書 3-67 頁) 

 

中國歷史 課題：秦的速亡與楚漢相爭 至 三國鼎立局面之形

成 

 

書：頁 66 至 118 

作業：頁 23 至頁 37 

 

*重中之重 

書：頁 68 頁 82 頁 87 

作業 頁 26 頁 27 地圖 頁 36 地圖 37 

https://edpuzzle.com/open/fisocan 推恩令 

 

考生宜利用學校內聯網/教學資源庫/歷屆校內試卷，

進行溫習及練習。 

 

 

歷史 P. 80-129 歐洲古典文明---歐洲中古文明的遺產與意

義 

 

普通話 課文第三、第四課，粵普對譯第三、第四課、量詞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下學期測驗 20/4/2021-23/4/2021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nnex 2  

中國語文 請閱附件五  

數學 第 5 章  二元一次方程 

第 6 章  續數據的處理 

第 8 章  三角形及多邊形的角 

 

綜合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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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頁、第 36-42 頁及第 49

至 54 頁；作業第 8-9 及第 14-15 頁 

初中綜合人文系列 7〈中國政治制度和國際事務

參與〉教科書第 2-10 頁、第 31-34 頁；作業第 1-

5 及第 12-15 頁 

技能訓練：數據詮釋、報章詮釋及專題分析 

 

 

綜合科學 單元 9 酸和鹼 (2B 書 3 至 69 頁)  

中國歷史 1. 課題：五代十國至北宋的覆亡 

2. 書：甲 3.2-甲 4.28；作業：甲 3.2-甲 4.12 

3. 題型：選擇、填充、配對、排序及地圖、歷史

資料題；另設增潤題。 

4. 考核重點： 

 Edpuzzle 

 範圍內作業所有選擇、填充、短答題、地圖 

 五代的外患、北宋軍事政策的利弊 

 

 

地理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單元一、二 

「水的煩惱」--單元一：全球的水資源(P.4-9)、單元二：

中國的水資源 (P.10-15)、單元3：旱災的自然成因
(P.30,31) 

作業-- P.38-42, P.46-47, P.50(c題) 

 

普通話 課文第三、第四課，粵普對譯第三、第四課、輕聲

詞、兒化詞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下學期測驗 20/4/2021-23/4/2021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nnex 3  

中國語文 

 

請閱附件六  

數學 

 

第 6 章  演繹幾何簡介 (二) 

第 7 章  四邊形 

第 9 章  面積和體積 (三) 

 

及基礎題 

 

中國歷史 

 

課題：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之役——第

一次國共合作 

書甲 3.22-甲 6.7；作業甲 3.11-甲 6.5 

 

題型：選擇、填充、排序及配對、歷史資

料題；另備增潤題，佔 10 分。 

 

考核重點： 

—辛亥革命的爆發及結果 甲 4.9-4.13 

—民國初年的政局（二次革命、袁世凱稱

帝）書甲 5.6-5.10 

—南北對峙 書甲.5.13 

—五四運動 書甲 5.16-5.21,作業甲 5.7 

—以俄為師 書甲 6.2 

 

 

物理 

 

課本章節14.1至14.5  

生物 書本P.40-59 以及｀運動與健康＇ 

作業:5-7 

 

化學 

 

中三級考試內容：書本(p.30-p.73) 

重點在提取金屬部份 

工作紙內容：7至10 

 

歷史 

 

P. 48-75 第二次世界大戰 已更新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全本書), 作業p.1-4，p.8-22, 

p.25-35 

 

普通話 課文第五、第六課，粵普對譯第五、第六課、多

音字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下學期測驗 20/4/2021-24/4/2021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聆聽综合分析考核範圍  

數學 

 

第五章(直線的方程)  

第六章(指數函數)  

第七章(對數函數) 

 

及基礎題 

 

通識 今日香港第一至二章 香港的生活素質 

（書 P.2-25） 

 

物理 第二冊課本 第一及第二課  

中國文學 《齊桓晉文之事章》《短歌行》《將進酒》  

歷史 P. 30--105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起---冷戰  

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第 3 冊第 21, 22, 27, 28 課  

生物 第 7至10章  

化學 單元：1B、1C及2A  

中史 周代分封至開皇之治 

 

 

企會財 會計導論 Ch.1-Ch.3  

旅遊 第二冊至ch27  

經濟 7-9章  

地理 1. 機會與風險全課 

2. 管理河流與海岸：課本 p.1-54及筆記p.1-32 

 

視藝 西洋藝術史、已教過的各篇章  

延數 第一、二章  

室內設計 視平缐、消失點，兩點透視繪圖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0-2021 測考範圍 

下學期測驗 20/4/2021-24/4/2021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聆聽综合分析考核範圍  

數學 

 

第十六章(續概率)  

第十七章(不等式) 

第十八章(線性規劃)  

 

及基礎題 

 

通識 全球化第三及四章 文化全球化及回應全球

化（書 P.16-32） 

今日香港第六章 身份認同（書 P.51-60） 

 

生物 第 17、21、22 及 26 章  

化學 單元：第3B全冊  

中史 民初政局至第一個五年計劃 

 

 

企會財 市場營銷管理 Ch.1-Ch.3  

旅遊 第一、二、三冊  

經濟 17-19章  

物理 第3冊課本 第一至第四課 及 5.1至5.3 章  

中國文學 《登高》《藥》《我的四個假想敵》  

歷史 P. 164-216 主題二2.2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及後毛澤東時代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的演變 

 

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第 2 冊第 11 - 14 課  

地理 第三章，工業區位的轉變 (全本書)  

視藝 繪畫  

延數 第十一章  

室內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1 _____ (  ) 

2020-2021  F.1 English 2nd Term Test Syllabus (1 hour 5 mins)  

 Date:  April  

 

Compulsory 

Part  

(200 marks) 

A.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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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rks 

B. Grammar  

1. Countable & uncountable nouns  

2. Talking about quantities ( how much/many, some, any )  

3. 3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Present Continuous  

4. Prepositions of Place (in, on, at, between, above, in front of…) 

5. Proofreading (no.1 – 4 and others like pronouns, 

articles…syllabus of the first term included) 

6. Sentence Making:  SVO + SV-IO-DO 

a. Rearranging order (4) b. Sentence making based on pics (3) 

100 

marks 

C. *Vocabulary (Refer to the following) 

1.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3)  

2. Core vocabulary  

35 

marks 

Optional 

Part  

(10 marks)  

D. Enhancement Section 

 The questions are more demanding and challenging. 

ques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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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arks 

 

Vocabulary 

1. NO spelling required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3) 

p.66 1. congee (n) 2. egg tarts (n) 3. mashed potato 

 

Text 2 p.70 4. greet (v) 5. order (v) 

6. miss (v)  7. recommend (v) 8. take / took photos 

9. fall / fell in love 10. warm smiles 11. delicious (adj) 

 

p.76, 88 12. salty 

(adj) 

13. spicy 

(adj) 

14. fresh 

(adj) 

15. horrible 

(adj) 

附件一 

Annex 1 



2. Spelling required  

(A) Food and Vegetables     (B) People                (C) To Know Hong Kong 

1 apple pie 蘋果派  14 teacher 老師  23 Shatin 沙田 

2 sandwich 三明治  15 actor 演員  24 Sau Mau Ping 秀茂坪 

3 hamburger 漢堡包  16 tourist 遊客  25 Central 中環 

4 spaghetti 意粉  17 driver 司機  26 Mong Kok 旺角 

5 sashimi 生魚片  18 patient 病人  27 Kwun Tong 觀塘 

6 sushi 壽司  19 cashier 收銀員 

 

 28 Sai Kung 西貢 

7 wonton 餛飩  20 dancer 舞蹈家  29 Kowloon Bay 九龍灣 

8 spring roll 春捲  21 class 

monitor 

班長  30 Tsim Sha Tsui 尖沙咀 

9 carrot 紅蘿蔔  22 cook  廚師  31 Causeway 

Bay 

銅鑼灣 

10 lettuce 生菜     

 

    

11 potato(es) 薯仔       

12 tomato(es) 蕃茄         

13 cucumber 青瓜         

 

  

附件一 

Annex 1 



 9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2020-2021 Second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2 English 

Date: 21st April, 2021  

Time: 8:20-9:25am (1 hour 5 mins) 

Core Section 200 marks 

1. Vocabulary 35 marks 

a)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3 (with choices) – Refer to p.2 

b)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without choices) – Refer to p.2 

 

2. Grammar 100 marks 

a) Tenses 

1st part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2nd part - simple past, present perfect and past continuous 

b) Reported speech (Reported statements & Reported commands) 

c) Relative clauses 

- Fill in the blanks (relative pronouns – who/ which/ whose) 

 e.g. The woman whose husband is a teacher lives next door. 

- Sentence combination 

 e.g. The woman lives next door. Her husband is a teacher. 

  The woman whose husband is a teacher lives next door. 

d) Proofreading (underlining & insertion) [Phrasal verbs,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3. Sentence making (Using connectives) –  

(but, although, as, because, since, so, therefore, as a result) 

a) Reordering  

b) Completing sentences  

4. Comprehension 65 marks 

- 2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article, poem…etc)  

5. Enhancement Section 

- Open cloze 

10 marks 

附件二 

Anne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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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Textbook vocabulary  

1. worried about 2. waste (n.) 3. decide(d) to 4. charity 

5. collect(s) 6. article 7. food supply 8. shocked (adj.) 

9. empty space(s) 10. urban farming 11. main cause 12. harmful gas 

13. material(s) 14. society   

 

Appendix 2 

Core vocabulary  

(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recycle 

回收 

2. reuse 

重用 

3. reduce 

減少 

4. upcycling 

升級再造 

5. urban area 

市區 

6. environment 

環境 

7. fresh air 

新鮮空氣 

8. healthy 

健康的 

9. air quality 

空氣質素 

10. benefit 

益處 

11. product 

產品 

12. unwanted 

不需要的 

13. save water and energy 

節約用水及能源 

14. turn off the lights 

關燈 

 

(ii) Problems and waste 

15. drought 

旱災 

16. light pollution 光

污染 

17.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化 

18.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19. food waste 

廚餘 

20. plastic bottle 

膠樽 

21. container 

容器 

22. electronic waste 

電子廢物 

 

(B) Healthy Food  

23. canned food 

罐頭食品 

24. fresh food 

新鮮食品 

25. fruit 

水果 

26. snack 

零食 

27. vegetables 

蔬菜 

28. healthy diet 

健康的飲食 

29. high calories 

高熱量 

30. high fat 

高脂肪 

31. junk food 

垃圾食品 

32. overweight 

過重 

  

 

 

 

 

 

附件二 

Anne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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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Sample Sentences for connectives 

1. Mr. Lee loves little insects but he is afraid of ants. 

2. Mr. Wong likes drinking coffee but he dislikes the taste of Chinese tea. 

3. We lost the game although everyone played well. 

4. Although he is only eighteen years old, he can speak five languages. 

5. My cousin bought a backpack since he will go camping. 

6. Kelvin has become overweight as he keeps on eating snacks. 

7. The dog kept barking all night, so I could not sleep well. 

8. This shop does not provide any plastic bags. Therefore, you have to bring your own bag. 

 

  

附件二 

Anne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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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F.3 Second test syllabus (20-21)  1 hour 20 mins   200 +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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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Vocabulary               40 marks 

A. Text Vocab: Unit 2 (15 words - NO spelling is required) 

1. a good cause (n) 2. kind act (n) 3. obstacle race (n) 

4. committed (adj) 5. selfless (adj) 6. sponsored run (n) 

7. minorities (n) 8. get involved in (v) 9. non-stop fun (n) 

10. new immigrants (n) 11. experience (n) 12. hero (n) 

13. awesome (adj) 14. looked like (v) 15. popularity (n) 

B. Core Vocab: Teen Problems (20 words - CORRECT SPELLING is essential) 

1. victim (n) 2. verbal bullying (n) 3. rumors (n) 4. gossip (v) 

5. serious injuries (n 

phr) 

6. public properties (n phr) 7. gangs (n) 8. game centres (n) 

9. convenience stores 

(n) 

10. karaoke (n) 11. the Internet (n) 12. affect studies (v phr) 

13. shopaholic (n) 14. pocket money (n) 15. credit card (n) 16. luxury items (n) 

17. fashion trend (n) 18. criminal record (n phr) 19. shoplifting (n) 20. social lif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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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enses:  1st part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simple future)  

2nd part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past perfect)   

b. Passive Voice (3 simple tenses + modal verbs) 

c. Relative Clauses (who, which, when, where, whose) 

d.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 so … that …’ & ‘… such … that…’ 

  (Fill in the blanks + Rearranging sentences + Making sentences) 

e. Proofreading (include all items taught)     

4. Enhancement (open cloz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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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Anne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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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一 

 
基礎單元、單元一至四、成語、語文運用 

 

考試形式： 

甲、 課文問答 

單元一︰《背影》 

單元二︰《在風中》 

單元四︰《迢迢牽牛星》、《客至》、《友情傘》、《烏衣巷》 

單元五︰《孟母三遷》 

 

乙、 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丙、 語文基礎知識 

(一) 修辭辨析 

(反問、設問、明喻、暗喻、擬人、擬物、疊字、對偶) 

(二) 文言虛詞 

(單元三) 

(三) 成語 (1-30) 

(四) 改寫句子 

 

 

丁、實用文：家書、啟事 

 

戊、增潤題 

 

 

 

 

 

 

 

 

 

 

附件四 

Anne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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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二 

 

總分：80 

形式： 

甲、課文問答。(20 分) 

乙、閱讀理解：細閱下列文章，然後回答問題。(15 分) 

 

丙、語文運用： 25 分  

一. 修辭辨析和改寫句子。  

二. 成語運用及造句。  

三. 文言虛詞。 

 

丁、實用文寫作：( 20 分)  

 

戊、增潤題 

 

範圍： 

1. 成語 1-35 

2. 課文：基礎單元至單元五 

3. 實用文：書信、通告 

 

 

 

 

 

 

附件五 

Anne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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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範圍 

中三 

課文：單元一《習慣說》、單元二《愛蓮說》、單元四（孔明借箭）、 

單元五《說虎》、單元六《談克制》 

 

語文秘笈：單元一、單元二、單元四、單元六 

 

文言詞匯：單元三 

 

成語：第 21-30 個 

 

實用文寫作：通告、啟事、書信 

 

 

附件六 

Annex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