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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 

 

 

數學 第 0 章 基礎數學  

第 1 章 有向數  

第 9 章 對稱及變換：9.1 對稱 9.2 變換  

第 2 章 以代數解決問題（一） 

 

 

初中通識 (我們的學校與社區工作紙、教科書第 4-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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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我們的學校與社區：怎樣適應中學新生活？課外活動的

類型及優點、選擇課外活動時的考慮因素(工作紙) 

個人成長：青少年的自我發展(青春期的變化、自尊的重

要性、傳媒與青少年成長關係)(教科書) 

時下趨勢與生活技能(消費行為與財政管理) (教科書) 

 

 

綜合科學 單元一 科學入門 (1.1 至 1.6)  

單元二 水 (2.1 及 2.2 ) 

 

 

中國歷史 書：   甲 1.6 至 甲 2.11 

       課題：傳說中的共主政治 

             夏的興亡 

             商的興亡 

             西周的封建(至武王伐紂) 

作業： 甲 1.2 至 甲 2.2 

 

 

歷史 歷史研習簡介 

古代文明中心的生活 (P. 1-9, 22-27) 

 

 

普通話 課本第一、二課（包括語音知識）、 

粵普對譯（第一、二課） 

 

 

 



 2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 

 

 

數學 第 1 章 近似與誤差  

第 7 章 率及比  

第 10 章 畢氏定理 (不教授 10.5 根式的運算) 

 

 

初中通識 (教科書第 4-8 頁、19-30 頁及明辨性思考)： 

全球化：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特徵 

經濟全球化：什麼是經濟全球化？全球化下的經營一體

化及從蘋果公司看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教科書) 

明辨性思考 

 

 

綜合科學 單元七 生物與空氣 (7.1 至 7.6) 

 

 

中國歷史 隋的統一與盛唐至唐朝建立與盛世 

書甲 1.5-甲 2.12 

作業甲 1.2-甲 2.5 

考核重點： 

 Edpuzzle 選擇題 

 作業之所有選擇及填充題 

 問答 

 書甲 1.15、作業甲 1.3、作業甲 2.5 

 填地圖 

 作業甲 1.6、作業甲 2.4 

 

 

地理 書 P.4 - P.11, P.14-15, P.18-21 

作業 P.1 - P.12 

 

 

普通話 課本第一、七課（包括語音知識）、 

粵普對譯（第一、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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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 

 

 

數學 第 1 章 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 4 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 8 章 立體圖形的探究 

及「TSA 基礎題」 

 

 

物理 光線與反射 

 

 

化學 書本：1 至 18 頁 

作業：1 至 3 

 

 

生物 時間：40 分鐘 

考試內容：書本 P.1-28 、P.40-46 及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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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5-35 

 

 

地理 地圖技巧 : 七大洲，經緯線，格網方格及座標，慣用符

號 

書 (互動地理:與自然災害共處)  P. 4-15，作 P. 1-14 

 

 

普通話 課本第一、二課（包括語音知識）、 

粵普對譯（第一、二課）、標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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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2/3) + Grammar (1/3) (tenses) 

 

 

中國語文 《廉頗藺相如列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數學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 (一)》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 (二)》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及「DSE 基礎題」 

 

 

高中通識教育 1 長 1 短資料回應題 

(P.52-P.60) 

1.1 自尊、青少年的行為和對未來的期望 至 1.4.1 與青

少年相關的趨勢與具體情況 

 

 

生物 時間：1 小時 

考試內容：第 1 章 至 第 3 章 

 

 

化學 課本 1 (1, 2, 3, 4 章) 

 

 

物理 熱，潛熱 

 

 

中國文學 《蒹葭》《蘇秦約縱》 

 

 

中國歷史 周代分封 (書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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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課題(四)  4.1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結果 (P. 6-35) 

 

 

地理 河流與海岸 (課本 p.5-49 及 筆記 p.1-29) 

 

 

經濟 1 - 4 章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香港的營商環境 Ch. 1-3 & 6 ( 選擇題 + 問答題) 

 

 

延伸數學 銜接課程工作紙 :  

基礎概率(一)、(二) 及 概率進階(一)  

 

初中自習課題 :  

恆等式 (包括 完全平方、平方差、立方和、立方差)  

因式分解 (包括 提取因式、併項、十字相乘法)  

指數定律 (包括 負指數、根式) 

 

 

資訊科技 第 1 - 3 課 

 

 

旅遊與款待 2A 冊 11 至 15 課 

 

 

視覺藝術 筆記素描及美術史資料 

 

 

室內設計 方體、柱體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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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中國語文 《論仁·論孝·論君子》，《師說》， 

《魚我所欲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數學 第 11 章 變分  

第 12 章 圓的基本性質  

第 13 章 圓的切線  

第 14 章 離差的量度 (14.1 簡介，14.2 分佈域及四分位

數間 距，14.3 框線圖)  

及「DSE 基礎題」 

 

 

高中通識教育 1 長 1 短資料回應題 

(P.2-P.65) 

主題一：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主題二：課題 1 科學與科技對公共衛生的影響 

 

 

物理 力學 

 

 

化學 課本 2C 全本 

 

 

生物 時間：1.5 小時 

考試內容：第 12 章 至 第 15 章 

 

 

中國文學 《將進酒》《進學解》《醉翁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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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中國歷史 乙部  單元二 課題一 民初政局 

      第一節 至 第四節 (書 P. 8 – P. 58) 

 

 

歷史 課題(二) 2.1 早期的現代化的努力—改革與革命 (P. 120-

132) 

課題(五) 5.2 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P. 214-257) 

 

 

地理 工業區位的轉變，書和作業全本 

 

 

經濟 13 - 15 章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基礎個人理財 Ch. 1-4 (選擇題 + 問答題) 

 

 

延伸數學 第五至六章 

 

 

資訊科技 ICT : 課本必修部份 (2) 單元 B - 11,12,13 章 

 

 

旅遊與款待 2A，2B，3S 冊全部 

1S 冊 1 至 3 課及 5 課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繪畫 

 

 

室内設計 一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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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中六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12 篇文言經典篇章 

 

 

數學 第 20 章 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  

第 21 章 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的求和法  

第 22 章 續函數圖像  

及「DSE 基礎題」 

 

 

高中通識教育 1 長 1 短資料回應題 

現代中國全本 

 

 

物理 原子物理，放射 

 

 

化學 課本 7 全本 

 

 

生物 時間：1.5 小時 

考試內容：第 19 章 至 第 20 章 及 E2 

 

 

中國文學 《死水》《錯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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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8-2019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測驗 8/11/2018-13/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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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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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4-

211) 

課題(三) 3.1 日本的轉變 I. 日本在 20 世紀初的現代化 

(P. 234-243) 

 

 

地理 1) 全球增溫 (全課) 

2) 河流與海岸 (全課) 

 

 

經濟 21 - 23 章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市場營銷管理 Ch. 1- 4 (甲部與丙部問答題 ) 

 

 

延伸數學 所有課題 

 

 

資訊科技 第 21 - 24 課 

 

 

旅遊與款待 1S，2A，2B，3S 冊全部 

4 冊至 49 課 

 

 

視覺藝術 中西美術史筆記及評賞角度與方法/各種畫派的思維特色 

 

 

室内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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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測驗形式及範圍 

 

(一) 範圍： 

《背影》和《在風中》的問答題、成語 1-10 個、基礎單元、單元一及二的 

語文秘笈、實用文一篇 

 

 

(二) 形式： 

 

甲、課文問答 (20 分) 

       

乙、閱讀理解 (15 分) 

 

丙、語文運用 (25 分) 

 

一、 根據以下文題，辨別文章的體裁。 

一、 試分析下列各字的部首。  

三、仔細閱讀以下句子，辨別以下當中的語氣。          

四、試判斷下列各題運用了哪種修辭手法？        

五、寫出下列各成語。  

六、造句。 

 

丁部、實用文寫作：日記 (20 分) 

 

戊、增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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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測驗形式及範圍 

 

 

測考範圍： 

1. 甲部課文問答：《貓》、《燕詩》、《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武

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2. 乙部：單元一及二語文秘笈、成語 1-14、文言文字詞解釋(甲部課文範

圍) 

3. 丙部：家書或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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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測驗形式及範圍 

 

範圍： 

 單元一《習慣說》和單元二《愛蓮說》 

 單元一及單元二語文秘笈 

 單元三「詞類活用」、文言字詞—乃、所、何 

 成語 1-10 個 

 實用文—請假信、演講辭 

 

形式： 

甲、課文問答(20 分) 

乙、閱讀理解(15 分) 

丙、語文運用(25 分) 

 修辭辨識 

 成語辨識及造句 

 多義詞辨識 

 文言字詞辨識 

丁、實用文寫作一篇(20 分) 

增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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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1 _____ (  ) 

2018-2019  F.1 English 1st Term Test Syllabus (1 hour)  

 Date: 8th Novemeber 2018 (Thursday)                

 Time: 10:10 a.m. – 11:10 a.m. 

Compulsory 

Part  

(200 marks) 

A.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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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arks 

B. Grammar  

1. Parts of speech (n, v, adj, adv, pron, prep, art ONLY) 

2.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rticles (a, an, the, X)  

3. Tenses (simple present: positive + negative sentences, questions) 

4. Adverbs of frequency (always, usually, often, sometimes, seldom, 

never) 

5. Subject pronouns and object pronouns (he, she, it, him, her, me…) 

6. Proofreading (correct the underlined mistakes) 

100 

marks 

C. *Vocabulary (Refer to the following) 

1.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1)  

2. Core vocabular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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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avy bossy creative husband niece 

ponytail talkative organized cousins skateboarding 

straight generous energetic nephew rock clim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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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elling required (vocab for uniform dictation AND first test) 

A. Numbers       Months and Days 

1. 十一 eleven 2. 第一 first 

3. 十二 twelve 4. 第二 second 

5. 十三 thirteen 6. 第三 third 

7. 十四 fourteen 8. 星期二 Tuesday 

9. 十五 fifteen 10. 星期三 Wednesday 

11. 十八 eighteen 12. 星期四 Thursday 

13. 十九 nineteen 14. 星期五 Friday 

15. 二十 twenty 16. 星期六 Saturday 

17. 三十 thirty 18. 一月 January 

19. 四十 forty  20. 二月 February 

21. 九十 ninety 22. 八月 August 

23. 百 hundred 24. 九月 September 

25. 千 thousand 26. 十二月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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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Unit 1 p.10-13  

1. 叔叔 uncle 

2. 阿姨 aunt 

3. 游泳 swimming 

4. 女兒  daughter 

5. 遠足 hiking 

6. 看電影  watching films 

7. 打籃球  playing basketball 

8. 打手機 playing games on her phone 

9. 苗條 slim 

10. 開朗的 che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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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8-2019 First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2 English  

Core Section 200 marks 

1. Vocabulary 40 marks 

-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1 (with choices) – See P.2 

-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without choices) – See P.2 

 

2. Grammar  

- Tenses : Integrated task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 Tense : Simple past V.S. Past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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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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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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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roofreading (with more difficult without clues) 

5. Others found s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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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vocabulary (15 words) 

 

1. everywhere 2. convenient 3. different from 

4. prefer 5. share(d) 6. finish(ed) 

7. check out 8. discover 9. latest 

10. run out of 11. whole 12. as big as 

13. ice rink 14. charging station 15. shopping cart 

 

Core Vocabulary (34 words) 

 

(A) Unit 1 - Shopping fun 

P.4 

1. online shopping 

網上購物 

2. website 

網頁 

3. popular 

受歡迎的 

P.6 

4. shopping centre(s) 

購物中心 

5. department store 

百貨公司 

6. food court 

美食廣場 

7. boutique(s) 

流行時裝店 

8. video game(s) 

電子遊戲 

9. electronics 

電子產品 

10. 4-D cinema 

4D 戲院 

11. themed cafe(s) 

主題小餐館 

12. mobile phone(s) 

手提電話 

13. free Wi-fi 

免費無線上網 

 

P.10, 11 

14. convenience store 

便利店 

15. supermarket 

超級市場 

16. free parking 

免費泊車 

P.12 

17. account 帳戶 18. delivery 發送 19. payment 付款 

20. password 密碼  

P.13 

21. save money  

節省金錢 

22. special offer 

特別優惠 

23. get a discount 

得到折扣 

24. good deal(s) 

相宜的交易 

 

 

(B) People - Adjectives to describe personalities 

25. generous 慷慨的 26. selfish 自私的 27. clever 聰明的 

28. hardworking 勤勞的 29. helpful 樂於助人的 30. patient 耐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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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polite 禮貌的 32. friendly 友好的 33. shy 害羞的 

34. caring 關顧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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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First test syllabu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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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2. Japan  3. Thailand  4. France 5. traditional  6. performances 

7. adventure  8. key location 9. tourist attractions 10. take part in  11. unique 

12. discover   13. huge  14. convenient 15. lively  16.relaxing  17. tiring 

18. enjoyable  19. unforgettable  20. crowded  21. well-known  22. trendy 

23. landmark  24. popular  25. shoppi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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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alace 2. priority seats  3. embarrassing 4. spectacular 5. natural beauty 

6. accommodation 7. scenic spots 8. check-in desk  9. luggage 10. boarding pass 

11. duty-free shop 12. charming  13. thrilling   14. destination 15. must-see sights 

3. Grammar items:               10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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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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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omebody, anybody, nobody, none  

c. something, anything, nothing, none 

d.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ing / ~ed)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e. phrasal verbs (15 options)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f. Adverb Clauses – showing purpose (in order to.../so that.../…)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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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nhancement (open cloz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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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l Exam phase 1: After 1st Test  

(Part A: passage reading – 8 marks  Part B: core vocab + text vocab – 6 marks) 

 

[refer to Textbook p.14,15 

& resources 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