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10/1/2023-19/1/2023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詳見附件一  

English for Life Booklet Units 1-3  

中國語文 詳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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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章 直角坐標系(一) (只考 8.1 及 8.2) 

(選擇題 : 15 題 共 60 分，問答題 : 100 分) 

 

綜合科學 單元一 科學入門、單元二 水  

中國歷史 必温重點：温習工作紙 

書：頁 27-73 ( *較重要頁數 42-73* ) 

(不考書頁 45-50)  

作：頁 9-25    (不考作頁 18-19)  

 

 

歷史 書：頁 2-27、39-50、76-94。 作：課題

一(頁 2-5、8-9)、課題二(頁 2-6) 

 

地理 認識世界 - 國家、大洲和大洋（作業 P.2-7） 認識香港

（作業 P.8-9）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課本第一至第三

章（書 P.4-23； 作業 P.10-20） 

 

普通話 第 1-3 課，粵普對譯 1-3 課，量詞十個  

生活與社會 1) 個人成長：怎樣適應中學新生活？ 

2) 教科書核心單元 1 個人與群性發展：個人成長(一) 全 

本書 

3) 教科書核心單元 3 個人與群性發展：人際關係(一)第 

2 至 6 頁 

3) 技能訓練 1 數據詮釋及技能訓練 2 專題分析 (工作紙 

技能訓練) 

4) 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10/1/2023-19/1/2023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詳見附件二  

English for Life Booklet Units 0-3  

中國語文 詳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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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章 二元一次方程 (只考 5.1 及 5.2) 

第 10 章 畢氏定理 (不包括 10.5 根式的運算) (選

擇題 : 15 題共 60 分，基礎題 12 分，問答題 : 88 

分) 

 

綜合科學 單元七 生物與空氣、單元八 電的使用  

中國歷史 單元五：五代的興替與宋的統一、兩宋政治及經濟的 

發展、元朝的統治 單元六：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明

代國勢的張弛(第一 節、第三節) 

書：4-129 頁(已教授之內容) 

作業：1-40 頁(已完成之內容) 

温習重點：温習紙 

 

歷史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 

書：頁 2-38 作：

頁 1-6 溫習工作紙 

 

地理 認識世界 - 國家、大洲、大洋（作業 P.1-2） 

認識香港（作業 P.3） 

【水的煩惱】課本- 單元一、二 

單元三 3.1、3.2 

單元四 4.1、4.2 

單元五 5.1、5.2(水污染的成因) 

作業 P.4-22 

 

普通話 第 1-3 課，粵普對譯 1-3 課，輕聲詞第二行  

生活與社會 1) 教科書核心單元 20 全球經濟：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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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本書 

2) 技能訓練 1 數據詮釋及技能訓練 2 漫畫詮釋 (工作 

紙技能訓練) 

3) 基本法與日常生活對外事務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10/1/2023-19/1/2023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詳見附件三  

中國語文 詳見附件六  

數學 第 4 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 1 章 續因式分解 

第 3 章 百分法(二) 

第 2 章 指數定律 

第 5 章 概率 

第 6 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 

(選擇題 : 12 題共 48 分，基礎題 12 分，問答 

題 : 100 分) 

 

中國歷史 必温重點：温習工作紙 

書：頁 30-73 ( *較重要頁數 50-69* ) 

作：頁 9-26 

筆記：「國共分裂」至「1920 年代內地與等香港 

的關係」，合共 3 份 

 

物理 第 14.1-14.4 章  

生物 書本 : P.1-59 作業:1-6  

化學 13.1-13.3 課本 P.2-44  

歷史 兩次世界大戰 課本

（P. 6-49） 作業（P. 2-

11, 20-27） 

填充筆記（兩份全部） 

 

地理 認識世界（作業 P.2-7） 課題：與自然災害共

處（課本 P.4-39 ,作業 P.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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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世界上主要的自然災害及其分布 

單元二：天氣及氣候 

單元三：山泥傾瀉 地理技能：詮釋天氣圖、

計算坡度（請同學準 備計算機應試） 

 

普通話 第 1-4 課，粵普對譯 1-4 課，多音字第 16-30 個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10/1/2023-19/1/2023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As per the HKDSE exam.  

中國語文 文言經典篇章《師說》、唐詩三首、《廉頗藺相 

如列傳》 

實用寫作：書信，演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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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直線的方程（不考兩條直線的交點） 

( 基礎題 13 分 佔 10%， 

選擇題 : 15 題 佔 35%， 

問答題 : 42 分 佔 55%) 

 

公民與社會發展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學習重點一至五 P.2 - 101 

 

物理 第一冊全冊，第二冊書第 1.1-1.4 章  

中國文學 《蒹葭》、《蘇秦約縱》、《戰城南》、《鴻門會》  

歷史 歷史資料題 

主題乙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P. 6-61） 

 

資訊及通訊科技 1 - 4 課  

生物 第 1 章至第 6 章  

化學 課題一至二  

中史 書：頁 74-175 ( *較重要頁數 74-130、160-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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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題技巧：相關課題的功課、小測  

企會財 營商環境 (所有課題)、基礎個人理財 (所有課 

題) 

 

旅遊 THS:CH14-CH23  

經濟 經濟 1-7 章  

地理 【機會與風險】全課 

【管理河流和海岸環境】2.1-2.2 節 

 

視藝 美術與設計探索(一), 筆記  

延數 第一、二、四、五、八章  

體育（文憑試） 第二課-人體 

第四課-維持健康與活動表現的體適能和營養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10/1/2023-19/1/2023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As per the HKDSE exam.  

中國語文 文言經典篇章《岳陽樓記》、唐詩三首、宋詞三 

首、《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逍遙 

遊》 

實用寫作：所有實用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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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佔考試 65%) : 基礎題 13 分 佔 13%，問 

答題 : 53 分 佔 87% 

卷二(佔考試 35%) : 選擇題 : 25 題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題一：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學習重

點一至三 P.2 - 97 課題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學習重點一 P. 104 - 137 

 

生物 第 11-16 章及 18 章  

化學 課題一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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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 乙部課程 單元二 課題一 民初政局 

第 1 節 北洋軍閥當權 

第 2 節 五四運動 

第 3 節 國民革命軍北伐 

課題二 國共的分合 

第 1 節 國共第一次合作 

第 2 節 國共關係破裂 

第 3 節 國共第二次合作 

內容：第一題必答題。佔 20 分 第二

至第五題選答二題。各佔 25 分。 共

答三題完卷。 

 

企會財 市場營銷管理 (所有課題)  

旅遊 THS:第 2+冊，3+冊至 CH34，1=冊至 CH8  

經濟 經濟 13-17 章  

物理 第一冊及第二冊全冊，第三冊第 1.1-2.2 章  

中國文學 《鴻門會》、《將進酒》、《醉翁亭記》、《法場》、 

《死水》 

 

歷史 卷一：歷史資料題 

主題乙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P. 178-

265） 

主題甲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P. 118-

161） 

 
 

卷二：論述題 

主題乙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P. 6-119, 

178-265） 

主題甲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P. 118- 

161） 

 

資訊及通訊科技 11 - 14 課, 21 - 24 課  

地理 1. 管理「河流」環境 (全課) 

2. 建設可持續城市 (全課) 

 

視藝 藝術評賞、繪畫  

延數 第六至十二章  

體育科(文憑試) 第六課-運動創傷、處理與預防方法 

第七課-體育、運動和康樂活動的相關心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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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12/1/2023-19/1/2023 

中六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As per the HKDSE exam.  

中國語文 聆聽及綜合分析能力  

數學 整個 DSE 課程 

卷一 (佔考試 40%) : 基礎問答題 60 分 

卷二 (佔考試 60%) : 選擇題 : 45 題 

 

通識 今日香港 全本 能源

科技與環境 全本 

 

生物 第 22 章至第 24 章 及 E3 微生物與人(第 1 章)  

化學 課題一至十三  

中史 必修第一冊：夏商周至隋唐 選修第

五冊：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內容：

第一題必答。佔 30 分。 第二及第

三題選答一題。佔 25 分。 共答二

題完卷。 

 

企會財 市場營銷管理 (所有課題)、財務管理 (所有課 

題) 

 

旅遊 THS：全部課程  

經濟 經濟 21-24 章  

物理 第一冊至第五冊，第 E3 冊 1.1 和 1.2 章  

中國文學 《齊桓晉文之事章》、《短歌行》、《法場》、《死 

水》、《碗》 

 

歷史 歷史資料題 

主題甲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P. 88-

109, 232-297） 

論述題（主題甲及主題乙） 

 

資訊及通訊科技 整個 DSE 課程必修部份  

地理 1. 動態的地球 (全課) 

2. 氣候變化 (全課) 

 

視藝 呈交兩件校本評核 ,曾派發各類筆記, 之前的答 

卷, 公開試試題 

 

延數 整個 DSE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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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 (    ) 

F.1 First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22-23 

Paper I G.E. 1 hr 15 minutes (Full marks: 50 marks) [12 Jan] 

Paper 1A Comprehension (35 mins)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20 marks)  

*3 texts, 1 seen (40%) and 2 unseen (60%)  

*Seen: One of the 3 texts in Unit 2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Paper 1B Grammar and Vocabulary (45 mins) 

 Items Revision focus 

Compulsory 

Part  

(30 marks) 

A. Grammar (20 marks) 

1. Tenses (Time keywords refer to p.3 Appendix) 

*Simple present & Present continuous  

*positive + negative sentences, questions 

ERB P. 14 (Ex 1), 

P.36 & P.208-209  

2. Personal Pronouns  

*Subject pronouns, object pronoun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ERB P.27 (Ex 5) 

& P. 29 (Ex 2) 

3. Wh-words ERB P.41 

4. There is / There are 

*positive + negative sentences, questions 

ERB P.51 

(Ex2,3) 

5. Prepositions of place 

*Pictures 

*In context: in/ on/ at 

ERB P.54 &  

P. 56 (Ex 3)  

6. Sentence making (S-V-O) and (S-V-O-M-P-T) 

a. Rearranging order    b. Sentence Making  

ERB P. 5 & 

Writing 

worksheets 1-2  

7. Proofreading (correct the underlined mistakes) All items covered 

in 1st term) 

*Vocabulary (Refer to p.3 Appendix) (10 marks) 

1. Textbook vocabulary(Textbook Unit 2)  

2. Core vocabulary  

Textbook Vocab 

worksheet and 

Uniform 

Dictation Sheet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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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Part  

(10 marks)  

B. Enhancement Section  

The questions are more demanding and challenging. 

Question types: open cloze (parts of speech, 

vocabulary, grammar…etc) 

- 

 

Paper II 45 marks 1 hr 5 mins (*Study the writing file for revision) [11 Jan] 

Short Writing Task – at least 70 words (17 marks – 2 for mind map and 15 for writing) 

Long Writing Task – at least 100 words (28 marks – 4 for mind map and 24 for writing) 

 

Paper III 45 marks 1 hr [Exam on 8 Dec, Periods 6-7] 

Listening tasks (25 marks) + Listening &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20 marks) 

Paper IV 30 marks [28 Nov – 16 Dec, oral lessons/ after school] 

1.  Core vocabulary reading (Refer to 1st Uniform Dictation)    9 marks 

2.  Passage reading aloud (Refer to ERB P.107)       9 marks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8 marks 

4. Picture description             4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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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A - 30 marks (5 marks @) 

1. Book reports 2. Dictation/ Quizzes 3. English Builder 

4. Writing quiz 5.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6. Ph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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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ERB P.1,2) 

*Focused time expressions for Present Tense 

every (day/ night/ Saturday) always usually often 

once/ twice (a week/ month) sometimes never  

*Focused time expressions for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now at present  at the moment 

still Look!/ Listen!  

 

Textbook Vocabulary NO spelling required (Textbook Unit 1)  

1. library 2. school hall 3. tuck shop 4. locker 5. music room 

6. school uniform 7. morning assembly 8. Maths  9. Science 10. Drama Club 

11. Photography Club 12. Environment Club 13. decide to 14. arrive at 15. practise 

 

Core Vocabulary (25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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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adj) 
晴天/晴朗 

7. cloudy    (adj) 
密雲 

8. boiling hot  (adj) 
酷熱 

9. stormy    (adj) 
暴風雨 

10. lightning   (n) 
閃電 

11. rainy    (adj)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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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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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arents’ Day 
家長日 

 

Other school-related vocabulary 

21. subjects 
科目 

22. school clubs 
學會 

23. computer lab 
電腦室 

24. social worker 
社工 

25. fitness centre 
體適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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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______ (     )  F. 2 First Term Exam  Syllabus 22-23 

Paper 1A   Reading  (3 texts, 1 seen & 2 unseen) 

 3 uniform texts for preparation: Bk2A p.34, 36 & a poem 

40 mins 25 marks 

Paper IB Vocab & Language Items  50 mins 25 marks 

Part 1: Vocabulary (10 marks)           [STUDY Bk2A p.34, 36 & worksheets] 

a.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2 – Get Social) (Refer to Appendix 1) 

b.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Refer to Appendix 2) 

Part 2: Language (15 marks)  

a. 5 Tenses –             [STUDY ERB p.1, 2, 89, 90] 

Part 1: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Part 2: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b. Connectives – and, but, although, so, as / since / because    [STUDY ERB p.37] 

Part 1: Filling in blanks 

Part 2: Making sentences using the given connectives 

c.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Refer to Appendix 3) – Filling in blanks [STUDY APPENDIX 3] 

d.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Refer to Appendix 4)      [STUDY ERB p.54-55] 

Part 1: Reordering 

Part 2: Completing sentences 

e. Proofreading  

(All grammar items learnt, e.g. comparatives & superlatives, ‘IF -type 1’) 

f. Enhancement (+ 10 marks)   Fill in the blanks                                                                                                                                                                                                                                                                                                                                                                                                                                                                                                                                                                                                                                                                                                                                                                                                                                                                                                                                                                                                                                                                                                                                                                                                                                                                                                                                                                                                                                                                                                                                                                                                                                                                                                                                                                                                                                                                                                                                                                                                                                                                                                                                                                                                                                                                                                                                                                                                                                                                                                                                                                                                                                                                                                                                                                                                                                                                                                                                                                                                                                                                                                                                                                                                                                                                                                                                                                                                                                                                                                                                                                                                                                                                                                                                                                                                                                                                                                                                                                                                                                                                                                                                                                                                                                                                                                                                                                                                                                                                                                                                                                                                                                                                                                                                                                                                                                                                                                                                                                                                                                                                                                                                                                                                                                                                                                                                                                                                                                                                                                                                                                                                                                                                                                                                                                                                                                                                                                                                                                                                                                                                                                                                                                                                                                                                                                                                                                                                                                                                                                                                                                                                                                                                                                                                                                                                                                                                                                                                                                                                                                                                                                                                                                                                                                                                                                                                                                                                                                                                                                                                                                                                                                                                                                                                                                                                                                                                                                                                                                                                                                                                                                                                                                                                                                                                                                                                                                                                                                                                                                                                                                                                                                                                                                                                                                                                                                                                                                                                                                                                                                                                                                                                                                                                                                                                                                                                                                                                                                                   

Paper II - Writing 1hr & 10 mins 45 marks 

Two writing tasks: (Short: 2+15 marks, Long: 4+24 marks) 

a. Mind map + short writing task (90 words) 

b. Mind map + long writing task (140 words) 

Read the writing file for 

revision 

[A blog, Letter of Advice, 

Diary entry with pictures] 

Paper III – Listening (12 Dec, 2022 periods 6-7) 1hr 5 mins 45 marks 

-- Listening tasks (25 marks) 

-- Listening &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20 marks) 

 

Paper IV – Speaking (28 Nov – 16 Dec) Oral lessons   30 marks 

-- refer to oral exam syllabus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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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30 marks 

I. Written components: @5 marks 

a) a) EB b) Dict & Quiz (6 per term) c) 2-3 book reports/ term  d) writing quiz  

II. Speaking components: @5 marks 

a) phonics – done in Oct 

b) *IP -- *continuous assessment: once/twice, count the higher mark – done in Nov 

 

Appendix 1 

Unit 2 Textbook Vocabulary 

communication tools  

(n phr) 通訊工具 

stay connected  

(v phr) 保持聯絡 

a product review (n) 

產品評論 

discussion forum (n) 

論壇 

a great source (n phr) 

巨大的資訊來源 

subscribe to (v)  

訂閱；訂購 

personal information 

(n) 個人資料 

online lesson (n) 

網上課堂 

views (n) 

觀看次數 

negative effects  

(n phr) 負面影響 

positive aspects  

(n phr) 好的方面 

kill time (v phr) 

打發時間 

stay up to date (v phr)  

掌握最新消息 

advantages (n) 

好處 

disadvantages (n) 

壞處 

 

 

Appendix 2 

Core vocabulary 

(A) Unit 2 – Get Social 

Get social  

technology (n)  

科技 

account (n)  

帳戶 

addicted (adj)  

上癮的 

spend time (v phr)  

花時間 

social media (n) 

社交媒體 

embarrassing (adj) 

令人尷尬的 

make new friends (v phr)  

結交新朋友 

Words related to social media 

comment (n) 

評論 / 留言 

share (v) 

分享 

post  

發布 (v) / 帖子(n) 

followers (n) 

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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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media 

magazine (n)  

雜誌 

social network (n)  

社交網路 

television (n) 

電視 

newspaper (n)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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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vocabulary 

(B) Adjectives to describe personalities 

generous 慷慨的 selfish 自私的 clever 聰明的 hardworking 勤奮的 

helpful 樂於助人的 patient 有耐性的 polite 有禮貌的 friendly 友善的 

shy害羞的 caring 關愛的 strict 嚴厲的 careless 粗心的 

 

Appendix 3  Infinitive and Gerund syllabus 

To-infinitive (to-~) Bare infinitive (~)  Gerund (~ing) 

hope can / cannot enjoy  

plan will (not) like 

decide would (not) suggest 

want should (not) keep 

ask do (not) at 

promise does (not) after 

invite did (not) about 

 

Appendix 4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ERB p.54] 

1. Dad likes coffee, and Mum likes tea. 

2. Tidy up your room, and don’t forget to make your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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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t’s a nice dress, but I can’t afford it. 

5. I still feel hungry although I had a big lunch. 

6. Although the lady is very old, she goes swimming every day. 

7. I look after my brother since he is very young. 

8. Kelvin is overweight as he keeps on eating snacks. 

9. It is raining heavily, so we cancel our trip.  

10. He studied very little, so he failed the 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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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F.3 ____ (   ) 

F.3 First Exam syllabus (2022-2023) 

Paper Marks Time Remarks 

Paper I     

G.E. 

50 marks IA: 40 mins  

IB: 50 mins 

IA: Comprehension : 25 marks 

IB: - Vocabulary: 10 marks  

- Language: 15 marks 

Paper II  

Writing 

45 marks 1 hr 15 mins 2 tasks – 

Short writing: 17 marks (2+15 marks) (110 words) 

Long writing: 28 marks (21 marks) (180 words) 

*Study the writing worksheets for revision 

Paper III  

Listening 

45 marks 

(A: 25 marks 

B: 20 marks) 

1 hr 10 mins 8 Dec (Thur) Periods 8 and 9 - Hall 

Paper IV   

Oral  

30 marks 28 Nov – 16 Dec 4 tasks: Vocabulary reading (6), Passage reading 

(8), IP (8) and GI (8) 

SBA 30 marks English Builder (5), Book reports (5), Dictation/ Quiz (5), Writing Quiz 

(5),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5), TSA(reading and listening) (3), 

Teacher’s discretion (2) 

Paper 1 

Paper IA (40 minutes) (25 marks) 

 3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articles – different genres and question types 

 1 seen text (from the following 3 uniform texts) 

(a) Textbook P.36 Text 1 – Play script “Scene 1” 

(b) Textbook P.40 Text 3 – Web article “The benefits of helping others” 

(c) Poem “Frank the Friendly Alien” 

 2 unseen texts 

 

Paper IB (50 minutes) (vocab: 10 marks; language items: 15 marks; enhancement: 10 marks) 

 Textbook Vocabulary: (NO spelling is required) (Revision Exercise, WS) 

1. donation (n) 2. sponsor (n) 3. volunteer (n) 

4. charity sale (n) 5. raise money (v) 6. fun fair (n) 

7. flag day (n) 8. good deed (n) 9. university (n) 

10. stress (n) 11. the needy (n) 12. make a difference (v) 

13. distribute (v) 14. the elderly (n) 15. beneficial (adj)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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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Vocabulary: (CORRECT SPELLING is essential) (ERB P.75-77, Revision Ex) 

1. unconscious  2. beer 3. alcoholic 4. dizzy 

5. drunk 6. anti-drug policy 7. addict 8. brain damage 

9. depression 10. passive smoking 11. cigarette 12. a waste of 

money 

13. spread a virus 14. illegal 15. personal 

information 

16. loss 

 Languag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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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and past perfect 

(Revision Exercise, ERB P.1-3, 134-135) 

2. Conditionals - Type 0, 1 (ERB P.31-32, 62-63) 

(Fill in the blanks + Rearrange sentences + Complete sentences) (Read Appendix 1) 

3. Adverb Clause – Showing Result (…so…/ …Therefore…) (ERB P.37-38) 

4. Proofreading- *All learnt items will be tested 

5. Enhancement Section (open clo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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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ix 1 -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ERB P.62-63)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0, 1) – If …, … . 

1. If you heat water , it boils. 

2. If there is no air, people die. 

3. If a baby is hungry, it  cries. 

4. If you do not run , you will miss the bus. 

5. If I have time, I will help you. 

6. If John works hard, he will pass the exam. 

7. If Mary is sad, she will cry loudly. 

8. If the weather is good, we will go hiking. 

9. If you are not in a hurry, you may take a bus. 

1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ask me.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考試 

溫習範圍 

卷一範圍︰ 

課本(單元一至單元四)、10 個部首、成語 1--25、《校本語文手冊》 

甲部 : 

課文 : 單元一《一件小事》、《陳太丘與友期行》 

單元二《差不多先生傳》、《岳飛之少年時代》 

單元三《背影》 

單元四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三首《燕詩》、《慈烏夜啼》 

乙部 : 閱讀理解 : 白話文一篇﹑文言文一篇 

丙部 : 語文運用 

1. 成語 1—25《校本語文手冊》 

2. 修辭辨析：(疊字、明喻、暗喻、擬人、排比、頂真) 

3. 部首(10 個)︰(手、水、人、衣、示、木、阜、邑、 艸、辵) 

4. 文言知識 

a.文言詞匯：我、吾、予、汝、爾、其 

附件四 



b. 文言句式：判斷句 

5. 成語造句 : (題目的要求造句，必須為複句以及十五字以上) 

丁部 : 增潤題(自由作答)  

(注意時間分配及試卷深淺) 

   

卷二範圍︰ 

日記、啟事、書信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考試 

溫習範圍 

卷一範圍： 

甲、課文問答。20 分 

乙、閱讀理解：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23 分  

(甲、乙部錯別字每個扣 0.5 分，最多共扣 2 分。) 

丙、語文運用：27 分（錯別字每個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一. 修辭辨析 (8 分) 

二. 成語及解釋 (6 分) 

三. 文言字詞解釋 (5 分) 

四. 成語運用及修辭造句 (8 分)成語 1-27，造句必須是複句和 20 字以上。 

 

卷二範圍： 

實用文：通告及投訴信 

 

 

 

附件五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零三年度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考試  

溫習範圍 

 

卷一範圍：單元一至三、單元四（只考《鄒忌諷齊王納諫》及語文運用）、成語

1-25、修辭辨識 

 

形式 

甲部、課文問答 

 

單元一：《爸爸的花兒落了》、《種梨》 

單元二：《明湖居聽書》、《口技》 

單元三：《歸園田居》、《重返灣仔》 

單元四：《鄒忌諷齊王納諫》 

 

乙部、閱讀理解：白話、文言篇章各一篇 

 

丙部、語文運用： 

附件六 



修辭辨識、成語辨識及造句、句式辨別、通假字、文言字詞辨識 

 

 

卷二範圍︰ 

會議紀錄、啟事、請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