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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file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四則運算、 

第一章(有向數)、 

第二章(基礎代數)、 

第三章(基礎幾何)、 

第四章(一元一次方程)、 

第五章(百分數) 

第八章(對稱與變換) 

 

初中通識 工作紙第 1-21 頁及學習形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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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形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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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學校所在的社區: 觀塘區的生活素質 

探索學校所在的社區: 區議會知多少?區議會的職責 

探索學校所在的社區: 法治---法治的定義及基本原則、香

港社會彰顯的法治精神 

 

綜合科學 第 1 課 科學入門 

第 2 課 觀察生物 

第 3 課 細胞與人類生殖 (單元 3.1 - 單元 3.3) 

 

中國歷史 課題：傳說中的共主政治 --- 秦併六國  

書：甲. 1.6 至甲 2.28 

作業：甲 1.2 至甲 2.12 

(重點：周公東征 --- 秦併六國  書：2.7-2.28 頁；作業：

2.3-2.12 頁) 

 

 

歷史 尼羅河流域文明 

歷史研習 

 

 

普通話 範圍：第一至第四課(第四課只考語音知識) 

 

甲、聆聽部份（30 分） 

一、細心聆聽一段錄音(兩次)，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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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心聆聽錄音，把重讀的詞語寫在橫線上。 

三、細心聆聽老師所讀的聲母或韻母，將正確的答案寫在答  

  

乙、語音部份（30 分） 

一、找出句子中的粵語詞彙，然後改寫成規範的普通話(每

句多於一個詞語)。 

二、填寫各字的複韻母。 

三、將漢語拼音譯寫成漢字。 

增潤題 

 

Life and Learning F.1 Teaching and Learning Kit p.2-14 

*Spelling is required in the Enhancemen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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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file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一章(估算與近似值)、 

第二章(量度與誤差)、 

第三章(恆等式與因式分解)、 

第四章(聯立方程)、 

第六章(平方根與畢氏定理)、 

第八章(代數不等式)、 

第九章(代數分式與公式) 

 

初中通識 工作紙第 1-34 頁 , 閱讀策略及時事專講 

現代中國：建國背景及改革開放帶來的轉變 

閱讀策略 

時事專講一 

中國城鄉差異 政府回應改革開放的措施 

對內的改革開放社會方針(計生政策)及影響 

對外的改革開放經濟方針(經濟深圳特區、先讓部分人富起

來)及影響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 

 

綜合科學 第 7 課 生物與空氣 

第 8 課 電的使用 

 

中國歷史 書:甲 1.5-甲.3.12 
作業:甲 1.2-甲.3.8 
(重點:武后稱帝至五代武人專政  書:甲 2.8-甲.3.12  作
業:甲 2.2-甲.3.8) 

 

地理 溫習範圍： 

 城市空間： 書 P.4 - 50 

 中二地理作業：P. 1-22 

 地理小測 

備用文具： 

鉛筆、原子筆 

 

普通話 請參閱附件(連結) 

 

 

Life and Learning F.2A-C Teaching and Learning Kit p.2-13 

F.2D Teaching and Learning Kit p.2-15 

*Spelling of countries' names, people and food are required in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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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file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一章(整數指數定律)、 

第二章(續因式分解)、 

第三章(立體圖形的探究)、 

第四章(求積法)、 

第五章(與三角形相關的定理) 

第六章(概率的認識) [只考 6.1 至 6.3] 

 

物理 光學 

 

 

化學 書本：p.1 至 p.45  

作業：1 至 7 

 

生物 書本：p.1 – p.53 

作業：1 – 5 

 

 

中國歷史 書：   甲 2.5 至 甲 3.31(清的中衰至晚清立憲) 

作業： 甲 2.4 至 甲 3.15 

(考生宜重溫前所派發之溫習卷及統一測驗考卷，約佔全卷

10-15 分) 

 

 

歷史 書 P.4 – 53 

作業、增潤練習 

 

 

地理 溫習範圍： 

 自然災害： 書 P.4-23 

 中三地理作業：P.1-6、13、15-21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P.1-10、18-25 

 

備用文具： 

鉛筆、原子筆、直尺、計數機 

 

 

普通話 請參閱附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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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F.4 Paper 1 Grammar book p.49, p.55, p.56, p.61, p.62, p.63 

Paper 2 All the four text types done in the first term Paper 4 6 

minutes discussion and 1 minute individual response 

 

中國語文 單元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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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考 4.1 至 4.5] 

 

高中通識教育 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全本 

 

 

生物 第 1 至 6 章 

 

 

化學 課題：地球及微觀世界 I 全部(整本第一冊) 

 

 

物理 光學 + 熱學 

 

 

中國文學 蒹葭、齊桓晉文之事章、蘇秦約縱、庖丁解牛 

 

 

中國歷史 必修第一冊(周代封建至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考頁數 8-198) 

 

 

  



 6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P.1 – 65 

 

 

地理 溫習範圍： 

課本第一冊：機會與風險 全課 

課本第二冊：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課本 P.5-13；筆記 P.1-4) 

 

 

經濟 課本 1, 2, 8 -10 章 

 

 

企業財務 營商環境 Ch1-Ch6 

 

 

資訊科技 第一至第五課 

 

 

旅遊與款待 第 11-21 課 

 

 

視覺藝術 視覺元素 + 繪畫 

 

 

室內設計 一點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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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Same as the DSE Exam 

 

 

中國語文 單元一至九 

 

 

數學 第九章(續三角)、 

第十章(三角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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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考 14.1 至 14.4 及 14.6A] 

 

高中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全部 

(1 題長資料回應題 + 1 題延伸回應) 

 

物理 力學  

化學 書: 全本 3A (分子形狀、氫鍵…) 

3B(中和焓變, 燃燒焓變及生成焓變)帶計算機及鉛筆 

3B(氧化還原：電化學電池、氧化數、半方程…電解電池) 

 

生物 書：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中國文學 進學解、前赤壁賦、齊天樂、南鄉子、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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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一學期考試 07/01/2016-18/01/2016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中國歷史 必修第三冊 

單元二 

課題一 第五節 外蒙與西藏的交涉  至  課題三 第二節 

中國全面抗日 

 

 

歷史 主題二：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努力 

        改革與革命 

 

地理 溫習範圍： 

課本第二冊：河流與海岸(全課) 

課本第四冊：建設可持續城市 

            (課本 P.1-54；筆記：P.1-15) 

 

 

經濟 課本 13-16 章 

 

 

企業財務 基礎個人理財 Ch2-Ch4 人力資源管理 Ch1-Ch3 

 

 

延展數學 第四章(求導法) 、 

第五章(求導法的應用) 

 

資訊科技 選修單元 (第 1-6 章) 與 核心單元 (第 11-12 章) 

 

 

旅遊與款待 款待導論、旅遊導論至第五課 

 

 

視覺藝術   

室內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9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07/01/2016-18/01/2016 
中六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Same as the DSE Exam 

 

 

中國語文 全部新高中課程 

 

 

數學 整個 DSE 課程 

 

 

高中通識教育 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本) 

(2 題資料回應，1 長 1 短) 

 

 

組合科學(物理) 電學  

組合科學(化學) 2B 氧化還原(氧化數, 氧化方程, 電化學電池)帶計算機 

3B(中和焓變, 燃燒焓變及生成焓變)帶計算機及鉛筆 

 

 

組合科學(生物) 基礎遺傳學、應用遺傳學、進化 

 

 

生物 生態學、應用生態學、微生物學、 

微生物與人 

 

中國文學 蒹葭、鴻門宴、歸去來辭並序 

登高、西湖七月半、死水、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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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5-2016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07/01/2016-18/0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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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基督教 

 

 

歷史 主題三 (日本部分) 

主題四 

 

地理 課本第七冊：全球增溫 全課 

課本第五冊：天氣與氣候 

          (課本：P1.-73；筆記：P.1-40) 

 

經濟 課本 21-27 章 

 

 

企業財務 市場營銷管理 Ch1-Ch4 

 

 

延展數學 整個 DSE 課程 

 

 

資訊科技 DSE 全部課程 

 

 

旅遊與款待 全部課程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 + 繪畫  

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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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One First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15-16 

Paper I 

Short Writing Task – at least 90 words (15 marks – 2 for mind map and 12 for writing) 
Long Writing Task – at least 120 words (25 marks – 3 for mind map and 20 for writing) 

Paper II 

a.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b. 2 Tenses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c. Subject and object pronoun 

d.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e.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f. How many/  How much       g.  Quantity words         h.  Proofreading 

i. Enhancement Section (10 marks) 

F.1 First-term Exam  
Core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2 

adventure ceremony public toilets barbecue area snack shop 

tent stay in touch hiking campers E-mail 

addresses 

favourite campfire exchange competition instructor 

tug-of-war farewell activity treasure hunt first-aid 

Core Vocabulary 

1. soup 2. jelly 3. lobster 4. cheerful 5. tall 
6. fruit 

platter 
7. hot dog 8. pizza 9. unintereste

d 
10. keen 

11. spaghetti 12. coffee 13. French 
fries 

14. miserable 15. angry 

16. salad 17. ice-crea
m 

18. restaurant 19. tidy 20. short 

21. sandwic
h 

22. mineral 
water 

23. menu 24. fat 25. ashame
d 

26. cheese 
cake 

27. apple pie 28. hamburge
r 

29. dirty 30.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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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ilk tea 32. soft 
drinks 

33. proud 34. calm 35. slim 

Paper III (Exam on 6th December, Period 2-3) 

-- Listening tasks 

-- Listening &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Paper IV 

1. Passage reading aloud  

2. Core vocabulary reading (Refer to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3. Picture description 

4.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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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2 First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15-16 

Paper I  (+ 10% Enhancement : Fill in the blanks) 
Vocabulary (10 marks) (– Refer to Appendix 1) 
a.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b.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3 – Ghost story) 
 
Comprehension (15 marks) 
g. 2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Grammar (25 marks)  
a. 6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 simple future) 
h. Adjectives and adverbs  
i.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j. Verbs and prepositions (Phrasal Verbs) 
k. Proofreading( Conditionals, Connectives and other grammar items learnt) 
 
Paper II 
Two types of writing: (Short: 2+13 marks, Long: 3+22 marks) 
1. Mind map + short writing task (120 words)  2. Mind map + long writing task (140 
words) 
** It may include picture description, letter writing and article writing.  
 
Paper III (Date: 7th December  8:45-9:55am) 
-- Listening tasks 
-- Listening &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Paper IV (Date: 3rd December – 18th December) 
Four oral sections are set: 
-- Passage reading aloud  
-- Core vocabulary reading (Appendix 1 – Core Vocabulary) 
--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 Individual response (1 minute answer)  
 
 *Oral exam arrangement: 

Oral exam period:  
 Time limit (minutes) Preparation time (minutes) 

1. Reading aloud 3 - 
2. Vocabulary reading -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2.5 

4. Individual respons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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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3 – Ghost story) 

nod(ded) report(ed) on duty forward claim 

shock(ed) overjoy(ed)  exact surgery  

From Textbook p.50 1st paragraph 

develop(ed) exchange until remain(s) throughout 

 
Core vocabulary  
Section C – Tastes (p.58) 

1. sweet 甜 2. sour 酸 3. bitter 苦 4. spicy 辣 

5. salty 鹹 6. oily 油膩 7. crispy 香脆 8. juicy 多汁 

Section D – Types of Food (p. 58) + Section E – Healthy Food (p. 59) 

1. canned food 罐頭食品 2. fresh food 新鮮食品 3. fruit 水果 

4. snacks 零食 5. vegetables 蔬菜 6. healthy diet 健康的飲

食 

7. high calories 高熱量 8. high fat 高脂肪 9. junk food 垃圾食品 

10. overweight 過重 

Section F – Describing Quantity (p.59) 

1. a bag of 一袋 2. a bar of 一條 3. a bottle of 一樽 

4. a can of 一罐 5. a carton of 一紙盒裝 6. a jar of 一瓶 

7. a bowl of 一碗 8. a dish of 一碟 9. a packet of 一紙包裝 

10. a slice of 一薄片 

Section D – Shopping (p. 63) nouns 

1. electronic 電子產品 2. stationery 文具 3. footwear 鞋類 

4. department store 百貨店 5. furniture 家具 6. jewellery 首飾 

7. boutique 流行女裝商店 

Section E – Describing Things (p. 64) adjectives  

1. good-and-cheap 良好和便宜的 2. outdated 過時的 3. modern 時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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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1st term exam syllabus (15-16)  

Paper I    
G.E. 

50 
marks 

35 mins & 40 
mins 

Read the following for details 

Paper II  
Writing 

40 
marks 

 1 hr 2 tasks – short and long 
Mind maps: 2 and 3 marks 
Writing tasks: 13 and 22 
marks 
**study the writing file for 

revision 
Paper III   
Listening 

30 
marks 

1 hr & 10 mins 1 Dec (Tue)  Periods 8 and 9  
(Hall) 
Bring with stationery 

Paper IV  
Oral  

30 
marks 

Dec 3 - 18 4 tasks:  Passage reading (8 
marks)  Vocabulary reading 
(6 marks) 
I.P (8 marks) and G.I (8 
marks) 

SBA 50 
marks 

Project, reading reports, dictation, EB,  
TSA(reading and listening), film review, film 
presentation,  
T’s discretion, TSA speaking (IP &GI) 

 

Paper IA (35 minutes) 

 3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articles – different genres and question types 

 

Paper 1B (40 minutes) 

a) Text Vocab – WB p.17, 18 and TB 26,27  (options are given) 

accountant, scientist, singer, actor, designer, assistant, 

teacher, driver, manager, artist, command, curriculum vitae, 

multitask, relevant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self-motivated, team player, vacancy, lion dancer,  

food blogger, magician, dog trainer 

b) Core Vocab I – Unit 26 Phrasal Verb (I) options will be given, and no 

changes are required.   

think over  hang on  passing out  ran out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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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look for  turn down takes out  take off   hand 

over  

turn up  keep on  point out   look after 

 passed away 

c) Core Vocab II – Unit 13 for uniform dictation.  {Spelling is necessary}  

e-book reader, mobile phone, electronic dictionary, video, 

broadband, multimedia, user-friendly, auto-focus, memory 

card, touch screen, wireless, convenient, gaming console, 

high definition, blu-ray media, home cinema, high-resolution, 

labour cost, browser, monitor, remote control, lap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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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anguag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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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past perfect, pas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2. Relative Clauses – only defining clauses will be examined.  

e.g. This is the house where I lived when I was young. 

3. Verb + Question words + to-inf  e.g. Tell me how to finish the 

task. 

4.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ing / ~ed)  I am amazed by Tom’s 

interesting speech. 

5. Adverb Clauses of Purpose […in order (not) to…] […so that…] 

6. Amount words (a lot of / many / much / a few / a little / some / (not) 

enough) 

7. ‘need to’, giving suggestions and advice [for proofreading only] 

8. Proofreading – missing words and wrong words (sections 3, 6, 7) 

9. Conditionals (Types 0, 1, 2) 

e) Enhancement Section (10 marks)  

*********************************************************** 
Paper IV Reading Aloud:  (8 marks)  
 It takes years of hard work to learn how to become a good lion dancer.  
Ha’s dancing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strength and flexibility. 
 Never judge a restaurant by its looks. Good food made from the freshest 
ingredien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really enjoy performing and getting the audience involved.  It’s not all fun 
and games, though; it takes a lot of practice and confidence.  Also,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move on to the next trick when you make a mistake. 
 To work with dogs, you have to be patient and, most importantly, be a dog 
lover.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also important because you’re not only training 
dogs, you’re also training their owners. 
 

Vocabulary Reading  (6 marks)  
e-book reader, mobile phone, electronic dictionary, video, 

broadband, multimedia, user-friendly, auto-focus, memory card, 

touch screen, wireless, convenient, gaming console, high 

definition, blu-ray media, home cinema, high-resolution,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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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browser, monitor, remote control, laptop 

 

Prep Time: A+B (NO prep time) / C: 3 mins / D: 3 minutes / group of 3 

ExamTime: A + B (2 mins for BOTH parts) / C: 2 mins / D: 4 mins / gp of 3  OR  

5 mins / gp o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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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中一級  中國語文科  上學期考試範圍及形式 

 
考試範圍： 

基礎單元、單元一至三、語文秘笈、成語 1—20、部首、語文運用 

考試形式： 

甲、 閱讀理解兩篇(文言文、白話文各一篇)： 

乙、 課文辨析：書本 

單元一《背影》 

單元二《在風中》 

 

丙、 語文運用：(錯字不給分 ) 

一. 修辭辨析：  

   (反問、設問、擬聲、明喻、暗喻、擬人、擬物、疊字) 。 

二. 部首： 

(火、心、竹、日、肉、手、水、人、衣、示、木、阜、吧、艸、 辵) 。 

三. 成語運用及造句：成語 1—20 

四. 著色詞 

五. 辨別以下各句的語氣(陳述句、疑問句、感歎句、祈使句)。 

六. 單元一至二的<語文秘笈> 

增潤題(自由作答) 

 

 

卷二： 

 甲部試題為實用文：(  啟事、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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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上考卷一溫習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中二 _________ 班 
                         
白話文選讀 ( 10 分 ) 及文言文選讀  ( 10 分 ) 

 

語文基礎知識(50 分﹚ 
 
一、修辭辨識：（每題 1 分，共 8 分） 

 提示：包括借喻、引用、擬人、明喻、排比、對偶、頂真、暗喻、誇張、

設問、反問、擬聲、疊字及借代。 

 

1. 貓兒和鄰居們打一架，身上的毛兒滾成了氈。 (《貓》)                      
2. 貓兒們一講起戀愛來，就鬧得一條街的人們不能安睡。 (《貓》) 
3.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 
4.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 
5. 年輕人千萬不要自以為是，讀了十多年書又怎算得上學識廣博呢？  
6.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燕詩》) 
7. 牠還會豐富多腔地叫喚，長短不同，粗細各異，變化多端，力避單調。

(《貓》) 
8.  他這次可說是啞子吃黃蓮，別人幫不了他。 
 

1.  2.  3.  4.  

5.  6.  7.  8.  

 

二、課文問題(10 分)： 
1.在《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中，作者除了在用字方面下功夫外，還用了甚

麼抒情手法來抒情？ 
答：作者運用了豐富的                    來抒情，作者本想到          

          ，但認為那裡的船                    她許多的愁緒。「愁」是

                    的東西，作者把「愁」寫成有重量的，          

          ，以刻劃自己難以                    的情緒。 

2.在《天淨沙‧秋思》中，「小橋流水人家」是美好的景象，作者為甚麼選這組景

物來抒情？ 

這組景物描寫的是小橋流水旁幾戶人家，                    的情況，

這與作者浪迹天涯，                    ，孤單一人的境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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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描寫這組景物目的是襯托出自己濃厚的          

          ，也深化                    的感受。 

 
3.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和《天淨沙‧秋思》寫景和抒情的比重有甚麼

不同？這兩種布局右甚麼好處？ 

《武陵春》側重          。使讀者能                    。《天淨沙》側

重         ，作者通過描寫景物                ____    ，讓讀者容易

           ____         ，對作者所抒的情較易          

          。 

 

三、成語辨識： 試在下表中寫出相關的成語或解釋。(8 分)   成語 1-20 
成語 解釋 

四面楚歌 1.  

                                             (2 分) 

2.  

(1 分) 

喻自甘淡薄，不慕虛榮。 

3.  

(1 分) 

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的意思。 

一箭雙鵰 4.  

(2 分) 

死灰復燃 5.  

(2 分) 

 
四、文言虛詞：試在橫線上填上粗黑體字的意思。(每題 1 分，共 6 分) 

1. 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解釋：___________ 

2. 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解釋：___________ 

3. 從此這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解釋：___________ 

4. 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

保。解釋：___________ 

5. 以德報怨。解釋：___________ 

6. 母以子貴。解釋：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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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晉國，天一莫強焉。解釋：___________ 

8. 割雞焉用牛刀？解釋：___________ 

9.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解釋：___________ 

10. 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解釋：___________ 

11.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解釋：___________ 

12. 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蛤蟆也。解釋：___________ 

13. 蓋有之矣，我未見之也。解釋：___________ 

14.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解釋：___________ 

15. 西蟻伏屍滿階，且戰且卻。解釋：___________ 

 
五、文言一詞多義：試解釋表內粗黑體字的意思。(每題 1 分，共 6 分) 

 
 解釋 

1.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2. 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  

 

3.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4.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5. 既克，公問其故  

6. 夫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  

7. 桓侯故使人問之  

8.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9. 鬼大呼，聲咋咋然。  

10. 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  

11.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  

 
六、試根據括弧中的指示，寫作句子。（共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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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如累卵    死裏逃生（同時利用兩個成語造句，成語位置可互換，只用

其中一個成語或字數不足不給予分數）(3 分) 

        

 (2) 瓜田李下    一丘之貉（同時利用兩個成語造句，成語位置可互換，只用

其中一個成語或字數不足不給予分數）(3分) 
        

(3) 她在奧運會奪得銅牌。（改寫成設問句）(2 分) 

                               
(4)你竟把這份禮物丟掉，不是太浪費了嗎？（改寫成直述句）(2 分) 

                         
(5) 從飛機上往下看……（續寫成排比句）(2 分) 
        

 
增潤題：(6 分) 

修辭技巧辨識：（每題 1 分，共 8 分） 

1. 暗喻 2. 擬人 3. 借代 4. 設問 

5. 反問 6. 擬聲/疊字 7. 排比 8. 引用 

二、課文問題 
1. 在《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中，作者除了在用字方面下功夫外，還用了甚

麼抒情手法來抒情？(4 分) 

答：作者運用了豐富的想像力(1 分)來抒情，作者本想到雙溪泛舟，但認為那裡的

船載不動她許多的愁緒。「愁」看不到、觸不到(1 分)的東西，作者把「愁」寫成

有重量，可以用船來載(1 分)，以刻劃自己 難以排遺憂傷(1 分)的情緒。 

2.在《天淨沙‧秋思》中，「小橋流水人家」是美好的景象，作者為甚麼選這組景

物來抒情？(6 分) 
這組景物描寫的是小橋流水旁幾戶人家，家人共聚天倫的情況，這與作者浪迹天

涯，回家無期，孤單一人的境況形成強烈的對比。作者描寫這組景物目的是襯托

出自己濃厚的思鄉之情，也深化淒涼、寂寞的感受。 
3.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和《天淨沙‧秋思》寫景和抒情的比重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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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這兩種布局右甚麼好處？ 

《武陵春》側重抒情。使讀者能直接掌握作者所抒的情。《天淨沙》側重寫景，

作者通過描寫景物烘托自己的心情，讓讀者容易代入作品的情景，對作者所抒的

情較易產生共鳴。 

三、成語辨識： 試在下表中寫出相關的成語或解釋。(8 分)   (1-20) 
錯字最高扣 2 分，每個 0.5 分 

成語 解釋 

四面楚歌 1. 環境險惡，人事逼迫，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2 分) 

2. 安步當車 
(1 分) 

 

3. 曲突徙薪 
(1 分) 

 

 4. 做一件事，得到兩種利益，或達到兩種目的。 
 

(2 分) 
死灰復燃 5. 喻一件事，已經失敗了，現在又重新振興起來。 

 
(2 分) 

 
 
七、文言虛詞：試在橫線上填上粗黑體字的意思。(每題 1 分，共 6 分) 
1. 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解釋：罷了 

2. 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解釋：啊/可以不譯 

3. 從此這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解釋：而已 

4. 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

保。解釋：因為 

5. 以德報怨。解釋：用 

6. 母以子貴。解釋：憑藉 

7. 晉國，天一莫強焉。解釋：了 

8. 割雞焉用牛刀？解釋：哪裡 

9.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解釋：這裡 

10. 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解釋：哪裡 

11.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解釋：怎麼 

12. 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蛤蟆也。解釋：原來 

13. 蓋有之矣，我未見之也。解釋：大概 

14.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解釋：而且 

15. 西蟻伏屍滿階，且戰且卻。解釋：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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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言一詞多義：試解釋表內粗黑體字的意思。(每題 1 分，共 6 分) 
 

 解釋 

1.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永遠 

2. 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 頭領 

3.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長壽、健康 

4.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與「短」相對 

5. 既克，公問其故 原因，緣故 

6. 夫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 所以，因此 

7. 桓侯故使人問之 特意 

8.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舊的，原來的 

9. 鬼大呼，聲咋咋然。 呼叫 

10. 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 呼氣，與「吸」相對 

11.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 叫喚 

 

(1) 及 (2) （同時利用兩個成語造句，必須是 25 字以上的複句，成語位置可互

換，只用其中一個成語或字數不足不給予分數，每題 3 分） 

 

 

批改準則：（1）錯別字每個扣 0.5 分。（2）文句不通暢酌量扣分。 

 

(3) 她在奧運會奪得銅牌。（改寫成設問句）(2 分) 

她在奧運會奪得甚麼獎牌？銅牌。 

(4)你竟把這份禮物丟掉，不是太浪費了嗎？（改寫成直述句）(2 分) 

你竟把這份禮物丟掉，真是太浪費了！ 

 (5) 從飛機上往下看……（續寫成排比句）(2 分) 

從飛機上往下看，房子像鴿子籠，汽車像小甲蟲，河流像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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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中文科 上學期考試範圍 

 
範圍 
 課本單元一至四 
 基礎自習手冊單元一至四 
 成語第 1-20 個 
 
形式 
卷一 閱讀理解 
 甲部：閱讀理解篇章 

 文言文及白話文各一篇 
 乙部：語文運用 

 詞語造句 
 修辭辨識 
 成語辨識及造句 
 改寫句子 
 虛詞辨識 
 課文字詞語譯 

 
卷二 寫作能力 
 長文及實用文各一篇 

 實用文範圍：通告及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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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二級 普通話科 

 

卷一筆試 (60)： 2015 年 12 月 17 日 (第 5 節 )  

卷二口試 (40)：於試前約兩周進行 (課堂上 )  

 

卷一 (聽力及語言知識 )  課文 1-4 課、 1-4 課粵普對譯、 10 個輕聲詞  

考試形式及温習重點：  

甲、聆聽：（30 分） 

一、細心聆聽一段錄音，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二、聽辨詞語：  

根據聽到的讀音(2次)，選取正確的答案，然後把它們填在下列的空格內(只

填英文字母)。 

三、細心聆聽老師所讀的句子，把重讀的詞語寫在方格內。：  

乙、語音知識：（30 分） 

四、寫聲母 

五、找出輕聲詞 

六、把句子中不符合普通話規範的詞語填表中，然後改寫成規範的說法。（15 分） 

七、把漢字譯寫成漢語拼音。 (5分) 

增潤題 

 

 

卷二口試： 

(1) 朗讀短文(1 分鐘內完成)  

 *温習重點：1-4 課課文 

(2) 二人對話(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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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上學期考試  

中三級 普通話科 

 

卷一筆試 (60 分 )：2015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四第 6 節 11:25-12:00) 

卷二口試 (40 分 )： 7/12-18/12(課堂上或課後進行 )     

 

卷一 (聽力及語言知識 )    第 1-4 課課文及粵普對譯  

形式及温習重點：  

甲、聆聽：（30 分） 

一、細心聆聽錄音，把重讀的詞語寫在橫線上。 

二、細心聆聽錄音，選出讀音有錯的一項，然後把答案的英文字母代號寫在橫線 

上。 

三、細心聆聽重讀的詞語，然後為它們找出正確的漢語拼音，並把答案的英文字

母代號寫在橫線上。 

四、細心聆聽錄音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乙、語言知識：（30 分） 

五、判斷哪一個字的韻母與其他三個字不同，寫出那個字和它的韻母    

例 調 穿 吊 秒 答案：穿  uan 

六、粵普對譯       

增潤題： 

 

 

卷二口試  

形式及温習重點： ( 第 1-4 課  ) 

一、朗讀短文(1 分鐘內完成) 20 分 

二、二人對話(說滿 2 分鐘)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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