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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中國語文 請參閲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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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 (我們的學校與社區工作紙、教科書第 4-9 頁、作

業及明辨性思考筆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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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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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 明辨性思考 

 

 

綜合科學 單元 1 (1.1 至 1.6) 科學入門、單元 2.1 及 2.2 

 

 

中國歷史 書： 甲 1.6 至 甲 2.14 

課題： 

- 傳說中的共主政治 

- 夏的興亡 

- 商的興亡 

- 西周的封建 

作業： 甲 1.2 至 甲 2.4 

 

 

歷史 歷史研習簡介 

古代主要文明中心生活: P.5-9, 22-27 

 

 

普通話 課本第 1、2 課及語音知識，粵普對譯（第 1、2 課），

聲母分類表（P.90） 

重點溫習：P.5 和 P.15（第 1 課和第 2 課的重點詞語），

P.8 和 P.18（第 1 課和第 2 課的語音知識），P.9（標聲調

練習、小提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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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中國語文 請參閲附件 

 

 

數學 第 1 章  近似與誤差  

第 2 章  多項式的運算及因式分解 (不考 2.6 多項式的

因式分解)  

第 7 章  率及比  

第 10 章 畢氏定理 (不考 10.5 根式的運算) 

 

 

初中通識 中二級 (教科書第 4-10 頁, 12-13 頁, 18-30 頁, 36 頁、作

業及答題技巧筆記)： 

- 認識全球化：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特徵、全球化

為何會急速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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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題技巧筆記 

 

 

綜合科學 單元 7 生物與空氣 

 

 

中國歷史 隋的統一與興盛——唐朝建立與盛世（至「武后稱帝」

部分） 

書甲 1.5-甲 2.12, 作業甲 1.2-甲 2.5 

重點： 

- Edpuzzle 選擇題 

- 作業之所有選擇及填充題 

- 問答 

- 書甲 1.15、書甲 2.11、作業甲 2.4、作業甲 2.5 

- 填地圖 / 圖表 

- 書甲 1.7、書甲 1.9、書甲 2.4、作業甲 1.6 

 

 

地理 - 課題 -- 認識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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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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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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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P.1-12, .15-16, P.17(b 題)-19 

 

普通話 課本第 1、2 課及語音知識，粵普對譯（第 1、2 課），

常用輕聲詞 29 個（第一直行） 

 

 



 4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中國語文 請參閲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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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立體圖形  

及「TSA 基礎題」 

 

 

物理 光及反射 

 

 

化學 書本：1 至 20 頁 

作業：1 至 4 

 

 

生物 書本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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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P.5-39 

 

 

地理 1. 「與自然災害共處」課本：p.4-17 

2. 地理作業：p.1-5、8-17 

 

 

普通話 課本第 1、2 課及語音知識，粵普對譯（第 1、2 課），

多音字（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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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 grammar item (tenses) 

 

 

中國語文 《廉頗藺相如列傳》、《登樓》、《山居秋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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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道資料回應題 

個人成長筆記 (第 2 至 20 頁) 

 

 

生物 第 1 章至第 4 章 

 

 

化學 整本 1A (1, 2,3,4) 

 

 

物理 熱學 

 

 

中國文學 《蒹葭》、《庖丁解牛》、《齊桓晉文之事章》 

 

 

中國歷史 必修第一冊 (周代分封 至 秦漢的統治政策) 

(頁數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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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 P.6-28 

 

 

地理 機會與風險 

書 P.1-74，作 P.1-32 

 

 

經濟 1-4 章 

 

 

企會財 營商環境、企業擁有權類型、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課堂筆記 + 功課與練習 File) 

 

 

延伸數學 第九至十章 

 

 

資訊科技 第 1~3 & 21 課 

 

 

旅遊與款待 第 2 冊 Ch14-Ch17 

 

 

視覺藝術 視覺元素中顏色運用、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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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aper 1 (DSE format) 

 

 

中國語文 《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始得西山宴

遊記》、《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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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香港 (9 星期摘 5 星星 第 90 至 100 頁 法治和社會

政治參與) 

公共衛生 (筆記第一及第二章，即第 2 至 13 頁) 

 

 

物理 力學，牛頓力學 

 

 

化學 整本 3A 

 

 

生物 第 13 章至第 16 章 

 

 

中國文學 《登高》、《歸去來辭》、《齊天樂．秋思》 

 

 



 8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中國歷史 乙部 單元一 鴉片戰爭(書 p.113) 至 辛亥革命(書 P.243) 

 

 

歷史 5.2 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P.214-257) 

2.1 中國的現代化努力 : 晚清改革 , 辛亥革命, 五四運

動 (P. 118-141) 

 

 

地理 1. 「機會與風險」全課 

2. 「可持續發展城市」p.1-7、18-31、32-46、55-59 及 

筆記 p.1-20、25-30 

 

 

經濟 15-16 章 

 

 

企會財 會計原則與慣例、會計比率、基礎個人理財 

(課堂筆記 + 功課與練習 File) 

 

 

延伸數學 第四至五章 

 

 

資訊科技 第 8~9 & 11~14 課 

 

 

旅遊與款待 第 2A，2B 冊及 3S 冊；1S 冊至 Ch4 

 

 

視覺藝術 1. 中西藝術品評賞的角度與方法 

2. 平時派發的筆記 (包括各中西方藝術流派筆記) 

3. 過往公開試試卷 

4. 視覺主題演繹要點 

 

 

室内設計 家居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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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中六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aper 3 (DSE format) 

 

 

中國語文 《岳陽樓記》、唐詩三首、《師說》、《勸學》、《魚

我所欲也》、《逍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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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中國 (第 81 至 141 頁) 

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 2 至 11 頁) 

 

 

物理 放射，原子物理 

 

 

化學 分析化學全課 

 

 

生物 第 19 章至第 20 章及 E2 

 

 

中國文學 《蒹葭》、《鴻門會》、《夜行船》、《錯誤》、《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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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9-2020 測考範圍 

第一次測驗 7/11/2019-12/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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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及佛教) 

 

 

歷史 1.1 1945-2000 年香港主要政治及行政轉變 (P..41-59) 

1.2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P.64-104) 

 

 

地理 氣候變化 及 機會與風險 

 

 

經濟 21-22 章 

 

 

企會財 財務管理 

(課堂筆記 + 功課與練習 File) 

 

 

延伸數學 第十五及十六章 

 

 

資訊科技 必修單元 3 : Chapter 21 - 28 (MC) 

Chapter 21 - 24 (長問題) 

 

 

旅遊與款待 1S，2A，2B，3S 冊及第 4 冊至 Ch48 

 

 

視覺藝術 繪畫 

 

 

室内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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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中一級 

上學期測驗 (測驗範圍) 

 

甲、課文問答： 《背影》、《在風中》 

乙、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丙、語文運用：(改寫句子、成語、部首、修辭法)  

(一)、部首。  

 温習重點：已教授的 15 個部首(火、心、竹、日、肉、手、水、人、衣、

示、木、阜、邑、艸、辵) 

(二)、修辭手法。  

 (反問、設問、擬聲、明喻、暗喻、擬人、擬物、疊字) 

  温習重點：單元一至二的<語文秘笈> 

(三)、著色詞。  

  温習重點：單元二 

(四)、成語。  

   温習重點：中一成語表 1—15 

(五)、辨別句子語氣(陳述句、疑問句、感歎句、祈使句)。 

  温習重點：基礎單元 21—23 頁 

(六)、造句：複句。(必須為複句以及十五字以上) 

  温習重點：單元一至二的<詞語運用> 

(七), 辨別文章的體裁。 

 

丁部：實用文寫作(20 分) 

(日記、家書) 

 

增潤題(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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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中二級 

上學期測驗  

測驗範圍： 

1. 基礎單元、單元一、單元二 

2. 成語 1-20 

3. 實用文：啟事、投訴信 

 

形式： 

1、課文問答 

 基礎單元、單元一、單元二 

2、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3、語文運用： 

修辭辨析及改寫句子： 

溫習重點：單元一和單元二的《語文秘笈》 

成語辨析及造句： 

溫習重點：中二成語表 1-20 

文言字詞： 

《叔敖埋蛇》、《君子志於道》 

 

4、實用文寫作 

 啟事、投訴信 

 

增潤題(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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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中三級 

上學期測驗 (測驗範圍) 

測驗範圍： 

課文：《習慣說》、《愛蓮說》 

語文秘笈：單元一、單元二 

文言基礎：單元三「詞類活用」 

成語：1-10 

實用文：請假信、啟事 

 

測驗形式： 

1、課文問答 

 單元一《習慣說》、單元二《愛蓮說》 

 形式：文言句子譯寫為白話文、判斷題、填充題、長問答 

2、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3、語文運用： 

修辭辨識： 

（例如：明喻、暗喻、借喻、排比、誇張、引用、層遞、襯托、反問、擬 

人、擬物）溫習重點：測驗溫習紙、單元一和單元二《語文秘笈》 

成語辨識： 

溫習重點：中三成語表 1-10 

成語造句： 

必須為複句以及二十字以上 

多義詞： 

單元一《語文秘笈》 

文言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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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習慣說》、單元二《愛蓮說》課文內容 

單元一、單元二《語文秘笈》 

單元三：文言基礎：詞類活用 

 

4、實用文寫作（20 分） 

 請假信、啟事 

 

增潤題(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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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F.1 English 1st Term Test Syllabus (1 hour 5 mins)  

 Date: 8th November 2019 (Friday)                

 Time: 10:10 a.m. – 11:15 a.m. 

Compulsory 

Part  

(200 marks) 

A.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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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rks 

B.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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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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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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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entence making (S-V-O AND S-V-IO-DO)  

1. Rearranging order  b. sentence making based on 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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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PROOFREADING ONLY 

6. Adverbs of Manner (happily, fast, hard, easily…)  

PROOFREADING ONLY 

7. Proofreading (correct the underlined mistakes) 

 

100 

marks 

C. *Vocabulary (Refer to the following) 

1.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1)  

2. Core vocabulary (refer to p.2 of the syllabus) 

 

35 

marks 

Optional 

Part  

(10 marks)  

D. Enhancement Section 

 The questions are more demanding and challenging. 

 question types: open cloze (parts of speech, vocabulary, 

grammar…etc) 

 

10 

marks 

 

Textbook Vocabulary NO spelling required (Textbook Unit 1)  

wavy bossy creative husband niece 

ponytail talkative organized cousins skateboarding 

straight generous energetic nephew rock clim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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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Vocabulary  Spelling required  (taken from Uniform Di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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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fifty 22. 四月 April 

23. 百 hundred 24. 九月 September 

25. 千 thousand 26. 十二月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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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phone 

9. 苗條 slim 

10. 開朗的 che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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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First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2 English  

Core Section 200 marks 

1. Vocabulary 35 marks 

a)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1 (with choices) – Refer to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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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rammar 100 marks 

a) Revision of 4 tenses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 

simple future (2 sections) 

b)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refer to the list on p.43 in ERB) 

c)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2 sections) 

d) Too many, too much, too few, too little & enough (for proofreading) 

e) Proofreading (underlining & insertion) 

3. Sentence making on the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  

It is / was + adj. + to-inf. 

a) Reordering – Refer to p.3 for sample sentences 

b) Completing sentences – Refer to p.3 for sample sentences 

c) Making sentences with other adjectives 

4. Comprehension 65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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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nhancement Section 

- Open cloz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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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vocabulary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15 words) 

1. offer 2. convenient 3. enormous 

4. prefer 5. in a mess 6. discounted 

7. satisfied 8. discover(ed) 9. latest 

10. runs / ran out of 11. recommend 12. awful 

13. ice rink 14. experience 15. products 

 

Core Vocabulary (Spelling 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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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tique(s) 

流行時裝店 

6. video game(s) 

電子遊戲 

7. electronics 

電子產品 

8. 4-D cinema 

4D 戲院 

9. themed cafe(s) 

主題小餐館 

10. mobile phone(s) 

手提電話 

11. free Wi-fi 

免費無線上網 

 

P.10, 11 

12. convenience store 

便利店 

13. department store 

百貨公司 

14. food court 

美食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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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thes 

25. T-shirt T 恤 26. jacket 外套 27. sportswear 運動服 

28. jeans 牛仔褲 29. trousers 長褲 30. belt 皮帶 

31. socks 短襪 32. high heels 高跟鞋 33. jewellery 珠寶 

34. cotton 棉質 



19 

 

Sample Sentences for the pattern of  

It is /was + adj. + to-inf. 

1. It is amazing to come up with a new storyline. 

2. It is annoying to listen to this Rap music. 

3. It is boring to take this swimming lesson. 

4. It is confusing to read this poster correctly. 

5. It is depressing to think that the holiday will soon be over. 

6. It was disappointing to lose the football match. 

7. It is disgusting to see that you’re picking your nose. 

8. It was disheartening to hear that he was hurt in an accident. 

9. It was embarrassing to forget my friend’s birthday. 

10. It was encouraging to pass the English test. 

11. It is exciting to ride a horse for the first time. 

12. It was exhausting to go hiking with friends all day long. 

13. It was frightening to swim with sharks in the sea. 

14. It is interesting to hear their trip to Africa. 

15.  It is shocking to hear the outbreak of Ebola in the city. 

16.  It was surprising to meet my idol when hiking in Sai Kung. 

17.  It is tiring to run and finish the full marathon in 3 hours.  

18.  It is worrying to live in a city with poor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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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First test syllabus (19-20) 

(Time: 1 hour 10 mins    Marks: 200 + 10 marks) 

 

1. Comprehension (TWO pieces with different text type and Qs type)   60 marks 

2. Vocabulary                40 marks 

A. Core vocab  (Spelling is NEEDED) (20 words of uniform dictation)  

1.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2. natural habitats 
3. global warming  

4. the greenhouse effect 

5. climate change 6. recycling 7. donate goods 8. reduce waste 

9. endangered 10. extinct 11. educate the public 12. pollution 

13. inconsiderate 14. set up laws 15. quality 16. diseases 

17. littering 18. green living 19. responsibility 20. food chain 

 

B. Text vocab  (20 options)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1. charger (n) 2. battery (n) 3. portable (adj) 4. invent (v)  

5. patient(s) (n) 6. medicine (n)  7. life-changing (adj) 8. raise funds (v. phr) 

9. technology (n) 10. cure diseases (v. phr) 11. deaf (adj) 12. discover (v) 

13. education (n) 14. encourage (v) 15. robot(s) (n) 16. harmful (adj) 

17. solve problems 

(v. phr) 

18. stay connected with 

(v. phr) 

19. resources (n) 20. in conclusion  

(adv. phr) 

  

3. Grammar items                10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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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Revision of tenses  Fill in the blanks (2 parts):  

Part 1: Present + Future 

Part 2: Past 

P.1-P.8 

1B. Tense – Present Perfect tense  P.9-P.16 

1C. Tense – Past Perfect Tense  P.17-P.23 

2. Reported Speech (Textbook Unit 4) Fill in the blanks + Rewriting Sentences P.24-P.33 

3.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amazing /amazed) Fill in the blanks P.34-P.38 

4. Adjective Patterns Rearranging order + Rewriting Sentences 

+ Complete the sentences 

P.39-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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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It is … (adj.) for … (somebody) to… (to-infinitive) 

1. It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be on time. 

2. It is difficult for kids to solve the problem. 

3. It is expensive for teenagers to stay in this 5-star hotel. 

4. It is common for teenagers to use a phone. 

5. It is unusual for Tim to be late. 

6. It is natural for Mary to lose her pens. 

7. It is possible for Jason to get full marks. 

8. It is dangerous for children to climb the rock. 

9. It is good for you to choose another day. 

10. 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to take a ta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