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2-2023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3/11/2022-8/11/2022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English

F1(見附件一)

中國語文

中一 (見附件二)

數學

第
第
第
第

1
2
6
3

章
章
章
章

備註

基礎計算
有向數
基礎幾何
基礎代數（一）

(只考 3.1 及 3.2，即習題 3A 及 3B)
綜合科學

單元一 科學人門、單元 2.1 水循環

中國歷史

課題：單元一 課題一第 2 節〈早期國家的形成〉
至 課題二第 2 節 〈封建制度與春秋戰國局面的形
成〉
書: P12-P35
作業: P.3-P.13
課本 P.2-27, P.39-50
作業 P.2-5

歷史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3/11/2022-8/11/2022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English

F2(見附件四)

中國語文

中二 (見附件三)

數學

第 1 章 近似與誤差

備註

第 11 章 畢氏定理及無理數
(不考 11.5 根式的運算)
第 2 章 多項式的運算及因式分解
(不考 2.4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綜合科學

單元七 生物與空氣

中國歷史

課題：「五代十國政權的特色」至「邊疆民族政權
1

（金、蒙古）與宋室和戰的概況」
一、五代十國政權的特色：7-10 頁；作業：頁 13
二、宋初國策的制定：12-17 頁
三、宋代文人政治的特色：23-24 頁；作業：頁
4-9
四、宋代的改革與黨爭：26-31 頁
五、延伸部分：邊疆民族政權（遼、夏）與宋室
和戰的概況：32-33 頁、小測一工作紙
六、北宋的商業與城巿發展：34-39 頁
七、南宋的經濟與海外貿易：41-45 頁；作業：
頁 10-12
八、延伸部分：邊疆民族政權（金、蒙古）與宋
室和戰的概況：52-53 頁、小測二工作紙
温習重點：作業 1-12 頁、兩次小測工作紙
地理

1) 書_水的煩惱_單元一 P.4-P.10 , 單元二 P.1016, 單元四 P.36, P.38-39
2) 作業_P.1-P.14 (至 3.1 2.a題)

2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3/11/2022-8/11/2022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English

F3 (見附件五)

中國語文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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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

課題：單元九 課題一 第 1 節 〈革命運動

備註

與民國成立〉至 單元九 課題二 第 1 節
〈國共第一次合作〉
書：p.7-59
作業：p. 1-18
物理

課本P.1 - P.25

生物

書本 P.1-39 作業: 1-5

化學

3B 冊書 P3-20 13.1 原子和元素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
 課本 P.6-23



填充筆記 P.1-6
作業 P.2-7

地理

認識世界（作業 P.2-7）
課題：與自然災害共處（課本 P.4-21 ,作業
P.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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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閱讀技能：天氣圖

普通話

課文第一、二課，粵普對譯第一、二課、多音
字第1-15個

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3/11/2022-8/11/2022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English

F.4 Paper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 Mixed Tenses
- Present Simple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Simple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Future Tense)

中國語文

中四：《師說》，唐詩三首

數學

第 1 章 一元二次方程 (一)
第 2 章 一元二次方程 (二)

備註

第 3 章 函數及其圖像
DSE 基礎題 : 包括 指數定律、因式分解、主
項變換、百分法
公民與社會發展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學習重點一至三 P.2-60

物理

第一冊 1.1 – 3.2

中國文學

《蒹葭》、《蘇秦約縱》、《戰城南》

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A - 資訊處理第1 - 2課，第3課至第
87頁

生物

第1章至第4章

化學

課題一 地球

中史

課題：單元一 課題一 第一節〈周初兩次分
封〉至單元二 課題一 第一節 〈秦始皇的
治國思想及其統治政策〉
書：6-97
答題技巧：周代分封練習範例工作紙、小測

歷史資料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
 課本（主題乙） P.6-29

工作紙和歷次功課
企會財

營商環境 Ch.1-Ch.3
基礎個人理財 Ch.1

旅遊

Ch14-18

經濟

F4 1-4章
4

地理

課題一【機會與風險】
1.1 為甚麼地球並不穩定？
1.2 影響地球的主要内營力和内部作用是甚
麼？由此產生哪些地貌或形貌？
1.3 在板塊邊界有哪些主要地貌？
1.4 板塊活動怎樣造成構造災害？

視藝

筆記或書本所教授過的內容

延數

第八、一、四章 及 第二章(不考練習 2C)

體育（文憑試）

第二課-人體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3/11/2022-8/11/2022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English

F.5 Paper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 as per the
DSE exam)

中國語文

《廉頗藺相如列傳》
、
《始得西山宴遊記》
、
《師
說》、《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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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考 14.1 至 14.3，即練習 14A 及 14B)
DSE 基礎題 : 包括 指數定律、因式分解、
主項變換、聯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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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一至二 P.2-59
生物

第 11 章至第 15 章

化學

課題一至五

中史

課題：第二冊 課題一 列強的入侵 鴉片戰
爭 至 八國聯軍；課題二 改革與革命
書：頁數 113 至 239

企會財

市場營銷管理 Ch.1-Ch.5

旅遊

第1+冊至Ch5,2+冊及3+冊已教部份
5

經濟

F5 13-15章

物理

第二冊 3.1 – 9.2

中國文學

《醉翁亭記》、《南鄉子》
、《夜行船》

歷史



歷史資料題


經濟方面的國際協作




課本（主題乙） P.178-211

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課本（主題乙） P.212-261

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3 - 基本程序編寫概念第 21 - 24 課

地理

1. 機會與風險：全課
2.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筆記 P.1-21 及 課本
P.1-40

視藝

藝術評賞、繪畫

延數

第五至九章

體育科(文憑試)

第七課-體育、運動和康樂活動的相關心理技能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21-2022 測考範圍
上學期考試 3/11/2022-8/11/2022
中六
科目
English

測考範圍

備註

F.6 Paper 3 75%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as
per the DSE exam) + Paper 4 25% (Speaking completed in September)

中國語文

《廉頗藺相如列傳》、《師說》、《勸學》、唐詩三
首、宋詞三首、《論仁論孝論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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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 指數定律、因式分
解、主項變換、百分法、 估算、統計、部
份變、複合不等式

通識

現代中國全本

生物

第19章、28章至30章及E2
6

化學

課題一至十二

中史

課題：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道
教至伊斯蘭教
書：頁數 9 - 119

企會財

市場營銷管理 Ch.1-Ch.4
人力資源管理 Ch.1-Ch.5

旅遊

全部課程

經濟

F6 21-23章

物理

第四冊 2.1 – 6.2

中國文學

《將進酒》
、
《法場》
、
《死水》
、
《錯誤》
、
《碗》

歷史



歷史資料題
 日本的現代化與蛻變
 課本（主題甲） P.232-259



論述題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課本（主題甲） P.22-114
 日本的現代化與蛻變
 課本（主題甲） P.232-259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C1 - 多媒體製作第1 - 5課(75%)，基
本程序編寫概念第21 - 24課(25%)

地理

1. 動態的地球全課
2.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全課

視藝

1.筆記或書本所教授過的內容
2.SBA研究簿的評分標準與角度
3.評賞關注的各項內容與角度

延數

整個 DSE 課程

室內設計

兩點透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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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1 _____

(

)

附件一

2022-2023 F.1 English 1st Term Test Syllabus (1 hour 5 mins)
Date: 4th November 2022 (Friday)

Time: 10:10 a.m. – 11:20 a.m.

Paper 1A Comprehension (25 mins)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80 marks)
*2 texts, 1 seen (40%) and 1 unseen (60%)
*Seen: One of the 3 texts in Unit 1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Paper 1B Grammar and Vocabulary (40 mins)
Items
Compulsory A. Grammar (80 marks)
1. Tenses
Part
*Simple present: positive + negative sentences,
(120 marks)
questi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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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sion focus
ERB P. 14 (Ex
1) & P.208

ERB P. 19-20
(Ex 1-2)

3. Personal Pronouns
*Subject pronouns and object pronouns
e.g. he, she, it, him, her, me…
a. Subject pronouns
b. both

ERB P. 24 (Ex
1) & P.27 (Ex
5)

4. Possessive Adjectives – Proofreading only

ERB P.28

4. Sentence making (S-V-O) and (S-V-O-M-P-T)
a. Rearranging order
b. Sentence Making

ERB P. 5
Writing
worksheet 1

5.

Proofreading (correct the underlined mistakes)

-

*Vocabulary (Refer to P.2) (40 marks)
1.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1) ERB p.108
2. Core vocabulary (refer to p.2 of the syllabus)
Optional
Part
(10 marks)

B. Enhancement Section
The questions are more demanding and challenging.
Question types: open cloze (parts of speech, vocabulary,
grammar…etc)

-

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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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測驗範圍
甲部：課文問答
 《一件小事》
 《陳太丘與友期行》
 《差不多先生傳》
 《岳飛之少年時代》
乙部：閱讀理解
 白話篇章一篇
丙部：語文運用：
 單元一：1.34-1.37
 文言詞匯：單音節詞、之、與
 單元二：2.43-2.50
 語法：擬聲詞、數詞、量詞
 修辭：疊字、比喻，其它已有知識
 文言詞匯：以、也



 文言句式：判斷句
部首：十五個
成語：一至十五
 辨識及造句

丁部：實用文寫作
 日記
 啟事

中國語文科

附件四

F.2 1st test Syllabu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3 November (Thursday)

Class: F.2 ______ (

)

Time: 1A 10:10 – 10:35 + 1B 10:40 - 11:25

Paper 1A Comprehension

90 marks (out of 200) 25 minutes

 2 texts for test, 1 seen and 1 unseen
 4 seen texts for preparation
 Book 2A Texts 1 – 4

[study Bk 2A p.4 – p.9]

 Study 4 texts & questions

Part 1B

45 minutes

Vocabulary

40 marks (out of 200)

a)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1 (with choices)

[study TB vocab worksheet]

b) Core vocabulary Unit 1 (without choices)
[study core vocab worksheet & Uniform Dictation worksheet]
Language

70 marks (out of 200)

1. Revision of 4 tenses -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simple past & simple future (2 sections)

[study ERB p.1, 2, 89]

2.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3 sections)

[study ERB p.93-95]

3. Conditional Type 1 (3 sections)

[study ERB p.43, 45, 47]

4. Sentence making – ~ed, ~ing as adjectives

[study ERB p.52, 53]

a) rearranging order

b) completing sentences c) sentence making based on pictures

5. Proofreading (underlining & insertion)
6. Enhancement – open cloze

1

Textbook vocabulary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15 words)
stylish designs (n phr.) affordable (adj)

fashionable (adj)

world-class (adj)

websites (n)

luxury items (n)

jewellery (n)

bakery / bakeries (n)

electronics shops (n)

boutiques (n)

return (v)

exchange (v)

receipts (n)

high quality (n phr) place an order (v phr)

Core Vocabulary (Spelling is NEEDED) (28 words)
Shopping
p.6

p.10

food court (n)

member (n)

shopping centre (n)

美食廣場

會員

商場

convenience store (n)

department store (n) customer service (n)

便利店

百貨公司

顧客服務

supermarket

smart shopper

friendly staff (n phr)

products (n)

(n) 超級市場

(n phr) 精明消費者

友善的員工

產品/商品

p.12

credit card (n)

free delivery (n phr)

a promotion (n)

信用卡

免費送貨服務

促銷活動

get a discount (v phr)

self-service (adj)

online shopping (n)

取得折扣

自助的

網上購物

save money (v phr)

good deals (n phr)

節省金錢

相宜的交易

low prices (n phr)

shopping bags (n)

低價

購物袋

p.13

Clothes

T-shirt (n) T 恤

jacket (n) 外套

belt (n) 皮帶

trousers (n) 長褲

運動服

jeans (n) 牛仔褲

high heels (n) 高跟鞋

cotton (n) 棉質

sportswear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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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測驗範圍和練習

附件三

甲、課文問答
範圍：單元一《楊修之死》、《風箏》、單元二《荷塘月色》
乙、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丙、語文運用
一、修辭辨析
温習重點：中一已有知識、疊字、擬人、對偶、排比、反襯、
明喻
二、改寫句子(修辭法)
温習重點：中一已有知識、疊字、擬人、對偶、排比、反襯、
明喻
三、成語運用和造句
温習重點：1-13個成語
四、文言虛詞
温習重點：中一已有知識、單元一
丁、實用文寫作
温習重點：啟事、投訴信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F.3 ____ (

)
附件五

F.3 First test syllabus (22-23)
(Time: 1 hour 15 mins

附件五

Marks: 200 + 10 marks)

Paper 1A (Reading) 100 marks; 30 mins
TWO pieces of text with different text types and question types
 1 seen text (from the following 3 uniform texts)
(a) “Jungle Cruise” (Textbook P.4 Text 2)
(b) “Onward (2020)” (Textbook P.6 Text 3)
(c) Poem about being a movie star
 1 unseen text
Paper 1B (Vocabulary & Language) 100 marks; 45 mins
1. Vocabulary

40 marks

A. Textbook vocabulary (15 words)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Revision Exercise, WS)
1.

experience (n)

2.

marvellous (adj)

3.

recommend (v)

4.

action (adj)

5.

animation (n)

6.

comedy (n) /

7.

fantasy (adj)

8.

historical (adj)

comedies (n)
9.

horror (adj)

10. musical(s) (n)

13. science fiction (adj)

11. mystery (adj)

12. romance (n)

14. heart-warming (adj)

15. disappointing (adj)

B. Core vocabulary (20 words) (Spelling is NEEDED) (Revision Exercise, ERB P.72-74)
1.

environmentally

2.

natural habitats

3.

global warming

4.

the greenhouse effect

recycling

7.

donate goods

8.

reduce waste

friendly
5.

climate chan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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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anguage

60 mark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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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amazing /amazed) (Revision Exercise, ERB P.21-23)
(Fill in the blanks; *all vocabulary listed in ERB P.21-23)
c. Adjective Patterns (Revision Exercise, ERB P.60-61)
(Rearrange order + Rewrite sentences + Complete sentences) (Refer to Appendix)
d. Proofreading – *All learnt items will be tested
3. Enhancement (open cloze)
Appendix – Target sentence pattern (ERB 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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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for Mary to sing this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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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arks

附件六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中三級

上學期測驗範圍

範圍：單元一至二

(課文及語文知識)、成語1-15

形式
甲部、課文問答

單元一：《爸爸的花兒落了》
單元一：《種梨》
單元二：《明湖居聽書》
單元二︰《口 技》

乙部、閱讀理解：白話篇章一篇

丙部、語文運用

一、修辭辨識
二、成語辨識及造句成語(1-15)
三、多義詞辨識(單元二)
四、文言字詞解釋(單元一至二)

丁部、實用文寫作（啟事 / 請假信）

附件六

中國語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