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4-2/4/2014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單元一至四語文知識及單元五步移法、部首、成語 

(附件連結) 

 

數學 第六章：統計與生活 

第七章：代數式與多項式 

第八章：對稱與變換 

第九章：坐標簡介  (只考核 9.1 序偶,  9. 2 直角坐標

系 及 9.3 距離) 

 

 

初中通識 《我們的學校與社區》第 29 至 34 頁 

《我們的學校與社區》作業第 12 至 13 頁、15 至 16 頁 

工作紙筆記第 3 至 16 頁 

學習形態及批判性思考筆記 

 

綜合科學 單元三及單元四 

 

 

中國歷史 秦的大一統至西漢國力的擴張 

書：甲 3.5-甲 4.18 

作業：甲 3.1-甲 4.9 

 

 

歷史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書及作業) 

古羅馬時代的生活 (P. 8-18) 

 

 

普通話 57 頁的第一部份(斜體字是答案) 

67 頁的第三部份的後鼻韻母漢字 

62 頁的課文 

108 頁 

105 頁，第 6 課 

40 頁的重點詞語的聲調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3-2/4/2013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單元 1-6   成語 1-25 

(附件連結) 

 

數學 第五章 全等與相似三角形 

第十章 面積和體積 

第十一章 三角比的認識 (不考核應用題) 

 

 

初中通識 工作紙筆記第 17-20 頁 

《走向世界的中國》第 13-22 頁、第 25-30 頁 

閱讀策略及有效溝通筆記 

時事專講二筆記 (中國城鄉差異) 

 

綜合科學 單元十一 

 

 

 

中國歷史 北宋的積弱與變法至南宋滅亡 

書：甲 4.5-甲 5.20 

作業：甲 4.1-甲 5.7 

 

 

地理 城市空間(課本)：書 P.51 - 55 

中二地理作業：P. 24-30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單元一)：P.1-28 

 

 

普通話 課文：第五課至第六課 

粵普對譯：第五課至第六課，每課十個 

輕聲詞：十個（P、109） 

重點溫習：P、54、57、59（第一題）、64、67、69（第一

題）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3-2/4/2013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單元 1 至 4、單元 7 成語 1-29 

(附件連結) 

 

數學 第六章 概率的認識 

第七章  續百分法 

第八章 四邊形的特性 

 

 

物理 chap.1,2 

 

 

化學 第 13 章、第 14 章(p.46-p.83)工作紙內容：7~9。 

 

 

生物 酶及人的消化系統 

 

 

中國歷史 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之役至五四運動 

書：甲 3.22 至 甲 5.23 

作業：甲 3.11 至 甲 5.7 

 

 

歷史 書 P.48-112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書 P.10-13, P.24-29 

中三地理作業：P.1-6, P.10, P.26-39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單元 4)：P.1-25 

 

 

普通話 第 5-6 課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3-2/4/2013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Paper 3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單元一至四綜合分析 

 

 

 

數學 第五章 指數及對數函數 

第七章 圓的基本性質(1) 

 

 

高中通識教育 個人成長(全本)、 

今日香港第一、二章(即第 1 至 108 頁) 

 

 

生物 呼吸作用及循環系统 

 

 

 

生物/化學(組合科學) 生物部份：人的營養、氣体交換及循環系统 

化學部份：課題 1b (p.67-p.107) 

 

 

物理/化學(組合科學) 物理部份：3B wave 

化學部份：課題 1b (p.67-p.107) 

 

 

中國文學 《鴻門會》、《戰城南》、《短歌行》 

 

 

 

中國歷史 必修第一冊 (單元四 隋唐 課題一 隋唐治世 及 課題二 

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 

書：頁 208 至 27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3-2/4/2013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書 P.68-98 (冷戰) 

 

 

 

地理 結構題： 書第二冊管理河流與海岸環境：書 P.1-9, P.13-49, 

P.72-86, 筆記：P. 1-24, P.36-42 

 

多項選擇題：書第一冊機會與風險(全課) 及 河流 

 

 

 

經濟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市場與價格、市場干預、廠商與生產 

 

 

 

企業財務 Text 1(a) Ch8 + Text 1(c) Ch1-3 

 

 

 

延展數學 第四章 求導法 

第五章 求導法的應用 

 

 

電腦 第一冊全冊 

 

 

 

旅遊與款待 款待導論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3-2/4/2013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English Paper 3 -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國語文 單元一至十綜合分析 

 

 

 

數學 第十四章  三角學 (1) 

第十五章  三角學 (2) 

第十六章   16 . 1 平面問題中的應用 及 16 . 2 立體圖

形中的基本名詞(不包括計算) 

 

 

高中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第三、四、五章(即第 1 14 至 249 頁) 、 

全球化第四、五章(即第 129 至 229 頁) 

 

 

生物 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及身體防禦機制 

 

 

生物/化學(組合科學) 生物部份：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 

化學部份：課題 3A (25-26 課) 

 

物理/化學(組合科學) 物理部份：bk2 chap.1-3 

化學部份：課題 3A (25-26 課) 

 

 

中國文學 《卻奩》、《西湖七月半》、《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中國歷史 必修第四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二十世紀末)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3-2014 測考範圍 

第二次測驗 28/3/2013-2/4/2013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書 P.215-279 

 

 

 

地理 書第二冊單元三：工業區位的轉變 (全書) – 結構題 

書第二冊單元四：建設可持續城市 – 多項選擇題 

相關作業筆記和習作 

 

 

 

經濟 經濟表現的量度、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企業財務 Text 1(d) Ch6 + Text 3(a) Ch1-4 

 

 

 

延展數學 第十二章 幾何分佈 

第十三章 泊松分佈 

 

 

電腦 C1 全冊 

 

 

 

旅遊與款待 旅遊導論至世界地理名勝 

 

 

 

視覺藝術 中西藝術的表現方法及各流派的繪畫特色與風格 

 

 

 

 
 
 
 
 
 
 



中國語文科  中一級  下測範圍 

溫習範圍：單元一至四語文知識及單元五步移法、部首、成語 
 

本試卷甲、乙、丙三部為必答題，全卷 80 分；丁部為增潤題，佔 5 分。 
 
甲部：閱讀理解 (30 分) 
(一)語體文一篇 
(二)文言文一篇 
考題涉及文章內容及寫作手法 
 
乙部 
(一) 部首 (佔全卷 5 分) 
(二) 成語[19-33]  (佔全卷 5 分) 
(三) 詞性(佔全卷 5 分) 
(四) 指示代詞(佔全卷 5 分) 
(五) 改寫句子(佔全卷 15 分) 
 

丙部：實用文──啟事 (佔全卷 15 分) 
 
丁部：增潤題(5 分) 
 
 
 
 
 
 
 
 
 
 
 
 
 
 
 



中國語文科  中二級  下測範圍 

範圍

 

：單元 1-6   成語 1-25 

形式

甲、 

： 

閱讀理解

（白話文、文言文各一篇） 

：20 分 

 

乙、語文運用

一. 改寫句子： 

： 40 分 

二. 修辭辨析：  

三. 成語運用及造句： 

四. 選填介詞、連詞： 

 

丙、實用文寫作： 20 分(  溫習：專題介紹、使用規章  ) 

 
增潤題(自由作答)：5 分 

 
 

 
 
 
 
 
 
 
 
 
 
 
 
 
 
 
 
 



中國語文科  中三級  下測範圍 

範圍：單元 1 至 4、單元 7 成語 1-29 
 
形式： 
甲、閱讀理解：20 分 

(白話文、文言文各一篇) 
 

乙、語文運用：40 分 
1. 修辭辨析 
2. 諺語及慣用語 
3. 文言詞匯：通假字 
4. 複句造句 

 
丙、實用文寫作：20 分 

(通告) 
 
增潤題(自由作答) ：5 分 
 
 
 
1314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 
範圍：單元 1 至 4、單元 7 成語 1-29 
 
形式： 
丁、閱讀理解：20 分 

(白話文、文言文各一篇) 
 

戊、語文運用：40 分 
5. 修辭辨析 
6. 諺語及慣用語 
7. 文言詞匯：通假字 
8. 複句造句 

 
己、實用文寫作：20 分 

(通告) 
 
增潤題(自由作答) ：5 分 



2013-2014  F.1 English 2nd Term Test Syllabus (50 min)   

A. Two comprehension passages  
(conventional,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B. Grammar  
1. Preposition of time (in, on, at, before, after, during) 
2. Preposition of place (in, on, at) 
3. The use of “how much”/ “how many”. 
4.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nouns and countability 
5. Tenses: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ast tense 
6. Subject pronouns, object pronouns, possessive pronouns 

C. Vocabulary  
1. Textbook vocabulary with choices (Textbook Unit 3)  
2. Core vocabulary without choices - students have to spell the 

words (Resources Book Vocabulary pages 112-115) 
 
Textbook vocabulary (Textbook Unit 3)  
 

spectators athletes field events track events 

shot put discus throw high jump long jump 

hurdles relay podium prize cup 

cheering team passion practice compete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from Resources Book pages 112-115 
 
pony tail 馬尾 long straight hair

長直髮 
curly 捲曲的 bald 禿頭的 

pleased 滿意的 proud 驕傲的 angry 憤怒的 bored 不感興趣的 
dirty 骯髒的 healthy 健康的 ashamed 慚愧的 keen 感興趣的 
sad 傷心的 slim 苗條的 strong 強健的 beautiful 美麗的 
handsome 英俊的 grandfather 爺爺 grandmother 奶奶 uncle 叔叔 
aunt 姑媽 cousin 表兄弟/表

姐妹 
bride 新娘 monitor 班長 

teacher 老師 cook 廚師 dancer 舞蹈員 actor 演員 
tourist 遊客 cashier 出納員/ 收

賬員 
patient 病人 driver 司機 



Optional part 

Aim: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achieve more. The questions are more demanding and 
challenging. 
Potential question types: 
1.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open cloze (parts of speech, vocabulary, grammar…etc) 
3. proofreading (without clues) 
4. other possible format 
 





2013-2014 Second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orm Two English  (50 
minutes) 
 
Date: 28th March, 2014 (Friday)  Time: 10:10 – 11:00 a.m.  Total marks: 
200 marks 

 
Comprehension  
30% 

2 comprehension passages ( article, poster, data-reading, dialogues, 

poem…etc) 
Language item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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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past, present perfect and past continuous) 

2. Passive voice – sentence transformation  

3.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4. Proofreading       

- Passive voice (be + p.p.) 

-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0 &1 – if) 

- Comparatives (+er / +more)and Superlatives (+est /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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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djectives and adverbs (e.g. good vs well, bad vs badly)   
Vocabulary  
20% 
 

1.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2 (with choices) 

2.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in Vocabulary Bank Unit 6 (without 

choices) 

 
Enhancement Section (15 marks) 
More demanding & challenging questions for the able students  
Question types: 
1.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Open cloze (articles, parts of speech, prep, vocab…etc) 
3. Proofreading (with more difficult without clues) 
4. Others found suitable 



Selected textbook vocabulary (Unit 2 Animal Talk) 
 

abandon(ed) previous owner full of 

bully (bullies) hard rescue(d) shelter 

recover loving website adopt 

donation  
 

Selected core vocabulary 
Part 1 (p.27) 

1. Asia 亞洲 2. North Pole 北極 3. Europe 歐洲 

4. America 美國 5. Australia 澳洲 6. Africa 非洲 

Part 2 (p.24-25) 

1. France 法國 2. Germany 德國 3. The Philippines 菲律賓 

Part 3 (p.24-25)                                                                                                                                                                                                                                                                                                                                                                                                                                                                  

1. Macau 澳門 2. Swiss 瑞士的/人 3. The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神像 

4. skiing 滑雪 5. koala 樹熊 6. sunbathing 沐日光浴 

Part 4 (p.26)  

1. passport 護照 2. travel guide 旅行指南 3. medical kit 醫療套裝 

4. air ticket 機票 5. phrase book 外語常用語手

冊 

6. identity card 身份證 

7. camera 相機 8. map 地圖 9. adapter 轉接器 

10.  umbrella 雨傘  
 
 



Part 5 (p.26) 
 

  

1. theme park 主題公園 2. sightsee 觀光 3. photos 照片 

4. souvenir 紀念品 5. massage 按摩 6. spa 水療 

7. boat trip 船河 8. shopping 逛街 9. local market 本地市場 

10. museum 博物館   



F.3  2nd test syllabus (13-14) 

A. Comprehension (2 pieces – TSA format) (60 marks) 

B. Vocabulary (40 marks) 

a. Core Vocabulary (refer to uniform dictation syllabus– 35 wds  

Spelling necessary) 

b. Textbook Vocab (words from Bk 3B p.51)  **NO spelling is 

necessary 

episode similar to contestants working 

class 

cage 

home 

competitive 

thrilling take part 

in 

complete a series 

of 

tasks challenges 

creative delicious ingredients swap lifestyle  

C. Language (100 marks) 

a.  Tenses   

b.   Passive Voice (is done, was made, will be bought, may be 

played) 

c.  Adverb Clauses of Reason (since, as, because, because of) 

d. Adverb Clauses of Result (so…that, such…that, therefore…) 

e.   Other connectives (Bk p.59, 60  and, or, but, also, besides, in 

addition,      meanwhile…)   

f. Conditionals – ‘if’   

g. proofreading {~ing / ~ed, relative clauses (who, which, whose…) 

and others…} 

D. Enhancement Section (15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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