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一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四章(一元一次方程式)、 

第五章(百分法)、 

第六章(統計與生活) 

 

初中通識 今日香港工作紙第 1-26 頁 

個人成長人際關係教科書第 1-17 頁 

學習形態筆記 

 

 

綜合科學 單元三 細胞與人類生殖、 單元四 能量  

中國歷史 戰國爭雄至西漢中央權力的重整 

書：2.22 頁至 4.9 頁 

作業：2.8 頁至 4.6 頁 

 

 

歷史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書及作業) 

古羅馬時代的生活(P.1-P.15)書 

               (P.1-3, P9-11)作業 

 

普通話 第 3-5 課、粵普詞庫、量詞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二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九章(代數分式及公式)、 

第五章(全等與相似三角形)、 

第十章, 只考 10.1(面積和體積) 

 

初中通識 現代中國工作紙第 1-35 頁 

閱讀策略所有筆記 

時事專講二 

 

 

綜合科學 單元十一 環境的察覺  

中國歷史 唐朝的衰亡、五代、北宋的覆亡 

書：頁 2.20 至 4.30 

作業：頁 2.9 至 4.12 

 

 

地理 溫習範圍： 

 城市空間：P.51 - 66 

 中二地理作業：P. 1-2、24-31 及 63-65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單元一)：P.1-28 

 

備用文具： 

鉛筆、原子筆、直尺、牛油方格紙 

 

 

普通話 第 4 - 5 課、粵普詞庫、輕聲詞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三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Link) 

 

 

中國語文 請參閱附件(連結) 

 

 

數學 第六章(概率的認識)、 

第七章(續百分法)、 

第八章(四邊形的性質) 

 

物理 熱學(一，四課)  

化學 第 13 章、第 14 章(p.26-p.83)工作紙內容：5~9。  

生物 時間：40 分鐘 

考試內容：酶及消化系统 
 

 

中國歷史 義和團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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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8 – 76 書 

 

 

地理 溫習範圍： 

 自然災害 P.24 -32 

 中三地理作業：P.1-2、31-39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單元四)：P1-25 

備用文具： 

鉛筆、原子筆、直尺、計數機 

 

 

普通話 第 4 - 5 課、粵普詞庫、多音字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聆聽測驗 

 

 

中國語文 單元一至單元四 

 

 

數學 第四章(續多項式) 、 

第五章(直線的方程) 、 

第六章, 只考 6.1-6.2 (指數函數) 

 

高中通識教育 中四：資料回應題 2 道，1 長 1 短，「今日香港」課題 1 ：

從不同角度衡量香港的生活素質。 

 

 

生物 時間： 1 小時 
考試內容：第五章至第八章 

 

 

化學 單元 8,9,10,11,13  

物理 光學 

 

 

中國文學 《鴻門宴》、《齊桓晉文之事章》 

 

 

中國歷史 單元三 魏晉南北朝 課題一及二 北朝的胡漢融和 及 東

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單元四 隋唐 課題一 隋唐治世 

書：頁 155 - 250。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四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書 P.30 – 78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地理 溫習範圍： 

第一冊 機會與風險：課本及筆記全課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8.2 至 8.4 部分 (課本 P.9-70 及 筆記

P.4-31) 

 

測驗內容：(全卷作答 50 分) 

甲部：資料回應題 2 題 (36 分) 

乙部：多項選擇題 14 分 

 

 

經濟 上學期課程、供求與價格、生產、生產因素 

 

 

企業財務 會計導論 Ch5 Ch6 

 

 

延展數學 第一章(二項式定理) 

第二章,只考至例題五(指數及對數函數) 

 

資訊科技 第五、六、七課  

旅遊與款待 款待導論上/下冊 

 

 

室內設計 一點透視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English 聆聽測驗 

 

 

中國語文 中四、中五全部範圍 

 

 

數學 整體課程： 

第十四章(三角學(1)) 、 

第十五章(三角學(2)) 、 

第十六章(三角學(3)) 

 

校本課程： 

指數定律 

進制 

主項變換 

因式分解 

恆等式 

畢氏定理 

求積法 

有效數字、誤差及近似值 

 

高中通識教育 資料回應題 2 道，1 長 1 短，「全球化」課本全本。 

 

 

生物 時間：1.5 小時 
考試內容：體內平衡、支持與運動與基礎遺傳學 

 

化學(組合科學) 內容：物質基礎、有機化學、反應速率  

物理 (組合科學) 力學  

生物 (組合科學) 時間：45 分鐘 
考試內容：環境的探測(耳、向性)及人体協調 

 

中國文學 《桃花扇》、《竇娥冤》、《西湖七月半》 

 

 

中國歷史 必修第三冊 課題四 國共和談與內戰 (書：頁 155 – 177) 

必修第四冊 課題一 及 二 社會主義建設 及 文化大革命 

(書：頁 8 – 60)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2015 測考範圍 

第二學期第一次測驗 19/3/2015-24/3/2015 
中五 

科目 測考範圍 備註 

歷史 書 P.164 – 211，中國(1949 – 1999) 

 

 

地理 溫習範圍： 

第四課 建設可持續城市：課本及筆記全課 

第三課 工業區位的轉變：課本 3.1 至 3.2 部分 (P.1-42)  

及相關筆記部分 

 

測驗內容：全卷作答 (50 分) 

甲部：資料回應題 2 題 (36 分) 

乙部：多項選擇題 14 分 

 

 

 

經濟 國民所得、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企業財務 財務管理 Ch1- Ch4 

 

 

延展數學 第九章(進階概率)  

第十章(離散隨機變量)  

第十一章(二項分佈) 

 

電腦 第二冊全冊 

 

 

旅遊與款待 至客務關係 

 

 

視覺藝術 兩點透視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4 至 2015 年度 中國語文科 

中一級 下學期測驗(溫習工作紙) 

 
測驗日期：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總分：80 分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時限：五十分鐘 

班別：中一(      ) 學號：(     )      ( 10:10 – 11:00a.m) 

考生須知： 

測驗範圍 : (單元一、二、三、四、五) 

1 本試卷甲、乙、丙三部為必答題，全卷 80 分；丁部為增潤題，佔 7 分。 

*請注意字體端正。 

甲：閱讀理解(20 分) (白話文一篇) (文言文一篇) 

乙：語文運用 (40 分) 

丙、實用文寫作(20 分)  : 啟事 

練習 

（一）詩的分類 

詩可分為“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 / 格律詩”兩種。 

“古體詩”是指漢魏六朝及一切非格律的詩歌。其形式、格律沒有特別要求。如

《燕詩》，《敕勒歌》。 

“近體詩”是指_______代以後的絕詩和律詩。其聲律、對仗、句式都有嚴格的

要求。 

(一) 1.  細閱詩歌，留意疊字的運用，然後回答問題。(4 分) 

(1) 詩中運用疊字加強了哪方面的描寫效果？試完成下表。 

詩句 描寫效果的加強 

（提示：距離、色彩、形狀、聲音、意態等） 

 

迢迢牽牛星 

 

迢迢是_______的樣子，在___________上產生效果。 

 

皎皎河漢女 

 

皎皎是________的樣子，在__________上產生效果。 

. 



 

 根據《友情傘》一詩，分析其體裁上的特點。 
 《友情傘》 

(1) 詩歌有沒有分節？ 詩歌              分節 

(2) 每行詩有沒有劃一的字數？ 每行詩的字數               

(3) 詩歌有沒有用韻？如有，試寫出韻腳。 
詩歌 有╱沒有 用韻（若有，韻腳句

為：                   ） 

(4) 詩歌有沒有運用對仗？ 詩歌 有╱沒有  

(5) 詩歌在視覺上有沒有勻稱之美？ 
詩歌在視覺上              勻稱之

美 

 

2.  二、部首 (10 分) 試分析以下字詞的部首，並把答案填在下表。  

字詞 1. 堅 2. 砍 3. 玩 4. 約 5. 削 

部首      

字詞 6. 神 7. 透 8. 襯 9. 肌 10. 芷 

部首      

 

 

(三)成語：在橫線上填寫適當的成語。(8 分) 

1. 鼓起幹勁，一口氣把事情做完。                                        

2. 堅守信用，答應下來的事情，決不反悔或失信。                          

3. 學生的知識，由於不斷進步，比老師還好。                              
4. 立下決心，不怕困難，求取勝利。                                      
 

(四) 請以下列的成語造句，必須十五字以上，並且為複句。(4 分)  

(1) 趾高氣揚：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拾人牙慧：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人稱代詞 (你、我、他/她/它)。解釋畫有底線的字詞，並將答案寫在以下

橫線上。(6 分) 

藥到病除 

郗愔信道(1)，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

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

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注釋： 
(1) 道：道教。 
 

 解釋下列加上□號的字的意義？（2分） 

 (1) 往迎之。__________ 

 (2) 合一劑湯與之。__________ 

修辭選擇：擬人、擬物、誇張、明喻、疊字、對偶 

1. 海風在耳邊輕聲細語，跟我訴說着一個關於海的故事。      

2. 字典是我們的啞老師，教導我們很多語文知識。      

3. 暮色沉沉，天色漸黑，人們徐徐收拾個人物件，離開沙灘。     

4. 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  

 

 

 

 

 

 

 



 

丙、實用文寫作(20 分)                           分數： 

題目：假如你是仁愛中學圖書館管理員黃力行，受馬耀邦老師所託，撰寫啟事一

則，告訴全校師生圖書館將暫停借還書服務，以及暫停服務期間的有關安排，字

數不得多於 15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全卷完 

參考答案 
 

 

暫停借還書服務啟事 

 

本館將於 1 月 9 日至 23 日考試期間暫停借還書服務，以方便進

行圖書盤點。老師和同學請於考試前辦妥任何借還圖書事宜。若所

借的圖書於暫停服務期間到期，可於恢復服務的兩天內（1 月 24 日

至 25 日）歸還，不會當作逾期還書處理。若有任何疑問，請向任何

一位圖書館管理員或馬耀邦老師查詢。 

圖書館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語境 
意識 

整合
拓展 

語境 
意識 

標題
  

發文者 

正文 

日期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  溫習紙 

 

中二（     ）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          

 

測驗範圍：課本單元 1-5、成語 1-28、基礎自習手冊單元 1-4、實用文(啟事)  

測驗形式： 

甲、閱讀理解：文言文、白話文各一篇：20 分 

一. 修辭辨析 

乙、語文運用： 40 分 

二. 改寫句子 

三. 成語運用及造句 

四. 根據題目要求，分析文句 

丙、實用文寫作 ： 20 分 

 

練習題： 

一. 試分辨下列各句的修辭法，把答案寫在答案欄內： 

1.  他種的瓜很甜，千里之外也能聞到瓜香。 

2.  怎樣能在一幅畫中表現出我們所見到的東西？必須能畫前一類圖，才可以  

    畫後一類圖。  

3.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4.  古語有云：「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5.  水倒進了花瓶裏以後，一直都是怨恨著，歎息著，喃喃地訴說個不停。 

1 

 

2 3 4 5 

 

二. 依照指示，改寫下列句子： 

1. 救命啊！我快掉下去了，快拉我上來。（改成連續反復句） 

 

                                  

2. 風光明媚，鳥語花香，景色真美！（改成間隔反復句） 

 



                         

3. 這麼一來，我們得到的成果必定比以前更好! （改成反問句） 

 

                                 

4. 老師的話剛說完你就忘掉了，你的記憶力真差勁。（改成反語） 

 

                                 

三. 成語運用及造句： 

1. 試根據成語的意義，填上相配的成語：  

  1) 棄文就武。                                 (            ) 

  2) 先張聲勢，以嚇倒對方。                   (            ) 

  3) 形容車馬很多，場面熱鬧                      (            ) 

  4) 作戰要善於運用謀略，變化多端。               (            ) 

2. 成語造句：每句字數必須在 15 字以上才能得分  

   1) 完壁歸趙  

 

                  

   2) 死灰復燃 

 

                  

   1) 困獸猶鬥 

 

                  

 

四. 根據題目要求，分析下列各文句： 

 

1. 把下列帶底線的單音詞改成複音詞：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伐：___________     薪：____________ 

 

2. 寫出下列文言句子的主語、動詞和賓語 

   吾日三省吾身。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主語是____________，動詞是____________，賓語是_______________。 

 



3. 寫出下列文言句子中帶底線字的讀音和詞的意義：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 

 

   讀音：___________   意義：_____________ 

 

 

丙、實用文寫作 (啟事) ： 

根據以下資料，試以王一心名義，撰寫啟事一則。 

 

 

永昌： 一心，你在幹甚麼﹖ 

一心： 唉！我正在張貼啟事。 

永昌： 甚麼啟事﹖你不可以隨意在青年中心張貼啟事吧！ 

一心： 我早已得到中心幹事的同意。下學期測驗將於下星期四開始，我昨天到青年中心自

修室溫習。在今天早上，我發現把文具盒、數學作業和中文課本遺留在自修室內。 

永昌： 這麼不小心﹖你有找過嗎﹖ 

一心： 有！我在家裏找不到，放學後再到青年中心尋找，也找不到。  

永昌： 所以你要張貼啟事，尋找失物。希望你能找到吧！ 

一心： 謝謝！ 

 

 

 

 

 

 

 

 

 

 

 

 

 

 

 
 



 

 

 

共 300 格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  溫習紙   參考答案 

練習題： 

一. 試分辨下列各句的修辭法，把答案寫在答案欄內： 

1.  他種的瓜很甜，千里之外也能聞到瓜香。               ( 誇張 ) 

2.  怎樣能在一幅畫中表現出我們所見到的東西？必須能畫前一類圖，才可以  

    畫後一類圖。                                     ( 設問 ) 

3.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 對偶 ) 

4.  古語有云：「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 明引 ) 

5.  水倒進了花瓶裏以後，一直都是怨恨著，歎息著，喃喃地訴說個不停。 

   ( 擬人 / 疊字) 

溫習：排比、對偶(正對)、對偶(反對)、對偶(串對)、擬人、明喻、暗喻、誇張 

      、設問、反問、擬聲、反語、明引、暗引、反復 

 

二. 依照指示，改寫下列句子： 

1. 救命啊！救命啊！我快掉下去了，快拉我上來。/ 

   救命啊！我快掉下去了，快拉我上來，快拉我上來。（連續反復句） 

2. 風光明媚，景色真美！鳥語花香，景色真美！（間隔反復句） 

3. 這麼一來，我們得到的成果不會比以前更好﹖ （反問句） 

4. 老師的話剛說完你就忘掉了，你的記憶力真好。（反語） 

 

三. 成語運用及造句： 

1. 試根據成語的意義，填上相配的成語：  

  1) 棄文就武。                                 ( 投筆從戎 ) 

  2) 先張聲勢，以嚇倒對方。                   ( 先聲奪人 ) 

  3) 形容車馬很多，場面熱鬧                     ( 車水馬龍 ) 

  4) 作戰要善於運用謀略，變化多端。              ( 兵不厭詐 ) 

2. 成語造句：每句字數必須在 15 字以上才能得分  

   答案合理、文句通順、能反映成語的意義即可。 

四. 根據題目要求，分析下列各文句： 

1. 把下列帶底線的單音詞改成複音詞：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伐：___砍伐____     薪：___木柴____ 

 

2. 寫出下列文言句子的主語、動詞和賓語 

   吾日三省吾身。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主語是____吾_____，動詞是____省_____，賓語是____吾身_____。 

 

3. 寫出下列文言句子中帶底線字的讀音和詞的意義：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 

 

   讀音：_____耳 ____   意義：____打算_____ 

 

丙、 實用文寫作： 20 分    整個丙部錯別字扣 2 分@0.5 

1. 標題(3 分)：尋找失物啟事(標題欠置中，扣 1 分；欠啟事二字，不給分) 

2. 正文(9 分)：引言(失物緣由)、聯絡方法、酬謝方式   

3. 署名及啟告語(2 分)：陳一心啟 

4. 制定日期(2 分)：年月日(必須齊備)，欠靠左書寫，扣 1 分。 

5. 行文流暢(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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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   中三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測驗範圍 

 

課文： 

單元一至四、單元七 

基礎自習手冊單元一至四、單元七 

實用文：通告 

文言詞匯解釋範圍：單元一至四、單元七語文秘笈、《桃花源記》、《論四端》 

 

甲、 閱讀理解﹕(20 分) 

語體文、文言文各一篇 

 

乙、 語文運用（共佔 40 分） 

 

一、 修辭辨析：試分析以下句子所運用的修辭法。(6 分) 

二、 修辭作句 ： (15 分)   (字數必須多於 20 字) 

三、 造句：試用下列詞語造句。句子必須多於 20 字。（9 分） 

四、 解釋字詞：解釋畫有底線的字詞，將答案填寫在橫線上。（10 分） 

 

丙、 寫作﹕(20 分)   

通告 

 



 

F.1 (2nd) test syllabus (14 – 15) 50 minutes 200 + 10 marks 

 

Comprehension 
2 pieces of comprehension (different text type and Qs type) 
 

60 marks 

 

Vocabulary 
Core vocab – 35 words in uniform dictation (spelling needed) 
 
1. cashier 2. driver 3. dancer 4. tall 5. fat 
6. study 7. teacher 8. tourist 9. short 10. prisoner 
11. pull 12. clean 13. slim 14. bored 15. climb 
16. aunt 17. niece 18. monitor 19. uninterested 20. sleep 
21. kick 22. cousin 23. bride 24. miserable 25. hold 
26. patient 27. dirty 28. proud 29. ashamed 30. work 
31. actor 32. cook 33. nephew 34. angry 35. keen 

 

40 marks 

Textbook vocab – 16 words (no spelling needed) 
- Workbook P. 29, 30 
- Textbook P. 56 
 
1. discus throw 2. high jump 3. hurdles 4. javelin throw 
5. long jump 6. relay 7. shot put 8. sprint 
9. athletes 10. field 11. podium 12. prize cup 
13. scoreboard 14. track 15. spectators 16. cheering team 

 

 

Language  
Grammar items (refer to Resources Book) 
-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 Present, past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 (positive statements, negative statements, questions) 
- Nouns and countability 
- Preposition of Time and Place (in, on, at) 
- Preposition of Time (before, after, during) 

100 marks 



- Preposition of Place (next to, between, behind, in front of, under, below) 
- Quantity words 
- “How many” and “How much”  
- Proofreading (underlining) 
 

Enhancement (Open cloz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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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2__________  (        ) 

 

2014-2015 Second Term Test Syllabus For Form Two English  (50 minutes) 

 
Date: 19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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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0 &1 – if) 

5. Proofreading       

- Passive voice (be + p.p.) 

-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 Comparatives (+er / +more)and Superlatives (+est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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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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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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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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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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2nd test syllabus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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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Vocabulary (4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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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cessary) 

title travel book science novels e-books contents reference books 

diary  appendix  detective 

novel 

dictionaries author romance novel 

glossary extinct air pollution educate the 
public 

qual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y 

recycling endangered set up laws turn off 
light 

rubbish climate change 

littering   global 
warming 

food chain green living diseases water pollution 

inconsiderate responsibility donate 
goods 

reduce 

waste 

greenhous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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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omit ‘do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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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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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onditionals – ‘if’ (Types 0, 1, 2); also “otherwise and un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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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s…} 

D. Enhancement Section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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