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一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29/10/2018-7/11/2018
學科

測驗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一篇、精讀課文：
《平民總統孫中山》
、
《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及短文一篇（150 字）

English

數學
(Mathematics)
生活與社會
中國歷史
歷史
(History)
地理
(Geography)
綜合科學
(IS)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Vocabulary: Words about personal description, family and relatives (Unit 1)
Part B: Grammar
1.
Personal Pronouns
2.
Prepositions of Place
3.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Simple Past Tense
第零、一、二及至五章
Chapter 0, 1 ,2 and 5
課題 1
傳說中的遠古人物 至 春秋霸政 P.3-48
歷史研習簡介 (包括課本、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Study (Including textbook, notes & worksheets)





基本地理知識（看地圖，知世界）
1.1 及 1.2
Basic Geographical knowledge （Know these places）
1.1 and 1.2

第一章 科學入門
第三章 觀察生物
Chapter 1: Introducing Science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二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29/10/2018-7/11/2018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測驗範圍
閱讀理解一篇、精讀課文：《種梨》
、《回家》、
《目送》
、實用文一篇（建議書）
General English
Part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II: Vocabulary
Part III: Grammar and Usage
1.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s
2.Comparing Quantities
3.Sentence Making

數學

第一至三章

(Mathematics)

Chapter 1- 3
課題 1 生活素質

生活與社會

1.1 何謂生活素質
1.2 香港經濟發展狀況

中國歷史
歷史
(History)
地理
(Geography)
綜合科學
(IS)

統一國家的重建 至 唐朝的建立及其盛世 P.3-38
文藝復興 (包括課本、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The Renaissance (Including textbook, notes & worksheets)


基本地理知識（看地圖，知世界）
3.2 及 3.3

Basic Geographical knowledge （Know these places）

3.2 and 3.3
第七章 生物與空氣


Chapter 7 Living things and Air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三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29/10/2018-9/11/2018
科目

測驗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一篇、精讀課文：《閒情記趣》
（節錄）、
《爸爸的花兒落了》及實用文一篇（啟事）

English

數學

General English (4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Grammar
1.somebody /anybody / nobody / everybody / none of
2.something / anything / nothing / everything
3.Passive Voice
Part C: Vocabulary
1.Words about travelling (Unit 1)
2.Words about volunteering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Unit 2)
第二、三及五章，公式和數列、指數

(Mathematics)

Chapter 2, 3 and 5, change subject and index

生活與社會

課題 1.1，1.2，2.1

中國歷史
歷史
(History)

中英鴉片戰爭 至 二次革命與袁世凱稱帝 P.31-133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8)
First World War (1914-18)

(包括課本、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Including textbook, notes & worksheets)



物理

基本地理知識（看地圖，知世界）
5.1 及 5.3

Basic Geographical knowledge （Know these places）

5.1 and 5.3
第一課

化學

第一課+部份第二課+STEAM 教材

地理
(Geography)

(Chemistry)
生物



Chapter 1, Part of Chapter 2 and Steam teaching material
第1-2.2 課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四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29/10/2018-7/11/2018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數學
(Mathematics)
Maths M2
通識教育
中國歷史

歷史

測驗範圍
閱讀理解兩篇、精讀課文：《月下獨酌》
、《山居秋暝》
、《登樓》、《念奴嬌》
、《青玉案》
Reading: Part A
第一、二及三章、公式和數列、百分法、指數、因式分解
Chapter 1,2 and 3, factorization,

change subject, index and percentage

Chapter 1-3
單元一主題 1, 2
甲部 單元一
課題 1 周代封建 至 課題 2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P.6-83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8) ：背景因素、過程、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45) ：大戰因素

地理

1.1 - 1.4

(Geography)

1.1 - 1.4

經濟

第 1-3 課

企管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第一課至第三課）

健關

第1, 2 冊

物理

第 5-6 課

Chemistry

Chapter 1- 7

生物

第1-4課

資通

第 12-14 課

視藝

以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平面創作)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五級第一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29/10/2018-7/11/2018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數學
Mathematics

測驗範圍
綜合：按要求撰寫實用文一篇。
（專題文章）
Reading: Part A
第一、二及三章，公式和數列、百分法、指數、因式分解
Chapter 1,2 and 3, factorization,

Maths M2

Chapter 1-8 and 9 (part)

通識教育

單元一、二、五（課題 1-3）

change subject, index and percentage

甲部 單元五
中國歷史

課題 1 宋元的中央集權 至 清初的民族政策 P.2-131
乙部 單元一
課題 1 中英鴉片戰爭 至 中日甲午戰爭 P.132-209 及 課題 2 洋務運動 P.250-276

歷史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

地理

6.1 - 6.4

(Geography)

6.1 - 6.4

經濟

第 15-17 課

企管

人力資源管理（第一課至第五課）

健關

第 6,8冊

物理

第 17-19 課

Chemistry

Organic Chem I + chemical cells + Redox reactions

生物

第 13-15 課

資通

C1 1-4 課

視藝

以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平面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