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一級第二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1/4/2019-17/4/2019 

學科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一篇、精讀課文：《燕詩》《客至》《親情傘》《生物之間的微妙關係（節錄）》 

實用文：啟事 

English 

Paper 1 – Reading and usage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Vocabulary (Unit 3  Fun with food) 

Part C  Grammar and Usage   

1.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Simple Past Tense  

2. Purpose and means (sentence structure) 

3.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4. Talk about quantities (how many, how much, some or any) 

5. Quantifiers 

6. ‘Verb+ To-infinitives’  

7. Cloze Passage 

數學 第 8 至 10 課 

(Mathematics) Chapter 8-10 

生活與社會 課題 2 

中國歷史 

中一測驗範圍： 

課題四第二節 西漢中央權力的重整 至 

課題五第二節 東漢的衰亡 

（書 P.98-142） 

歷史 

- 古代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生活  

-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課本 P.5 – 21 ) 

- 計時紀年的方法 (公曆紀年法、世紀、年代…等) 

- 歷史資料的分類 (第一手及第二手史料、文字及非文字史料…等) 

(以上課題考核包括所有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History) 

-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Study  (Textbook P.8 - P.19) 

- Life in the Early Nile Valley Civilization (Textbook P.5 - P.7) 

- Life in Ancient Greece  (Textbook P.4 - P.30) 

(Including all the notes and worksheets) 

地理 第 2 章 爭奪能源（2.2 - 2.4） 

(Geography) Part 2 Scramble for energy（2.2 - 2.4） 

綜合科學 單元 5 能量 

(IS) Unit 4 Cell, human and reproduction (Exclude Extension)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二級第二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1/4/2019-17/4/2019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一篇、精讀課文：《醜石》《桃花源記》《習慣說》、實用文：通告 

English 

Part I Comprehension 

Part II  Vocabulary  

Part III Grammar and Usage 

  -relative clauses 

  - conditional sentences (factual and possible conditions) 

  - reported orders, requests and commands 

  - tenses 

數學 

(Mathematics) 

第 4, 11 及 7 (部份)課, 因式分解和變主項 

Chapter 4,11, 7(part), factorization, change subject 

生活與社會 課題 3 (P.63-83) 

中國歷史 

中二測驗範圍： 

課題四第二節 北宋與遼、西夏的關係 至 

課題六第一節 元代的統治 

（書 P.85-139） 

歷史 

- 機器時代的生活  

- 東西方的接觸 (課本 P.5 – 25 )     

(包括所有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History) 
East-West Encounters  (Textbook P.4 - P.30) 

(Including all the notes and worksheets) 

地理 
第 4 章 水的煩惱 (4.5 - 4.6)  

第 10 章 控制沙漠（10.1） 

(Geography) 
Unit 4   The trouble with water ( 4.5 - 4.6)  

Unit 10  Taming the sand（10.1） 

綜合科學 11.1-11.5  力和運動 

(IS) 11.1-11.5  Force and motion 

 

 

 

 

 

 

 

 

 



中三級第二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1/4/2019-17/4/2019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閱讀理解兩篇（1 白話、1 文言）、精讀課文：《最苦與最樂》《論四端》、實用文：建議書 

English 

Paper 1   General English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it 5)  

Part B   Grammar  

1.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as adjectives 

2. Present participle phrases 

3. Past participle phrases  

4. Tenses 

Part C   Vocabulary 

1. Words about performances (Unit 5) 

數學 第 7 至 8 課, 因式分解，變主項，負指數及聯立方程 

(Mathematics) Chapter 7-8, , factorization, change subject, negative index and simultaneous equations 

生活與社會 課題 4 

中國歷史 

中三測驗範圍: 

課題 8 戰後國共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至  

課題 9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第一節)  

(書 P. 205-236)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45)  (課本 P.46 - P.93) 

(包括香港日佔時期參考資料、二次大戰相關課堂筆記及工作紙) 

(History) 
Second World War (1939-45) 

(Including all the notes and worksheets) 

地理 第 8 章 海洋有難 (8.3- 8.5)   

(Geography) Part 8  Oceans in Trouble (8.3- 8.5) 

物理 光學: (筆記) 光的反射、折射 

化學 Ch 4-5 LAC 

(Chemistry) Ch 4-5 LAC 

生物 第3課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四級第二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1/4/2019-17/4/2019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按要求撰寫實用文一篇（演講辭）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數學 第 6, 7 和 10 課, 初中題目 

(Mathematics) Chapter 6,7,10, Lower form questions 

 Maths M2 Chapter 1-5 

通識教育 單元一、單元二(主題一) 

中國歷史 
甲部 單元二 課題 2 至 單元 3 課題 1 及課題 2  

(書 4 上 P. 144-255)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45) 

 冷戰 (直至 1960 年代) 

地理 第 2 章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Geography) Part 2  Managing river and coastal environments 

經濟 Ch.1-7 

企管 會計導論 ch.1-6 

健關 主題冊1,5,7 

物理 第五至十課 

Chemistry Rusting, Mole calculation, acid and base, neutralization 

生物 第12-15課 

資通 第 1-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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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第二學期測驗範圍（2018-2019） 

1/4/2019-17/4/2019 

科目 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 按要求撰寫實用文一篇（報告）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數學 第 6, 7 和 8 課, 初中題目 

Mathematics Chapter 6,7,8 , Lower form questions 

Maths M2 Chapter 12-13 

通識教育 單元一、二、五及單元六(課題 1-3) 

中國歷史 
乙部 單元二 課題 2 至 課題 4  

(書 5 上 P. 80-229) 

歷史 
 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改革開放 

地理 第 5 章 對抗饑荒 

(Geography) Part 5  Combating famine 

經濟 Book 5 Ch.1-3 

企管 財務管理 ch.1-4 

健關 主題冊11 

物理 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課 

Chemistry Mole calculation, Application of Electrolysis, Energetic (mainly Hess’s Law), Reaction Rate 

生物 第 13-15 課 

資通 C2 第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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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