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下學期統一測驗(2017-2018) 

時間表 (中一至中三級) 

 

時間 班級 16/04/2018 (星期一) 17/04/2018 (星期二) 18/04/2018 (星期三) 19/04/2018 (星期四) 20/04/2018 (星期五) 

08:15 - 08:30 中一至中三級集隊上試場 

第一節 

08:45 - 

 

1 
中文寫作 

(60 分鐘) 

通識 

(45 分鐘) 

Eng I–Reading 

(60 分鐘) 

科學 

(45 分鐘) 

數學 

(60 分鐘) 

2 
數學 

(60 分鐘) 

Eng I–Reading 

(60 分鐘) 

中文閱讀 

(60 分鐘) 

通識 

(45 分鐘) 

科學 

(45 分鐘) 

3 

#Eng III–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60分鐘) 

中文閱讀 

(60 分鐘) 

數學 

(60 分鐘) 

Eng I– Reading 

(60分鐘) 

通識 

(45 分鐘) 

09:45-10:15 小息 

第二節 

10:30 - 

1 
中文閱讀 

(60 分鐘) 

中史 

(45 分鐘) 

Eng II–Writing 

(60 分鐘) 

#Eng III–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分鐘) 

地理 

(60 分鐘) 

2 
中史 

(45 分鐘) 

Eng II–Writing 

(60 分鐘) 

中文寫作 

(60 分鐘) 

地理 

(60 分鐘) 

#Eng III–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分鐘) 

3 
科學 

(45 分鐘) 

中文寫作 

(75 分鐘) 

地理 

(60 分鐘) 

Eng II– Writing  

(60分鐘) 

中史 

(45 分鐘) 

11:15-11:30 小息     

第三節 

11:45 - 
3 

歷史 

(45 分鐘) 
    

 

# 該考節於 704室進行 

* 如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停課，則該天測驗將於測驗周完結後補回。  

附件一

lkw1
矩形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下學期統一測驗(2017-2018) 

時間表 (中四級) 

時間 16/04/2018 (星期一) 17/04/2018 (星期二) 18/04/2018 (星期三) 19/04/2018 (星期四) 20/04/2018 (星期五) 

第一節 

08:30- 

Eng I–Reading 

(60 分鐘) 

#Eng III –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90分鐘) 

通識 I / II 

(90 分鐘) 

中文二(寫作) 

(90 分鐘) 

中文一(閱讀)  

(90 分鐘) 

10:00-10:15 小息 

第二節 

10:30- 

Eng II–Writing 

(90 分鐘) 

生物–505 室 (60 分鐘) 

中史–506 室 (60 分鐘) 

物理–507 室 (60 分鐘) 

資通–508 室 (90 分鐘) 

旅款–510 室 (90 分鐘) 

數學 

(75 分鐘) 

化學–505 室 (60 分鐘) 

歷史–506 室 (60 分鐘) 

經濟–507 室 (60 分鐘) 

企財–508 室 (60 分鐘) 

地理–510 室 (120 分鐘) 

#中文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00 分鐘) 

      

第三節(下午) 

13:00 -  
   

視覺藝術 

(210分鐘) 禮堂 
 

 

# 該考節為聆聽試卷 (粵語或英語於禮堂進行；普通話於 610室進行) 

* 如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停課，則該天測驗將於測驗周完結後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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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下學期統一測驗(2017-2018) 

時間表 (中五級) 禮堂 

時間 16/04/2018 (星期一) 17/04/2018 (星期二) 18/04/2018 (星期三) 19/04/2018 (星期四) 20/04/2018 (星期五) 

第一節 

08:30- 

中文一(閱讀) 

(90 分鐘) 

中史–505 室 (60 分鐘) 

生物–506 室 (60 分鐘) 

企財–507 室 (90 分鐘) 

物理–508 室 (90 分鐘) 

旅款–510 室 (90 分鐘) 

Eng I – Reading 

 (90分鐘) 

通識 I / II 

(90 分鐘) 

#Eng III -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90 分鐘) 

10:00-10:15 小息 

第二節 

10:30- 

中文二(寫作) 

(90分鐘) 

#中文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00 分鐘) 

10:30–12:00 

Eng II – Writing 

(90分鐘) 

數學 

(75 分鐘) 

歷史–505 室 (60 分鐘) 

化學–506 室 (60 分鐘) 

經濟–507 室 (60 分鐘) 

資通–508 室 (90 分鐘) 

地理–510 室 (180 分鐘) 

      

第三節(下午) 

13:00 -  
   

視覺藝術 

(210分鐘) 禮堂 
 

 

# 該考節為聆聽試卷 (粵語或英語於禮堂進行；普通話於 610室進行) 

* 如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停課，則該天測驗將於測驗周完結後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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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一級下學期統測範圍(2017-2018)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統測範圍 

中文 一 閱讀 60 分鐘 

1. 課外篇章 

2. 課文：單元三(詩歌欣賞)、單元四(借事抒情) 

3. 文言文集：〈朝三暮四〉、〈周處除三害〉、〈折

箭〉、〈陋室銘〉 

4. 語文知識：虛詞、時間詞、擬聲詞、對偶 

5. 成語：16-25 

中文 二 寫作 60 分鐘 

1.命題作文(二選一)：記敘文(倒敘、記事、敘事寫人)、

抒情文(借事抒情、直接及間接抒情) 

2.實用文：書信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Eng 1 Reading 60 min 

Textbook Unit 3 vocabulary and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and quizzes: 

Vocabulary: 

 Food items, ways of cooking, adjectives 

describing food (p.74-p.76) 

Grammar items: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p.78) 

some/any, how many/how much(p.79) 

Simple past tense (p.80-p.82) 

preoposition of time (Unit 4) (p.106) 

    Prior knowledge learnt in S.1: 

 Wh-words and Wh-questions (p.43) 

Eng 2 Writing 60 min 
 Textbook Unit 3 and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Short Writing Tasks 

Writing an article 

Eng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 min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ng 4 Speaking 
5min 

(per candidate) 

 Read aloud a passage: Unit 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SA format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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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一級下學期統測範圍(2017-2018) 
 

 

科目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數學 60 分鐘 

第 4 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 5 章 百分法 

第 7 章 代數式與多項式  

第 8 章 對稱與變換 

第 9 章 坐標簡介 

第 10 章 統計圖 

科學 45 分鐘 1A 冊 第 4 章至第 8 章 

中史 45 分鐘 

第三章：秦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驟亡----第四章：西漢國力的統整張弛 

(第一節)p.64—p.99 

(包括相關工作紙及課外閱讀材料) 

地理 45 分鐘 
1. 明智地利用城市空間筆記 P.26-47，明智地利用城市空間作業 P.15-18 

2. 糧食問題筆記 P.1-8，糧食問題作業 P.1-4 

通識 45 分鐘 人際關係(二)全書，家庭生活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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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二級下學期統測範圍(2017-2018)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中文 一 閱讀 60 分鐘 

1.課外篇章 

2.課文：單元四—物外之趣(借物抒情)、<醜石>、 

    <愛蓮說>、<楊柳> 

3.文言文集：〈白雪紛紛何所似〉、〈雜說四〉 

4.語文知識：多義詞、通假詞  

5.成語：21-30 

中文 二 寫作 60 分鐘 
1.命題作文：借物抒情、借景抒情、記事抒情 

2.實用文：通告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Eng 1 Reading 60 min 

 Textbook 2A Unit 3 and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and 

quizzes  

 Vocabulary (P.74-77) 

 Present perfect tense (P.78-80) 

 Time words (P.80-81) 

 

Previous knowledge learnt in S2 (1st Term):  
 Simple past tens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P.14-15) 

Eng 2 Writing 60 min 
 Text book Unit 3 

 Short task: Writing an article 

 Long task: Writing a letter to the editor 

Eng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 min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ng 4 Speaking 

Preparation :  

3 mins 

Discussion:   

4 mins 

Total : 7 mins 

(per candidate) 

(Lesson Time) 

 Group Discussion, TSA format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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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二級下學期統測範圍(2017-2018) 
 

科目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數學 60 分鐘 

第 4 章 聯立方程 

第 5 章 全等與相似三角形 

第 6 章 平方根與畢氏定理 

第 7 章 續統計圖 

第 8 章 代數不等式 

第 9 章 代數分式及公式 

科學 45 分鐘 

2B 册 

第 26 章 力與太空之旅 

第 27 章 太空旅程 

第 28 章 常見的酸和鹼 

中史 45 分鐘 

第四章：北宋的積弱與變法(第一節)---- 第五章：南宋的偏安 

(第一節) p.74—p.116 

(包括相關工作紙及課外閱讀材料) 

地理 45 分鐘 變化中的氣候筆記 P.1-27，變化中的氣候作業 P.1-24 

通識 45 分鐘 今日香港(P.2 -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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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三級下學期統測範圍(2017-2018)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中文 一 閱讀 60 分鐘 

1.課外篇章 

2.課文：單元三—詞曲欣賞、〈水調歌頭〉、 

〈虞美人〉、〈天淨沙‧秋思〉、〈秋波媚〉 

3.文言文集：〈哀溺文序〉、〈蘭亭集序〉 

4.語文知識：多義詞(《語文知識手冊》頁 56-57) 

中文 二 寫作 60 分鐘 

1.命題作文(三選一)：記敘抒情/借景抒情 、開放

式/半開放式題目 

2.實用文：通告 

 

科目 分卷 分卷名稱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Eng 1 Reading 60 min 

 Textbook Units 4 & 8, all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quiz revisions and quizzes 

 Vocabulary: Unit 4 P.106 - 108  

 Giving advice: P.110 - 111 

 Reported statements without tense change: 

Unit 4 P. 111 

 Reported statements with tense change: Unit 4  

P. 112-113 & Unit 8 P. 110-111 

 Reported questions: Unit 4 P. 113-114 

 Previous knowledge – grammar items studied 

in S.1 &2 

Eng 2 Writing 60 min 

 Part A – short task  

picture description (TSA format) 

 Part B - long task 
writing a friendly email (about the 

theme of Unit 4) 

Eng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40 min 

 Refer to the Revision Note to be distributed. 

Remarks : Part A - TSA format 

Part B - Integrated Writing Task 

Eng 4 Speaking 

Preparation time:  

3 mins 

Discussion time:  

4 mins 

Total time: 7 mins  

Lesson Time 

(per candidate) 

 Group discussion (TSA format)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to be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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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三級下學期統測範圍(2017-2018) 
 

 

科目 作答時間 考試範圍 

數學 60 分鐘 

第 1 章 整數指數律 

第 2 章 續因式分解 

第 4 章 求積法 

第 7 章 續百分法 

第 8 章 四邊形的特性 

第 11 章 統計的應用與誤用 

科學 45 分鐘 3B 冊第 40 章至 43 章 

通識 45 分鐘 現代中國 (P.44-104)，全球化(P.5-17) 

中史 45 分鐘 

第三章，第四節：義和團八國聯軍------第五章,  

第一節：民國初年的政局 p.81--- p.120 

(包括相關工作紙及課外閱讀材料) 

歷史 45 分鐘 
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經過及影響  

(課本 p48-88 頁、下學期筆記 p1-9 頁) 

地理 45 分鐘 

1. 爭奪能源筆記(全課)，爭奪能源作業(全課) 

2. 控制沙塵筆記 P.1-4，控制沙塵作業 P.1-4 

3. 地圖技能-慣用符號、格網方格及座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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