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中一級  中國語文  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二零二三年四月四日 

時間：8：30 - 9：15 

範圍： 

- 學習重點：單元四(詩歌欣賞)、單元五（景物描寫） 

- 錯別字：錯別字(六) 

- 課文問答：《風雪中的北平》、《海上的日出》、《燕詩》 

- 背默：《燕詩》 

 

形式： 

總分：共 100 分，全卷共四部分                佔 30 分 

甲、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文言文一篇)        佔 20 分 

乙、錯別字                                  佔 10 分 

丙、課文問答及背默                          佔 40 分 

 

*加分題                                     佔 10 分 

 

 

 

文言能力考核：字詞增潤 

 

嘗：曾經 嘉：嘉許    充數：湊集一筆數目 及：到 

悟：發現 / 醒悟 貨：售賣 與：給與 卒：最終 

委：推辭 / 拒絕 分背：分別/分離 淳行：仁厚的德行 今：現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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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Hs Yau Tze Tin Memorial College 

Form One English Language 

Second Term Formal Test 2022-2023 

Syllabus 

Date:  3 April 2023 

Time:  8:30 a.m. – 9:15 a.m. 

CORE SECTION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texts)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Section 1 –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imple Future Tense 
(will) 

 Simple Past Tense   Future Tense with “be going to”  

Infinitive Third person singular 
Present participle  

(-ing) 
Simple Past tense 

be is being was 

act acts acting acted 

appear appears appearing appeared 

dream dreams dreaming dreamt 

faint faints fainting fainted 

forget forgets forgetting forgot 

know knows knowing knew 

launch launches launching launched 

like likes liking liked 

play plays playing played 

receive receives receiving received 

run runs running ran 

seem seems seeming seemed 

sit sits sitting sat 

sleep sleeps sleeping slept 

think thinks thinking thought 

take takes taking took 

perform performs performing performed 

recover recovers recovering recovered 

work works working wo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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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 Adjectives ending in -ed and -ing 

 

 Use Example 
Adjectives 

ending in -ed 

Describe how somebody 

feels 

bored   relaxed  interested 

surprised  tired 

e.g. Tom is bored. / They are relaxed. 

Adjectives 

ending in -ing 

Describe a quality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boring   relaxing  interesting 

surprising  tiring 

e.g. The movie is exciting. / It is boring. 

 

Section 3 – Possessive adjectives 

 Use to show who or what someone or something belongs to 

e.g. Make sure you and your friends are using the same platform. 

        I borrowed her pen yesterday. 

 

Section 4 – Adverbs of manner 

 We use adverbs of manner to talk about how something happens or how a person does 

something. 

e.g. Make sure everything works properly. 

        Throughout the match, Cheung played cal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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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Vocabulary    

(Words will be given in the formal test.)         

watch the parade opponent pitch athletes celebrate 

coach players spectators champion record holder 

 

BONUS SECTION 

Possessive pronouns  

 We use a possessive pronoun on its own. 

e.g. Everyone has their favourite sporting event and this is mine! 



22 - 23 數學科下学期統測考试範圍 

02/03/2023（中一至中五） 

 

年級 考試範圍 類別 

中一級 Ch7 - 9 數學必修部分 

中二級 Ch6 - 9.3，因式分解，主項轉換 

中三級 Ch6 - 9 

中四級 甲 1 + Ch5 - 8 

中五級 A1 + Ch15 - 18 

 

年級 考試範圍 類別 

中五級 Ch8 - 11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年級 考試範圍 類別 

中四級 Ch3 - 6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中五級 Ch1,2,6,11,12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生活與社會科 下學期統測範圍 

 

班級 範圍 形式 考試時間 

中一 

單元三：時間管理(P.1-11) 

單元五：規劃人生(P.2-29) 

 

 

選擇題 

問答題 

資料題 

 

45 分鐘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023年度 

中國歷史科下學期統測範圍 

年級 範圍 形式 

一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1下》

頁 126-143、頁 149-169 作業

《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練習

簿中一級》頁 16-17、頁 20-23 

填充、選擇、歷史成語、時序、 

資料題、問答 

二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2上》

頁 116-122、《新編中國史旅程

2下》頁 134-165、《新編中國

史旅程焦點練習簿中二級》課

本頁 22-29 

填充、選擇、填圖、時序、資料題、

問答 

三 課本《中國史遊蹤》3甲下 

頁 117-157 

作業《中國史遊蹤課後練習》

3甲下頁 30-43 

填充、選擇、配對、時序、資料題、

問答 

 

四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4上頁

260-309、312-346，4下 

頁 6-42 

資料及論述題 

五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5下 

頁 8-146 

資料及論述題 

 

 

 



下學期統測：歷史範圍 

 

中一級 

《新漫遊世界史（1 下）》頁 6-35，以及工作紙。 

 

問答題 

1. 「戰爭對伊斯蘭教的傳播影響深遠。」試援引史實，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8 分) 

2. 指出並解釋伊斯蘭文明在書寫系統方面及化學方面的成就。                     (8 分) 

 

 

中二級 

《新漫遊世界史（2 下）》頁 88-121，以及工作紙。 

 

問答題 

1. 在十九世紀，東華三院對香港有何貢獻？試寫出兩項並加以解釋。               (8 分) 

2. 在十九世紀，港英政府有哪些歧視華人的措施？試寫出三項並加以解釋。         (12 分) 

 

 

中三級 

《歷史旅程（三下）》頁 186-210，以及工作紙。 

 

問答題 

1. 根據《聯合國憲章》，指出四項設立聯合國的目標。                             (8 分) 

2. 「聯合國在促進醫療衛生範疇的國際協作上，取得重大的成效。」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

考 20 世紀期間的歷史發展，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中四級 

筆記《冷戰》、《歐洲統合》、《國際社會協作》。 

 

 

中五級 

筆記《中國：改革與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 

 

 



考測範圍 

 
學年 / 考試 : 2022/23 下學期統一測驗 

級別：            中一_____ 

科目：______地理___________ 

 

 

 

範圍： 

 

                第 4冊: 水的煩惱 

 

                      單元 1 - 4 

 

形式： 

一  選擇題    (20 分  )      

二 填充    (20分 ) 

三 配對    (9分 ) 

四        問答題    (14分)                                                                

五 資料題    (20分 )       

六        填圖    (17分)            

  

 

 

 

 

 

  

 

 

 

 

 

擬卷老師簽署：__                    ___                                     日期：                             _         

 



IS 下學期測驗範圍 

 

F.1 

1B冊 Ch. 4 (p.1-70) p.55-60除外 

 

 

 

F.2 

2B冊 Ch. 9.1-9.2 (p. 3-24)，Ch. 10.1-10.2 (p. 65-88) & Ch. 10.6 (p. 123-132) 

 

 

 

F.3 

3B冊 Ch. 13.4-13.6 (p. 43-85) 

3C冊 Ch. 14.1-14.2 (P.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