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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中一級  中國語文  下學期考試範圍 

卷一 

範圍： 

學習重點： 
單元七（說明方法） 

單元八（借事說理） 

錯別字： 錯別字（八） 

課文問答： 

 

《故宮博物院》（節錄） 

《生物之間的微妙關係》 

《曾子殺豬》 

《賣油翁》 

課文背默： 《賣油翁》（全篇） 

形式： 

甲、閱讀能力考核： 白話文一篇 30 分 

乙、文言能力考核 文言文一篇 20 分 

丙、錯別字： 錯別字(八) 10 分 

丁、課本問題及背默： 

 

《故宮博物院》 

《生物之間的微妙關係》 

《曾子殺豬》 

《賣油翁》 

40 分 

  100 分 

 

* 另設 10 分挑戰題               

 

卷二 

 

範圍及形式： 

甲、長文（70 分）： 三選一 

乙、實用文（必答，30 分）：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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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範圍及形式： 

總分：20 分 

◼ 填充題 

◼ 選擇題 

 

 

卷四 

範圍及形式： 

 個人短講  （20 分） （*預備時間 5 分鐘，限時 1 分鐘） 

 

題目：(同學須按考試範圍內所編定之題號應試) 

1. 一次失信於人的經歷。 

2. 假如可以回到過去，我一定不會做那一件事。 

3. 介紹一個你最喜歡的手機或電腦應用程式，並說明它的用途和優點。 

4. 經過這件事後，我發現他 / 她是個值得結交的朋友。 

5. 一件我不捨得丟棄的物品。 

 

題目 學號 

1 1，6，11，16，21，26，31  

2 2，7，12，17，22，27，32 

3 3，8，13，18，23，28，33 

4 4，9，14，19，24，29 

5 5，10，15，20，25，30 

 

***個人短講部分須以口語應試，否則會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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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Hs Yau Tze Tin Memorial College 

Form One English Language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2021-2022 

Syllabus 

 

Paper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Usage  

Date:  25 July 2022 

Time:  8:30 a.m. –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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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Tense and Simple Future Tense) 

 

Section 2 – Connectives (and, but and or) (Textbook 1B p.78) 

And  Kenny likes running and Joey likes it too. 

  Mona wakes up and gets on her bike 

 

But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but I do not. 

  He failed many times but he did not give up. 

 

Or  Do you want to play basketball or volleyball? 

  I do not participate just to stay in shape or to win. 

 

Section 3 – Imperatives  (Textbook 1B p.106) 

 We use imperatives to tell someone what to do. We can give friendly advice and orders using 

imperatives. 

  e.g. Try a new hobby. (friendly advice) 

         Tidy your room now! (order) 

 

 We form imperatives with the base form of a verb. 

   e.g. Post your messages now. 

          Tell the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find difficult. 

 

 We form negative imperatives with do not/don’t + the base form of a verb. 

   e.g. Do not/Don’t give up! 

          Do not/Don’t change who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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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4 – Gerunds / To-infinitives (Textbook 1B p.46, 81-82) 

To-infinitives 

 

 

 Ger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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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5 – Adverbs of manner (Textbook 1B p.109-110) 

 

 

 

Part C  Vocabulary    

 

BONUS SECTION 

Verb forms (Tenses,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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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Writing  

Date:  18 July 2022 

Time:  08:30 a.m. – 09:15 a.m. 

 

Text Types: 

• Blog entry 

• Personal letter 

Topics: 

• Festivals 

• Teenage problems 

 

Paper 3 Listening  

Date:  25 July 2022 

Time:  10:15 a.m. – 10:45 a.m. 

 

Vocabulary list will be given in the supplementary revision handout 

 

Paper 4 Speaking  

Date:  19 July 2022 

Time:  10:15 a.m. – 12:45 a.m. 

 

Part A  Reading a short text (1 minute) 

Part B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minute) 

 



數學下學期考試範圍 

28/06/2022（中一至中五）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一級 CH00-CH12 數學部分 

中二級 CH02,CH03,CH07-CH12 和已有知識 

中三級 CH01-CH12 

中四級 CH01-CH09 

HKDSE 甲 1題目（指數、主項轉換、因式分解、聯立

方程及百分數） 

數學必修部分 

中五級 CH01-CH20 

甲部題目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四級 CH01-CH06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中五級 CH01,CH07-CH11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四級 CH01-CH08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中五級 CH02,CH03,CH09-CH13 

 

 

 



IS 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一 

第 2.1, 2.3, 2.4, 2.5課 (1A冊 P.73-89, P.94-100, P.106-123) 

及 5.1課(1B冊 P.81-97)               

(延伸 1A冊 P.101-104, 124-125) 

佔 30% 

 

電的使用 (筆記) 

及 6.1, 6.2, 6.4, 6.5, 6.6課(1B冊 P.143-160, P.166-169, P.174-192)         

(延伸 1B冊 P.193-195) 

佔 70% 

 

中二 

第 10.1,10.2, 10.6課 (2B冊) 

佔 30% 

第 9.1,-9.5課 (2B冊 p.4-80)及第 11.1-11.5課 (2B冊 p198-259) 

佔 70% 

 

中三 

第 13.4(金屬)至 13.6(使用材料所帶來的環境問題)   3B冊：頁 42至 84

 (佔 30%) 

第 14.1(來自物體的光線)至 14.6(凹透鏡)    3C冊：頁 3至 63 

 (佔 70%) 

            (除去 14.5及 14.6的延伸

部分)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022年度 

中國歷史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年級 範圍 形式 

一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1下》 

頁 187-210；217-228；246-253 

作業《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練

習簿中一級》頁 26-31；

34-35；40-41 

填充、選擇、配對、歷史成語、時序、

資料題、問答、挑戰題 

二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2下》 

頁 175-219 

作業《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練

習簿中二級》頁 32-43 

填充、選擇、填圖、時序、配對、資

料題、問答、挑戰題 

三 課本《中國史遊蹤》3甲下 

頁 244-303 

作業《中國史遊蹤課後練習》

3甲下頁 57-67 

填充、選擇、填圖、時序、歷史資料

題、問答、挑戰題 

 

 

四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4下 

頁 136-321 

資料及論述題 

五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4上、

4下、5上、5下 

資料及論述題 

 



歷史科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一級 

 

考試範圍：《新漫遊世界史（1 下）》頁 54-88。 

題目類型：填充題（14 分）、選擇題（5 分）、配對題（5 分）、資料題（56 分）、問答題（20 分）、

挑戰題（10 分）。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廣府人與水上人的三項分別。（12 分） 

2. 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包括的其中兩個範疇，並分別舉出一個例子。（8 分） 

 

--------------------------------------------------------------------------------------------------------------------------------- 

 

中二級 

 

考試範圍：《新漫遊世界史（2 下）》頁 6-32。 

題目類型：填充題（14 分）、選擇題（5 分）、配對題（5 分）、資料題（56 分）、問答題（20 分）、

挑戰題（10 分）。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政策如何推動美國革命。（12 分） 

2. 指出並解釋美國革命對世界歷史的兩項影響。（8 分） 

 

--------------------------------------------------------------------------------------------------------------------------------- 

 

中三級 

 

考試範圍：《議題探究系列：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與發展》頁 5-36；下學期工作紙。 

題目類型：填充題（14 分）、選擇題（5 分）、配對題（5 分）、資料題（56 分）、問答題（20 分）、

挑戰題（10 分）。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中國因素如何驅使香港經濟從轉口貿易轉型至製造業。（12 分） 

2. 你是否同意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試提出兩項理據，加以解釋。（8 分） 

 

  



中四級 

 

考試範圍：筆記《冷戰》、《歐洲經濟統合》、《國際社會合作》、《香港政治及行政轉變》 

題目類型：2 條資料題（1 條 15 分，1 條 7 分）、1 條論述題（3 選 1） 

 

--------------------------------------------------------------------------------------------------------------------------------- 

 

中五級 

 

考試範圍：筆記《香港政治及行政轉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中國：改革與革命》、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日本現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

《歐洲經濟統合》、《國際社會合作》 

卷一：3 條資料題（4 選 3） 

卷二：2 條論述題（7 選 2） 

 



地理 

 

級別 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一 第 4冊：水的煩惱 

單元 4.1-4.4     (約佔 30%) 

        單元 4.5-4.7     (約佔 70%) 

中二 第 10冊：控制沙塵                 

     單元 10.1-10.3   (約佔 30%) 

         單元 10.4-10.6   (約佔 70%) 

中三 第 11冊 : 變化中的氣候 

         單元: 11.1-11.3  (P. 4-30)  及 11.5 (P.51-55) 

中四 第 4章:  建設可持續城市 

第 5章:  對抗飢荒 

第 6章: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第 7章:  氣候變化 

中五 第 1章:  機會與風險 

第 2章: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第 3章:  工業區位的轉變 

第 4章:  建設可持續城市 

第 5章:  對抗飢荒 

第 6章: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第 7章:  氣候變化 

第 8章:  動態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