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下學期統測 

範圍 

日期：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四） 

時限：45 分鐘 

範圍：                                         

1. 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六(借物抒情)、單元八(論點與論據)              

2. 文言能力考核：沈起鳳《諧鐸．壯夫縛虎》(節錄)                       

3. 錯別字：錯別字(六)                            

4. 課文問答及背默： 

問答：《母雞》、《說勤》、《為學一首示子姪》 

背默：《為學一首示子姪》第一段及第二段                      

 

形式： 

總分：共 100 分，全卷共四部分 

1. 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佔 30 分 

2. 文言能力考核                    佔 20 分 

3. 錯別字                          佔 10 分 

4. 課文問答及背默                 佔 40 分 

 

＊加分題                                 佔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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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Hs Yau Tze Tin Memorial College 

Form Two English Language  

2022-2023 Second Term Formal Test 

Syllabus 

 

Date: 4
th

 April 2023 

Time: 8:30a.m. – 9:15a.m. 

 

CORE SECTION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texts) 

Part B  Grammar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ast continuous  

 Simple future 

 Simple past  

 Present perfect        

Present Present participle Simple past Past participle 

offer offering offered offered 

awake awaking awoke awoken 

adopt adopting adopted adopted 

travel travelling travelled  travelled 

become becoming became become 

avoid avoiding avoided avoided 

cast casting cast cast 

sleep sleeping slept slept 

flee fleeing fled fled 

blow blowing blew blown 

sit sitting sat sat 

live living lived lived 

move moving moved moved 

remember remembering remembered remembered 

read reading read read 

 

 Using adjectives to report feelings and opinions 

 It is + adjective + that + SVO/SVA/SVSC  

o It is unbelievable that Spirit Bears are actually black bears. 

 

 It is + adjective + to-infinitive… 

o It is important to protect wildlife. 

 

 It is + adjective + for + noun/pronoun + to-infinitive… 

o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rotect wil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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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 adjective + of + noun/pronoun + to-infinitive… 

o It is kind of you to donate money to WWF Hong Kong. 

 

 Subject + verb to be + adjective + to-infinitive… 

o Spirit Bears are difficult to film.  

 

 Nouns with and without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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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Vocabulary (words will be provided) 

            

whale habitats common overfishing threats 

endangered natural migrate extinct importance 

poaching ocean food chain demand deforestation 

species conserve intelligent wildfires decrease/increase 

 

BONUS SECTION 

 Using phrasal verbs (related to transport and travelling) 

drop in look forward to 

get away take off 

get on check out 

get off check in 

get around get back 

set up touch down 

set off catch up 

set back fall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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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 

 

單元 18 全球經濟：國際金融中心 

 

單元 15：中國經濟：中國的經濟概況 

(一) 衡量國家經濟發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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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_____ 

科目：______地理___________ 

 

 

 

範圍： 

 

 

        第 10冊: 控制沙塵               

 

單元 1– 2 

 

形式： 

一  選擇題    (22 分  )  

二 填充   (20分 ) 

三 填圖   (16分)                  

四 資料分析題  (20分 )      

五        問答題  (16分)                

六        配對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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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