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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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十五分 

範圍： 

- 學習重點：單元一(插敘法)、單元二(人物描寫)    

- 文言能力考核： 《孝丐傳》(節錄) 

- 錯別字：錯別字(二) 

- 課文問答：《回家》、《獻你一束花》、《癩六伯》、(《我的老師》只考核人物描寫部分) 

- 背默：《中華經典名句》共 7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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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典名句：仁民愛物、公正誠信 

出處 經典名句 

1《孟子‧梁惠王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孟子‧離婁下》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3《孟子‧盡心上》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4《孔子家語‧三恕》 智者自知，仁者自愛。 

5《論語‧學而》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6《論語‧子路》 言必信，行必果。 

7 蘇軾《前赤壁賦》 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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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Hs Yau Tze Tin Memorial College 

Form Two English Language  

2022-2023 First Term Formal Test 

Syllabus 

 

Date: 4th November 2022 

Time: 8:30a.m. – 9:15a.m. 

 

CORE SECTION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texts) 

Part B  Grammar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is / am / are + -ing ] 

 Past continuous[ was / were + -ing ] 

 Simple past  

 Simple future[will + v.] 

Present Present participle Simple past 

misunderstand misunderstanding misunderstood 

awake awaking awoke 

spread spreading spread 

lay laying laid 

blow blowing blew 

light lighting lit 

deal dealing dealt 

mean meaning meant 

lead leading led 

shrink shrinking shrank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Forms of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examples only 

Adjective Comparative Superlative 

1. huge huger hugest 

2. great greater greatest 

3. tiny tinier tiniest 

4. polite politer politest 

5. cheap cheaper cheapest 

6. strict stricter strictest 

7. simple simpler simplest 

8. dry drier driest 

9. delicious more/less delicious most/least delicious 

10. shiny shinier shini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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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ative 

    e.g. John is taller than Alex. 

       This car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at car. 

    I am getting older.  

 

 Superlative 

    e.g. Peter is the tallest in class. 

       This diamond ring is the most expensive in the shop. 

       He is the nicest person among all my friends.  

 

 Using too much, too many, too little, too few and enough 

e.g.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There are too few parks in Hong Kong. 

There is too much traffic in Hong Kong. 

    There is too little space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t enough land in Hong Kong.  

    There are enough shopping malls in Hong Kong.  

 

 as + adjective + as 

e.g. The bookshop in the shopping mall is as big as a library.  

e.g. This cinema is not as comfortable as the one near my home.  

 

 the same as / different from 

e.g. This dress looks the same as that dress. 

e.g. Shopping online is different from shopping in shops. 

 

 

 like / alike 

e.g. My sister is like my mum.  

e.g. My schoolbag and her schoolbag are alike.  

 

 Comparing quality 

e.g. Our shop has more choices than other shops.  

    This shopping centre has fewer shops than that shopping centre.  

    Miss Li gave u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hopping centre.  

    We would like to have less homework before the holiday. 

 

 Connectives (as, because, since, so, therefore, as a result) 

 Connectives of reasons (as, because, since) 

e.g. Because/As/Since I was not feeling well, I went to bed early. 

   I went to bed early because/as/since I was not feeling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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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ves of results (so, therefore, as a result) 

e.g. I was not feeling well, so I went to bed early. 

 I was not feeling well. Therefore/As a result, I went to bed early.  

 

Part C  Vocabulary (words / phrases will be provided) 

            

annoyed family violence helpless poor communication skills annoyed 

money problems disobedience guilty long working hours money problems 

lack of 

communication 

lack of space disgusted lack of communication separated 

too protective apologize exhausted critical concentrate 

 

BONUS SECTION 

 Proofreading 

- All previous English knowledge 



22-23 數學科上学期統測考试範圍 

12/10/2022（中一至中六）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一級 CH0 - CH4.1 數學部分 

中二級 CH1 - CH3 

中三級 CH1 - CH3 

中四級 甲（1）題：指數，主項轉換，因式分解 

CH1 - CH3.2 

數學必修部分 

中五級 主項變換，因式分解，指數定律，聯立方程，百分數 

CH10 - CH12.2 

中六級 DSE 所有範圍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五級 CH6 - CH8  

中六級 DSE 所有範圍 

 

年級 範圍 類別 

中四級 CH1- CH3.1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中五級 CH1，CH2，CH6，CH7，CH8，CH9 

中六級 Vector，Binormal，MI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IS   

上學期統一測驗範圍 

 

班級 範圍 形式 考試時間 

中一 
ch. 1 & 3 

(P.164-171 不考) 

選擇題 

短答題 

填充題 

結構題 

45 分鐘 

中二 Ch.7.1-7.5  

選擇題 

短答題 

填充題 

結構題 

45 分鐘 

中三 Ch. 12.1-12.2 

選擇題 

短答題 

填充題 

結構題 

45 分鐘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3 生活與社會科  上學期統一測驗範圍 

 

班級 範圍 形式 考試時間 

中一 
單元 1：認識自己 做個自尊自信的人 

單元 2：情緒管理與提升抗逆力 

 

甲: 多項選擇題  

乙: 問答題   

丙：資料題   

 

45 分鐘 

中二 

單元 12：香港經濟 香港的公共財政 

單元 13：香港經濟 香港的經濟表現 

*如有需要，請同學帶備計算機 

甲: 多項選擇題 

乙: 問答題  

丙：資料題  

 

45 分鐘 

中三 單元 6 -7：個人與群性發展 知情識性 

單元 25: 中國社會政治體系 中國政制 

 

甲: 多項選擇題  

乙: 問答題  

丙：資料題  

45 分鐘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2-2023年度 

中國歷史科上學期統一測驗範圍 

年級 範圍 形式 

一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1上》

頁 6-45 作業《新編中國史旅

程焦點練習簿中一級》頁 2-7 

 

填充、選擇、配對、歷史成語、時序、

資料題、問答 

二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2上》

頁 6-47《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

練習簿中二級》課本頁 2-6 

填充、選擇、填圖、時序、資料題、

問答 

三 課本《新編中國史旅程 3上》

頁 3-67 

作業《新編中國史旅程焦點練

習簿中三級》3甲上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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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 

資料及論述題 

五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5上、

頁 8-123 

資料及論述題 

六 課本《高中中國歷史選修單元

3時代與知識份子》全本 

資料及論述題 

 



2022/23 學年 

上學期測驗範圍 歷史科 

 

中一級 

《新漫遊世界史（1 上）》頁 6-11；26-31；48-61，以及工作紙。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三項尼羅河流域的文化遺產對現代的影響。                          (12 分) 

2. 指出三項判斷一個地區是否文明社會的標準。                                   (6 分) 

 

 

中二級 

《新漫遊世界史（2 上）》頁 6；11-22；42-74，以及工作紙。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文藝復興對宗教、地理方面的影響。                                (8 分) 

2. 「工業革命促使歐美工業國進行海外擴張。」你是否同意此說？試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中三級 

《歷史旅程（三上）》頁 6-12，15-17，21-48，以及工作紙。 

 

問答題： 

1. 指出並解釋軍備競賽如何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8 分) 

2. 「經濟大衰退導致極權主義興起。」你是否同意此說？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中四級 

筆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五級 

筆記《香港政治及行政發展轉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中六級 

主題甲、主題乙全部內容 



考測範圍 

 
學年 / 考試 : 2022/23 上學期統一測驗 

級別：            中二_____ 

科目：______地理___________ 

 

 

 

 

範圍： 

 

     海洋有難 

 

     單元 1 - 2 

       

形式： 

 

一  選擇題    (20 分  )  

二 填充   (20分 ) 

三 填圖  (14分 )                  

四 資料分析題  (19分 )      

五        問答題  (15分)               

六        配對 (1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