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中三級  中國語文  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二零二三年四月三日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十五分 

 

範圍： 

- 學習重點：單元四（曲的體制）、單元九（論點、論據和論證）       

- 文言能力考核：大同與小康                

- 錯別字：錯別字（六） 

- 課文問答：《天淨沙‧秋思》、《水仙子‧尋梅》、《論語八則》 

- 背默：《論語八則》第 2 至 6 則 

 

形式： 

總分：共 100 分，全卷共四部分 

甲、閱讀理解 (白話文一篇)  佔 30 分 

乙、文言能力考核          佔 20 分 

丙、錯別字                佔 10 分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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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English Language 

2022-2023 First Term Formal Test 

Time allowed: 45 minutes 

 

Syllabus 

 

Date:  31 March 2023 

Time:  8:30 a.m. – 9:15 a.m.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CORE SECTION 

Section 1  Tenses 

 Simple present / Present continuous / Present perfect 

 Simple past / Past continuous / Past perfect 

 Simple future 

 

Present tense Present participl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participle 

1. be (is /am /are) being was/were been 

2. break breaking broke broken 

3. come coming came come 

4. do doing did done 

5. give giving gave given 

6. go going went gone 

7. eat eating ate eaten 

8. feel feeling felt felt 

9. find finding found found 

10. keep keeping kept kept 

11. say saying said said 

12. tell telling told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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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Phrases 

 Present participle phrases 

e.g. When we watched them throw some balls around, we were surprised by this circus act. 

  Watching them throwing some balls around,  we were surprised by this circus act. 

 

 Past participle phrases 

e.g. Two old ladies were frightened by the accident, so they fainted. 

  Frightened by the accident,  two old ladies fainted. 

 

Section 3  MC Cloze           

All previous knowledge 

 

 

Part C Vocabulary  

optimistic plump plastic surgery attractive 

double eyelids solution accept appearance 

exercise wrinkles grateful considerate 

             

 

BONUS SECTION 

Conditionals – Types 0, 1, 2 and 3 

 Type 0 - Fact 

If   simple present ,   simple present.   //     simple present  if   simple present   . 

e.g. If we   mix   yellow and blue, it   becomes   green. 

    

 Type 1 - Possibility 

If   simple present ,  will + inf.   .   //     will + inf.   if   simple present   . 

e.g. If we   accept   the ethnic minorities, they   will feel   more at home in Hong Kong. 

    

 Type 2 – Unreal situation 

If   simple past ,  would + inf.   .   //     would + inf.   if   simple past   . 

e.g. If I  were  you, I  would study  hard. 

 

 Type 3 – Unfulfilled past situations 

If   had + p.p  ,  would have + p.p.  .   //     would have + p.p.   if   had + p.p. . 

e.g. If you  had studied  hard, you  would not have failed  the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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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 

 

單元 19：世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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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_____ 

科目：______地理___________ 

 

 

範圍： 

 

         第 5冊: 與自然災害共處 

          

                       單元 1.1 - 3.2  (P.1-28) 

        

         

形式： 

 

一  選擇題    (12 分  )  

二 填充   (22分 ) 

三 填圖   (11分 ) 

四 配對   (10分 ) 

五       問答題  (14分) 

六       資料分析題  (17分 ) 

七       地圖閱讀  (14分 ) 

 

備註: 帶間尺、計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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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