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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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十五分 

 

範圍： 

- 學習重點：單元二 (認識記敍的方法----散敍法、認識記敍的詳略) 

-           單元三 (借景抒情)     

-           已有知識 

- 文言能力考核：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 錯別字：錯別字(二) 

- 課文問答：《爸爸的花兒落了》、《歸園田居（其一）》、《失群的紅葉》 

- 背默：《歸園田居（其一）》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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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Novem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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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future 

 

Present tense Present participl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parti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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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ke making made made 

3. bring bringing brought brought 

4. buy buying bought bought 

5. tell telling told told 

6. take taking took taken 

7. see seeing saw seen 

8. write writing wrote written 

 
 
 
 
Section 2  Conditionals – 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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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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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The ethnic minorities   will feel   more at home in Hong Kong if we   accep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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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Passive Voice            

e.g. i. The guard locks the door every day. 

      The door is locked by the guard every day. 

 

   ii. A dog bit the little boy. 

      The little boy was bitten by a dog. 

 

 

 

Part C Vocabulary   

homeless ethnic minorities disabled raise social media 

fun fair sponsored run charity charitable voluntary work 

participated self-confident good cause donate kind-hearted 

             

 

BONUS SECTION 

Using unless 

e.g. i. Unless we donate the blankets to the homeless, they will feel cold sleeping on the streets. 

ii. Unless more people volunteer to help, the charity sale will be 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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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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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_____ 

科目：______地理___________ 

 

 

範圍： 

 

     第 11冊：變化中的氣候 

 

     單元 1 - 3 

      (P.3 – 34) 

 

      

形式： 

 

一  選擇題    (20 分  )  

二 填充   (24分 ) 

三 資料分析題  (17分 ) 

四 問答 (12分) 

五 配對   (7分) 

六        填圖   (20分) 

 

           備註: 帶計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