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22至 2023年度家長通告（第 32號） 
 

第二學期考試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a) 本校定於以下日期舉行第二學期考試。敬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努力應考。

(各級考試時間表及初中考試範圍見附件及紙本通告。 )  

中一至中五級： 3 月 2 日（星期四）至 3 月 10 日（星期五）  

(b) 第二學期考試成績 (包括「進展性評估」及「考試成績」 )，共佔學生全年總成績

的 30%。  

(c)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上午 8 時 10 分前進入校園，到達紅磚操場集隊。  

放學時間為該生當天最後一科應考科目的完卷時間。  

(d)  如因病請假，不論日數，須呈交家長請假信及醫生證明書，方可申請補考，否則

不獲安排補考並作曠課論。  

如因確診新冠肺炎而長時間未能回校應考，請盡速聯絡校方商討安排。  

如因重要事故請假，必須盡早呈交家長信及相關證明，由校方決定是否批准及安

排補考。補考的分數有可能被扣減。  

(e)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該日的考試安排將於

當天透過電子通告系統 (GRWTH)及學校網頁發佈。  

(f)  有關考試守則，請參閱《學生手冊》「持續評估」部分 (P.24-25)。  

 

懇請  台端於 2 月 10 日（星期五）或之前透過 GRWTH 回覆此通告。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  

 

 
梅志業謹啟  

2023 年 2 月 7 日  
--------------------------------------------------------------------------------------------------------------------------------- 

家長回條  (第 32 號 )  
(請 2 月 10 日（星期五）或之前透過 GRWTH 回覆此通告。 )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32 號第二學期考試事宜。  

 

家長／監護人 簽名︰                     學生姓名︰                  
 
   姓名︰                         班別：                  
 
   日期︰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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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中一級第二學期考試範圍 

S.1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學科 Subject (中一級 S1)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35%】 

單元二：生活智慧（借事說理）、 

單元五：親情暖心間(借事抒情)、 

單元四：友道精神(詩歌欣賞) 
⚫ 課文：《傷仲永》、《背影》、 

           《燕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 溫習重點：課文詞解、內容分析、 

                   作法分析及修辭手法 

乙部、課外閱讀篇章（白話及文言）【50%】 

丙部、語文運用【15%】 

⚫ 標點符號：分號、冒號、引號、括號 

(上冊 3.39-3.42) 

⚫ 語法：語氣助詞、結構助詞、數詞、量詞

(上冊 3.42-3.44) 

⚫ 修辭：反語(上冊 3.45) 

⚫ 成語運用 --《5**作文妙用成語警句》 

第 1章 

多項選擇題、 

是非判斷題、 

填表、 

短答、 

長題目、 

挑戰題 

卷二寫作能力 

  

考問重點： 

借事說理、人物描寫 

命題寫作，兩題選作一

題 (不少於 400字) 

English Lang. 
Paper 1 
Reading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of Unit 4 Water and Unit 5 Yum  
3.  Grammar Usage  

~   Tenses  (Grammar book Unit 2,4,6,10 and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   Passive voic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tenses)  
~   Type 0 and 1 conditionals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  Multiple-choice Cloze 

Multiple choices, 
True, False or Not 
given, 
Fill in the blanks, 
Fill in tables,  
Short answers,  
Long questions  

Paper 2 
Writing 

- Story  
- Letter / email 
- Blog entry 
- Leaflet 

 

Paper 3 
Listening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Tasks 
~   Teach & Practice: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Module 1 (Units 1,2), Module 3 (Units 5,6), 
Module 4 (Unit 7) 

Form filling, fill in the 
blanks, short answers, 
completing of 
integrated tasks 

Paper 4 
Speaking 

Reading aloud an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學科 Subject (中一級 S1)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數學

Mathematics 

第一課至第八課及基礎知識 

 

卷一 : 短題目及長題目 

卷二 : 多項選擇題 

科學 

Science 

BK1A chapter 1-3 
BK1B chapter 4 

(A) Short question 

(B) Fill in the blanks 

(vocabulary) 

(C) Bonus Question 

(max:10 marks) 

(D) Multiple choices  

生活與社會 

Life & Society 

1A、1B、1C 班：【筆記和已完成的書本練習】 

《單元 11：明智消費》、 

《單元 22：我和香港政府》及 

《單元 23：維護社會核心價值（P. 14 - 21) 》 

多項選擇題、 

資料回應題及挑戰題 

 Class 1D：【筆記和已完成的書本練習】 

“Module 11: Sensible Consumption”, 

《單元 22：我和香港政府》and  

“Module 23: Upholding the core values of our 

society (P.15 – 22) ”  

Multiple choices, 
Data-based questions 
& Bonus questions  

 挑戰題 (Bonus questions)： 

英文閱讀素材 (5 Psychological Tricks that 

malls use to make you spend more 

money) 

 

地理 

Geography 
 

1A, 1B and 1C班：  

⚫ 《善用城市空間》單元 1.1-1.5 

⚫ All map reading skills (conventional 
signs,scale, direction, grid reference and 
distance) 

多項選擇題、 

短答題、 

資料回應題、 

地圖閱讀、 

配對題 

 Class 1D：  

⚫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ch.1.1-1.5 

⚫ All map reading skills (conventional 
signs,scale, direction, grid reference and 
distance) 

Multiple choices,  
Short answers, Data 
response questions, 
Map reading & 
Matching 

中國歷史 課題 ~ 第二章秦的統一至漢朝的瓦解 

材料 ~書 P.60-102及課堂筆記 

 

多項選擇題、填充題、

配對題、地圖題、歷史

資料題及挑戰題 

歷史 

 

課題 1：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書一上 P.6-27,39-50】 

課題 2：歐洲文明的發展 

【書一上 P.80-115】 

多項選擇題、填充題、

歷史資料題及挑戰題 

  



【22-23 中二級第二學期考試範圍 

S.2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學科 Subject (中二級 S2)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35%】 

單元二：世態人情  (人物描寫) 

      上冊《差不多先生傳》、《世說新語》(四則) 

單元八：為學與求知 (議論的要素) 

下冊：《說勤》、《為學一首示子姪》  

字詞解釋：《世說新語》（四則）（字詞解釋：

2,3,8,10,11,14)、《為學一首示子姪》、 

《王公待客》、《讀書三到》(文言練習中二) 

乙部、課外閱讀篇章 (1白話、1文言)【50%】 

丙部、語文運用【15%】 

~   文言知識：虛詞（乎、何、何如） 

（啟思下冊 8.13-8.15） 

~   語法知識：主語和謂語(啟思上冊 2.45) 

~   修辭：排比(啟思上冊 2.45-46) 

~ 成語：《5**作文妙用成語警句》第 9章 

 

多項選擇題、 

是非判斷題、 

填表、 

短答、 

長題目、 

挑戰題 

卷二寫作能力 

  

 考問重點：記敘、人物描寫 

⚫ 選取恰當材料寫作 

⚫ 人物描寫運用不同手法：直接 (肖像、語言、

動作、心理)；間接 (人物烘托 /反襯) 

⚫ 無論敍事或人物描寫，宜運用插敍豐富情節。 

 

命題寫作， 

兩題選作一題 

 (字數不少於 500字) 

English Lang. 
Paper 1 
Reading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Vocabulary  

(Module 3 -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 and 
Module 4 - Looking good, feeling great)  

3.  Grammar Usage 
~   Modal Verbs (would you mind, should, 

can, could , may, might ) (GB Unit 15)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0 , 1, 2) 

(Module 3 Booklet and GB Unit 5) 
~   Relative clauses  

(Module 4 Booklet and GB Unit 12)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Supplementary WS) 
~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past perfect, simple 
future)  ( GB Units 1,2,10, 14 and 
supplementary WS) 

 

Multiple choices, 
True, False or Not 
given, 
Fill in the blanks, 
Short answers,  
Long questions 



學科 Subject (中二級 S2)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Paper 2 
Writing 

1. Promotional leaflet  
2. Story  
3. Letter of Advice 
4. Article (Problem Solution) 
 

 

Paper 3 
Listening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Tasks 
~  Teach & Practice: Task-based Listening 

Textbook Units 1,2, 3, 6, 7, 8 
 
~ Formal letter (writing text type in long tasks) 
 

Form filling, fill in 
tables, fill in the 
blanks, short answers, 
completing of 
integrated tasks 

Paper 4 
Speaking 

an impromptu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1 min)  
Preparation Time: 5 mins 
 

 

數學

Mathematics 

第一課至第七課、第十一課及基礎知識 卷一 : 短題目及長題目 

卷二 : 多項選擇題 

科學 

Science 

CH.7 (except Ch.7.6，p.60-p.66) 

CH.8 (except Ch.8.9，p.157-p.166) 

CH.10 (except p.86-89，p.95-p.100，p.123-p.135) 

(A) Short question 

(B) Fill in the blanks 

(vocabulary) 

(C) Bonus Question 

(max:10 marks) 

(D) Multiple choices  

 

中國歷史 課題 ~ 單元一第 2章宋代的改革至 

單元二第 2章鄭和下西洋的影響 

材料 ~  書二 P.21-85及課堂筆記 

 

多項選擇題、填充題、

配對題、時序題、 

歷史資料題及挑戰題 

歷史 《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科學革命與啟蒙運

動》、《工業革命》及《法國大革命》 

【溫習材料：課文內容及練習】 

挑戰題：英文閱讀素材(練習 p14-16) 

 

多項選擇題、歷史資料

題及挑戰題 

 

  



 

學科 Subject (中二級 S2)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生活與社會 

Life & Society 

2A,2B,2C班【溫習材料：課本、功課、課堂筆記】 

1) 單元 13: 《香港經濟:香港的經濟表現》書 P.2-22 

2) 單元 20:《國際間的相互依存》書 P.2-28 

3) 單元 25:《中國社會政治體系:中國政制》書 P. 2-

15, 22-23 

多項選擇題、 

資料回應題及挑戰題 

 Class 2D：【溫習材料：課本、功課、課堂筆記】 

1) Module 13:《Economy of Hong K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ong Kong》p.2-22 

2) Module 20:《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p.2-30 

3) 單元 25:《中國社會政治體系:中國政制》書 P. 2-

15, 22-23 

Multiple choices, 
Data-based questions 
& Bonus questions  

 挑戰題 (Bonus questions)：英文閱讀素材 (RAC 

WS) 

 

地理 

Geography 
 

2A, 2B and 2C班：  

1. 《糧食問題》單元 3.1-3.5 

2. 地圖閱讀技巧：地圖符號、格網座標、比例尺、

距離、羅盤方位、方位角、象限角、規則及不規

則圖形面積 

多項選擇題、 

資料回應題、 

地圖閱讀 

 

 Class 2D：  

1. Food problems (CH3.1-3.5) 
2. All map reading skills (conventional signs, grid 

reference, scale, distance, compass points, 
whole circle bearings, reduced bearing and 
actual area of regular and irregular shape) 

Multiple choices,  
Data response 
questions,  
Map reading 

 

  



【22-23 中三級第二學期考試範圍  

S.3 Second Term Examination Syllabus】 

學科 Subject (中三級 S3)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中國語文 

卷一閱讀能力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35%】 

單元三：《最苦與最樂》、《快樂》、 

《鄒忌諷齊王納諫(節錄)》  

單元四︰《論四端》、《論語八則》 

溫習重點︰課文詞解 (重點字詞見 Google 

classroom)、內容分析、作法分析及修辭手法。 

 
乙部、課外閱讀篇章 (白話及文言)【50%】 

 
丙部、語文運用【15%】 

~  修辭：對比、映襯(正襯和反襯)  (頁 7.40-7.41) 

~  修改病句 (頁 8.44-8.45)  

~  句式：倒裝句 (頁 9.13-15)  

~  其他已有知識 (修辭及語法) 

 ~ 成語運用《妙用成語警句》 

5. 嚴己寬人(頁 33-39) ； 

25. 仁民愛物(頁 226-229) 

 

多項選擇題、 

是非判斷題、 

填表、 

短答、 

長題目、 

挑戰題 

卷二寫作能力 

  

1. 記敘、描寫、抒情 (結合運用) 

2. 議論  

命題寫作，兩題選

作一題(字數不少

於 600字) 

卷三說話能力 

 

題目預備︰ 

1 社會普遍認為，讀書是為了將來找一份高薪而有前途

的工作。你同意這種看法嗎？為甚麼？ 

 
2 有人建議學生須以網上形式繳交中文科功課。你認為

這種方法有甚麼好處與壞處？為甚麼？ 

 
3 有人說:「參加比賽會令人進步。」你同意這種說法

嗎？為甚麼？ 

 
4 有人認為，得到別人的讚賞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你

同意嗎？為甚麼？ 

 

小組討論 

準備：5分鐘；討

論：8分鐘 

 

  



學科 Subject (中三級 S3)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English 
Lang. 
Paper 1 
Reading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Longman: Units 3 & 4) 
 
C.   Grammar Usage 
(1)   Tenses (WS + Grammar Book Units 1-3 ) 

● PRESENT: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 present perfect  

● PAST: 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 past 
perfect  

● FUTURE: simple future, be going to, present 
continuous & simple present 

● FUTURE: future perfect, future continuous 
 (2)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WS + Grammar Book Unit 4) 
● Review (Present, Past, Future) 
● Perfect, Continuous, Modal verbs 

(3)   Adverbial clauses II: Expressing contrast (WS + 
Grammar Book Unit 19) 
● although, though, even though, but, 

nevertheless, however, in spite of, despite 
(4)   Usage 
 

Multiple choice 
True or False, 
Fill in the blanks, 
Short answers 

Paper 2 
Writing 

Part A _Proofreading 
 
Part B _Writing 

⚫ Blog entry 
⚫ Feature article 

 

 

Paper 3 
Listening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   Teach & Practise: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3: Units 5 & 6 

Form filling, filling 
in the blanks, 
giving short 
answers, 
completing 
integrated tasks 

Paper 4 
Speaking 

Reading alou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數學

Mathematics 

第 1課至第 9課及基礎知識 

 

卷一 : 短題目及長

題目 

卷二 : 多項選擇題 

中國歷史 課題 ~第 3節 清末新政至第 3節國共第二次合作 

材料 ~書 2 P.189-195；書 3 P.5-72及課堂筆記 

 

多項選擇題、填充

題、配對題、歷史

資料題及挑戰題 

 



學科 Subject (中三級 S3) 考試範圍 Syllabus 試題形式 

Question Types 

歷史 課題 9：20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I) -- 兩次世界大戰 

【三上書 P.6-93】 

課題 10：20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II) -- 冷戰及後冷戰

時代【三上書 P.138-146】 

多項選擇題、填充

題、配對題、時序

題、歷史資料題及挑

戰題 

科學 Science 

(生物 Bio) 

Ch. 12.1-12.4 
  

多項選擇題、填充題

及長題目 

科學 Science 

(化學 Chem) 

課本 第 13.1-13.4課, 離子化合物電子圖及化學式 

13.4 課以英文應考 

Book ch. 13.1-13.4 ionic compound electron diagram 
and chemical formula 

多項選擇題及長題目 

科學 Science 

(物理 Phy) 

Ch.14.1 - 14.5 
第一學期(14.1-14.3)  

第二學期 : 14.4 (All), 14.5 (p.44-62)  

多項選擇題及長題目 

生活與社會 

Life & 
Society 

3A,3B班： 

1. 單元 14《香港經濟：香港的勞工市場》 

2. 單元 15《中國經濟：中國的經濟概況》 

3. 單元 17《中國經濟：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 

4. 單元 18《全球經濟：國際金融中心》 

多項選擇題及 

資料回應題 

 Class 3C, 3D： 

1. Module 14《Economy of Hong Kong: Labour 

market of Hong Kong》 (Book P. 2-39) 

2. Module 15《Economy of our country: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economy》 (Book P. 2-7) 

3. Module 17 《Economy of our count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4. Module 18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Multiple choices &  
Data-based 
questions  

地理 

Geography 
 

3A, 3B and 3C班：  

1. 《與自然災害共處》山泥傾瀉及熱帶氣旋的原因、

影響及相關措施 

2. All map reading skills learnt: grid reference, 
conventional signs, distance, scale, area direction 
and relief, etc  

3. 氣候圖及天氣圖 

多項選擇題、 

短答題 

資料回應題、 

地圖閱讀 

 Class 3D：  

1. Living with natural hazards: Landslide and 
tropical cyclone (factors, effect and solution) 

2. All map reading skills learnt: grid reference, 
conventional signs, distance, scale, area direction 
and relief, etc  

3. Read climate graph and weather chart 

Multiple choices, 
Short questions, 
Data response 
questions & Map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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