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2020 – 2021 First Term Third Assessment 

S2  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English Group 1 , Group 2 and Group 3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6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me(s):  

1) Things Popular 
2) Teen Problems 

 
Question types:   

●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 Short Questions ( Giving reasons) 
● Vocabulary meaning (synonyms) 
● True, False or Not Given questions 

 
Targeted reading Competencies:  
 Using an increasing range of reading strategie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exts with some degree:  
● Using prior knowledge in reading (Focus) 
● identifying the main theme/ focus 
● identify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and expressions 
● skimming and scanning 
● identifying details that support a main idea 
● making inferences 
● recognizing key words in a sentence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Vocabulary:  
1) Module 1: Things Popular  
2) Module 2: Growing Up 
 
Grammar items:  
1) Simple Past Tens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2) Comparisons 
3) To-infinitives, Bare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4) Giving Advice  
5) Articles 



English Group 4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6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me(s):  
1) Things popular 
2) Teen problems 
 
Question types:  

●  fill in blanks  
● short answers  
●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 cloze passage 
● matching 
● True, false or Not given questions 

 
Targeted reading Competencies:  

● Referencing 
● Identify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 Making inferences 
● skimming & scanning 
● recognising key word in a sentence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Vocabulary:  
1) Unit 1:Things popular 
2) Unit 2: Teen problems 
 
Grammar items:  
1) Simple Past Tense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 
2) Comparisons 
3) To-infinitives, Bare infinitives and Gerunds 
4) Giving Advice  
5) Zero Article 
 



2020-2021 上學期  中文科 

中二級評估錦囊 

 

中二級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閱讀能力 
30% 45 分鐘 

1. 課外篇章（白話文） 

2. 課外篇章（文言文） 
課外篇章兩篇，以人物描

寫為主題。提問方式以長

問答、多項選擇題爲主。 

溫習自習篇章。 

 

 

 

 



2020-2021 上學期 普通話科 

中二級評估錦囊 

中二級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筆試 30% 30 分鐘 

課文：第一、二、三課 

語音知識：  

聲母、單韻母、帶介音的韻母（i、u） 

粵普對譯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判斷題 

4. 譯寫題 

1. 錄音將播放兩次。

聆聽錄音時，可記

下重點以助回答。 

2. 小心勿寫錯別字。 

3. 熟讀課文詞語、作

業及筆記本。 

4. 依照各課課文和

作業的「語音知

識」做練習 

5. 熟讀課本和作業

的「粵普對對碰」 

 



  

 

培英中學 

 

2020 至 2021 年度  上學期第三次評估 考試錦囊 中二級 數學科 

 

總分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 

應考需攜帶物品 

100 分 45 分鐘 

2A 冊 

第 1 章：率和比 

第 2 章：恒等式及因式分解 

第 3 章：代數分式與公式 

第 4 章：近似與誤差 

第 5 章：與直線圖形相關的 

 第 6 章：續統計圖表 

全卷共 100 分，全卷均須作答。 

 

試卷分為三部分： 

選擇題：20 分 

短答題︰24 分 

 不需寫出計算步驟，只須填上答案。 

長答題︰56 分 

 必須詳細列出計算步驟。 

 計數機 

 文具︰ 

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 

塗改液 /塗改帶 

鉛筆 

擦膠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第三次評估 

中二級  生活與社會科 考試錦囊 

 

比重 (%)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全卷滿分 54 分 

 

45 分鐘 核心單元 12 

一 公共財政 

二 香港特區政府的收入和開支 

三 影響政府開支的因素 

四 政府財政收支的運用 

五 公民與政府在公共財政上的關係 

六 香港與已發展國家稅制的比較 

核心單元 14 

一  香港勞工需求的演變 

二  香港近年勞動人口狀況 

三  香港近年的就業情況 

四  香港近年失業情況 

五  導致就業困難的個人和社會因素 

六  提高就業人士競爭力的方法 

七  影響就業人士收入的因素 

核心單元 18 

一 金融的定義 

二 何謂國際金融中心 

三 國際金融中心的特徵 

四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五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香港經濟及民生的影響 

六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重要性 

七 香港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所面對的挑戰 

八 香港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出路 

- 時事選擇題 

- 課文選擇題 

- 課文填充題 

- 配對題 

- 課本短答題 

- 資料題 

温習重點： 

1. 課本相關課題內容 

2. 每課重點複習腦圖 

3. 複習及溫習工作紙 

 

 

作答時注意： 

1. 小心審題 

2. 適當分配時間 

3. 多角度思考 

4. 用完整句子作答短答題及資

料題 

5. 覆核答案 



 



2020-21年度 中二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上學期第三次評估範圍： 

1. 文本和圖形的綜合使用 

2. Audacity聲音剪輯 

3. Google Keep教學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期考 

考試錦囊 

中二級 視覺藝術科  

 

考試日期：12/1/2021 

 

卷別名稱 比重(%) 時限 考試範圍 試題形式 備註 

藝術評賞 20% 20 分鐘 

一.  ＊點、線、形、色彩學和透視圖法知識 

 

二. 幾米作品評賞 

 

1. 藝術時期：當代 

2. ＊作品描述 

3. ＊視覺元素 ( 點、線、形、色彩、空間 ) 

4. ＊組織原理  

( 重複、比例、均衡、節奏、統一、變

化、動感、重點、對比 ) 

5. ＊構圖 

6. ＊演繹 

7. 評價 

 

本卷包含： 

 

1. 填充題 

 

2. 配對題 

 

3. 問答題 

 

温習次序： 

 

1. 理解何謂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 

 

2. 描述及分析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 

 

3. 就著藝術作品分析 

＊代表考核重點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 

中二級科學科評估錦囊 

 

考試日期：07/01/2021 

時限 考試範圍 試題形式 備註 

60分鐘 

單元 7 

7.1空氣 

7.2光合作用 

7.3呼吸作用 

7.4植物和動物的氣體交換 

7.5二氧化碳和氧在自然界中的平衡 

7.6空氣質素 

單元 8 

8.1 電和簡單電路 

8.2 電路圖 

8.3 電流 

8.4 電壓 

8.5 電阻 

8.6 串聯電路和並聯電路 

8.7家居用電 

1. 多項選擇題 (10%) 

2. 是非題 (10%) 

3. 填充題 (30%) 

4. 配對題 (10%) 

5.問答題 (40%) 

溫習重點 

單元 7 

1. 氣體檢測 

2.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比較 

3. 植物和動物的氣體交換 

4. 人體呼吸系統各主要部分 

5. 吸煙對人體呼吸系統的影響 

單元 8 

1. 利用電路符號表示不同電路元件 

2. 繪畫電路圖 

3. 量度電流和電壓的方法 

4. 電壓與電流及電流與電阻的關係 

5. 導線的粗幼如何影響電阻 

6. 比較串聯和並聯電路的不同 

7. 辨認三腳插頭的三隻插腳及其功用 

 



培英中學 

2020– 2021 年度上學期期考 

考試錦囊 

中二級  中國歷史科 

 

時 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1 小時 

 

1. 唐初發展情況 

A. 武則天稱帝 

B. 武則天施政表現 

C. 武則天退位後的女禍 

2. 開元之治 

A. 唐玄宗的管治措施 

B. 開元盛世的社會景象 

3. 安史之亂 

A. 安史之亂的背景 

B. 馬嵬驛兵變 

C. 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 

D. 安史之亂造成的影響 

 

試卷包括下列部分： 

 多項選擇題 

 填充題 

 歷史時序題 

 配對題 

 歷史資料題 

温習次序： 

1. 溫習作業重點 

2. 默寫重要的內容 

 

溫習及考試策略： 

1. 盡量作答，不要放棄 

2. 對資料題要有思考 

3. 熟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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