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第一組)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評估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20% 60 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我愛鄉居》、《荷塘月色》、 

《白馬湖之冬》、《我的老師》、《說「勤」》、 

《養成好習慣》、《有為有不為》 

 

乙部：閱讀理解 

課外篇章：內容理解、寫作手法、句子深層意思等 

甲部、讀本問題 50% 

乙部、閱讀理解 50% 

 

本卷考核白話文及文言

文，考生須根據文章內容

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

題。甲部讀本問題不會供

篇章。 

1.熟讀筆記、文言

短文 

2.作答時留意時間

分配 

中二級  中國語文科 (第二、三、四組)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評估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卷一 20% 60 分鐘 

甲部：讀本問題 

《販夫風景》、《最苦與最樂》、《論英雄與時

勢》 

《馬說》、《客至》、《楊修之死》、 

《記承天寺夜遊記》 

 

乙部：閱讀理解 

課外篇章：內容理解、寫作手法、句子深層意思

等 

甲部、讀本問題 50% 

乙部、閱讀理解 50% 

 

本卷考核白話文及文言

文，考生須根據文章內容

及已有知識回答所有問

題。甲部讀本問題不會供

篇章。 

1.熟讀筆記、文言

短文 

2.作答時留意時間

分配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2020 – 2021 Second Term Third Assessment

S2  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Paper 2: Grammar and Usage
English Group 1 and Group 2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6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30 marks
Theme(s): Animals, Poem

Question types:
● Blank Filling
● Multiple Choice
● Short questions
● Long question
● True/ False/ Not Given

Targeted reading Competencies:
● Identify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and expressions
● Referencing
● inferencing , identifying the main focus
● Recognizing repetitive language patterns
● rhyme
● alliiteration
● metaphor
● using linguistic and contextual clues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60 marks
Vocabulary:

● Tech Talk
● Animals

Grammar items:
i. Conditional Sentence
ii. Passive Voice
iii. Adjectives + to-infinitives
iv. Relative Clauses
v. Tenses (Simple Past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English Group 4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II
Comprehension &

Usage

60 minutes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me(s): Computers; Animal poem

Question types: Blank filling, Multiple choice, Long questions, Short questions, True/ False / Not given

Targeted reading Competencies:
● Identify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 understanding the attitude and tone
● working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or expressions
● referencing
● identifying poetic devices in a poem ( rhyme, alliteration, repetitive patterns)

Part B (Grammar and Usage):
Vocabulary: Technology, Keeping pets

Grammar items:
1) Tenses (Simple past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2) Relative clauses
3)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0 & 1)
4) Passive voice
5) Prepositional phrases



Paper 5: Speaking
All groups

Paper Duration Syllabus

Paper V: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hree minutes
preparation time
and one minute
presentation
assessment time

Topics:

● Endangered Species
● Common animals



 第 1頁 

培英中學 

2020 至 2021年度 中二級 數學科 下學期第三次評估   評估錦囊    

總分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 應考需攜帶物品 

120 分 1 小時 

《數學與生活》中二下(2B冊)及工作紙︰ 

第七章 – 二元一次方程 

第八章 – 整數指數律(只測 8.1及 8.2) 

第十章 – 畢氏定理與無理數 

第十一章 – 面積和體積（二） 

第十二章 – 三角比 

全卷共 120分，全卷均須作答。 

試卷分為三部分： 

甲部、選擇題 (20分) 

乙部、短答題 (30分) 

不需寫出計算步驟，只須填上答

案。 

丙部、長答題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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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鉛筆 

塗改筆/塗改帶 

擦膠 

間尺 

 
 



培英中學 

2020 – 2021 年度下學期 

中二級科學科評估錦囊 

 

時限 考試範圍 試題形式 備註 

60 分鐘 單元 9 (酸和鹼) 

9.1 常見的酸和鹼 9.2 酸鹼指示劑 

9.3中和作用 9.4 酸的腐蝕性質 

9.5 使用酸和鹼的潛在危險 

 

單元 10 (環境的察覺) 

10.1 感覺和感覺器官 10.2 視覺 (p.95-98除外) 

10.3 聽覺 10.4 嗅覺和味覺 

10.5 觸覺 10.6 平衡的感覺 

10.7 腦和我們的感覺 

 

單元 11 (力和運動) 

11.1 運動 11.2 力 

11.3重力 11.4 摩擦力和空氣阻力 

11.5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1. 多項選擇題 (20%) 

2. 是非題 (10%) 

3. 填充題 (30%) 

4. 配對題 (5%) 

5. 問答題 (35%) 

溫習重點 

單元 9 

1. 碳酸鈣與稀酸的反應 

2. 中和作用 

 

單元 10 

1. 眼睛的結構及功用 

2. 耳朵的結構及功用 

 

單元 11 

1. 詮釋距離 – 時間關係圖 

2. 如何繪畫孤立物體圖 

3.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描述 

 



培英中學 

2020– 2021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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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黨爭與北宋滅亡 

A. 新舊黨爭的背景和影響 

B. 「聯金滅遼」外交政策的影響 

C. 靖康之禍 

2. 南宋偏安與宋金和戰 

A. 南宋偏安與宋金戰役 

B. 紹興和議 

3. 宋蒙關係與南宋的滅亡 

A. 「聯蒙滅金」外交政策的過程及影響 

B. 南宋滅亡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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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下學期期終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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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時事選擇題 10分 

課本選擇題 4分 

填充題 10分 

短答題 6分 

資料分析題 20分 

45分鐘 1. 本港貧富差距的量度指標及轉變趨勢 

2. 貧富差距問題對香港的影響    

3. 縮減本港貧富差距所作出的努力 

4. 縮減本港貧富差距所面對的限制 

 

-時事題(選擇題+資料題) 

-選擇題(課本內容) 

-填充題 (課本內容) 

-短答題 (課本內容) 

-資料分析題(包括文字、數據) 

温習重點： 

1. 課本相關頁數 

2. 工作紙 

3. 課後練習 

 

作答時注意： 

1. 小心審題 

2. 適當分配時間 

3. 多角度思考 

4. 適當的時間分配 

 

 



2020-2021 下學期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中二級評估錦囊 

 

卷別名稱 比重 時限 

 

考試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筆試 30% 30分鐘 1. 單元六 視像 

2. 影片下載及加入特效 

3. 使用Audacity剪輯音樂 

4. 使用Google表單製作問卷及分析

所收集的數據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是非題 

4. 配對 

5. 情境處理 

溫習重點： 

1. 課本和作業的相

關內容 

2. 電子教室的筆記

和課業 

3. 應用程式的操作 

 

 



培英中學 

2020-2021 年度下學期 

評估錦囊 

中二級  普通話科 

卷別名稱 比重 (%) 時限 評估範圍 試卷形式 備註 

甲部 聆聽理

解 

20% 30 分鐘 

聆聽若干段課外錄音，並回答所附問題。 

甲部、聆聽理解 40% 

乙部、語音知識 60%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判斷題 

4. 譯寫題 

5. 配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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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部 語音知

識 

1.  課    文：第五課至第八課 

2.  語音知識： 

  聲母  

 聲調 

 韻母   

 漢語拼音和漢字對譯  

 粵普對譯   

1. 熟讀各課課本及作

業「寫寫看」部分。 

2. 掌握各課重點的

「語音知識」，並完

成練習 

3. 依照課本和作業所

附的「粵普對對碰」

做練習 

4. 檢討習作及評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