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2020-2021 期終試考試範圍(中二) 

 

中文 見附件一 

英文 見附件二 

數學 第 1 – 12 課 

生活與社會 見附件三 

地理 
 製造業全球轉移  6.5 
 變化中的氣候 11.1 – 11.4 
 地圖閱讀 

歷史 

a. 革命的時代 
b. 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c. 機器時代的生活 

中史 宋的統一及中央集權至明的外患與民變 

綜合科學 

範圍 

Coverage 

選擇性與非選擇性題目比例 

Ratio of selective and non-selective questions 

單元 5 – 9 

Unit 5 – 9 

非選擇性題目 non-selective questions: 70% 

選擇性題目 selective questions: 30% 

 

  



附件一:  

2020-2021中二級 期終試 中國語文科 

期終試範圍及溫習重點 

日期：15/6/2021星期二（卷二 8:30 - 9:45）、18/6/2021星期五（卷一 8:30 - 9:45） 

 

卷一：語文綜合能力 

（聆聽、閱讀理解、讀本問題及語文知識） 
100分 

溫習範圍： 

 中一單元二、中二單元一、中三單元二 

 《文言小冊子》 

 《校本教材‧成語及名言警句》單元三至

單元六 

 所有單元工作紙及寫作工作紙 

卷二：寫作（命題作文及實用文）        100分 

卷一範圍（滿分：100 分） 

 甲、聆聽部分 

 乙、讀本部分 (25 分) 

單元重點：抒情手法、描寫手法、詞的格律與體制 

文言默寫：《燕詩》、《愛蓮說》、《水調歌頭》 

問答部分：《在風中》、《菜市場》、《燕詩》、《愛蓮說》、《水調歌頭》 

 丙、閱讀理解部分(35 分) 

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文章運用記敍手法、抒情手法、修辭、內容大意） 

 丁、語文運用部分(30 分) 

所有已學修辭技巧(題型包括﹕比喻、借代、排比、對偶、頂真、映襯（正襯、反襯）、比擬

（擬人、擬物）、擬聲詞)， 

《校本教材‧成語及名言警句》主題二﹕單元三至單元六(見第 3 頁) 

 謹記所有造句必須為複句 

 部分題目按所屬班別作答，請同學細心留意題目要求。 

 

 

 



卷二範圍（滿分：100 分） 

 甲、命題作文（三題選一）(70 分)   

三題選一題作答（內容包括借景抒情、記敘抒情、開放題） 

另設「正確運用寫作手法及修辭部分」，佔 5 分，唯試卷之最高得分為 100 分。 

 乙、實用文 (30 分)  

    啟事或邀請信 

 

 

成語範圍：  

單元三 單元四 單元五 單元六 

春意盎然 

火傘高張 

綠樹成蔭 

平分秋色 

望穿秋水 

寒氣逼人 

晴天霹靂 

物換星移 

寥若晨星 

空穴來風 

風調雨順 

星羅棋布 

陰霾密佈 

壯志凌雲 

閒情逸志 

五光十色 

欣欣向榮 

萍水相逢 

深居簡出 

繞樑三日 

平心靜氣 

琳瑯滿目 

雞犬不寧 

無動於衷 

秋毫無犯 

一毛不拔 

同舟共濟 

水深火熱 

雪中送炭 

慷慨解囊 
 



閱讀理解文章溫習範圍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節錄一） 

    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

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

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

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

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節錄二） 

    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

乎？」光曰：「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

立乎？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睹退讓。」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

「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

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 

○3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節錄三）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鬥，將就敵，其怒

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

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

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

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 

 

  



附件二: 

 

Areas to be tested in the Final Exam 20-21 
F. 2 
Paper 1  G.E. (1 hour)   11/6/2021 

A. Grammar (60%):  

 Vocabulary – NTP(2B) Unit 8  *Spelling is required 

 Tenses (All tenses learnt)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0 / 1 / 2) 

 Reporting orders and advice 

 Using adj. to report feelings and opinions 

 Relative clauses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40%): 

 2 Reading texts 

 

 

Paper 2  Writing (1 hour)  11/6/2021 

 Writings 11-14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8/6/2021 

 Listening part 

 Integrated Tasks using Data File 
  



附件三: 
生活與社會科 

期終試 (2020-21) 範圍 

中二 

1. 認識香港 
A. 香港的歷史概況 
B. 香港的經濟轉變 
C. 香港的環境 
D. 香港的人口特徵 
E. 我的身份 
F. 我擁有多元身份 
G. 香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H. 身份認同的轉變 

 
 

2. 香港的公共財政和不同的社會面貌 
A. 公共財政與社會資源分配 
B. 香港的經濟表現 
C. 香港的社會狀況 

 D. 香港的文化保育 
    E. 香港的環境狀況 
 

3. 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 

A. 甚麼是全球化﹖   
   B. 全球化的特徵 
   C. 全球化的發展 
   D. 全球化為何會急速發展﹖ 
   E. 世界各地全球化的情況 
   F. 甚麼是經濟全球化 
   G. 經濟全球化的特徵 
   H.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