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測驗範圍 測驗形式 備註

中國語文

甲、閱讀理解

乙、課文問答：《海濱仲夏夜》、《故宮博物

院》(節錄)

丙、語文知識

修辭 (擬人、明喻、喑喻、借喻)

成語 (動物成語二：杯弓蛇影、心猿意馬、畫龍

點晴、歧路亡羊、白駒過隙)

詩歌默寫《江雪》柳宗元、《鹿柴》王維、

《絕句》杜甫

選擇題、填充題、長問答

English

Language
Units 5 & 6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數學

Ch 10 Introduction to Coordinates  坐標簡介

Ch 9 Percentages (I) 百分數（I)

Ch 5 Area and Volume 面積和體積(一)

Conventional Questions 問答

題

Calculators can

be used for the

UT session.

統測可使用計

數機。

綜合科學

單元3.1, 3.2 A,B,C, 3.2 D(2~3), 3.3, 3.4,

3.5, 3.6, 4.1, 4.3A, p.37, 4.5A(1),

4.5B,C,D, 4.5E(1)

及相關的筆記,作業,工作紙

Unit 3.1, 3.2 A,B,C, 3.2 D(2~3), 3.3,

3.4, 3.5, 3.6, 4.1, 4.3A, p.37, 4.5A(1),

4.5B,C,D, 4.5E(1)

and relevant notes, workbooks, worksheets

選擇題、問答題

multiple choice, conventional

questions

黑色或藍色原

子筆，鉛筆，

尺，橡膠. black

or blue ball pen,

pencil, ruler,

rubber

中國歷史
漢初無為而治、漢武帝統治政策、王莽篡漢立

新、東漢戚宦相爭

選擇題、填充題、時序題、

人物辨析題、歷史資料題

地理
書本_糧食問題_P4-25及作業對應範圍、地圖閱

讀技能書本P1-19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

歷史

歐洲文明的發展(古希臘、古羅馬文明) - 中古時

代的歐洲與基督宗教世界的形成

歐洲文明筆記P.7-11

中古時代筆記P.2-5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

2022-2023年度   統一測驗   中一至中三級測驗範圍

中一級



科目 測驗範圍 測驗形式 備註

中國語文

甲、閱讀理解

乙、課文問答：《愛蓮說》、《醜石》(節

錄)、《秦陵兵馬俑》

丙、語文知識

成語 (嚴己寬人：推己及人、網開一面、養虎為

患、放虎歸山、改過自新、負荊請罪)

詩歌默寫《過零丁洋》文天祥《滿江紅》岳飛

選擇題、填充題、長問答

English

Language
Units 5 & 6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數學

Ch 6 Errors in Measurement 量度與誤差

Ch 2 Angles Related to Triangles and Polygons 與

三角形及多邊形相關的角

Ch 9 Linear Equations in Two Unknowns 二元一

次方程

Conventional Questions 問答

題

綜合科學

單元 8.6-8.7 (書2A), 單元 9.1-9.3 (書2B) 及相關

的筆記, 作業, 工作紙

Unit 8.6-8.7 (Book 2A), Unit 9.1-9.3 (Book 2B)

and relevant notes, workbooks, worksheets

選擇題、問答題

multiple choice, conventional

questions

黑色或藍色原

子筆，鉛筆，

尺，橡膠. black

or blue ball pen,

pencil, ruler,

rubber

中國歷史
元高壓政策、明太祖君主集權內容及影響、清

初高壓及懷柔政策

選擇題、填充題、時序題、

人物辨析題、歷史資料題

地理
書本_變化中的氣候_P4-37及作業對應範圍、地

圖閱讀技能書本P1-37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

帶量角器、直

尺、計數機

歷史
工業革命筆記：第6至10頁。法國大革命筆記：

第2至5頁。課本：第43至71頁。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

中二級



科目 測驗範圍 測驗形式 備註

中國語文

甲、閱讀理解

乙、課文問答：《兵車行》、《賣柑者言》、

《孔明借箭》、《人間有情》

丙、語文知識

修辭辨識

成語 (謙恭禮讓：前倨後恭、退避三舍、大智如

愚、趾高氣揚、自慚形穢、妄自菲薄、妄自尊

大)

詩歌默寫《獨坐敬亭山》李白、《登高》杜甫

選擇題、填充題、長問答

English

Language
Units 5 & 6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數學

Ch 5 Quadrilaterals 四邊形 (5.6)

Ch 7 Trigonometric Relations  三角比的關係

Ch 8 Applications of Trogonometry 三角學的應用

Ch 9 Coordinate Geometry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

的坐標幾何 (9.1-9.4)

Conventional Questions 問答

題

綜合科學

單元13.4,13.5 (書3B)及相關的筆記, 作業, 工作

紙
 

 Unit 13.4,13.5 (Book 3B)and relevant notes,

workbooks, worksheets

選擇題、問答題

multiple choice, conventional

questions

黑色或藍色原

子筆，鉛筆，

尺，橡膠
 black or blue

ball pen, pencil,

ruler, rubber

中國歷史

國共和談與內戰

共勝國負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政策

「三面紅旗」運動及其影響

選擇題、填充題、時序題、

人物辨析題、歷史資料題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5  課本及作業 單元1至3
填充題、地圖題、資料回應

題
帶計數機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

A. 背景：一戰後的國際局勢(筆記P.1-P.4)

B. 二戰的原因(筆記P.5-P.15)

  教科書(P.21-P.39)

選擇題、 填充題、 歷史資

料題

生活與社會 組合單元5：基本商業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

是非題及短答題

中三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