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 年度第一次統測 - 中一至中三級測驗範圍
中一級
科目
中國語文

測驗範圍
甲部 閱讀理解
白話文 一篇 （單元一 敘事技巧）

形式

備註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
短答題及長答題

乙部 課文問答
單元二《在風中》
丙部 語文運用
校本自習冊 詩兩首、修辭辨識、成語主題（孝親敬祖）
English Language

Units 1-2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數學

Ch 1 Basic Computation 基礎運算,
Ch 2 Directed numbers 有向數,
Ch 3 Algebraic expression 代數式
Ch 4 Manipulations 多項式的運算

問答題 Conventional Questions

綜合科學

教科書 1A p.4 - p.15 及 p. 24 - 66
及相關的筆記,作業,工作紙

選擇題、問答
multiple choice, conventional questions

第 1 章 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p.6-27

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鉛筆，尺，橡膠
black or blue ball pen,
pencil, ruler, rubber

Textbook 1A p.4 - p.15 及 p. 24 - 66
and relevant notes, workbooks, worksheets
中國歷史

1st 統測不能使用計算
機。
The use of calculators is
not allowed in the first
uniform test.

選擇題、填充題、歷史資料題

地理

書本<城市空間> P2-17 及其相關作業範圍；
書本<地圖閱讀技能>P1-12。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回應題

歷史

古與今筆記
工作紙 1、2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地圖題、歷史
資料題、短問答

中二級
科目

測驗範圍

形式

甲部 閱讀理解
白話文 一篇 （單元一 說明技巧）
乙部 課文問答
單元二《差不多先生傳》
丙部 語文運用
校本自習冊 詩兩首、修辭辨識、成語主題（破舊立新）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
短答題及長答題

Units 1-2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數學

1B Ch 14.4 Proportion 正反比例,
2A Ch 1 Similarity 相似三角形,
Ch 3 Identities 恆等式,
Ch 4.1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問答題 Conventional Questions

綜合科學

課本 2A 單元 7.1-7.3; 7.4A1,B1;

選擇題、問答
multiple choice, conventional questions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及相關的筆記,作業,工作紙。

備註

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鉛筆，計數機(香港考
評局認可)，尺，橡膠

textbook 2A: Unit 7.1-7.3; 7.4A1,B1;
and relevant notes, workbooks, worksheets.

black or blue ball pen,
pencil,
calculator
(H.K.E.A.A.
Approved),
ruler,
rubber

中國歷史

第 1 章 五代的興替與宋的統一 p.6-14 及 p.18-21

選擇題、填充題、歷史資料題

地理

書本<水的煩惱> P4-23 及其相關作業範圍；
書本<地圖閱讀技能>P1-32。

選擇題、填充題、資料回應題

歷史

文藝復興
筆記 P.1-P.9
教科書 P.1-P.21

選擇題、填充題、歷史資料題

需間尺及計數機

中三級
科目
中國語文

測驗範圍
甲部 閱讀理解
白話文 一篇 （單元一 敘事說理）
乙部 課文問答
單元二《談克制》
丙部 語文運用
校本自習冊 詩三首、修辭辨識、成語主題（治學態度）

形式
選擇題、填充題、填表題、
短答題及長答題

English Language Units 1-2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 Usage

數學

Ch 1 More about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Ch 2 Laws of Integral Indices 指數定律,
Ch 5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集中趨勢的量度及數據的不同統計值

問答題 Conventional Questions

綜合科學

教科書: 3A p.2 - p.28 及 p. 47-59
3C p.2-10
及相關的筆記,作業,工作紙

選擇題、問答
multiple choice, conventional questions

Textbook 3A p.2 - p.28 及 p. 47-59
3C p.2-10
and relevant notes, workbooks, worksheets

備註

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鉛筆，計數機(香港考
評局認可)，尺，橡膠
black or blue ball pen,
pencil, calculator
(H.K.E.A.A.
Approved), ruler,
rubber

中國歷史

第 2 章 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第 2 節鴉片戰爭 p.33-43
第 3 節太平天國事件 p. 44-51
第 4 節英法聯軍之役 p.52-58

選擇題、填充題、歷史資料題

地理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C5 課本 P.2-28 作業 P.1-10

選擇題、填充、資料回應題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
筆記 P.1-P.6
教科書 P.1-P.9

選擇題、填充題、歷史資料題

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1：明智消費
《基本法》單元 1：《基本法》的歷史背景
《基本法》的目錄及序言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資料回應題、
思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