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3 初中統測範圍                                                                    [附表] 

級別 
科目 

中一級 下學期統一測驗範圍 

中文 

 
單元四 

詩歌欣賞 

《詠鳥詩兩首》、《鳥鳴澗》、《送友人》 

語文運用﹕疊字、擬聲詞、對偶 

文化知識：孝道、唐詩中的鳥 

單元五 

文言選讀(一) 

《貓捕雀》 

單元六 

景物描寫(一) 

《風雪中的北平》、《白洋潮》 

單元重點：靜態描寫、動態描寫、隨時推移法、感官描寫 

 

 
 

英文 Composition Revision 

Part 1: Proofreading  (16%, @1%) BCT 2 

Part 2: Making 6 sentences (12%, @2%) BCT 2 
 
Learning Portfolio 3 

Part 3: Sentence Patterns (12%, @3%)   
1. Adv ,V+O 
2. N+V+C that make us feel +Adj  

3.I had no ideas +Qs words +to infinitives 

4..N+ is a must-try for N   

BCT 2 
 
Learning Portfolio 3 

Part 4: Essay Writing (60%) 

1.A restaurant review 

2.Vlog transcript about your school life 

Learning Portfolio 2 & Learning Portfolio 3  

 

數學 上學期 佔~20%  

第一章 基礎計算 

第二章 第二章 有向數 

第三章 代數式 

第四章一元一次方程 (一) 

第六章 多項式的運算 

第七章 一元一次方程 (二) 

下學期 佔~80% 

第五章 面積和體積 (一) 

第八章 統計 (一) 

第九章 百分法（一） 

 

試卷形式： 

甲：填充，須包括 5 分英文題目，佔 30 分 

乙：短答，須包括 5 分英文題目，佔 50 分 

丙：長題目(延展)(20 分) (標示*) 

丁：挑戰題(10 分) 

綜合科學 單元 3 觀察生物 (章節3.1-3.6) 

單元 4 細胞、人類生殖與遺傳 (章節4.1) 

 

綜合人文 單元 4﹕網上友誼 

單元 11﹕明智消費 

時事(20 分)  

第一部分﹕國民教育及基本法(10 分)  

第二部分﹕認識國情(10 分) 

課文知識(60 分)： 

第一部分﹕填充 30 分, 是非 10 分,配對 10 分,選擇 10 分 

資料回應共兩題(30 分) 

 

中史 歷史時期二：秦漢 

第二章：兩漢的政治發展與中外文化交流 

歷史時期三：三國兩晉南北朝 

第一章：魏晉南北朝的分裂與政權的更替 

第二章：北方政局與江南地區的開發 

 

地理 1. 與自然災害共處  

2. MOI 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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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科目 

中二級 下學期統一測驗範圍 

中文  閱讀(卷一)【閱讀、課文問答】 語文知識 

單元四 

《風箏》、《有些人》 

記敘方法（順敘、倒敘、插敘）、人物

描寫、事與情的關係 

把字句、被字句 

修辭：誇張、呼告、層遞 

單元五 
《習慣說》、《陋室銘》 

借物抒情、借事說理 
文言字詞：為、與 

單元六 《愛蓮說》、《柳》 
褒義詞、貶義詞、象徵意義 

文言字詞：焉、矣 

文化知識 
《論孝》、象徵意義 

 
 

英文 

Composition Revision 

Part 1:  Proofreading  (16%, @1%) BCT 2 

Part 2:  Creative Writing (12%, @2%)  BCT 2  
Learning Portfolio 3 

Part 3:  Making six sentences(12%, @3)   
S + V (Present perfect tense) + O 
If + S+V, S+V. 
V+N 
S+V+Adj 

 

BCT 2  
Learning Portfolio 3 

Part 4:  Essay Writing (60%) Stress eating 
Your first experience with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Learning Portfolio 2 & Learning 
Portfolio 3 

數學 下學期 : 佔 75%  

第七章 統計（二） 

第八章 一元一次不等式 

第九章 二元一次方程 

上學期: 佔 25% 

第一章 相似三角形 

第二章 與三角形及多邊形相關的角 

第三章 恆等式 

第四章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五章 代數分式與公式 

第六章 量度的誤差 

 

試卷形式：  

甲：填充，須包括 5 分英文題目，佔 30 分 

乙：短答，須包括 5 分英文題目，佔 50 分 

丙：長題目(延展)(20 分) (標示*) 

丁：挑戰題(10 分) (標示*) 

綜合科學 單元 8  電的使用 (章節8.1-8.9) 

單元 9  酸和鹼   (章節 9.1-9.2) 

 

綜合人文 範圍：單元五 近代歐洲的興起 

時事(20 分)  

第一部分﹕國民教育及基本法(10 分),  

第二部分﹕認識國情(10 分) 

課文知識(60 分)： 

填充 30 分, 時序 10 分, 連線 8分, 多項選擇 4分, 地圖 10 分 

資料回應共兩題(30 分) 

 

商業 1. 市場營銷組合 

2. 消費者主義 

3.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中史 歷史時期七：明代的君主集團統治 

歷史時期八：清朝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地理 1. 海洋有難 

2. MOI 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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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科目 

中三級 下學期統測範圍 

中文  閱讀(卷一) 語文知識 

單元四 

 

宋詞 《虞美人》 

元曲 天淨沙 

小說   

話劇 

1. 宋詞格律 

2. 修辭 

3. 象徵意義 

4. 雙聲  疊韻   

5. 雙關 

6. 因果複句、假設複句、條件複句、

轉折復句、遞進復句 
單元五 兵車行 

單元六 

智鬥書生 

人間有情 

一碗陽春麵 

文化知識 《論君子》 
 

英文 Composition  Revision 

Section A:    Proofreading     
(16 marks @1 mark) 

Worksheet 

Section B:    Core Vocabulary Writing 
(12 marks, @2 marks)   

Learning Portfolio 2 

Section C: Sentence Patterns   
(12 marks, @ 3 marks) 
1. Describing a person: S +V +adj. 
2.  Explaining  how  something  works:  S  +  +V+  by 
(present participle). 
3.  Reporting  what  a  person  has  said:  S+V+  that 
S+V+O. 
4.  Adding  extra  information:  S+  comma  +  Noun 
Phrase+ comma+ V+O. 

Learning Portfolio 2 

Section D:   Essay Writing (60 marks)   
1. Presentation Script of an invention 
2. Biography 

 
Worksheet of Mini‐project 
Learning Portfolio 2 – W3 

 

數學 下學期 佔~80% 

第 6 章 三角形的心 

第 7章 三角比的關係 

第 8章 三角學的應用 

上學期 佔~20%  

第一章 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第二章 整數指數定律 

第三章 百分法（二） 

第四章 面積和體積（三） 

第五章 四邊形 

試卷形式：  

甲：填充，須包括 5 分英文題目，佔 30 分 

乙：短答，須包括 5 分英文題目，佔 50 分 

丙：長題目(延展)(20 分) (標示*) 

丁：挑戰題(10 分) 

綜合人文 探索生活與社會  

單元七 知情識性-性態度的培養和發展 

歷史旅程 課題 9 (書 P.1-24)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巴黎和會 

時事 （20 分）：國民教育及基本法（10 分）及認識國情（10 分） 

課文知識 （60 分）： 

填充 （24 分）時間序（12 分）連線（12 分）選擇題（12 分）資料回應題（30 分） 

科學 - 

物理 

光、顏色及光譜以外： 14.1 – 14.7 

物質的粒子觀： 

6.1 粒子理論 

6.2 物質三態的粒子模型 

6.3 溶解 

6.4 熱脹冷縮 

6.6 密度 

商業 第七課 理財有道 

第八課 利率的認識 

(a) 單利率 

(b) 複利率 

(c) 計算本利和 

(d) 現值與未來值 

第九課  銀行的基本理財 

(a) 理財方法 

(b) 使用信用咭的利弊 

中史 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戰爭、抗日時代香港、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內政 

地理 1. 控制沙塵 

2. MOI 材料 



 

明愛莊月明中學 

 

測考規則 

 

1. 一般規則 

   - 考試期間，同學如因病缺席考試，家長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致電向學校請假，並於 

     翌日向班主任提交告假信及醫生紙，才可向教務組申請補考。 

   - 學生須清楚留意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準時出席考試。 

2. 開考前 

   - 學生須於開考前 10分鐘到達試場外，準備進入試場/備試室。 

   - 學生進入試場後，須保持安靜。 

   - 學生須將所有書本、筆記或紙張放入書包，須將袋口拉鍊拉上。 

禮堂考生 書包放於椅子下。 

課室考生 書包放於黑板下。 

   - 試場內，學生須將所有電子╱通訊器材關掉(包括手提電話或智能手錶)，否則會被扣分或 

     取消考試資格。 

禮堂考生 將已關掉的手提電話放在座位下的當眼處。 

課室考生 將已關掉的手提電話放入書包。 

   - 將學生證放於桌面右上角。將所需要使用的文具放在桌上，筆袋放在椅子下面。 

   - 若使用計算機，須將計算機放在桌上，並將計算機封蓋/皮套放置於書包內或座位下。 

     須檢查計算機，以確保機身沒有任何書寫內容或記號。 

   - 學生可按照老師指示，檢查試題是否有漏印; 檢查試題完畢後，須立即將試題蓋上。 

     考試未開始前，學生切勿翻閱試題。 

3. 考試進行 

   - 考試開始後，學生可在問題卷／答題簿的適當位置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班號。 

   - 學生若有需要於書包內提取任何物件，須向老師提出，在監督下進行。 

   - 考試期間，不可與其他考生交談，並須保持良好坐姿。 

   - 學生需要前往洗手間，老師須記錄學生姓名、班別、離開及回來時間。 

4. 考試後 

   - 若在禮堂應考，學生須於小息時，將所有個人物件帶離試場。 

   - 留意第二節的進行時間，須於開考前 10分鐘到達試場外，等候入場。 

5. 語文口試 

   - 學生須於開考前 5分鐘進入備試室報到，任何遲於開考時間到達的考生，不可應考， 

     亦不會獲得補考。 

   - 學生在備試室內，不應離開指定座位或與其他考生交談。 

   - 在備試室及試場內，學生須將所有電子╱通訊器材關掉，否則會被扣分或取消考試資 

     格。 

6. 試場違規 

   學生若違反考試規則，會被扣分、降級或取消有關科目考試成績，並須接受紀律處分。 

   違規行為包括:- 

   - 試場內不聽從老師指示，或不遵守試場規則。 

   - 考試進行中，被發現衣袋內、身上、桌上或抽屜內有筆記、書籍或任何電子╱通訊器材。 

   - 學生意圖作弊或作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