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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一測驗、招募「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 

教師培訓日 

 

敬啟者：本年度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一測驗將於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舉行，現隨函

附上統一測驗時間表及溫習範圍以供參閱。倘 貴子女在測驗期間因病缺席，事後必須呈交

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補辦請假手續，未能依程序請假或其他原因無故缺席者，其試卷將作零

分計算。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學校運作，本校近年在考測期間邀請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適逢

第一次統一測驗將至，現特邀請全校家長參與。倘 貴家長有空餘時間，願意服務學校，並

欲加強對學校的認識，歡迎選定合適的監考時段，本校會有職員聯絡，以安排家長監考的工

作。為表公正，各家長不宜擔任其子女所屬班級的監考員。 

  

 此外，十月二十八日為本校教師培訓日，學生毋須回校上課。敬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

女努力溫習，在統一測驗中爭取理想的成績。 

 

敬請 貴家長於十月二十五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黃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註一：統一測驗期間，學生須按測驗時間表回校應考；若當日無應考之科目，則無須回校。 

註二：統一測驗期間如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教育局宣佈停課時，則停課當日之測驗科目將押

後在十一月四日始補考，屆時會有詳細公佈，其他科目之測驗則照原定時間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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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一測驗、招募「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 

教師培訓日 

回條 

(請以電子形式回覆) 

 
敬覆者：來函有關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一測驗、招募「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及教師培訓

日事宜，本人均已知悉。 

 

□ 本人願意擔任禮堂監考員，請聯絡本人。以下為本人的選擇(可選多於一項)： 

 

 

 29/10/2019(星期二)  09:15-10:15 中二級英文聆聽 

 30/10/2019(星期三)  08:30-10:15 中五級英文聆聽 

 31/10/2019(星期四)  08:30-10:00 中四級英文聆聽 

 31/10/2019(星期四)  11:30-12:30 中三級英文聆聽 

 1/11/2019(星期五)  09:15-10:15 中一級英文聆聽 

 

 

□ 本人暫無意擔任禮堂監考員。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學生註冊編號   家長姓名  

班別(班號) (     )  聯絡電話  

二零    年  月  日 

 



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 年度 

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一測驗



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 年度 

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一測驗 



中一級第一次統測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實用文：私人書信 

背默：《夢溪筆談》全篇 

卷二﹕學習重點: 

1.記敘要素 

2.記敘人稱 

3.記敘方法 

4.抒情手法 

5.段旨、主旨 

      語文知識: 

1.反問 

2.擬物 

3.一詞多義 

4.擬聲 

      文言字詞: 

《論仁》1-4 

英文 Paper 1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texts) 

      II. Usage: 

1. Vocab (Refer to Vocab. Booster 1A, Unit 1) 

2. Grammar Book 

    Parts of speech (Unit 1) 

    Simple present tense (Unit 11) 

    Simple past tense (Unit 12)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Unit 2) 

    Adverbs of time and frequency (Unit 10) 

    Classroom language essential: Part C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Paper 3  

7 Short tasks (time, dates, numbers, school facilities, 

subjects, describing people) 

數學 卷一﹕單元 1, 2 及 5 及 已有知識 

卷二﹕課本 1A, 第 1, 2, 5 課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普腦 單元一及單元二 

普通話 聲韻調知識、雙語通、粵普對譯 

綜合科學 Chapter 1 

地理 地理: 

1.1 甚麼是康樂？甚麼是旅遊？ 

1.2 香港人的外遊模式是怎樣的？ 

1.3 如何找出旅遊目的地的區位及時區？ 

1.4 為什麼香港人喜歡往外地旅遊？ 

地理技能：比例尺轉換和量度直線距離。 

 

Geography: 

1.1 What is recreation? What is tourism? 

1.2 What is the pattern of Hong Kong people travelling 

abroad? 

1.3 How to find the location and time zone of a destination. 

1.4 Why do Hong Kong people travel abroad? 

Geographical skills: map scale and distance measuring. 

歷史 p.4-30（歷史是什麼—告別石器時代）（What is history to 

End of the Stone Age） 

中史 傳疑時代至西周滅亡 

 



中二級第一次統測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 

甲部：實用文：投訴信 

乙部：默書： 1.【論孝】（《為政》第二） 

          2.【燕詩】（第一段） 

卷二﹕1.閱讀理解：文言 白話文章 各一 

2.修辭：擬聲/對偶/設問/誇飾/借代/頂真/比喻/排比 

      3.課文問答：《貓》、《人間情分》、《燕詩》 

      4.詞語解釋 :《論孝》(一)(二)及《魚我所欲也》 

英文 Paper 1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II. Usage:  

Vocabulary (Vocab Booster Unit 1 and 2) 

Adverbs of degree (Grammar book: Unit 3)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Grammar book: 

Unit 4)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Grammar book: Unit 6)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Grammar book: Unit 7 

1st part) 

The passive voice (Grammar book: Unit 8) 

Paper 3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數學 卷一 Ch1.1-1.5, 2.1-2.4,3.1-3.2 

Paper2 Ch1 to Ch3.2 及 TSA 弱項 

普腦 IT03IT13 第一課 

普通話 標調口訣、調值表、聲母表、韻母表、 

校園雙語通(校園設施、小賣部食品及飲品) 

綜合科學 Ch7.1-7.4, 重點：不同氣體的含量、測試方法及用途；碘

液測試得步驟及目的；脫澱粉方法；以動物檢測呼吸作用

的實驗；設計一個實驗去證明光或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

必要條件。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史 1. 五代的興替與宋的統一 

2. 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 

3. 功課一至功課四 

歷史 文藝復興背景、特色、發展及影響 

地理 地理： 

1.1 水從哪裡來？ 

1.2 全球水資源的分佈形態是怎樣的？ 

2.1 中國有哪些主要的水資源？ 

2.2 中國水資源的分佈形態是怎樣的？ 

2.3 哪些因素影響中國水資源的分佈？-季風系統 

地理技能：比例尺轉換和量度直線、曲線距離 

 

Geography: 

1.1 Where does water come from? 

1.2 What is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water resources? 

2.1 What are the major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2.2 How are water resources distributed in China? 

2.3 Why are water resources distributed in such a 

pattern?-monsoon system 

Geographical Skill:  map scale, straight line and curved line 

measuring. 

 



中三級第一次統測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甲部.閱讀理解(50 分)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乙部.語文運用(20 分) 

1)文言字詞解釋  

2)修辭手法(層遞) 

3)多義詞 

丙部.實用文閱讀理解(20 分)兩篇 

丁部.課文問答(10 分) 

《習慣說》、《一分鐘》及《定風波》 

英文 Paper 1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II Usage: 

a. Vocabulary Booster Unit 1 

b. Tenses (Grammar Book: Units 3-5/7) 

c. Subject-verb agreement (Grammar Book: Unit 2) 

d. Type 2 Conditionals (Grammar Book: Unit 12 

P.102-107) 

Paper 3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數學 Paper1 Ch1 to Ch3.2 

普腦 單元一 

普通話 聲韻調知識、雙語通、粵普對譯 

物理 CH14.1-14.2 

化學 作業(p.1,2,3,8,9) 

筆記：P.3(1-5) 

LAC – calcium, copper, reactive, mineral, extract 

生物 Unit 6 P.3-9, P.18 (Food test- glucose test paper, iodine 

test,Benedict test, grease spot test.) 

第六課.3-9, P.18 (食物測試- 尿糖試紙, 碘液測試, 本立德試

驗, 油漬試驗) 

歷史 香港日治時期、二十世紀香港經濟發展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地理 geography 

1.1 What are tropical rainforests? Where are they located? 

1.2 Why are tropical rainforests there? 

1.3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opical rainforests? 

2.1 How do tropical rainforests regulate the global climate? 

2.2 What resources do tropical rainforests provide for us? 

2.3   Who are living in tropical rainforests? 

地理 

1.1 甚麼是熱帶雨林？它們分布在哪裏？ 

1.2 為甚麼熱帶雨林分布在這些地區？ 

1.3   熱帶雨林有哪些特徵？ 

2.1 熱帶雨林如何調節全球氣候？ 

2.2 熱帶雨林為人類提供了哪些資源？ 

2.3   熱帶雨林為誰提供居所？ 

經濟 第一至第三課 

中史 清中衰、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洋務運動 

 



中四級第一次統測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記敘要素、描寫角度、抒情層次、象徵手法。 

     《論孝》、《登樓》及《念奴嬌》內容和課文問答。 

卷二﹕寫作能力 三選一: 命題、指定情境、選擇 

英文 Paper 1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Paper 3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Part A: 4 Short Tasks 

Part B: 2 Long Tasks (Write a leaflet and an email of reply) 

數學 CH 1, CH2及部份初中題目 

通識 單元一：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 

資通 Ch1 & Ch6 

物理 (中文組) BK 3A CH1-3 

(英文組) : Book3A Chapter 1-3 

化學 Ch1:all；Ch2: p.1-6,16 

生物 第三至第四課，科學的本質，中三已有知識 

歷史 書 4.1（2-32）、4.2（4-15）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巴黎和會 

中史 西周, 春秋, 戰國 

地理 1.1 為什麼地球並不穩定？ 

1.2 影響地球的主要內營力和內部作用是甚麼？ 

    由此產生哪些地貌或形貌？ 

1.3 在板塊邊界有哪些主要地貌？ 

1.4 板塊活動怎樣造成構造災害？ 

地理技能：繪畫橫切面圖 

經濟 (中)﹕筆記 P.1-42 

(英)﹕NOTE p.1-75 

企會 營商環境 Ch1-3 

文憑視藝 文藝復興至立體派 

文憑體育 成長與發展、肌肉系統、能量系統、維持健康與活動表現的體適

能和營養 

 



中五級第一次統測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1指定課文篇章：《詩三首》、《勸學》 

       2.閱讀理解兩篇： 文言 / 白話文章 

卷二﹕記敘文/抒情文/議論文 

英文 Paper 1  

      DSE format (1 hour 15 minutes) 

Paper 3  

      DSE format (1 3/4  hours) 

數學 卷一: 基礎題目、中五課本第 11課至 13.1課、LAC 

卷二: 基礎題目、中五課本第 11課至 13.1課 

數學 M1 Chapter 0 to Chapter 2.3 

數學 M2 中五課本第 1課至 3課 

通識 《能源科技與環境》，書 P.1-139 

資通 必修部分第 11至 12課、選修部分第 1至 4課 

生物 Ch.10-12, Ch. 20-21 

物理 Book3B Chapter 4-6 

化學 Microscopic world II, Fossil fuels and carbon cpd. 

W.B. : Topic 6,7 

歷史 教科書 4.3.2 聯合國處理以阿、南斯拉夫、南非的衝突  

甲部︰香港政治 

地理 1.1我們居住的地球穩定嗎？ 

1.2 為甚麼地球並不穩定？ 

1.3主要的內營力和內部作用造成甚麼地貌或形貌？ 

1.4在板塊邊界有甚麼主要地貌？ 

1.5板塊運動怎樣造成災害？ 

經濟 (英)﹕筆記 P.1-73, P.88-110 

(中)﹕NOTE p.1-142 

企會 財務會計 Ch1-4 

中史 元代行中書省 , 明代君主集權 

文憑視藝 文藝復興時期至後現代主義藝術、裝置藝術。 

文憑體育 訓練法、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