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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 年度 

中一至中五第二次考試、招募「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 

考試範圍及訂購暑期作業 
 

敬啟者：  

 

本年度中一至中五第二次考試將於七月二日至十三日舉行，現隨函附上有關時間表及考試範圍以供參

閱。倘若 貴子女在考試期間因病缺席，事後必須呈交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補辦請假手續。 敬請 貴家

長督促 貴子女勤勉力學，努力溫習，為考試作充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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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第二次考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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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對學校的認識，歡迎填妥回

條，選定合適的時段，本校會有職員聯絡，以安排家長監考的工作。惟為保公正，家長應避免監督其子女

所屬的級別。 

 

 此外，為使學生能於暑假溫習功課，本校特為中一至中五學生訂購暑期練習，讓學生溫故知新。有

關書目及費用詳見附件。 本校已實施電子繳費系統，校方將透過  貴子女的 eClass 戶口扣除有關費

用。敬請  貴家長確保該戶口內有足夠款項。 

 

 敬請 貴家長於六月二十六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黃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註一：考試期間，學生須按正常時間回校；若當日全日無應考之科目，則毋須回校。 

註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若第一節沒有應考科目，仍須照正常時間回校；若整個上午均沒有應考科目，

則可於下午回校參加考試。 

註三：所有考生不得於考試終結前交卷離開試場。 

註四：考試期間如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教育局宣佈停課時，則停課當日之考試科目將押後補考，屆時會

有詳細公佈，其他科目之考試則照原定時間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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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第二次考試、招募「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 

考試範圍及訂購暑期作業 
回條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中一至中五第二次考試及招募「家長義工」擔任禮堂監考員、考試範圍及訂購暑期作業

事宜，本人現已知悉。請從敝子女的eClass戶口扣除暑期作業費用，本人確保該戶口有足夠餘款。  

 
中一暑期作業收費：46 元 

中二暑期作業收費：46 元 

中三暑期作業收費：46 元 

中四暑期作業收費：214.3 元 

中五暑期作業收費：28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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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0(星期四) 09:15-10:45 中三英文卷三(聆聽) 

  2/7/2020(星期四) 11:15-11:45 中三普腦 

  2/7/2020(星期四) 12:15-12:35 中三家政 

 

  3/7/2020(星期五) 09:15-10:30 中二中文卷二 

 

  6/7/2020(星期一) 09:15-10:30 中一英文卷三(聆聽) 

  6/7/2020(星期一) 11:00-11:20 中一家政 

 

  7/7/2020(星期二) 08:30-10:15 中四英文卷三(聆聽) 

  7/7/2020(星期二) 11:00-12:35 中五中文卷三 

 

  8/7/2020(星期三) 09:15-10:30 中三中文卷二 

 

  9/7/2020(星期四) 09:15-10:30 中二英文卷三(聆聽) 

 

  10/7/2020(星期五) 09:15-10:30 中一中文卷二 

  10/7/2020(星期五) 11:00-11:30 中一普通話 

 

  13/7/2020(星期一) 10:30-12:30 中五英文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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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別  班  號  

 

 

二零    年    月    日







鳳溪第一中學 

2019/20年度 

暑期作業 
 

 

中

一

升

中

二 

科目 書          名 (電子版本) 出 版 社 定價 特價 

中文 樂思中文至 Fun 暑假(中一升中二) 樂思出版社 45 22 

英文 校本編製   - 

數學 
1A 及 1B：Train Up Mathematics 1 (S1toS2) 

香港教育圖書 39 24 
1C-1F：數學訓練營 1 (中一升中二) 

    合共： 46 

 

中

二

升

中

三 

科目 書          名 (電子版本) 出 版 社 定價 特價 

中文 樂思中文至 Fun 暑假(中二升中三) 樂思出版社 45 22 

英文 校本編製   - 

數學 
2A 及 2B：Train Up Mathematics 2 (S2toS3) 

香港教育圖書 39 24 
2C-2F：數學訓練營 2 (中二升中三) 

    合共： 46 

 

中

三

升

中

四 

科目 書          名 (電子版本) 出 版 社 定價 特價 

中文 樂思中文至 Fun 暑假(中三升中四) 樂思出版社 45 22 

英文 校本編製   - 

數學 
3A 及 3B：Train Up Mathematics 3 (S3toS4) 

香港教育圖書 39 24 
3C-3E：數學訓練營 3 (中三升中四) 

    合共： 46 

 

中

四 

科目 書          名 出 版 社 定價 特價 

中文 
HKDSE 考試系列—征服高中文言文必讀 50 篇

（上冊） 
樂思出版社 97 88.3 

英文 Read to Achieve 1 Cengage LE  98 

通識 通識議題溫習本 2019-2020 信報通識 80 28 

    合共： 214.3 

 

中

五 

科目 書          名 出 版 社 定價 特價 

通識 通識議題溫習本 2019-2020 信報通識 80 28 

    合共： 28 



中一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甲部: 實用文 - 通告 

乙部: 命題作文(三選一) 

     (寫作重點: 說明文/記敍文/描寫文) 

 

卷二﹕甲部.聆聽(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50 分) 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丙部.語文運用(20 分) 

1)修辭手法(反問、設問、擬人、擬物、擬聲、 

著色詞、明喻、暗喻、疊字、引用) 

丁部.課文問答(20 分) 

《唐詩三首》、《生物的睡眠》、《鏡子小史》、《盒

仔檔》 

戊部(獎賞分)：課文詞解及語譯(5 分) 

英文 Paper 1﹕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Usage 

1. Vocab. Booster 1B: P.6-9, P.23-24 

2. Grammar Bk JS1:  

- Connectives: Unit 20 

- Gerunds or ‘to’-infinitives: Unit 19 

- Tenses: Units 13 and 14 (plus previous 

knowledge) 

- Imperatives:Unit 17 

- Talking about amounts: Unit 3  

- Prepositions of time, location & movement: 

Units 6 & 7 

 

Paper 2﹕Refer to revision notes 

Paper 3﹕Refer to revision notes 

數學(中) 卷一﹕甲部(MC)：第 4，8，10，12 課 

乙部及丙部  

 

卷二﹕第 3，9，11 課 

數學(英) Paper I﹕(Section A - MC)：Ch 4, 8, 10, 12 

(Section B & C) 

 

Paper II﹕Ch 3, 9, 11 

綜合科學 1B﹕單元四至六 

普腦 CS01 單元一至四 

IT02&IT12 單元一及三 



中一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普通話 1. 聲母、韻母及聲調； 

2. 輕聲規律和作用、常用輕聲詞； 

3.普普城語音知識第三課《春》、第四課《善用壓歲錢》 

中史 漢武帝,三國,西晉,隋,唐工作紙 

歷史 Topic 3: Life in the main centres of early civilization 

(features, ancient Egypt) 

課題三︰古代主要文化中心的生活(文明特色、埃及) 

Topic 4: Life in ancient Greco-Roman civilization  

(Greece and Rome) 

課題四︰古希臘羅馬的生活(古希臘、古羅馬) 

地理 明智地運用城巿空間 1.1-5.4  

格網方格及慣用符號 

家政 烹調前的籌劃  

蛋類 

食物與營養 



中二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甲部：實用文——演講詞 

乙部：命題作文（三選一） 

（寫作重點：人物描寫／借事抒情／說明文） 

 

卷二﹕甲部.聆聽(30 分) 

乙部.閱讀理解(50 分) 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丙部.語文運用(20 分) 

1) 修辭手法(反語、反復、擬人、擬物、擬聲、疊字、

頂真) 

2) 文言知識(則、何、哉、一詞多義) 

丁部.課文問答(20 分) 

《差不多先生傳》、《湖心亭看雪》、《桃花源記》 

戊部(獎賞分)：課文詞解及語譯(5 分) 

英文 Paper 1﹕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B: Usage 

1.  Vocab. Booster 2B: P.16-17, P. 26-29, 35,38 

2.  Grammar Bk JS2: 

- Tenses: Units 6 and 7 (plus previous 

knowledge) 

-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Unit 9 

- Conditionals Unit 10 

- Linking words Units 11 and 12 

- Direct speech Unit 17 

- Reported Speech Unit 18 

- Indirect questions unit 19 

Plus Previous knowledge 

 

Paper 2﹕Possible text types: Letter to the Editor and Profile  

 

Paper 3﹕Refer to revision notes 

數學 Paper 1﹕Ch 7 (Ch 7.1 - 7.4)；Ch 8 (Ch 8.1 - 8.4)；Ch 9 (Ch 9.3 - 

9.4)；Ch 10 (Ch 10.1 - 10.4)；Ch 11 (Ch 11.2 - 11.4)；Ch 12 

(Ch 12.1 - 12.3) 

 

Paper 2﹕Significant figure, law of indices, scientific notation, solving 

equation, factorization, change of subject 

Ch 7 (Ch 7.1 - 7.4)；Ch 8 (Ch 8.1 - 8.4)；Ch 9 (Ch 9.3 - 

9.4)；Ch 10 (Ch 10.1 - 10.4)；Ch 11 (Ch 11.2 - 11.4)；Ch 12 

(Ch 12.1 - 12.3) 



中二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普腦 試算表及電腦硬件 

地理 1.  E4 Taming the Sand (Unit: 1.1-3.4)  

   E4 控制沙塵 (課節:1.1-3.4) 

2.  Map Reading (directions, map scale, measure distance on map) 

   地圖閱讀 (方向、地圖比例、量度距離) 

3.  LAC 

歷史 - Voyages of Discovery (BOOK 2B P.143-153) 

航海大發現(2 下書 P.143-153) 

-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HK up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OOK 2B P.195-223) 

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2 下書 P.195-223) 

-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to the revolutions  (BOOK 2A 

P.51-53) 

革命發生的思想背景(2 上書 P.51-53) 

- 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1799) (BOOK 2A P.68-91) 

法國大革命 (2 上書 P.68-91) 

普通話 1.普普城：第一課«認識香港»、第二課«香港，購物天堂»、 

第三課«聖誕節是不可缺少的»課文詞語(連拼音)、 

工作紙 

2.語音知識：聲調調值表、標調口訣、聲母表、韻母表、 

人名和地名拼寫規則、兒化韻的作用 

3.校園雙語通：校園設施、小賣部食物和飲品 

4.粵普對譯表 

綜合科學 2B 書(酸和鹼，力和五感)  

Book 2B (acid and base, force and five sense) 

中史 1.鴉片戰爭、2.英法聯軍之役、3.洋務運動、4.甲午戰爭、5.維新

運動、6.義和團及八國聯軍 

家政 食物衛生 

奶類及乳類製品 

 

 



中三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甲部：實用文寫作(30 分) 

通告、報告 

乙部：作文(100 分) 

寫作文章一篇 

 

卷二﹕甲部：聆聽(20 分) 

乙部：閱讀理解(50 分) 

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丙部：語文運用(20 分) 

諺語、慣用語、雙關、誇飾、排比、借喻 

丁部：實用文閱讀理解(10 分) 

戊部：課文問答(20 分) 

《孔明借箭》、《談克制》、《論四端》 

己部：獎勵分(5 分) 

《孔明借箭》、《鄒忌諷齊王納諫》、《大鐵椎

傳》、《論四端》 

英文 Paper 1﹕Part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II: Usage:  

1.Vocabulary (refer to revision notes)        

2. Grammar Book 3 

- Reported Speech (Unit 10) 

- Passive Voice (unit 11) 

- Linking words (Unit 17) 

-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Units 13 & 14) 

-Proofreading 

 

Paper 2﹕Part A: a short story based on pictures given 

(about a crime) 

Part B: a speech (related to unit 7) 

 

Paper 3﹕Refer to revision notes 

數學 卷一﹕Chapter 7 – 11 

 

卷二﹕甲部基礎題: 主項變換、不等式、因式分解、展開方程 、 

解方程 、 三角比和體積 

乙和丙部題目: 第 7, 10, 11 課 

普腦 CS03 & CS13     單元二、單元三 

適量其他已教授的課程內容 

物理 Chapter 14.4-7 



中三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化學 原油、地球 

生物 Chapter 7 人的營養 nutrition of human P.1-23 

普通話 甲部‧聆聽(50 分) 

乙部‧拼音知識(50 分) 

聲母、韻母及聲調知識 

課文知識：第四課《港澳市民與網絡遊戲》、第五課《網

絡世界需留心》 

粵普對譯：第四課《港澳市民與網絡遊戲》、第五課《網

絡世界需留心》 

校園雙語通 

歷史 The course, result and impact of the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

大戰經過、結果及影響 

The causes, course, result and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經過、結果及影響 

地理 01 世界上主要的自然災害 Major natural hazards of the world 

02 熱帶氣旋的成因及天氣圖 The cause of tropical cyclone and 

weather chart 

03 地震 Earthquake ：地球結構 The structure of earthquake; 板

塊 Plate; 地震成因和影響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earthquake; 

地震應對措施 The measures to respond to earthquake 

04 人們仍在災害頻生地區居住的原因 Reasons why people stay 

in hazard-prone areas. 

經濟 第 7-12 課：工資制度、香港的勞工市場(失業率的計算及失業人

口、就業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分別)、需求與供應、香港的經濟

表現及公共財政 

Ch.7-12: Wage payment methods, The Hong Kong Labour Marke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nemployed population,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labour force, calculation of unemployment rate), 

demand and supply, Hong Kong’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ublic finance. 

中史 1.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2.戰後國共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3.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4.  文化大革命 

家政 營養標籤 

蛋糕製作 (打蛋法) 

纖體文化 



中四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閱讀理解: 白話及文言文各一篇 。 

範文: 師説、岳陽樓記、論仁 、廉頗藺相如列傳 

 

卷二﹕設三題，只須選作一題，字數不得少於 650 字（標點符號

計算在內）。 

 

卷三﹕演講詞或投稿 

英文 Paper 1﹕Two Parts (Part A and Part B) 

Question Types: M.C., referencing, synonyms, antonyms, 

completing a table, True/False/Not Given, summary cloze, 

factual questions and long questions 

 

Paper 2﹕Part A: Write 180 words (Compulsory) 

Part B: Write 350 words (choose 1 over 4 questions) 

 

Paper 3﹕Follow the DSE format 

數學 卷一：第 5-10 課，初中題目，LAC 

 

卷二：第一至十章 

通識 - 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 (學童精神健康，家長管教模式，吸毒) 

- 今日香港 (房屋問題、全民退保、新聞自由、身份認同， 

立法會（立法會架構及選舉）） 

- 公共衛生  (所有議題) 

資通 必修部分 1     Ch. 2, 4, 5, 8, 9, 10 

選修部分 D1     Ch. 1, 2 

適量其他已教授的課程內容 



中四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物理(中) 熱學 BK1 CH3-4 + 力學 BK2 CH1-6 

物理(英) Heat Chapter 3-4, Force and Motion Chapter 1-6 

化學(英) Acid & Base；Electrochemistry；Microscopic world two 

生物 Book 1A ，Chapter 8 (呼吸系統) and Chapter 9 (運輸系統) 

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 

冷戰 

中史 北魏孝文帝 + 東晉南朝士族  + 隋唐 

地理 - 單元一 機會與風險——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是否明智之

舉？ 

- 單元六 消失的綠色樹冠——誰應為大規模砍伐雨林付出代

價？ 

- 單元七 氣候變化——長期的波動還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地圖閱讀：慣用符號、方向(羅盤方位、方位角、象限角)、距離、

坡度、面積、橫切面 

經濟(英) Microeconomics Book 1 (Part A,B,D), Book 2 (Part C) 

經濟(中) 微觀經濟 (基本經濟概念至利潤極大化產量)。微觀經濟上冊(全

本) +微觀經濟下冊(1-30) 

企會 所有必修部分：營商環境、管理導論、會計導論、基礎個人理財 

文憑視藝 藝術史文藝復興時期至當代藝術、攝影評賞、雕塑評賞、繪畫構

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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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能和營養 

 



中五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卷一﹕指定篇章：《魚我所欲也》、《逍遙遊》、《始得西山宴

遊記》 

閱讀理解：白話、文言 

 

卷二：設三題，只需選作一題，字數不得少於 650 字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卷三﹕格式：書信、評論文章、演講詞 

英文 

Paper 1﹕Follow DSE format 

 

Paper 2﹕Part A: Write 200 words (Compulsory) 

Part B: Write 400 words (choose 1 over 5 questions) 

 

Paper 3﹕Part A: Follow DSE format  

Part B: Follow DSE format (Choose either B1 or B2) 

數學 

Paper 1﹕Ch15-Ch18, Ch11 Variations, Law of Indices, 

Factorization, Change of Subject 

 

Paper 2﹕第 15 至 18 課，指數，因式分解，主項變换，變分 

數學 M1 Chapter 1 to Chapter 6 

數學 M2 ch 1 -ch 10 

通識 
單元三、單元六及其他單元的重點議題 (互聯網、房屋政策、基

建發展、國民身份認同、公共醫療壓力) 

資通 必修部分 Ch.11-19 選修部分 Ch.1-9 

生物 
Ch.16 

Ch.24-31 

物理 電磁學 Chapter 1-6 

化學 
[Energetic, Kinetics, Chemical equilibrium, Periodicity, Industrial 

Chem] 



中五級第二次考試溫習重點／範圍（2019-20）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歷史 
甲冊︰香港、中國(1900-1930 年代) 

乙冊︰歐洲衝突及協作 

地理 核心單元一至單元七 

經濟(英) 
Microeconomics + All topics in Macroeconomics Book A + 

Macroeconomics B (P.1-53) + Elective ONE 

經濟(中) 
微觀經濟學上冊、中冊、下冊(包括選修一) + 宏觀經濟學上冊、

中冊 

企會 

卷一：必修部分 (營商環境、管理導論、會計導論、基礎個人理

財) 

 

卷二：選修部分 (財務會計：Ch1-13) 

中史 

卷一﹕清代 (1644-1911)  

 

卷二﹕田制 

文憑視藝 文藝復興時期至後現代藝術，LAC 生字 

文憑體育 訓練法、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