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溪第一中學 

2020/21年度 

中一至中五下學期統一測驗時間表及溫習範圍、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敬啟者： 

 

一、中一至中五下學期統一測驗時間表及溫習範圍 

下學期統一測驗將於四月十三日(星期二)至十六日(星期五)舉行，居港學生將分兩組於

上午(中三至中五)或下午(中一及中二)回校參加實體考測，不設網考。至於跨境學生須自費

參與「異地同考」，有關考試地點及實際費用稍後公布。 

 

現隨函附上統一測驗時間表及溫習範圍，敬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女善用假期認真溫習，

爭取佳績。 

 

二、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四月四日為清明節，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十日則為復活節假期，學生毋須上課。復活節

假期期間，部分班級將進行補課，詳情另行通知。假期內自修室將開放供學生溫習，時間為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敬請   貴家長於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回覆。 

 

 

此致 

貴家長 

黃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P099 

P952 







 

 

中一級下學期統一測驗溫習重點／範圍（2020-21）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1. 閱讀理解(一篇白話文、一篇文言)（記敘、說明、詩歌) 

2. 語文知識(文言虛詞———之、也、乎）(明喻、暗喻、對偶、誇飾、擬

人、疊字等修辭) 

3. 實用文(通告、啟事) 

英文 Paper 1: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Vocab: unit 5 

Grammar: unit 3, 6, 7, 12, 14 and previous knowledge 

數學 Ch7, Ch8, Ch9.1 and Ch9.2 

普腦 CS01 CH1~3, IT02 CH1,3 

普通話 拼寫規律（ü）、聲母分類、韻母分類及聲調（調值表）；第四至第五課

語音知識及粵普對譯 

科學 Book1B : ch4 

中史 楚漢相爭至西漢漢武帝，電子書頁 70-83 

歷史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Greek and ancient Roman civilizations & The 

making of the feudal society   Bk p. 80 - 122  

古希臘及古羅馬文明的發展 & 中古時代歐洲封建社會的形成 書 p. 

80-122 

地理 "明智運用城市空間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教科書 Textbook P4-11; 筆記 Notes P.2-16" 



 

 

 

中二級下學期統一測驗溫習重點／範圍（2020-21）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1. 閱讀理解(白話文一篇), 語文知識(單元一至四), 課文問答

(差不多先生、湖心亭看雪), 實用文(演講詞) 

英文 Paper 1: 2 Reading comprehensions 

       Vocab: Unit 6 (Vocab. Booster: P.13-17) 

       Grammar: unit 9,11,12,13, 19 

數學 Ch7-Ch9.3 (And Factorization, Simplify polynomials/ Fractions, 

Change of Subject, Sequence, Significant Figures) 

普腦 IT03 CH3-4 

普通話 拼寫規律、聲母分類、韻母分類及聲調（調值表）；第一至

第五課語音知識及粵普對譯 

科學 Book2B : ch9.1-9.5, ch11.1 

中史 明代君主統治至清康雍乾盛世，功課 8-12 

歷史 Major developments and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Voyages of Discovery &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after 1842 

Bk p. 108-153, 195-198   

工業革命的發展、影響 & 航海大發現 & 自 1842 年起英國對

香港的管治  書 p. 108-153, 195-198 

地理 控制沙塵 Taming the sand 教科書 Textbook P.4-15 (Ch1.1-2.1) 

 



 

 

 

中三級下學期統一測驗溫習重點／範圍（2020-21）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1. 閱讀理解(白話文一篇、文言一篇)、實用文閱讀理解  

2. 語文知識(單元四及單元六)，課文問答(孔明借箭、大鐵錐傳) 

英文 Paper 1: 2 piec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s  

       Vocab.: unit 5 

數學 CH10-11.2 

普腦 CS03cs13 CH3 

普通話 聲母分類、韻母分類及聲調；雙語通；第三至第五課語音知識及粵普

對譯 

物理 ch14.3-14.4 

化學 Crude oil, plastic and combustion 原油、塑膠及燃燒 

生物 Chapter7:Nutrition in human (to digestion in stomach)第 7 課： 人類的營

養作用 (考至胃部消化） 

歷史 HK Popular culture , Transition to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香港普及文化，香港主權移交、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Living with natural hazards 

教科書 Textbook P.4-13 （Ch1.1-2.3）" 

香港社會 

(經濟) 

筆記第 5-6 課 (功課 7-10) 

中史 抗日戰爭至三面紅旗 



 

 

中四級下學期統一測驗溫習重點／範圍（2020-21）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指定篇章《唐詩三首》、《詞三首》、《岳陽樓記》。文言白話文閱

讀理解。修辭，敘事、寫景表達手法。 

英文 Paper 1 Reading: Follow DSE format 

數學 CH6-8 

通識 今日香港：主題二法治及社會政治參與、主題三身份及身份認同（書

p.60-188） 

資通 Ch05, Ch06, Ch08 

物理 英文組 : Heat ch1-4, Force ch1 ;  

中文組: 熱學 BK1 CH1-4 + 力學 BK2 CH 1 

化學 Eng Class﹕Notes and WB Topic 4: Acids and bases  

中文班：鐵的鏽蝕、酸和鹼 

生物 第七、八、九章 

歷史 二戰末至冷戰 1945-1955 , 以阿衝突 

中史 單元三 魏晉南北朝，書 150-199 

地理 單元六 消失的綠色樹冠 

經濟 中文組：筆記 P. 84-131  

英文組:Part C p.1-95 

企會 會計導論 Ch5-8、基礎個人理財 Ch1-4 

文憑視藝 藝術史： 文藝復興時期至後現代藝術 ; 雕塑藝術 

文憑體育 神經、肌肉、呼吸系統 



 

 

中五級下學期統一測驗溫習重點／範圍（2020-21） 

 

科目 溫習重點／範圍 

中文 1.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詩三首、詞三首、論語、岳陽樓記、師說、廉

頗藺相如列傳、勸學、六國論、出師表、逍遙遊)  

2. 閱讀埋解一篇(白話文) 

英文 Paper 1 Reading: Follow DSE format 

數學 Section A Ch 11-17 , Section B 初中題, Section C Ch. 15-17 

數學 M1 Ch4-5 

數學 M2 第 6,7課 

通識 現代中國 主題二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書 p.63-138) 

資通 必修部分 Ch15 選修部分 Ch09,Ch10 

生物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傳染病，非傳染病，身體防禦，細胞，酶，細

胞膜，人類營養，分子遺傳學 

物理 英文組 : E&M ch2-4 ;  

中文組: 電磁學 BK4 CH 2-4 

化學 Notes and WB Topic 9: Chemical reaction and energy/ Topic 10: Rate of 

reaction 

歷史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p.24 - 197 

地理 "單元五 對抗饑荒 整個單元 

單元二 管理河流和河岸環境 教科書 P1-48；筆記 P1-38" 

經濟 中文組﹕筆記上冊 P. 46-88. 筆記下冊 P.1-33  

英文組﹕Part J p.3-34, Part F p.1-95 

企會 財務會計 Ch8-12 

中史 清鴉片戰爭 (歷史資料題) 科舉制度 (論述題) 

文憑視藝 藝術史：文藝復興時期至後現代藝術、中西人物畫比較 

文憑體育 訓練法 

 



 

P952 

 

中一至中五下學期統一測驗時間表及溫習範圍、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回條 

 

敬覆者：有關中一至中五下學期統一測驗時間表及溫習範圍、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事宜，本

人業已知悉。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別(班號) (     )  家長姓名  

 

 

二零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