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景天主教中學  

通告 第六十二號 (2021－2022) 

有關「上學期統一測驗」事  

敬啟者：  

上學期統一測驗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至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舉行。有關統一測驗舉行日期安排如下：  

級別  統一測驗日期  備註  

中一至中四   2021 年 10 月 22 日至 27 日  

同 學 於 測 驗 後 即 可

放學，唯 10 月 27 日

測驗後須如常上課。 

中五  2021 年 10 月 21 日至 27 日  
同 學 於 測 驗 後 即 可

放學。  

統一測驗時間表及中一至中三級之統測範圍請見附件。有關統測及考試須

知詳情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9 頁。敬希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以期獲

取優異成績。  

  敬請填妥以下回條，並着  貴子弟於十月八日（星期五）或之前交回班主

任，以便彙辦。耑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劉廣業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                                

註：如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

則當天統一測驗的科目將會順延至翌日舉行，餘此類推。 

  因本通告需保留正本回條，故並不會同時上載於學校流動應用程式內，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回條】              21062     

有關「上學期統一測驗」事  

敬覆者 : 

  有關「上學期統一測驗」事已知悉，本人定當督促  *小兒／小女  勤加溫

習，以期獲取優異成績。  

 

 

  此覆  

荔景天主教中學校長  

 

 

 

 

二零二一年     月    日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  ）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21/2022) 

中一級 上學期統測範圍 

善用《學生溫習日誌》訂立溫習大計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一、讀本問答： 

1.《花臉》(單元一) 

2.《燕詩》(單元一) 

 

二、語文基礎知識：(單元一、二)成語 1-20、詞語單(單元一） 

1. 中國詩選：《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送元二使安西》 

2. 名詞、動詞、形容詞、擬聲詞（單元一） 

3. 修辭：比擬、排比（單元一） 

4. 文言字詞：顧、乘、少、既 

5. 已有知識：錯別字、一般修辭手法 

 

三、閱讀理解：文言文、白話文 

 

English 

Language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Article 

b. Poem 

 

Part B Grammar 

a. Tenses (present simple, present continuous, past simple, past continuous, future simple) 

b. Conditionals: Types 0 and 1 

c.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Mathematics  Chapter 0 – 4.2 

Integrated 

Science 
Chapter 1 (P.4-68) 

填寫範圍
分配各科

溫習時間

仔細、具體地按
各科的示例填寫
溫習計劃

約1-2小時一節

盡力實行、

適時調整



科目 範圍 

綜合人文  

甲部： 

1. 世界上的主要自然災害 

2. 熱帶氣旋 

（課本：P. 4-22） 

 

乙部： 

1. 地圖練習工作紙 1 

2. 香港歷史發展校本筆記 

3. 工作紙 2、工作紙 3 

 

中國歷史 

第一章第 2-3節 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課本 P.8-13、作業 P.4-5 

第二章第 1-3節 西周的封建︱課本 P.17-22、作業 P.6-7 

第三章第 1-2節 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課本 P.27, 30-33 

普通話 

1. 聽辨、標注聲調、輕聲、聲母、單韻母、複韻母 

2. 漢語拼音譯寫漢字 

3. 標注第一、二課重點詞語及補充詞語拼音 

4. 工作紙(一) 

5. 粵普對譯：《粵普對譯手冊》第一、二課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21/2022) 

中二級 上學期統測範圍 

善用《學生溫習日誌》訂立溫習大計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一. 讀本問答： 

1. 《一件小事》(單元一) 

2. 《〈綠袖子〉的回憶》(單元一)  

 

二. 語文基礎知識： 

1. 詞語單 (單元一、二) 

2. 成語 第 1-30個 

3. 借代、層遞(單元一) 

4. 文言字詞：文言虛詞 （安、雖、耶、耳）(單元一) 

5. 已有知識：錯別字、一般修辭手法 

 

三. 閱讀理解：文言文、白話文 

 

English 

Language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Article 

b. Poem 

 

Part B Grammar  

a. Tenses (simple present, presen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simple past, simple future) 

b. Passive voice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present perfect, simple future) 

c. Adjectives and Adverbs 

d.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e. Connectives of Reason, Purpose and Result 

f.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Mathematics  
Revision on secondary 1 chapters,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2.1 – 2.3A 

填寫範圍
分配各科

溫習時間

仔細、具體地按
各科的示例填寫
溫習計劃

約1-2小時一節

盡力實行、

適時調整



科目 範圍 

Integrated 

Science 
Chapter 7.1 – 7.6 (P.3-63) (except: Role of stomata(p.35)) 

綜合人文  

甲部： 

1. 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  

（校本筆記：P. 1-2） 

 

2. 中國內地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 

（課本：P. 2-21） 

 

中國歷史 

第一章第 1節 五代十國的興替與政權特色︱課本 P.5-8、作業 P2 

第一章第 2節 宋的統一與國策的制定︱課本 P.10-15、作業 P.3-4 

第二章第 1節 宋代的文人政治︱課本 P.18-20、作業 P.5-6 

普通話 

1. 聽辨、標注聲調、聲母、單韻母、複韻母 

2. 漢語拼音譯寫漢字 

3. 標注第一、二課重點詞語及補充詞語拼音 

4. 工作紙(一) 

5. 粵普對譯：《粵普對譯手冊》第一、二課 

6. 一、不 的變調規則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21/2022) 

中三級 上學期統測範圍 

善用《學生溫習日誌》訂立溫習大計 

 
 

科目 範圍 

中國語文 

一. 讀本問答： 

1. 《爸爸的花兒落了》(單元一) 

2. 《口技》(單元二) 

 

二. 語文基礎知識： 

1. 詞語單（單元一、二） 

2. 語法：祈使句、感歎句（單元一） 

3. 修辭：反復、誇張、借喻及借代（單元一、二） 

4. 文言知識：詞類活用（單元二） 

5. 成語第 1-25個、名言警句第 1-10句 

6. 已有知識：錯別字 

三. 閱讀理解：文言文、白話文 

English 

Language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Article 

b. Poem 

 

Part B Grammar 

a. Tenses (present simple, presen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past simple, past 

continuous, future simple, future perfect) 

b. Conditionals: Types 0-3 

c. Reporting statements, questions, instructions (with modal verbs) 

d. Subject and verb agreement 

e. Word formation 

f.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Mathematics  
Revision on Junior forms chapters,  

Chapter 1 – 3.3 

填寫範圍
分配各科

溫習時間

仔細、具體地按
各科的示例填寫
溫習計劃

約1-2小時一節

盡力實行、

適時調整



科目 範圍 

Integrated 

Science 

Physics Book 3C p.3-21 and all worksheets done 

Chemistry 

Metals – Chapter 1: Extraction of Metals  

- Notes: P. 2-19 

- Worksheet 1 - 3 

Biology 

12.1  Keeping Our Body Healthy (Textbook P.3-6, and Workbook 

Exercises) 

12.2  Nutrition and Health (Textbook P.7-26, and Workbook Exercises) 

綜合人文  

甲部： 

1. 甚麼是可持續發展？ 

2. 全球增溫的原因 

3. 全球增溫的影響 

（校本筆記：P. 1-12） 

 

乙部： 

1.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因 

2. 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件 

（課本：p. 1-22、校本筆記：p. 1-18） 

 

中國歷史 

第一章第 1節 滿清入關及一統全國︱課本 p.4-9、作業 p.2-3 

第一章第 2節 康、雍、乾時期的統治政策︱課本 p.11-19、作業 p.5-6 

第二章第 1節 清朝的中衰︱課本 p.31-32、作業 p.7 

第二章第 2節 鴉片戰爭︱課本 p.33-43、作業 p.8-9 

普通話 

 

1. 聽辨、標注聲調、聲母、單韻母、複韻母、鼻韻母 

2. 漢語拼音譯寫漢字 

3. 標注第一、二課課文詞語及補充詞語拼音 

4. 工作紙(一) 

5. 粵普對譯：《粵普對譯手冊》第一、二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