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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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振 強 紀 念 中 學 2019 至 2020 年 度 第 二 期 校 園 通 訊 回 條 

學生姓名                           (       ) 家長電話                                        

班   別                                    家長姓名                                        

日    期                                              家長簽署                                      

(請於 10 月 24 日前把回條交班主任彙集) 

 

  

 

 

 

 

一、 校長的話 

《多讀勤寫，成就未來作家》 

 

特別想藉此機會感謝家教會各委員和家長義 

工，學校敬師日得以順利完成。孩子的健康 

成長有賴家長和學校的互信和溝通，彼此合 

作。從學生贈予本校老師的感恩心意卡，喜 

見同學懂得感恩，亦欣賞本校老師對學生的 

無私付出，讓同學於充滿家庭氣氛的學校成 

長。 

 

現想藉此機會表場去年在各大徵文及閱讀報 

告比賽獲獎同學。去年本校於各大徵文及閱 

讀報告比賽屢創佳績，如 6D 甄芷妤、陳銘 

豐、5D 黎澍晴於《香港吉野家勤學大賞 2019 

創意徵文比賽》高級組五項大獎中獲得其中 

三項，6D 王宏基同學於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及語文中心合辦《第 

十屆大學文學獎》獲「少年作家獎」。《深港澳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我校同學有三份作品得獎：，6D 劉凱欣及王曉琳同學於高級組勇 

奪二等獎，王宏基同學獲三等獎。 

 

成績非一蹴而就，全賴老師的栽培，同學的努力；如去年 6D 班同

學除指定作文，每週還另作兩篇自擬題，主動交老師評改，加上大量閱

讀作輸入，勤於觀察生活經驗，多讀多寫，自然思如潮湧，旁徵博引，

豐富文章。願家長多鼓勵同學多讀多寫，及早打好語文基礎，積極參與

各項學術比賽與同儕交流。 

 

最後，十月為聖母玫瑰月，教會藉此月特別孝愛天上的母親，鼓勵同學於本月以祈禱、克己作神化獻天上母親，

在家孝愛地上的母親，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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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意 見 

 

 

 

 

 

 

 

 

 

二、 上學期統一測驗及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 

1. 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將於 29/10 - 1/11舉行，測驗範圍及時間詳見附頁或學校網頁。 

2.  第一次模擬考試將於 23/10 - 1/11舉行， 考試範圍及時間詳見附頁或學校網頁。 

3. 配合考評局的考試規則，學生須於統一測驗及考試中使用HB鉛筆作答多項選擇題。 

4. 學生於測驗及考試進行中必須關掉手機；若學生的手機影響測考，將被紀律處分及扣減該科分數。另外， 

測考期間，在學校範圍內，學生一律嚴禁使用手機，尤其是在小息或放學時段。 

5. 學生應自備文具及計算機等用具。學生不可於測驗及考試進行中向同學借用有關物品。 

6.  學生在測考期間回校時間與平日返學一樣，即早上8 : 17或以前回到學校。惟部份在特別室應考的學生 

須於早上8 : 00(中四、五級) / 8 :10(中一至中三級)前到達相關特別室試場 

 

三、 中四及中五級中英數 S 組安排 

為了進一步提昇學生中英數公開試成績，中、英、數成績優異的學生將分別安排同一組上課。 S 組會有獨立課

程進度、教材、試卷，課業頻次及質素要求亦相對提高，務求裝備同學未來有更好的公開試表現。由於課程進

度較快，由上學期統測或考試開始，中英數 S 組同學會設有獨立試卷，以配合日常教學進度，進一步提昇對同

學要求以準備公開試。 

S 組試卷安排如下： 

(a) 中文科：閱讀理解試卷部份程度較深 

(b) 英文科：作文卷字數要求較多、閱讀理解試卷及聆聽試卷程度較深 

(c) 數學科：試卷一及二程度較深 

 

家長及同學如欲詳細了解試卷分别，可向 S 組任教老師查詢。 

級別 中文 S 組 英文 S 組 數學 S 組 

中五級 何少廣老師 趙家欣老師 邱舜賢老師 

中四級 何少廣老師 林俊善老師 聶衛漢老師 

 

四、 中四至中六級學生成績表不顯示全級名次及班名次 

因高中學生修讀不同的選修科，且學生應考的試卷亦不同，以學生總平均分排列級名次及班名次將不適用，所

以中四至中六級學生成績表上不會顯示級名次及班名次，只會顯示各科成績的全級名次。 

 

五、 周年頒獎典禮延期 

鑑於近期出現的公眾活動，原定 18/10/2019 晚上舉行的周年頒獎典禮將延期至 8/11/2019 下午舉行。18/10/2019 

(DayIII，星期五)當天將會全日上課，放學時間為 3:20 p.m，中一中二級留校午膳，3:30p.m 至 4:30p.m 時段為學會

活動。8/11/2019(DayII，星期五)當天上課四節，放學時間為 11:40a.m，中一中二級不設留校午膳，放學後將進行

第二次全校師生清潔活動。 
 

六、 自修室開放（星期六、日） 

圖書館自修室於星期一至五上課日開放至晚上九時，為學生提供合適溫習的環境，開學以來不少學生皆善用之。

有見及此，於測考前一星期之星期六日（即 26, 27/10），學校將開放圖書館作自修室之用，由校友看管及作學術

指導，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歡迎學生善用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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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事務報告 

1. 中一至中三級家長夜 

本校將於11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家長夜，屆時由校方簡介家校合作信息，並由班主任派發上

學期統一測驗成績表，請家長撥冗出席。若家長對子女的學業表現有任何查詢，歡迎個別聯絡科任老師。 

家長夜的詳情如下： 

級別 地點 程序 

晚上7:20-7:40 禮堂 中一至中三級：簡介家校合作信息 

晚上7:50-8:10 課室 簡報學生學行表現及派發統一測驗成績表 

 

2. 中六級家長日 

本校將於11月23日 (星期六) 舉行家長日，由班主任向家長匯報學生學習及品行表現並派發第一次模擬考試的成

績表，請家長撥冗出席。家長日詳情將另函通知。 

 

3. 不要光顧售賣飯盒的無牌商販 

為保障學生健康，請家長叮囑 貴子弟不要光顧售賣飯盒的無牌商販。 

學校小食部每天均會提供兩款午飯給中三或以上學生購買，並會售賣午膳供應商的午餐予所有學生，相信可滿

足學生需要。 
 

4. 借用學生儲物櫃 

學生可於九月起免費使用設於課室內的學生儲物櫃，惟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a) 每名學生會獲分配一格儲物櫃。 

(b) 學生應保持儲物櫃清潔及完好。 

(c) 學生必須於考試及統一測驗期間將儲物櫃內的所有書籍及筆記取回家中溫習。 

(d) 學生應小心使用儲物櫃，若有損壞須負責賠償。 

 

5. 冬季校服 

(a) 校方將於天氣轉冷後公佈改穿冬季校服的日期，請家長為貴子弟預早準備冬季校服。 

(b) 男生冬季校服包括白色長袖恤衫、學校領帶、灰色西褲；女生冬季校服包括白色長袖恤衫、學校領帶、灰

色學校絨裙。有需要時，更可穿著校方指定的學校冷衫或冬季外套，以備寒冬。同學們只可加穿校方指定

的冬季外套而不得穿著其他禦寒外褸。 

(c) 若早上市區氣溫為攝氏 10 度或以下，而學校冷衫、學校冬季外套和保暖內衣仍未足夠保暖時，校方接受以

下禦寒服飾： 

(i) 學生可穿著簡約款式的素色羽絨褸或棉襖； 

(ii) 女生可穿著灰色厚襪褲、灰色西褲或整齊學校運動服套裝。 

(d) 校服要求詳情，請留意學生守則。 

(e) 如有需要購買冬季校服，可聯絡校服供應商：華灃制服公司，電話：2749-9932，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40

號恆滿樓地下(港鐡太子站Ｅ出口轉左)。 

 

6. 智能學生證考勤系統 

家長可登入學校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或本校內聯網 eClass 系統，查閱子女的考勤紀錄及早上到校時

間。若家長希望了解子女的離校時間，可要求子女於離校時 (晚上7時前) 在學校入口的閱讀器拍咭。 

 

八、 2018-2019 年度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余振強紀念獎學金 

謝馨慧 林錦源 陳嘉穎 石紫琪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張絡琳 王醞瀛 何美瑩 陳湛謙 黎澍晴 

鄺文鏑 魏朗兒 劉朗廉 許志健 霍綽霖 

     

傑出運動員獎 

翁卓傑 楊雋濠 曾栢浩 陳樂謙 

黃𨥭澄 梁偉源 黃灝澄 張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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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活動獎 

汪柏揚 張智傑 石紫琪 陳芷晞 張絡琳 

高綽延 許嫚軒 楊卓昇 馬子杰 魯沅琳 

     

傑出服務獎 

關梓晴 陳睿培 魏朗兒 楊卓昇 黎澍晴 

周雅妮 何俊麒 蘇勁明 王子謙 周佩樂 

     

傑出學長服務獎 

陳睿培 嚴晞彤 關梓晴 黎澍晴 魏朗兒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周佩樂 周雅妮 王子謙  

     

傑出學生會服務獎 

劉耀鴻 余啟正 鍾歷恆 葉文威 湯欣潼 張絡琳 

 

蘇智明校友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王鉦皓 

第二名 李溢楠 

第三名 羅詠妍 

第四名 王宏基 

第五名 羅雋灝 

優異獎 司徒嘉熹 、梁偉源、黃駿杰、姚學言、劉凱欣、白家豪、葉錦誠、楊子鋒、吳凱欣、劉煒韜、 

龐立華、朱珮穎、王靖滺、陳嘉俊、周瑞堅。 

 

蘇智明校友全年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全年各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謝馨慧 石紫琪 王醞瀛 鄺文鏑 劉朗廉 

林錦源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何美瑩 魏朗兒 霍綽霖 

梁家麒 張絡琳 陳湛謙 黎澍晴 陳智樂 

胡家軒 尹垚煜 何鴻樾 楊邵清 許志健 

陳嘉穎 楊梓浚 張晉升 陳嘉欣 羅詠晞 

彭嘉敏 周雅妮 黎嘉文 余啟正 陳君豪 

陳雋昇 陳文傑 梁健鋒 黃榮基 關冠輝 

何曉官 姚承澧 魯沅琳 梁卓宏 許芷珊 

陳嘉俊 林道通 王焯欣 關梓晴 李俊杰 

呂宇軒 李婉婷 李耀揚 鍾家煒 李頌賢 

全年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第一名 謝馨慧 胡家軒 許梓謙 陳逸晴 

第二名 林錦源 陳嘉穎 韋世濠 林宇軒 

第三名 梁家麒 劉詠瑜 黃子芹 盧耀霖 

全年中二級各班首三名 

 2A 2B 2C 2D 

第一名 石紫琪 尹垚煜 黃宇熙 鍾嘉欣 

第二名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楊梓浚 唐博煒 - 

第三名 張絡琳 林道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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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3A 3B 

第一名 王醞瀛 梁健鋒 

第二名 何美瑩 李耀揚 

第三名 陳湛謙 鍾文軒 

 

全年學行優異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謝馨慧 - 何鴻樾 
黎澍晴 

鄺文鏑 

劉朗廉 

關冠輝 

英文 

李劭毅 

陳芷蔚 

王天朗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陳俊達 

林敬和 

陳湛謙 

黃建熹 

王璟揚 

- 

陳子健 

許志健 

劉朗廉 

數學 
羅梓義 

何荣積 
陳文傑 

何美瑩 

王醞瀛 

鄺文鏑 

魏朗兒 

傅浚銘 

霍綽霖 

劉朗廉 

危寶兒 

綜合科學 陳嘉穎 - - - - 

普通話 張嘉樂 周雅妮 
何鴻樾 

梁健鋒 
- - 

通識 - - - 

鄺文鏑 

黎澍晴 

楊邵清 

關冠輝 

中國歷史 - - 潘進賢 - - 

地理 - - 魯沅琳 - 關冠輝 

物理 - - 王醞瀛 余啟正 陳智樂 

化學 - - 梁健鋒 余啟正 劉朗廉 

生物 - - 梁健鋒 梁卓宏 劉朗廉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 - 魏朗兒 霍綽霖 

旅遊與款待 - - - 關梓晴 甄芷妤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葉文威 鍾嘉謙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 - 楊邵清 陳君豪 

視覺藝術 蘇詩琪 郭潤婷 王醞瀛 - - 

宗教 李劭毅 林俊逸 黎嘉文 關梓晴 嚴晞彤 

音樂 呂宇軒 周煜秦 陳湛謙 - - 

體育 童富盛 吳峻筳 袁加軒 翁卓傑 張智傑 

操行 

胡應麟 

黎碧雲 

馬子杰 

袁嘉穎 

劉思敏 

楊梓浚 

黃宇熙 

鍾嘉欣 

陳湛謙 

薜嵐峯 

曾嘉怡 

鍾晧晉 

鄺樂程 

陳俊威 

陳嘉欣 

葉穎姿 

劉德昌 

李振寧 

鄔家喬 

陳君豪 

服務 

陳芷蔚 

李慧冰 

許梓謙 

周雅妮 

周佩樂 

黃𨥭澄 

魯沅琳 

石樂軒 

何美瑩 

關梓晴 

陳睿培 

魏朗兒 

何俊麒 

王子謙 

嚴晞彤 

活動 

馬子杰 

韋世濠 

陳芷蔚 

石紫琪 

陳芷晞 

許嫚軒 

魯沅琳 

王醞瀛 

温進橋 

汪柏揚 

楊卓昇 

高綽延 

張智傑 

曾栢浩 

嚴晞彤 

 

九、 參與體育活動注意事項 

學生在參與體育活動時應注意事項以下安全守則以確保安全： 

1. 進行班際或社際球類活動時，動作不應粗野，免生意外。 

2. 下雨時不應於操場進行任何體育活動。 

3. 若地面濕滑，則不應進行分隊競賽，只可作簡單射球活動。 

4. 進行任何體育活動不應嬉戲。 

5. 切勿攀抓足球架及籃球架。 

6. 應在教練或老師在場時，才可進入健身室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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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19-2020 學生會幹事會選舉結果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為余振強紀念中學學生會第四十一屆幹事會選舉日，結果如下： 

候選內閣：  1 號 Unify (5D 鄭進)     2 號 Light (4C 溫進橋) 

選舉結果 ： 

1 號 Unify 219 票 2 號 Light 216 票 棄權及廢票 93 總票數(投票率)  528 (95.1%) 

 

根據簡單多數制，由 5D 鄭進同學領導的候選內閣「Unify」，已於十月八日的選舉中成功當選為第四十一屆

（2019-20）學生會幹事會，其成員如下： 

主席 5D 鄭進  活動 2A 呂博軒 

2A 黃智淵 

副主席 3B 單向榮  宣傳 2A 陳雋昇 

2A 彭嘉敏 

副主席 2B 劉凱琳  福利 3B 岑偉良 

2A 梁樂兒 

財政 5C 李飛揚  總務 3A 石紫琪 
 

十一、 家長教師會敬師日報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9 月 27 日為余振強紀念中學敬師日，為此，學校家長教師會聯同學生會舉行一連

串節目，頌揚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學精神，對老師的辛勤工作聊表心意。學生會已於 9 月 27 日向老師敬呈敬師日

小食部食物券及舉行義賣(枇杷膏、喉糖等)，呼籲同學購贈老師；及於敬師日當天，利用早讀時段播放由各班錄

製的敬師影片。 

家長教師會早於九月初籌辦「敬師日家長與老師午膳聚餐」，藉此增加學校、家長、老師的溝通機會。當天，

家長(參與聚餐家長的學生)、老師和學生會工作人員接近 160 人，聚首禮堂享用午膳，互相問好，家長們致以誠

意問候，當然迫不及待地垂詢子弟的學習情況；及對學校提出寶貴意見。在在體現家長教師會成立宗旨：「家校

一體」的合作精神。 

為使當日活動和「聚餐」臻善，除發函邀請全校家長參與，更向家長籌募活動經費，效果理想。當日活動能

成功進行，全賴家長教師會家長執委和家長的盡心籌劃；對家教會籌辦是項活動，學校上下，銘感五內。 

家長教師會於敬師日共籌得家長捐款共港幣 18,930 元。家長教師會將陸續向捐款家長分發收據。對於家長

的熱心支持，學校和本會謹此致謝！ 

十二、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時間表、測驗範圍及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時間表及測驗範圍 

 

中一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19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 指定課文問題 

乙、白話文閱讀理解(問答、選擇

題、填充題等) 

丙、文言文閱讀理解(依 TSA 形

式，簡易、選擇題) 

丁、實用文 

甲、《燕詩》、《花臉》(節錄)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啟事 

10:15-11:20 科技與生活 
MC 題、短答題、填充題、是非題、

配對題 

- 速成輸入法 

- 資訊科技與社會 2018 

30/10/19 

8:17 早會 

8:30-9:30 Eng 

Blanks Filling, Sentences Making, 

Long 

questions, Short answers, M.C., 

Mat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Unit I,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Poetry Unit 1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資料

回應題、問答題 
資源運用、明智消費 

31/10/19 

8:17 早會 

8:30-9:45 科學 
多項選擇題、是非、填充、配對、 

問答 
Ch.1, Ch.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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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1:05 中史 
選擇題、填充題、史事辨正題、配

對題、資料分析題、問答題。 

課本：甲 p30-53 ; 筆記： p1-17; 

習作簿：p12-21 ; 資料題：P11-12 

1/11/19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1A 課本第 1-3 課 

10:00-10:30 普通話 
拼音寫漢字、漢字寫拼音、多項選

擇、配對、聲母、聲調、韻母。 

第一、二課 

 

中二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19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指定課文問題 

乙、白話文閱讀理解(問答、選擇 

題、填充題等) 

丙、文言文閱讀理解(依 TSA 形式， 

簡易、選擇題) 

丁、實用文 

甲、《螳螂捕蟬》、《東施效顰》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請假信 / 邀請信 

10:15-11:20 科技與生活 
MC 題、短答題、填充題、是非

題、配對題 

速成輸入法、資訊科技與社會 

STEM 編程：mBlock 2018（部分課題） 

30/10/19 

8:17 早會 

8:30-9:30 Eng 

M.C., Short questions, Long 

questions, Blanks Filling, Sentences 

Making, Mat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Unit 1,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資料

回應題、問答題 

中國的經濟概況與國民的生活、中國

政府在經濟的角色 

31/10/19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2A 課本第 2-4 課 

10:00-10:50 中史 
選擇題、填充題、史事辨正題、配

對題、資料分析題、問答題。 

課本：甲 p4-38 ; 筆記： p1-13; 

習作簿：p1-14 ; 資料題：P6-11 

1/11/19 

8:17 早會 

8:30-9:45 科學 
多項選擇題、是非、填充、配對、 

問答 
Ch.8 

10:15-10:45 普通話 
多項選擇、漢字寫拼音、拼音寫漢

字；粵普對譯、聲母、聲調、韻母。 
第一、二課 

 

中三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19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指定課文問題 

 

乙、白話文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文言文閱讀理解(依 TSA 形式， 

簡易、選擇題) 

丁、實用文 

甲、《說恕》《不忘小善，不記小過》 

《爸爸的花兒落了》)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課外文言文篇章 

 

丁、啟事 / 通告 

10:15-10:55 地理 
選擇題、是非、填充題、配對、地圖

閱讀、資料分析題 
課本 1.1-1.4 節 

30/10/19 

8:17 早會 

8:30-9:30 Eng 

M.C., Long questions, Short questions, 

Sentences Making, Blanks Filling, 

Mat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Unit 1,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1, TSA past papers, 

Classroom Secondary TSA 

10:00-10:40 歷史 
選擇、是非、填充、填圖、配對、資

料題、問答 

香港史書 P.1-23、相關作業、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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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19 

 

8:17 早會 

8:30-9:10 物理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反射筆記、工作紙 1-4 

9:40-10:20 生物 
多項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問答

題 

第一、二章及所有工作紙 

10:50-11:2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配對；漢字譯寫成拼音；

拼音寫漢字； 

粵語譯寫普通話、聲調、聲母 

第一、二課 

1/11/19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3A 課本第 1-3 課 

10:00-10:50 中史 
選擇題、填充題、史事辨正題、配對

題、資料分析題、問答題。 

課本：甲 p2-43 ; 筆記：p1-17; 

習作簿：p1-14 ; 資料題：P1-17 

11:20-12:00 化學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題 第 1 – 3B 章 

 

中四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9/10/19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 1) 

10:00-11:30 Eng 3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 1) 

30/10/19 

8:17 早禱 

8:30-9:30 中文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甲部：《岳陽樓記》、《論仁論孝論君子》 

指定文言篇章必考題目範圍： 

1《岳陽樓記》試題庫包括：題目

*1*2*5*6*7*10*17*24*25*28 

2 《論語‧論仁論孝論君子》試題庫

包括：題目

*1*2*4*6*7*8*13*15*18*23*26 

3 上述兩篇課本問答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 一篇 (白話文篇章) 乙部：課外篇章 

10:00-11:00 

BAFS(X2) 
選擇題及問答題 

MC and Structural questions 

會計導論：第 2-4 課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Ch. 2-4 

化學(X2) 選擇題、結構題 第 1 – 9 章 

地理(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課本 4.1-4.5 節 

健社(X2) 短答題、情境題、數據分析題 主題冊一 、主題冊二 

ICT (X2) MC 題、短答題 必修部分 1：第 1 至 3 課 

體育(X2)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參考筆記：第一部分 

31/10/19 

 

8:17 早禱 

8:30-9: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今日香港 

10:00-11:00 數學(M1) 
短及長問題 課本第 1 册 

第 1, 2 課 

1/11/19 

8:17 早禱 

8:30-9:30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 - 4 課 

經濟(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第一至第五課 

歷史(X1) 資料題、論述題 香港史 

物理(X1)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熱學 1,2 

倫理與宗教(X1) 長答題 
《新簡易宗教學》：背景-經文背景 

p1-p15、背景-社會政治背景 p18-36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Ch. 1 - 5 

10:00-11:15 F.4A-F.4C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4A 課本第 1-3 課 

10:00-11:30 F.4D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4A 課本第 2, 4 課 

4B 課本第 7, 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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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9/10/19 

8:17 早禱 

8:30-9:30 中文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

充題等)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甲部：《唐詩三首》、《出師表》 

指定文言篇章必考題目範圍： 

1《唐詩三首》《出師表》試題庫 

2  課本問答題 

乙部、 一篇 (白話文篇章) 乙部：:課外篇章 

10:00-11:00 數學(M1) 短及長問題 課本第 2 册：第 9, 10 課 

30/10/19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 1) 

10:00-11:30 Eng 3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 1) 

 

31/10/19 

 

8:17 早禱 

8:30-10: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延伸回應題 

公共衛生、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

際關係、能源科技與環境。 

11:00-12:00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5 - 18 課 

經濟(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第十四第十五課 

歷史(X1) 資料題、論述題 香港史、中國史 

物理(X1)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力學 6-8、波動學 1-2 

倫理與宗教(X1) 長答題 校本筆記：《道德原則》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短問題、論述題 Ch. 19 - 25 

1/11/19 

8:17 早禱 

8:30-9:30 

BAFS(X2) 選擇題及問答題 財務會計 1 (第 1-7 課) 

化學(X2) 選擇題、結構題 第 28 – 31 章 

地理(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課本第 1 章 

健社(X2) 短答題、情境題、數據分析題 主題冊八及十 

ICT (X2) MC 題、短答題 必修部分 2：第 16 至 18 課 

體育(X2)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參考筆記：第二及第三部分 

10:00-11:15 F.5A-F.5C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5A 課本第 1-3 課 

10:00-11:30 F.5D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課題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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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時間表及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考試範圍 

23/10/19 

8:17 早禱 

8:30-10:30 中文 3 
甲部：選擇、判斷、填充、短答等  

乙部：聆聽及綜合能力寫作 書信體、演講辭、專題文章等 

11:00-1:00 Eng 2 
Part A: Short Task (200 words) 

Part B: Long Task (400 words) 

 

24/10/19 

8:17 早禱 

8:30-10:00 中文 1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等) 
甲、指定文言文篇章 12 篇 

乙、課外篇章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 一 / 二篇 (白話文篇章) 

10:30-12:30 Eng 3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25/10/19 

8:17 早禱 

8:30-10:00 Eng 1 

M.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10:30-12:00 中文 2 命題作文：三選一 (不少於 650 字) 記敍文、議論文等 

28/10/19 

8:17 早禱 

8:30-10:45 Math I 短及長問題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11:15-12:30 Math II 多項選擇題 

29/10/19 

8:17 早禱 

8:30-10:30 L.S. I 資料回應題 公共衛生、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

際關係、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球化。 
11:00-12:15 L.S. II 

延伸回應題 

30/10/19 8:30-11:00 M1 短答題、長答題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31/10/19 

8:17 早禱 

8:30-10:30 
ICT 1 MC 題、短答題 

卷 I：必修部分 1：第 1 至 10 課 

必修部分 2：第 11 至 20 課 

必修部分 3：第 21 至 28 課 

HMSC1 短答題、數據分析題 所有主題冊 

8:30-10:45 
BAFS 2 

短題目、應用題、個案／理論題 

Short questions, Application problems 

& Case/ Theory Question 

財務會計 1、財務會計 2、成本會計 

Financial Accounting 1 

Financial Accounting 2 

Costing Accounting 

PE 1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參考筆記：第一及九部分 

8:30-11:00 Chem 1 選擇題、結構題 第 1 – 49 章 

8:30-11:15 Geog 1 
選擇題、實地考察為本資料分析題、

資料分析題、短文題 
整個中學文憑試課程 

11:45-12:45 Chem 2 結構題（三選二） 第 50 – 55, 61 – 65 章 

11:45-13:00 

BAFS 1 
選擇題及問答題 

MC & Short questions 

會計導論、營商環境及管理導論、 

基礎個人理財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Basics of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Geog 2 資料分析題、短文題 整個中學文憑試課程 

PE 2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參考筆記：第一及九部分 

11:45-13:15 ICT 2 長問題 
選修部分 C1：第 1 至 6 課 

選修部分 C2：第 8 至 14 課 

11:45-13:30 HMSC 2 情境題、論述題 所有主題冊 

1/11/19 

8:17 早禱 

8:30-10:15 

 

THS 2 論述題 全部 

ERS 1 長答題 校本筆記：《道德原則》、《人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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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倫理》、《生命倫理》、《性倫理》、《環

境倫理》、《傳媒倫理》、《商業倫理》 

8:30-10:30 

 
Hist 1 

資料題 (卷一) 主題甲、主題乙 

8:30-11:00 

Econ 2 短問答及結構性問題 第一至廿一課 / 選修單元一 

Phy 1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必修部份全部 

Bio 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論述題 課本第 1A，1B，2，3，4 課 

11:30-12:30 

Bio 2 問答題 課本 E1&E2 

Econ 1 多項選擇題 第一至廿一課 / 選修單元一 

Phy 2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選修部份：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11:30-13:00 
THS 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全部 

Hist 2 論述題 (卷二) 主題甲、主題乙 

11:30-13:15 ERS 2 長答題 《新簡易宗教學》全書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