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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至二○二○年度           第四期    校園通訊                  8 .6 .2020  

 

一、 校長的話 

《疫境自強》 

 

特別於此艱難時刻，感謝家長、老師和職工對學校的支持。停課數月，為了讓同學「停課不停學」，老師為

同學努力拍攝教學影片，現已累積過萬，編製網上習作，不少老師安排網上直播課堂，幫助同學學習；班主任

積極聯絡家長，支援同學身心靈需要；同學停課在家，老師難以直接觸同學，感謝家長除了忙於家務，更要督

促子女學習，可謂身兼數職；感謝職工，為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連日為衛生防疫方面增加了大量工作。 

除了人的努力，我們更需要天主的保守眷顧，謹分享教區遇瘟疫禱文。願我們從逆境常存謙卑，不斷學習、

進步，關顧身邊的人，特別是社會中的弱勢社群。另外，亦希望大家為已故張行健校長祈禱，感謝他一生服務

及帶領余振強紀念中學，為學校建立了牢固的根基。 

遇瘟疫祈禱文 

天主，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我們來到你台前，期待你的憐憫。我們承認妄自尊大，破壞生態，禍及自己

及他人的健康。為此，我們向你懺悔。 

天主，萬物既是你所創造，你從不輕看謙卑的赤心，求你垂視我們今天因瘟疫帶來之苦。願我們重新得到你的

愛憐，使眾人在你內恢復和諧，與一切受造之物和平共存，求你給我們再造一顆珍惜萬物之心，好能忠誠 

履行受托照管之職。 

天主，我們把所有患病者及他們的家屬托付給你，求你施展大能，恩賜他們身心的痊癒，分享你聖子由苦

難進入新生命的奧蹟。求你幫助我們整個城市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各盡己任支援前線醫務人員、社工，及教

育工作者，特別照顧身處高危並缺乏資源保護健康的弱勢人士。我們深信在任何境遇中，你的愛都能改寫人類

失落的結局。求你特別賜給所有基督徒這份信德，在充滿恐懼與不安的困境中，尋求你給予我們的使命。天主，

願你為全體人民降下恩寵和祝福，驅逐一切凶惡，好使我們早日脫離逆境，以更新的心向你感恩讚頌。你是掌

管生命全能的主，你和聖子及聖神，永享光榮，直到永遠。亞孟。 

楊學海校長 

二、 颱風及暴雨應變措施 
有關颱風及暴雨應變措施，家長可參閱學生手冊(p.12)或學校網頁，並務請留意相應的上課安排。 

 

三、 復課安排 

1. 復課後校曆 

由於受疫情影響，學校停課多月，所以復課後的上課安排、下學期考試及其他活動將有所改變，其中包括： 

(a) 6 月 23 日為最後一天上課日。 

(b) 下學期考試將會延期至 6 月 24 日至 7 月 6 日舉行，共 8 天。其中一天考試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六)舉

行，所有學生必須出席。 

(c) 中一至中三級試題講解將於 7 月 13 及 15 日進行，而中四及中五級則安排於 7 月 16 及 17 日進行。家

長日安排於 7 月 25 日(星期六)舉行。 

(d) 初中暑期學習班及升中四銜接班安排於 8 月 3 至 7 日舉行。家長可自行選擇報讀初中暑期學習班，而

中三學生則必須參加升中四銜接班，學習高中中、英、數、通課程。 

(e) 升中五及升中六暑期統一課堂將於 8 月 18 至 31 日進行，升中五及升中六學生必須出席。而升中六學

生須於 8 月 12 至 17 日出席英文科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Intensive Course。 

詳情請留意 5 月 20 日發出的「學生復課安排」家長通告。 

 

余 振 強 紀 念 中 學 

Yu Chun Keung Memorial College 
Newsletter to Parents 

  校園通訊 

 

學 中 念 紀 強 振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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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學期考試成績 

(a) 統測分 

下學期統測已因停課而取消，所以下學期成績將沒有統測分。原定下學期統測分的比重將撥入下學期

考試。有關下學期成績評分比重詳情，請留意之前發出的「下學期各科常分及考試分比重」家長通告。 

(b) 術科(體育、音樂、視藝、電腦(中三)、宗教、生命教育)等級 

    由於下學期大部份時間停課，所以術科將不會作下學期評級。而全年術科成績則會以上學期等級釐定。 

(c) 口語/科學實驗/電腦實習考試 

下學期考試將不會進行中一至中三級中文及英文科口語考試、中一及中二級科學科實驗考試，以及中

一及中二級科技與生活科（科技部份）實習考試。有關下學期成績評分比重，詳情請留意之前發出的

「下學期各科常分及考試分比重」家長通告。 

(d) 有關全年學生個人成長評級(品格、行為、活動、服務、RST)，本學年只會顯示品格、行為及 RST 評

級。 

 

3. 防疫安排 

(a) 在停課期間，學校已全面清潔校舍及消毒，包括清洗全校冷氣機，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及小食部人員

加強衛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衛生。防疫安排詳情請留意 5 月 20 日發出的「學生復課安

排」家長通告。 

(b) 要讓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同學的合作至為重要。懇請家長落實以下措施： 

(1)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每天上課前在家為子女量度體溫，並填寫手冊 P.109 的體溫紀錄表，簽署後由

學生帶回學校。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如學生在

強制隔離期間，切勿回校。 

(2) 如學生於校內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徵狀，學校將盡快通知家長，由家長陪同學生盡快求醫，或由

學校安排學生送院治療。 

(3) 為防感染，促請學生每天返學、在校內及放學回家路上必須戴上口罩。由於連氣閥的呼吸器有機會

排除未經過濾的呼氣，為減低對其他人構成感染風險，學生不應於校內佩戴連氣閥的呼吸器。 

(4) 復課後，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 27144161 通知學校，以便學校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i. 學生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 

ii. 學生家人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 

iii. 學生是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iv. 學生家人是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 

 

四、 下學期考試缺席須知 

1.     根據學校的測考政策，學校不會為缺席測驗或考試的學生安排補考。 

2.     若學生缺席測驗或考試而 未能 提供有效醫生證明，該次測驗或考試的評分將為零分。 

3.     若學生因病缺席測驗或考試且 能 提供有效醫生證明，該次測驗或考試可得到評估分數。家長/監護人須

於病假當日或之前致電校務處替學生請假，並最遲於 15/7(中一至中三級) 或 17/7(中四至中五級) 把有效

的醫生證明書及請假信交給班主任。 

4.     評估分數的計算方法：(i) 計算缺席測考的學生於最近一次相同學科的測驗或考試的名次；(ii) 評估分

數 = 於缺席的測驗或考試中考獲相同名次的學生的評分的 70 %。 

 

五、 中三升中四編班安排 

(a)  遴選準則： 

(i)  學生中三全年總成績；      (ii)  學生於中三相關學科成績； 

(iii) 學生選科意願；            (iv)  每組及每科限額；                (v) 校方最後決定權。 

(b)  校方將按中三全年總成績把前列同學編入乙組(4C、4D 班)，並把其餘同學編入甲組(4A、4B 班)。 

(c)  乙組同學中數學科全年總成績較佳的 17 人被編入 4D 班，其餘同學進入 4C 班。 

(d)  4C 及 4D 班的中文及英文科均分別會同步上課。該科全年總成績較佳者進入 S 組(中文 S 組及英文 

S 組)，其餘同學進入 CD 組。 

(e)  有意以英文修讀 4C 數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物理科、生物科及化學科的學生，可於 6 月 23

日填妥英修申請表及家長簽署後，把申請表連同選科表交回校務處。 

   (f)  更改選科意願： 

如  貴子弟需更改選科意願，請於七月十五日或之前向校務處領取改選表格，並於之前把監護人簽妥

的表格交回校務處。本校將不會接受七月十五日後的改選要求。 

   (g) 編班及編科結果將於七月二十九日公佈。結果會張貼於校務處前的壁報板及於學校網頁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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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人可進步」成績進步獎勵計劃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業水平，學校推出「人人可進步」獎勵計劃，以獎勵於統測或考試總平均分達40

分且比前次測考進步超過4分的學生。於本年度上學期考試成績有進步並獲頒「人人可進步獎」的學生名單

如下：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第一名 1E 蔡順斐 

(+11.40) 

2A 梁樂兒 

(+14.48) 

3B 單向榮 

(+14.56) 

4C 雷永鏗 

(+6.00) 

4D 何鴻樾 

(+6.00) 

5C 湯欣潼 

(+5.80) 

5C 黃百群 

(+5.80) 

第二名 1A 黃若瑜 

(+10.23) 

2A 呂宇軒 

(+13.58) 

3D 鍾嘉欣 

(+4.92) 

4A 盧大為 

(+4.71) 

5A 梁藝藍 

(+5.00) 

第三名 1C 陳俊希 

(+9.93) 

2D 杜永良 

(+8.69) 

  5A 姜穎雯 

(+4.80) 

第四名 1A 陳進皓 

(+9.56) 

2A 陳芷蔚 

(+6.78) 

   

第五名 1A 麥慧梅 

(+9.42) 

2D 符史峰 

(+5.98) 

   

 

七、 應用學習 

二零二零至二二年度高中應用學習課程申請電子通告已於四月下旬發放予本年度中四級學生家長。 

 

八、 2020/2021 年度中五及中六級暑期課堂 

為協助學生及早準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已於更新校曆表上設定於 18-31/8 進行升中五級暑期課堂、

及 12-31/8 進行升中六級暑期課堂（12-17/8 為 F.6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Intensive Course ），所有

2020/2021 年度中五及中六級學生必須準時出席，而有關出勤情況亦會計入 2020/2021 年度學生紀錄並刊印

於成績表上。詳細補課安排將於下期校園通訊上公佈。 

 

 

 

九、 升留班政策 

學校會於每年學期完結前召開「升留級會議」，因應學生的學業成績、學習能力、學習態度及出勤情況，

決定學生的升級資格，並兼顧「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及「營造班風和培育學生成長」的需要，以編排學生

於下學年升讀或重讀的班別。如對升留班政策有任何意見或查詢，歡迎聯絡勞國樑副校長或李世傑老師。 

 

十、 資優教育 

雖然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資優課程因疫情而取消，但本校於停課期間仍推薦學生參加資優徵文

比賽，以下為獲獎學生名單： 

(a) 資優創意中文徵文比賽 2020 （由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舉辦) 

  星中之星：5D 劉梓康、優異獎：5C 鄺文鏑 

(b)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0 (organized by Hong Kong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Association) 

 Star of Excellence － 5C Kwong Man Tik 

 Silver － 1A Hui Pak Sin, 5D Yeung Siu Ching 

 Bronze － 3B Chan Chun Tat, 4D Daniel Chan, 5C Wong Wing Kei, 5C Kwan Tsz Ching,  

   5D Lai Shue Ching, 5D Leung Chuek Wang,  

 Merit － 5C Ngai Long Yi 

(c) Crossword Puzzle Challenge 2020 (organized by Hong Kong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Association) 

 Gold － 1A Hui Pak Sin 

 Bronze － 4D Daniel Chan 

為發揮資優學生的潛質，幫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及訓練高層次思維，本校根據學生的個別專長，提供適切

的資優培訓機會。如於個別範疇表現突出且有意參加資優訓練的學生，請與蔡宗協老師聯絡。學校會推薦

合適學生參加相關資優訓練活動。香港中文大學暑期資優課程亦接受報名，本校將推薦學生參加入學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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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升中四暑期銜接班 (3/8–7/8) 

學校將舉辦升中四暑期銜接班，以協助學生為高中學習作好準備。銜接班的學費由校方全數津貼，所有升

中四學生必須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3/8 至 7/8 (星期一至五)，共 5 天 

時間：上午八時十七分至下午十二時二十分 

對象：所有升中四學生必須參加 

地點：本校課室 

費用：全免(費用由政府學校發展津貼支付) 

課程：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 (數學部份班別以英語授課) 

導師：大學生、大學畢業生、文憑教師、學位教師或退休教師 

要求：學生須準時回校、專心上課及完成功課(若學生無故缺席，會有紀律處分) 

  學校將於六月內派發通告給中三學生的家長。 

 

十二、 初中暑期進修班 (3/8–7/8) 

為了使學生善用暑假，家長教師會將為初中學生舉辦暑期進修班，詳情如下： 

日期：3/8 至 7/8 (星期一至五)，共 5 天 

時間：上午八時十七分至下午十一時三十分 

對象：升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地點：本校課室 

費用：$460 

課程：中文、英文及數學 (數學部份班別以英語授課) 

導師：大學生、大學畢業生、文憑教師、學位教師或退休教師 

要求：學生須準時回校、專心上課及完成功課(若學生無故缺席，會有紀律處分) 

學校將於六月內派發通告給中一及中二級學生的家長。 

 

十三、 考試期間自修室開放安排 

為了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給同學溫習，學校除了維持於上課及考試日開放學校圖書館至晚上六時正，讓同

學可自修溫習，學校更安排於考試前及考試期間的星期六及星期日開放自修室，鼓勵同學好好溫習， 

努力預備考試。星期六日自修室開放詳情如下： 

日期：20/6、21/6、27/6、28/6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地點：圖書館 

 

十四、 2019/2020年度上學期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上學期頒獎典禮取消。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同學將於稍後收到各獎項： 

蘇智明校友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謝育姍 梁家麒 Jobelle 何美瑩 鄺文鏑 

鄧騰隆 陳雋昇 張絡琳 王醖瀛 魏朗兒 

蔡栢軒 林錦源 石紫琪 陳湛謙 黎澍晴 

黃恩佟 陳乙華 周雅妮 何鴻樾 楊邵清 

何俊熙 陳嘉穎 許嫚軒 黎嘉文 黃榮基 

郭巧瑩 謝馨慧 蘇家富 薜嵐峯 陳嘉欣 

麥慧梅 陳嘉俊 尹垚煜 張晉升 鍾家煒 

岳俊境 彭嘉敏 楊梓浚 黃建熹 劉梓康 

Lerma Noel L 翟梓熙 史海明 顧振楷 曾秀樺 

江俊軒 何曉官 李婉婷 梁健鋒 梁卓宏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1E 

第一名 鄧騰隆 謝育姍 岳俊境 溫樂恒 周偉豪 

第二名 黃恩佟 蔡栢軒 陳潔琳 李浩彥 蔡添朗 

第三名 何俊熙 郭巧瑩 王樂軒 葉峻熙 王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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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二級各班首三名 

 2A 2B 2C 2D 

第一名 梁家麒 陳嘉穎 羅良慧 野島龍一 

第二名 陳雋昇 劉凱琳 何柏熙 符史峰 

第三名 林錦源 張映彤 鄧仁傑 劉國鏘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3A 3B 3C 3D 

第一名 Jobelle 尹垚煜 李妍潁 鍾嘉欣 

第二名 張絡琳 楊梓浚 - - 

第三名 石紫琪 林道通 - - 

 

中一至中五級學行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 謝馨慧 尹垚煜 

周雅妮 

何鴻樾 黎澍晴 

魏朗兒 

鄺文鏑 

英文 Lerma Noel L 

謝育姍 

蔡栢軒 

陳雋昇 

呂博軒 

李劭毅 

Jobelle 

陳俊達 

周政喬 

林俊逸 

陳湛謙 

王璟揚 

黃建熹 

黎澍晴 

王上瑋 

黎敬軒 

數學 謝育姍 

Lerma Noel L 

岳俊境 

何荣積 

羅梓義 

梁家麒 

陳嘉俊 

李潤東 

陳文傑 

尹垚煜 

林迪偉 

何美瑩 

溫智達 

鄺文鏑 

魏朗兒 

曾秀樺 

鍾家煒 

生活與社會 鄧騰隆 曾俊軒 / / / 

綜合科學 Lerma Noel L 陳雋昇 / / / 

科技與生活 謝育姍 梁家麒 / / / 

普通話 鄧騰隆 何荣積 

張嘉樂 

葉禹佟 

鄭海華 

周雅妮 / / 

通識 / / / 何鴻樾 

何美瑩 

李明杰 

/ 

中史 鄧騰隆 陳乙華 張絡琳 / / 

地理 / / 鍾嘉欣 / / 

經濟 / / / 何鴻樾 / 

物理 / / 史海明 王醖瀛 

薜嵐峯 

劉梓康 

化學 / / Jobelle 梁健鋒 余啟正 

鄺文鏑 

生物 / / Jobelle 

張絡琳 

梁健鋒 鄺文鏑 

健社 / / / / 魏朗兒 

電腦/ICT / / / 呂誠傑 / 

旅遊與款待 / / / / 關梓晴 

會計、財務及企業

管理 

/ / / 何美瑩 楊邵清 

視覺藝術 陳俊希 鍾晴 曾詩鈞 / / 

宗教 禇泓峰 李劭毅 林俊逸 陳湛謙 關梓晴 

音樂 何健濤 陳芷蔚 Jobelle / / 

體育 鄭鏋 何梓生 蔡偉民 溫進橋 翁卓傑 

操行 黃恩佟 謝馨慧 周雅妮 伍建朗 鍾天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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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育姍 

岳俊境 

盧秋錡 

鄭羨凝 

陸善欣 

馬子杰 

袁嘉穎 

楊梓浚 

伍浩峰 

鍾嘉欣 

李樹榮 

雷永鏗 

陳湛謙 

陳俊威 

陳嘉欣 

梁卓宏 

服務 歐琳 

陳咏藝 

陳俊希 

鄭燚塱 

李慧冰 

廖珈敏 

蔡詠恩 

周雅妮 

周佩樂 

Jobelle 

卓恩愛 

張晉升 

鍾穎儀 

陳睿培 

關梓晴 

魏朗兒 

活動 鄭鏋 

梁頴兒 

陳信典 

童富盛 

謝馨慧 

鍾晴 

李旭熹 

左偉鵬 

石紫琪 

袁加軒 

溫進橋 

霍澔泓 

翁卓傑 

彭展睿 

陳駿樂 

 

 

十五、 學校推行電子繳費及其他退款事宜 

1. 本校法團校董會已通過豁免收取下學期的特定用途費$150，已繳交的家長將獲退還款項； 

2. 疫情關係，本年度校刊總頁數將由 64 頁減至 60 頁，每本造價差額$0.5 將退還予家長； 

3. 因兄弟姊妹同校只須訂購一本校刊，如二人同校可取回退款$36.3，如三人同校可取回退款$72.6； 

4. 為推行 AlipayHK APP 電子繳費系統，學生在舊有 PPS 系統內如有結餘，將會在暑假前連同上述款項退 

還予家長，具體退款程序請留意稍後公佈。 

 

十六、 訂購校服 

校服承辦公司將於 9-10/7/2020 (星期四、五) 早上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到校為同學度身訂做校服。

請有需要同學帶備現金到學校有蓋操場訂購，並於 25/8/2020(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回校繳付訂購餘

額並領取已訂購的校服。有關校服的價格詳情如下： 

學校已轉用新款短袖運動衫(分四社色)，供應商不會再售賣舊款運動衫，但舊生仍可穿著舊款運動衫上

體育課。 

如同學未能於上述日子到校訂購校服，請自行聯絡校服供應商訂購。 

供應商名稱：華灃金達制服校服公司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40 號恆滿樓地下 

電話：2749 9932 

 

 

尺碼 S / (12.5) M / (13) L / (13.5) XL / (14) XXL / (14.5) 裁碼 

長袖恤衫 $56 $58 $60 $62 $65 $70 

短袖恤衫 $48 $50 $52 $54 $57 $62 

尺碼 S / (24) M / (25) L / (26) XL / (27) XXL / (28) 裁碼 

西褲(腰圍) $92 $97 $102 $107 $112 $117 

尺碼 S / (34) M / (35) L / (36) XL / (37) XXL / (38) 裁碼 

女生夏季校裙(腰圍) $101 $106 $111 $116 $121 $133 

女生冬季校裙(腰圍) $108 $113 $118 $123 $128 $140 

尺碼 S / (36) M / (38) L / (40) XL /(42) XXL /(44) 裁碼 

長袖冷衫 $120 $125 $130 $135 $140 $150 

背心冷衫 $100 $105 $110 $115 $120 $130 

二合一冬季外套 $219 $233 $247 $261 $276 $295 

尺碼 S / (36) M / (38) L / (40) XL /(42) XXL /(44) 裁碼 

運動短褲(男女同款) $48 $51 $54 $58 $62 $70 

冬季運動服外套 $101 $106 $111 $116 $121 $131 

冬季運動服長褲 $85 $90 $95 $105 $115 $125 

短袖運動衫尺碼 (34) (36) (38) (40) (42) (44) 

單價 $65 $70 $75 $75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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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2019-20 年度各級下學期考試時間表 

 

中一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4/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45 中文 I 

甲、(1)課文問題 

(2)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丙、語文運用 

甲、(1) 《木蘭辭》、《魯人徙越》、 

《生物的「睡眠」》 

(2) 課外文言文篇章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單元五、六語文運用 

10:15-11:25 中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填充

題、是非改正題、次序題 

BK.書.P92-179、習作簿 P36-69、資料題 

P22-39、參考筆記 P23-46 

26/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1 
1. Sentence making 

2. Essay writing 

1. Textbook: Units 3 and 4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s 3 and 4  

27/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數學 選擇題、短答題、長答題 1A、1B 課本全部及 2A 第一課 

10:30-11:15 英文 3 
Listening Tasks 

 

J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1A & 1B)  

Teach & Practice Listening Level 1 (1C 

-1E) 

 

29/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5 
中文 III 

聆聽：選擇、判斷、填充、短答

等 

 

普通話聆聽 選擇題、填充、 問答  

10:05-11:20 中文 II&V 
命題作文：二選一 (不少於 300 字) 

實用文 

記敘文、抒情文 

通告 

30/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2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M.C. 

3. Long questions 

4. Short questions 

5. Matching 

6. Blank Filling 

7. Sentence Making 

1. Textbook: Units 3 and 4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s 3 and 4 

 

2/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資料回

應題、問答題 

香港的公共財政、國際金融中心、香港

地理及歷史、我和香港政府、價值建立

與應用 

3/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55 科技與生活 

科技單元：MC 題、短答題、填充題、

是非題、配對題 

生活單元：選擇題、問答題 

資訊科技與社會 (健康議題、知識產

權、網絡安全) 

第一章及第九章 

10:25-10:55 普通話 

選擇題配對、填充、拼音漢字對譯、

粵普對譯、挑戰題、辨別聲母、韻母、

聲調 

第一至第八課 

6/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科學 
多項選擇題、是非、填充、配對、 

問答 

Ch.4, Ch.5.1 及 5.3, Ch. 6.1 

 

中二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4/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1 
1. Sentence making 

2. Essay writing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s 3 and 4 

10:00-11:3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資料回應

題、問答題 

國際政治、世界公民與人道工作、四大

文明、寰宇一家、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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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3 
1. Listening Tasks 

2. Integrated Tasks 

J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2A & 2B)  

Teach & Practice Listening Level 2 (2C 

& 2D) 

10:00-11:15 中文 II&V 
命題作文：二選一 (不少於 400 字) 

實用文 

記敘文、論說文 

調查報告/考察報告/活動報告 

27/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5 
中文 III 聆聽：選擇、判斷、填充、短答  

普通話聆聽 聆聽：選擇題、填充、 問答  

29/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45 中文 I 

甲、(1) 課文問題 

(2) 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丙、語文運用 

 

甲、(1)《釣勝於魚》、《習慣說》、 

《水調歌頭》 

    (2) 課外文言文篇章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中二單元三、四、七、八語文運用 

（單元七：用典修辭不考） 

10:15-10:45 普通話 

選擇題、填充、看漢字寫拼音、看拼音

寫漢字、粵普對譯、 

辨別聲母、韻母、聲調 

第一至第八課 

30/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2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Long questions  

3. Short questions  

4. M.C. 

5. Blank filling 

6. Sentence making 

7. Matching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s 3 and 4 

10:00-11:25 科技與生活 

科技單元：MC 題、短答題、填充題、

是非題、配對題 

商業單元：選擇題、填充題、問答題 

速成輸入法、電腦系統、試算表 

 

單元一至二 

2/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數學 選擇題、短答題、長答題 2A、2B 課本全部 (除 2A 第一課外) 

3/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科學 
多項選擇題、是非、填充、配對、 

問答 

Ch.9, Ch.10.1-10.2, Ch.11.2 

6/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40 中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填充題、

是非改正題、次序題 

BK. P74-173、資料題 P20-39、習作簿

P28-65；參考筆記 P.26-39 

 

中三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4/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3 
1. Listening Tasks 

2. Integrated Tasks 

1. TSA past papers 

2. Supplementary Listening Practice 

Paper 

10:00-11:15 中文 II&V 
命題作文：二選一 (不少於 500 字) 

實用文 

記敘文、議論文 

啟事 / 通告 / 書信 

26/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1 
1. Sentence making 

2. Essay writing 

1.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3 and 

Unit 4 

2. Textbook: Unit 3 and Unit 4 

10:00-11:15 中文 I 

甲、(1)課文問題 

(2)課外文言閱讀理解(選擇題) 

 

 

甲、(1)《居安思危》《食粥心安》 

《人間有情（節錄）》 

《不求甚解（節錄）》 

(2) 課外文言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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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丙、語文運用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中三上、下冊語文運用 

27/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英文 2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Long questions  

3. Short questions 

4. M.C. 

5. Blank filling 

6. Sentence making 

7. Matching 

1. Textbook: Units 3 and 4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3 and 

Unit 4 

3. TSA past papers 

 

10:00-11:00 化學 選擇題、填充題、短問題 第 5B – 8 章 

29/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45 數學 I 短答題、長答題 
3A、3B 課本全部  

10:15-11:55 數學 II 選擇題 

30/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5 
中文 III 聆聽：選擇、判斷、填充、短答  

普通話聆聽 聆聽：選擇題、填充、 問答 

10:05-11:05 生物 
多項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問答題 筆記 Ch. 4 – 6.2 相關工作紙 

及工作紙 

2/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歷史 
選擇、是非、填充、填圖、配對、資料

題、問答 

歐洲史 P.4-126、相關作業、工作紙 

10:00-10:30 普通話 
選擇題、配對、填充、粵普對譯、辨別

聲母、韻母、 聲調 

第一至第八課 

3/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40 中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填充題、

是非改正題、次序題 

BK. P.81-208、資料題 P24-68，習作簿

P31-80；參考筆記 P.32-104 

6/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30 物理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反射、折射、透鏡(部份)、熱傳遞筆記、

所有工作紙 

10:00-11:00 地理 
選擇題、是非、填充題、配對、地圖閱

讀、資料分析題 

課本第 1、5 章 

 

中四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4/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中文 I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白話文篇章一篇、文言文一篇 

 

 

甲部：《師說》、《六國論》、《廉頗藺

相如列傳》（節錄）、唐詩三

首(《山居秋暝》、《月下獨

酌》、《登樓》) 

試題庫有*號題目 

乙部：課外篇章 

中文 I (4S)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一 / 二篇 (白話文篇章) 

甲部：除《始得西山宴遊記》不考核，

其餘指定文言文指定篇章均在

考試範圍。 

26/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英文 2 
Part A (150 words) 

Part B (300 words) 

1. School-based writing worksheets 

2. Short stories booklets 

10:30-12:30 中文 III 
甲部：選擇、判斷、填充、短答  

乙部：聆聽及綜合能力寫作 專題文章、建議書、演講辭 

27/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中文 II 命題作文：三選一 (不少於 650 字) 記敘文、議論文 

10:30-12:00 M1 短答題、長答題 課本第 1 册 第 1-6 課 

29/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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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0:00 英文 1 
M.C., Cloze Passag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T/F/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etc. 

Performance 4 (Modules 1-4) 

 

10:30-12:30 英文 3 

Filling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 etc. 

Performance 4 (Modules 1-4) 

30/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今日香港、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 

2/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9:15 (4A-C) 

數學 II 
選擇題 

 

4A、4B 課本全部 (除 4B 第 12 課外) 

8:30-9:15 (4S) 

4A 課本第 1-6 課、4B 課本第 7-9,12 課 

5A 課本第 1-3 課、5B 課本第 6, 9-10

課 

6 課本第 3 課 

9:45-11:30(4A-C) 

數學 I 短答題、長答題 

4A、4B 課本全部 (除 4B 第 12 課外) 

9:45-11:45 (4S) 

4A 課本第 1-6 課、4B 課本第 7-9,12 課 

5A 課本第 1-3 課、5B 課本第 6, 9-10 課 

6 課本第 3 課 

3/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X1 

 

歷史 資料題、論述題 主題甲 

倫理與宗教 長答 《新簡易宗教學》全書 

旅遊及款待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論述題 Ch. 1 - 18 

經濟 選擇題、短答題、長答題 第一至十一課 

物理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熱學 1-4、力學 1-4 

生物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Ch. 1 - 13 

10:30-12:00 中文 IV 
口語溝通：預備 10 分鐘，討論 15 

分鐘 

每組一題討論題目 

6/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X2 

 

地理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文題 課本第 3、4、10 章 

健社 短答題、情境題、數據分析題 主題冊四、五、六、10.2 

ICT MC 題、短答題 
必修部分 1：第 1 至 7 課 

必修部分 2：第 11 至 18 課 

體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挑戰題 參考筆記：運動創傷、心理技能 

化學 選擇題、結構題 第 1 – 18, 38 章 

BAFS 選擇題及問答題 

MC and Structural questions 

會計導論全冊 

基礎個人理財全冊 

營商環境及管理導論 (第 1 課) 

Whole Book: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Whole Book: Basics of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Ch.1) 

10:30-12:10 英文 4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中五級下學期考試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4/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英文 1 
M.C., Cloze Passag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T/F/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4) 

10:30-12:30 中文 III 
甲部：選擇、判斷、填充、短答 

乙部：聆聽及綜合能力寫作 

 

書信、演講辭 

26/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30 英文 2 Part A (200 words) 1. School-based writing work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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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400 words) 2. Social Issues booklet 

11:00-12:45 M1 短答題、長答題 課本第 2 冊 第 9-16 課 

27/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中文 II 
命題作文：三選一 (不少於 650 

字) 

記敘文、議論文 

10:30-11:30 中文 IV 
口語溝通：預備 10 分鐘，討論 

15 分鐘 

每組一題討論題目 

29/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00 

中文 I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一 / 二篇 (白話文篇章) 

 

甲部：《唐詩三首》、《出師表》、 

《逍遙遊》、《始得西山宴遊 

記》、《宋詞三首》、《勸學》 

乙部：課外篇章 

中文 I (5S)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一 / 二篇 (白話文篇章) 

甲部：12 篇指定文言篇章 

乙部：課外篇章 

10:30-12:10 英文 4 
Part A: Group Interaction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30/6/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30 X1 

歷史 資料題、論述題 主題甲、主題乙 

倫理與宗

教 
長答 

校本筆記 

《道德原則》、《人權》、《生物倫理》、

《生命倫理》、 

《性倫理》、《環境倫理》、《傳媒倫

理》、《商業倫理》 

旅遊及款

待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論述題 Ch. 1 - 44 

經濟 選擇題、短答題、長答題 第一至二十一課 

物理 問答題、多項選擇題 波動學 1-4、光學 1-3、電磁學 1-3 

生物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Ch.19 - 26 

11:00-13:00 

英文 3 Filling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 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4) 

 

 

2/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30 X2 

地理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文題 課本第 6、10、11 章、地圖閱讀 

健社 
短答題、情境題、數據分析題、

論述題 

主題冊七、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 A 

ICT 

MC 題、短答題 必修部分 2：第 11 至 18 課 

選修部分 C1：第 1 至 6 課 

選修部分 C2：第 8 至 12 課 

體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挑戰題 參考筆記：第一、八及九部分 

化學 選擇題、結構題 第 20 – 35 章 

BAFS 
選擇題及問答題 

 

會計導論全冊 

基礎個人理財全冊 

營商環境及管理導論全冊 

財務會計 1 全冊 

財務會計 2 (第 10 - 15 課) 

3/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30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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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15 通識 II 延伸回應題 

6/7/2020 

8:17 前 進入試場 

8:30-10:15 (5A-C) 
數學 I 短答題、長答題 

5A、5B 課本全部 

8:30-10:45 (5S)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10:45-11:30 (5A-C) 
數學 II 選擇題 

5A、5B 課本全部 

11:15-12:30 (5S)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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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2019-2020) 

 

A. 簡介 

教育局於2019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並向學校發放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

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從體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掌握的技能及培養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有助學生

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B. 資助範圍 

     資助範圍包括本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收費，如交通費、入場費、導師費或物料費用等。 

活動包括： 

(i)  制服團體活動等； 

(ii)  本校舉辦的課外活動、義工服務； 

(iii) 校隊活動、校際比賽 (如朗誦節、音樂比賽等)； 

(iv) 境內及境外考察或宿營活動； 

(v) 其他經校方認可之活動 

 

C. 申請方法 

請列印或向校務處索取下頁的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連同所需文件於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前交班主

任/相關老師彙集。 

 

D. 津貼發放 

1. 成功申請者將獲個別通知資助的金額。 

2. 津貼會以支票形式發放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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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強紀念中學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申請表 (2019-2020) 

請把申請表格及其他所需文件 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前交班主任/相關老師 彙集。家長提供之資料將會保密。 
 

甲部：申請資料 (由申請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       )   班別：            

1. 經濟狀況 (請加 )： 

 本人正領取社會綜合援助 (如屬首次申請，請繳交「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明書」影印本) 

 敝子弟正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敝子弟正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津貼」 

 家境清貧，詳情如下(包括家庭收入，家庭成員人數及申請理由。如有佐證文件，請提供影印本)： 

  

  

 

2. 本人希望就敝子弟於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參與之以下活動申請津貼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費用 
審批金額 

(由學校填寫) 

 例: 台灣考察交流團 26-28/9/19 余振強紀念中學 $1000  

1      

2      

3      

4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    期：                          

支票抬頭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 請用正楷書寫，須與身分證名字相同 ) 

*申請人必須持有本地銀行戶口，以便存入支票 

                                                                                                  

乙部：審批結果 (由學校填寫) 

 獲批「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為   HK$             。 

 申請人不予資助，原因為： 資料不全 / 經濟上非最有需要。 

負責老師姓名：                           校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期    ：                           

檔案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