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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振 強 紀 念 中 學 2017 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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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社會訓導-人性尊嚴》 

 

感謝家長、老師、職工和各學校持份者。學校的各項活動順利完成，於九月的陸運會同學於多個項目打破學校

的紀錄，各社和制服團隊於兩日的比賽中表現出色。體現同學團結共融的精神。期望同學學習運動員的堅毅和奮鬥

精神，並將這份精神帶到學習及生命中其他層面。 

 

      

 

從同學在陸運會的表現，讓我相信余振強紀念中學的每一位同學都是尊貴、獨特、有價值的，天主予我們不同

的「塔冷通」，教我們好好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召叫。人的尊貴、獨特、有價值即見於其「人性尊嚴」 

天主教社會訓導以「人性尊嚴」為核心，再延伸為「團結關懷」、「大眾福祉」、「財物為眾人普遍擁有」、「輔助原則」

及「生態環保」原則。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天主活生生的肖像，被置於創造秩序的中心和高峰。人具有位格和尊嚴，人能認識自己、

擁有自己、自由地奉獻自己，並與其他人溝通。每個人都具有人性的本質，包括理性和自由意志。本質上，人人都

有權利和義務。這本質是既普遍而又神聖不可侵犯。每一位同學皆按天主肖像受造，只要大家願意和天主合作，定

能盡展自己的潛能，在社會的不同綱位上奉獻自已。 

正因所有人皆按天主肖像受造，我們信仰要求人與人之間的彼此尊重。特別是於家庭和婚姻關係中，我們既尊

重每位成員是獨立的個體，亦要求每位家庭成員彼此交付，如同一身。 

最後，願學校能讓同學珍惜和尊重我們每人天賦的「人性尊嚴」，讓余振強紀念中學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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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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至 2/11 舉行，測驗範圍及時間詳見附頁或學校網頁。 

2. 中六級第一次模擬考試將於 26/10 至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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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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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取消初中級別考試及統測的挑戰題 

因現時考試及統測試卷已可考核高階學習內容，所以於初中考試及統測中設額外評分的挑戰題將會由本學年起

取消。 
 

四、 中一及中二級中英數簡易版試卷 

為協助後進學生提昇學習動機及學習的信心，本校於中一及中二級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設有簡易版試卷，其中

佔70分(以100為滿分計算)的試題會與原卷相同，其餘試題將調適為較淺易或有較多提示，惟簡易部分的分數只

有15分，即簡易版試卷的總分只有85分。簡易版試卷的對象為有關學科成績全級最低的25%學生，有關學生須於

測考前決定選答原卷或簡易版試卷。中一級及中二級將分別於上學期考試及上學期統測開始設有簡易版試卷，

詳情見有關家長信。 

 

五、 中等程度及高階程度試題的標記 

為方便學生辨別，中一及中二級中英數試卷上的中等程度及高階程度試題的題號旁將分別加上標記 * 及 **。 

 

六、 調整「英語延展活動」 

1. 英文科會繼續與綜合科學、綜合人文及生活與社會科合作，推行跨科英語寫作計畫，並於測考中設額外10分的

題目考核有關學習內容。 

2. 初中數學及中三級的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科的「英語增潤課程」會改為「英語延展活動」，於測考

中不會考核英語延展活動的內容。 
 

七、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夜 

本校將於11月17日(中一及中二級)及11月24日(中三、中四及中五級) 晚上舉行家長夜，屆時由校長及副校長簡報

學校發展概況，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科(中四及中五級適用)科任老師簡報教學計劃及學生學習進展，並由班主

任派發上學期統一測驗成績表，請家長撥冗出席。家長夜的詳情如下： 

級別 日期 簡報學校概況及家長須知 簡報學生學習進展及派發統一測驗成績表 

中一、二 11月17日(星期五) 晚上7:20-7:30, 禮堂 晚上7:40-8:25, 課室 

中三 11月24日(星期五) 晚上6:45-7:10, 禮堂 晚上7:20-8:05, 課室 

中四 11月24日(星期五) --- 晚上7:00-7:55, 課室 

中五 11月24日(星期五) 晚上6:30-6:45, 雨天操場 晚上6:55-7:55, 課室 

 

八、 中六級家長日 

本校將於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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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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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016-2017 年度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余振強紀念獎學金 

王醞瀛 陳湛謙 張晉升 何美瑩 黎澍晴 

楊邵清 劉朗廉 李頌賢 許志健 王鉦皓 

羅詠妍 李溢楠 何兆彤 王翱汶 王子進 

傑出運動員獎 

吳洛維 黃卓熙 楊瑋洛 陳樂謙 曾栢浩 

梁偉源 翁卓傑 黃灝澄 李浩德 溫旨茵 

傑出活動獎 

吳洛維 江家俊 周瑞堅 陳少雄 吳祺廉 

Azuro Telesforo Jude 
III Mapus 孫樂明 鄭朗晞 魏朗兒 陳駿樂 

傑出服務獎 

吳洛維 鄭曉烽 朱珮穎 周瑞堅 楊子鋒 

李家怡 何俊麒 陳文焜 林志偉 溫旨茵 

傑出學長服務獎 

陳文焜 麥國軒 林志偉 劉凱欣 溫旨茵 

王靖滺 黎俊彥 黃夢琪 王子謙 嚴晞彤 

傑出學生會服務獎 

余嘉豪 宋嘉垚 程梓鋒 李浩傑 

鍾歷恆 劉健波 張漢承 余啟正 

校友會獎學金 

何鴻樾 黎嘉文 鄭樂謙 鍾文軒 林展維 伍建朗 

呂誠傑 葉穎姿 陳俊威 鄭芷淇 張智傑 危寶兒 

殷高思 朱珮穎 關永樂 陳文焜 關永軒 胡展華 

黃錦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 

陳嘉俊 司徒嘉熹 

黃錦明校友成績進步獎學金 

葉穎姿 陳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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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明校友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第一名 黃駿熙 

第二名 鄭柏濤 

第三名 朱佑梓 

第四名 林迪倫 

第五名 吳鑫彬 

優異獎 梁浩堯 蔡岳臻 黃秉中 趙寧風 王亭竣 

陳志誠 陳尚汶 邵穎麟 陳劭臻 張鶴譽 

麥浩俊 蔣繼鋒 胡子軒 羅振彬 莊志康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 

全年各級首十名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第一名 王醞瀛 黎澍晴 劉朗廉 王鉦皓 何兆彤 

第二名 陳湛謙 楊邵清 李頌賢 羅詠妍 王翱汶 

第三名 溫進橋 鄺文鏑 許志健 李溢楠 王子進 

第四名 張晉升 陳文傑 陳智樂 姚學言 黃文俊 

第五名 何美瑩 何駿彥 彭學猷 司徒嘉熹 胡展華 

第六名 雷永鏗 王卓軒 羅詠晞 梁偉源 吳洛維 

第七名 黎嘉文 陳睿培 李俊杰 王宏基 王鎮灝 

第八名 何鴻樾 梁卓宏 許芷珊 陳嘉俊 蘇浩文 

第九名 魯沅琳 曾秀樺 洪泓澤 龐立華 李兆康 

第十名 黃建熹 魏朗兒 陳銘豐 葉錦誠 李焯華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 

全年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第一名 王醞瀛 張晉升 陳鈞易 石樂軒 

第二名 陳湛謙 鄭樂謙 馮浩忠 盧大為 

第三名 溫進橋 何秋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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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中二級各班首三名 

 2A 2B 2C 2D 2E 

第一名 黎澍晴 傅浚銘 陳嘉欣 - 楊卓昇 

第二名 楊邵清 王上瑋 羅羽仟 - - 

第三名 鄺文鏑 嚴文浚 吳靜怡 - - 

全年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3A 3B 3C 3D 

第一名 劉朗廉 關冠輝 危寶兒 - 

第二名 李頌賢 江家俊 鄔家喬 - 

第三名 許志健 霍綽霖 陳浩正 - 

全年中四級各班首三名 

 4A 4B 4C 4D 

第一名 吳浩林 李家怡 陳嘉俊 王鉦皓 

第二名 - 熊可茵 黃駿杰 羅詠妍 

第三名 - 李子程 黃灝澄 李溢楠 

全年中五級各班首三名 

 5A 5B 5C 5D 

第一名 關永樂 程梓鋒 何兆彤 王翱汶 

第二名 黃卓熙 李嘉寶 王子進 黃文俊 

第三名 - 郭恩澤 吳洛維 胡展華 

 

全年學行優異獎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 黎澍晴 - 

王鉦皓 

羅詠妍 

劉凱欣 

- 

英文 

陳湛謙 

黃建熹 

溫進橋 

何駿彥 

黎澍晴 

關梓晴 

陳子健 

劉朗廉 

許志健 

周瑞堅 

李溢楠 

楊子鋒 

Azuro 
Telesforo Jude 

III Mapus 

夏禮文 

詹卓昊 

數學 

王醞瀛 

何美瑩 

陳湛謙 

傅浚銘 

劉朗廉 

李頌賢 

危寶兒 

王鉦皓 

李溢楠 

羅詠妍 

何兆彤 

王子進 

李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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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人文 - 黎澍晴 - - - 

綜合科學 陳湛謙 黎澍晴 - - - 

科技與生活 
何鴻樾 

魯沅琳 
黎澍晴 - - - 

普通話 梁健鋒 黎澍晴 劉健波 - - 

通識 - - - 
王鉦皓 

羅詠妍 

王翱汶 

陳詠龍 

何兆彤 

中史 - 黎澍晴 - - - 

歷史 - - 李俊杰 - - 

地理 - - 
羅詠晞 

劉朗廉 
- - 

經濟 - - - 姚學言 - 

物理 - - 李頌賢 梁偉源 胡展華 

化學 - - 劉朗廉 羅詠妍 何兆彤 

生物 - - 劉朗廉 羅詠妍 何兆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 - 吳凱欣 王翱汶 

體育 (文憑) - - - 梁偉源 吳洛維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龐立華 - 

倫理與宗教 - - - 胡正初 陳詠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姚學言 - 

視覺藝術 李樹榮 鍾家煒 陳子健 - - 

宗教 何美瑩 關梓晴 嚴晞彤 朱珮穎 梁至鏦 

音樂 何鴻樾 魏朗兒 陳樂潼 - - 

體育 伍建朗 孫樂明 翁卓傑 黃灝澄 吳洛維 

操行 

魯沅琳 

何秋雲 

呂誠傑 

石樂軒 

盧菲菲 

嚴文浚 

葉穎姿 

陳俊威 

楊卓昇 

張漢承 

江家俊 

危寶兒 

張竣皓 

黃澤俊 

黃夢琪 

黃灝澄 

許曉琳 

關永樂 

李錦豪 

陳文焜 

王鎮灝 

服務 

吳灝鏘 

曾嘉怡 

陳少雄 

盧菲菲 

關梓晴 

黎澍晴 

何俊麒 

張漢承 

嚴晞彤 

鄭曉烽 

朱珮穎 

周瑞堅 

吳洛維 

陳文焜 

鄭珈浚 

活動 

陳少雄 

吳祺廉 

魯沅琳 

孫樂明 

魏朗兒 

陳駿樂 

江家俊 

何海林 

余詩敏 

周瑞堅 

楊子鋒 

張文榤 

吳洛維 
Azuro 

Telesforo Jude 
III Mapus 

潘文曦 

 

十、 家長手冊 2017-2018 

本校已於學校網頁-家長資訊內上載「家長手冊」，詳載家長須知、獎罰制度、課程及班級結構、編班制度、升

留級制度等重要內容，請家長細閱，以增進家長與校方之溝通。 

 

十一、 學生早退或送院事宜 

學生若因事必須早退，應於事前最少三個上課日以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書信向學校請假，並於當日到校務處辦

理早退手續，方可離校。學生若因身體不適而須早退者，學校將致電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並由家長或監護

人到校接回子弟；若未能聯絡家長或監護人，學生必須留校直至下午放學。為了學生的安全及健康著想，若有

學生因意外或突發疾病而需要立即診治時，學校會即時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送學生往急症室，唯診症費須由

家長或監護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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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參與體育活動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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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不要光顧無牌飯車 

警方曾聯絡本校，表示發現部份校門外的飯車使用虛假地址，涉嫌非法售賣食物。為保障學生健康，煩請家長

叮囑 貴子弟不要光顧無牌飯車，以免身體不適及難以追究責任。  

學校小食部每天均會提供兩款午飯給中三或以上同學購買，加上小食部亦會售賣午膳供應商的飯盒予中三或以

上的同學，相信可滿足同學需要。 
 
十四、 租借學生會儲物櫃 

學生儲物櫃已於九月初開始使用，費用全免。以下為租用儲物櫃的規則： 

1. 每一格儲物櫃應由最多 3 名學生共同租用。 

2. 學生應保持儲物櫃清潔及完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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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生應小心使用儲物櫃，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十五、 家長教師會敬師日報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9 月 29 日為余振強紀念中學敬師日，為此，學校家長教師會聯同學校學生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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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前向老師敬呈

敬師日小食部食物券；及於敬師日當天，利用早讀時段同學撰寫敬師心意文稿，期間伴奏著悠揚樂曲；隨後班會

主席代表全班向老師致送敬師賀卡，師生一體，氣氛融洽歡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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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親自烹調部分食物，與會者大快朵頤；對家教會籌

備是項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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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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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17-18學生會幹事會選舉結果 

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為余振強紀念中學學生會第三十九屆幹事會選舉日，結果如下： 

候選內閣： 1 號 Polaris (5D 容納德) 2 號 Signal (4D 許志健) 

選舉結果 ： 

Polaris 241 Signal 210 棄權及廢票 55 總票數(投票率)  506 (94.6%) 

由 5D 容納德同學領導的候選內閣「Polaris」，已於十月九日的選舉中成功當選為第三十九屆（2017-18）學生會

幹事會，其成員如下： 

主席 5D 容納德  學生事務協助 3B 羅羽仟，3B 葉穎姿 

副主席 5D 古千楓  意見收集 5D 胡正初，4D 鍾歷恆 

副主席 5D 劉煒滔  文書 5D 羅詠妍，5D 溫旨茵 

財政 5D 李溢楠，5D 葉錦誠  活動 3D 趙鍵壕 

宣傳 2A 溫進橋，2C 袁加軒  福利 3C 馮彥臻，4A 彭展睿 

總務 5D 羅雋灝，5D 吳凱欣 

 

 

 

 

 



第 8 頁 

十七、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時間表及測驗範圍 

 

中一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30/10/17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課文問題 

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實用文 

甲、(《燕詩》)、(《賣油翁》)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啟事 

10:15-11:20 科技與生活 
是非題、多項選擇題、填充題、 

問答題 

第一章及第二章 

 

3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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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圖、填充、

資料題、問答題 

個人成長(一)(二) 

地方與自然環境 

1/11/17 

8:17 早會 

8:30-9:45 綜合科學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 

是非題、問答題、英文增潤 

Ch.1 

 

10:00-10:50 中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填充題、挑戰題 

課本：P2.2-2.21 

參考筆記 P1-P10 作業 No 1-10 

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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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聲母、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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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17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第一篇(白話文篇章)  

第二篇(文言文篇章) 

乙、實用文 

甲、第一篇課外 

第二篇(《師曠勸學》)、 

(《割席分坐》) 

乙、通告 

10:15-11:20 科技與生活 多項選擇題、填充題、問答題 單元一 (P.1 – P.13) 

3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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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人文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圖、填充、

資料題、問答題 

中國自然環境及天然資源、 

中國文化 

1/11/17 

8:17 早會 

8:30-9:45 綜合科學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是非題、

問答題、英文增潤 

Ch.7 

 

10:00-10:50 中史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填充題、挑戰題 

課本：甲 1.5-2.7 

作業 No 1-14 

2/11/17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2A 課本第 1-3 課 

10:00-10:3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配對；漢字寫拼音； 

拼音寫漢字；粵語譯寫普通話 

第一、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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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30/10/17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

題等) 第一篇(白話文篇章)  

    第二篇(文言文篇章) 

乙、實用文 

甲、第一篇課外 

    第二篇(《兄弟分財》)、 

(《三人成虎》)  

乙、啟事/通告/報告 

10:15-10:55 地理 
選擇、是非、填充、配對、填圖 

資料分析 

善用城巿空間 1.1-1.4 節 

3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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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40 歷史 
選擇、是非、填充、填圖、配對、 

資料題、問答 

香港史及相關作業書：P.1-23 

1/11/17 

 

8:17 早會 

8:30-9:10 物理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英文增潤題、挑戰題 
反射筆記、工作紙 1-4、增潤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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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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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分析題、問答題、選擇題、 

填充題、挑戰題 

課本：P2.17-2.23、作業：No 1-10 

甲 1.10-2.16 

11:20-12:00 化學  第 1-3 章 

 

中四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30/10/17 

8:17 早禱 

8:30-9:30 E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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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 1) 

 

10:00-11:30 Eng III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 1) 

 

31/10/17 

8:17 早禱 

8:30-9:30 中文 

甲、課文問題 

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甲、《山居秋暝》、《月下獨酌》、 

《登樓》 

乙、課外篇章 

10:00-11:00 

地理(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課本 4.1-4.5 

體育(X2)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第二課 

ICT (X2)  必修部分 1  第 1 至 3 課 

健社(X2) 短答題、論述題 主題冊一 、主題冊二 

化學(X2)  第 1-8 章 

BAFS(X2) MC & Short questions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Ch. 2-4 

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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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Chapter 1, 2 

2/11/17 8:17 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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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45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4A 課本第 1-3.4, 3.6-3.7A 課 

10:15-11:15 

歷史(X1) 資料題、論述題 香港史 

倫理與宗教(X1) 

Essay 書《新簡易宗教學》1-18 頁， 

筆記及工作紙 

1) 背景 

   一、舊約聖經信仰 

   二、以色列民族和歷史身份 

   三、兩約間歷史 

2) 社會政治背景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旅遊導論 Ch.1-3.1 

經濟(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第一至三課 

物理(X1)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熱學 1,2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 - 4 課 

 

中五級上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30/10/17 

8:17 早禱 

8:30-9:30 中文 

甲、課文問題 

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甲、《逍遙 

遊》、《論仁、 

論孝、論君子》 

乙、課外篇章 

10:00-11:00 數學 (M1)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Chapter 7, 8 

31/10/17 

8:17 早禱 

8:30-9:30 E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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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 1) 

 

10:00-11:30 Eng III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 

 

 

1/11/17 

 

8:17 早禱 

8:30-10: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現代中國、公共衛生、今日香港、能

源科技及環境 

11:00-12:00 

健社 (X2) 短答題、論述題 主題冊八及十 

體育 (X2)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第一課及第五課 

ICT (X2)  必修部分 2   第 16 至 18 課 

BAFS (X2) MC & Structural questions Financial Accounting 1 (Ch.7-10) 

地理 (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機會與風險 1.1-1.5 節 

化學 (X2)  第 28-31 章 

2/11/17 

8:17 早禱 

8:30-9:45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5A 課本第 1-3 課 

10:15-11:15 

生物(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14 - 18 課 

物理(X1)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力學 6-8 

經濟 (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第十三至十四課 

歷史 (X1) 資料題、論述題 歐洲史(兩次世界大戰)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2A, Ch.11-19 

倫理與宗教(X1) 

論述題 1) 道德的本質  

一、道德原則；二、道德推理  

三、多元主義；四、道德與宗教  

2) 行為理論 一、後果論/功利主義；

二、義務論  

3) 價值與品德理論 一、內在價值；

二、工具價值  

三、美德論；四、筆記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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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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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17 

8:17 早禱 

8:30-10:30 Eng II 
Q.1 : Short Task (200 words) 

Q.2 : Long Task (400 words) 
 

11:00-1:00 中文 III 
聆聽：選擇、判斷、填充、短答等  

綜合：實用文寫作 

自薦信、演講辭、覆函、建議書等 

27/10/17 

8:17 早禱 

8:30-10:30 Eng III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11:00-12:30 中文 II 命題作文: 三選一(不少於 650 字) 記敍文、議論文等 

3010/17 

8:17 早禱 

8:30-10:00 中文 I 

甲、課文問題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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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 E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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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3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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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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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科技與環境、

全球化 
11:00-12:15 L.S. II 

延伸回應題 

2/11/17 

8:17 早禱 

8:30-10:30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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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課 

HMSC1 短答題、論述題 所有主題冊 

8:30-10:45 
BAFS II 

Short questions, Application problems & 

Case/ Theory Questions 

Financial Accounting 1 

Financial Accounting 2 

Costing Accounting 

PE I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第一至第九課 

8:30-11:00 
Geog I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論述題 全部 

Chem I  第 1-49 章 

11:30-12:30 Chem II  第 50-55, 61-63 章 

11:30-12:45 

BAFS I 

MC & Short questions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asics of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Geog II 資料題、論述題 全部 

PE II 
LQ Essay 多項選擇題、短答題、 

長答題 

第一至第九課 

11:30-13:00 ICT II  
選修部分 C1  第 1 至 6 課 

選修部分 C2  第 8 至 14 課 

11:30-13:15 HMSC II 短答題、論述題 所有主題冊 

3/11/17 

8:17 早禱 

8:30-10:15 

Hist I 公開試形式 (資料題) 主題甲、乙兩部 

THS II 論述題 必修單元 

E.R.S. II Essay 宗教傳統 – 基督宗教、書 1-215 

8:30-10:45 ECON II 短問答及結構性問題 第一至六冊、小測卷、歷屆會考試題 

8:30-11:00 
Phy I 多項選擇題、結構性問題 必修部分全部 

Bi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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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問答題 課本 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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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 I MC 第一至六冊、小測卷、歷屆會考題目 

11:30-12:45 THS I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必修單元 

11:30-13:00 Hist II 公開試形式 (論述題) 主題甲、乙兩部 

11:30-13:15 E.R.S. I 短答題、論述題 所有主題 

4/11/17 
8:17 早禱 

8:30-11:00 Math M1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整個文憑考試課程 

 

十九、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2017-2018) 

A. 簡介 

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成立，目的是資助財政上有困難的學生參與各類正規課程以外之學習活動，以豐富學生

學習的策略，達至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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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旅行(樂群日)、全方位學習日、專題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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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妥下頁的申請表格，並連同所需文件於10月20日(星期五)前交班主任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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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申請表 (2017-2018) 

請於 10 月 20 日 前把申請表格、銀行存摺首頁影印本及其他所需文件交班主任彙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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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繳交「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明書」影印本) 

 敝子弟正領取「學生書簿津貼資助全費」。 

 敝子弟正領取「學生書簿津貼資助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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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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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 台灣考察交流團 26-28/9/17 余振強紀念中學 $1000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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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                        

銀行戶口持有人姓名：                              

                                                                                                  

乙部：審批結果 (由學校填寫) 

 獲批「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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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