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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強紀念中學2018至 2019年度第五期校園通訊回條 

學生姓名(       )                                 家長電話                                    

班別                                             家長姓名                                    

日期                                             家長簽署                                    

本人  將出席____  /不出席____ 4月12日四旬期宗教禮儀                如出席，出席人數為____位 

(請於3月22日前把回條交班主任彙集，再轉交校務處) 

 

 

 

 

 

二○一八至二○一九年度   第五期   校園通訊    14.3 .2019  

一. 校長的話 

突破框架·學生皆 Marker 

感謝老師及職工的努力、家長的支持，余振強在本年度除

過去的體育服務外，於學術比賽和教學效能方面亦得到豐碩的

成果。學與教效能的提升，廣獲友校認同，同工屢外出分享。

同學明顯較過往更會互相學習評價，每一位同學皆為 Marker。 

今日是資訊爆炸的年代，智能手機普及，同學只需於搜尋

引擎隨便輸入關鍵詞，無窮資訊即排山倒海而出，人幾乎成資

訊奴隸，願余振強紀念中學的學生皆為資訊科技的主人，未來

社會需要主動、會選取、批判和整理資訊能力的人才，期望學

生能培育相關能力，把握發展機遇。 

近年學校以電視機及平板電腦代替所有課室及特別室的舊

設備。現在，老師只須幾秒時間，即可向同學展示教學內容，

老師不用限制在電腦枱前，可在課室裡游走學生之間，了解他

們學習進度及需要。老師更可利用平板電腦拍下不同學生的答

案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同學們互相砥礪學習，再由老師作即

時回饋。以往老師直接教授、發問，部份同學單調回答；現在

每位的同學課堂中寫多了、回答多了、互動多了。科技只是輔

助，老師的創新，學生的互評，才是真正提昇學習效能的精

髓。 

期望學生於學習中成評卷員(marker)的角色，由學生討論為何會給予這分數，再由現場多個『評卷員』發表意

見，過程有趣，也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教學不只有一個角度或方向，應該多考慮學生的實際需要，在余記

看到的是老師不斷優化教學，讓學生成為學習中的主角。 

四旬期將至，我們紀念耶穌曠野守齋祈禱，對抗誘惑，是準備身心善度復活佳節，以紀念基督逾越死亡，光

榮復活的時期。 四旬期的重點是要聯同基督拒絕魔誘，戰勝罪惡；為慕道者及已領洗的教友都同樣重要，為其他

同學也是反省更新的好時機。 

現誠邀家長出席四旬期宗教禮儀，日期為 4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2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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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意 見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本校被借用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試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1/4-4/4, 6/4及8/4 借用本校禮堂作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試場。請所有同學於上述考試

進行期間避免於試場區域(包括校務處前的走廊) 逗留，並於試場附近區域保持肅靜。 

 

三. 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統一測驗 

下學期統一測驗將於 25/3-28/3 上午舉行，下午停課；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爭取理想成績。測

驗時間表及範圍可參考本通訊後頁，家長亦可於本校網頁瀏覽或下載。本校統一測驗及考試均不設補考，學

生於測驗日須於 8:17 前回校。請  貴家長提醒  貴子弟帶備適當的文具應考。 

 

四.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全港性系統評估主要評核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完結時能否具備中、英、數三科基本能力。本年度中三全港性

系統評估將安排於 30/4(中文及英文說話評估) 及 18/6-19/6(中文、英文及數學評估)進行，詳情稍後公布。說

話評估當日，所有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包括中三學生）照常上課。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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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 黃琝琋 

(+8.67) 

2A 張絡琳 

(+7.27) 

3A 溫進橋 

(+8.50) 

4C 鄺文鏑 

(+5.20) 

5C 江宇軒 

(+4.80) 

第二名 1B 邱婷婷 

(+8.57) 

2B 林道通 

(+5.87) 

3B 吳梓仟 

(+7.17) 

4C 陳嘉欣 

(+4.70) 

 

第三名 1C 唐許荣 

(+7.73) 

2A 呂溢朗 

(+5.66) 

3A 陳湛謙 

(+6.90) 

  

第四名 1A 陳嘉俊 

(+7.70) 

2C 黃詩貽 

(+5.53) 

3A 魯沅琳 

(+6.17) 

  

第五名 1A 陳雋昇 

(+7.40) 

2B 劉思穎 

(+5.40) 

3A 林展維 

(+5.53) 

  

 

六. 應用學習 

二零一九至二一年度高中應用學習課程選科表已於二月下旬派發予本年度中四級學生。 

 

七. 第四十四期校刊中六退款 

第四十四期校刊每本 30.5 元，第二期雜費已收取相關款項 33.4 元，多收金額 2.9 元已以現金方式退予中六級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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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六級雜費退款 

中六級的雜費餘款已於 2019 年 3 月 6 日向各位同學派發，各班所退還的總金額如下： 

6A 6B 6C 6D 

$600.1 $703.7 $1048.9 $838.7 

 

九. 2018/2019年度上學期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上學期頒獎典禮已於 7/3/19 早上月會舉行，並頒發書卷及獎狀給得獎學生以作嘉許，其中部分學生更獲得蘇

智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得獎名單如下： 

蘇智明校友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許綽殷 黃詩貽 王醖瀛 鄺文鏑 劉朗廉 

林錦源 周雅妮 陳湛謙 魏朗兒 霍綽霖 

謝馨慧 姚承澧 何美瑩 黎澍晴 陳智樂 

胡家軒 張絡琳 張晉升 楊邵清 李頌賢 

彭嘉敏 黃𨥭澄 何鴻樾 陳嘉欣 危寶兒 

呂博軒 石紫琪 黎嘉文 梁卓宏 許志健 

陳嘉穎 Jobelle 魯沅琳 余啟正 許芷珊 

梁家麒 陳文傑 梁健鋒 鍾家煒 關冠輝 

呂宇軒 尹垚煜 鄭樂謙 黃榮基 陳君豪 

陳嘉俊 劉國鏗 王焯欣 劉梓謙 李俊杰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第一名 許綽殷 胡家軒 韋世濠 陳逸晴 

第二名 林錦源 陳嘉穎 許梓謙 林宇軒 

第三名 謝馨慧 黎碧雲 黃琝琋 何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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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雅妮 尹垚煜 黃詩貽 鍾嘉欣 

第二名 姚承澧 劉國鏗 黃宇熙 / 

第三名 張絡琳 李旭熹 唐博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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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醖瀛 梁健鋒 / / 

第二名 陳湛謙 李耀揚 / / 

第三名 何美瑩 鍾文軒 / / 

 

十. 中一至中五學行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 / 何鴻樾 
黎澍晴 

鄺文鏑 

劉朗廉 

關冠輝 

英文 

羅卓妍 

陳芷蔚 

呂宇軒 

李劭毅 

林錦源 

王天朗 

Jobelle 

陳俊達 

林敬和 

陳湛謙 

黃建熹 

温進橋 

黎澍晴 

陳子健 

劉朗廉 

許志健 

數學 羅梓義 陳文傑 何美瑩 鄺文鏑 霍綽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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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熹 

李婉婷 

王醖瀛 傅浚銘 危寶兒 

劉朗廉 

生活與社會 / 翁昌斌 / / / 

綜合科學 許綽殷 姚承澧 / / / 

普通話 張嘉樂 周雅妮 梁健鋒 / / 

通識 / / / 
鄺文鏑 

魏朗兒 
關冠輝 

中史 林錦源 黃詩貽 
潘進賢 

王焯欣 
/ / 

地理 / / 魯沅琳 / 關冠輝 

經濟 / / / 饒子莹 / 

物理 / / 王醖瀛 余啟正 李頌賢 

化學 / / 梁健鋒 鄺文鏑 劉朗廉 

生物 / / 梁健鋒 梁卓宏 劉朗廉 

健社 / / / 楊卓昇 霍綽霖 

電腦/ICT / / / 葉文威 鍾嘉謙 

旅遊與款待 / / / 關梓晴 甄芷妤 

會計、財務及企業

管理 
/ / / 楊邵清 / 

視覺藝術 許綽殷 Jobelle 黎嘉文 / / 

宗教 謝馨慧 鍾嘉欣 何美瑩 梁卓宏 羅詠晞 

音樂 陳芷蔚 Jobelle 
吳梓仟 

余沐谷 
/ / 

體育 童富盛 蔡偉民 李煒楠 翁卓傑 曾栢浩 

操行 

胡應麟 

鍾晴 

馬子杰 

林宇軒 

石紫琪 

蔡曉雯 

黃詩貽 

鍾嘉欣 

陳湛謙 

石樂軒 

曾嘉怡 

鍾晧晉 

鍾天駿 

廖遵軒 

陳嘉欣 

黎澍晴 

黎慧瀠 

危寶兒 

張漢承 

服務 

許梓謙 

馬子杰 

陸詩雨 

周雅妮 

周佩樂 

黃𨥭澄 

魯沅琳 

何美瑩 

石樂軒 

關梓晴 

陳睿培 

蘇勁明 

何俊麒 

嚴晞彤 

王子謙 

活動 

唐許荣 

張詩敏 

梁樂兒 

劉凱琳 

石紫琪 

周雅妮 

蔡家皓 

魯沅琳 

周志恒 

石樂軒 

翁卓傑 

湯欣潼 

楊卓昇 

曾栢浩 

江家俊 

張智傑 

 

十一. 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統測時間表及測驗範圍  

 

中一級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5/3/19 

8:17 早會 

8:30-10:00 中文 

甲、文言閱讀理解 

乙、白話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實用文 

甲、(《魯人徙越》、校本文言練習

《不食嗟來之食》、《何不食肉

糜》)及課外文言篇章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通告 

10:30-11:35 科技與生活 

生活單元：選擇題、填充題、問

答題 

科技單元：選擇題、填充題、短

問題 

第五章及第六章 

速成輸入法、文書處理(進階篇)、圖

像編輯、Photoshop 

26/3/19 

8:17 早會 

8:30-9:30 E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Long 

questions , short questions, M.C., 

Blanks Filling, Matching, Sentences 

1. Textbook Unit 3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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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 

資料題、問答題 

香港的公共財政、香港地理、 

香港歷史 

27/3/19 

8:17 早會 

8:30-9:45 綜合科學 
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 

配對題、問答題 

Ch. 4 

10:15-11:05 中史 
資料分析題、評論題、史事辯正

題、選擇題、填充題 

書：P.83-110，資料題 P.22-25 

作業：P.32-45、筆記:P.23-29 

28/3/19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1B 課本第 7-9 課 

10:00-10:3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題、配對、拼音寫漢

字、漢字寫拼音、粵普詞語辨

識、粵普句子譯寫 

第一至第六課 

 

中二級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5/3/19 

8:17 早會 

8:30-10:00 中文 

甲、文言閱讀理解 

乙、白話閱讀理解(問答、選擇

題、填充題等) 

丙、實用文      

    

甲、第一、二篇(《論悌》、《為學一

首示子侄》)及課外文言篇章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考察報告/活動報告 

10:30-11:35 科技與生活 

商業單元：選擇題、填充題、問

答題 

科技單元：選擇題、填充題、短

問題 

單元二 

電腦系統、音頻 (Audacity) 

26/3/19 

8:17 早會 

8:30-9:30 E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M.C., Short questions, long 

questions, sentences making, blanks 

filling , matching 

 

1. Textbook Unit 2,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2 

10:00-11:00 生活與社會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充、 

資料題、問答題 

價值建立與應用、寰宇一家、 

世界公民人道工作 

27/3/19 

8:17 早會 

8:30-9:45 綜合科學 
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 

配對題、問答題 

Ch. 9 

Ch. 10.1–Ch. 10.2 

10:15-11:05 中史 
資料分析題、評論題、史事辯正

題、選擇題、填充題 

書：P.46-78，資料題 P.14、15、18、

19；作業：P.18-28、筆記:P.20-26 

28/3/19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2B 課本第 7-9 課 

10:00-10:3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題；聲母、韻母、 

聲調辨識；拼音寫漢字； 

廣東話、普通話詞語 / 句子譯寫 

第一至第六課 

 

中三級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5/3/19 

8:17 早會 

8:30-10:00 中文 

甲、文言閱讀理解 

乙、白話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

填充題等) 

丙、實用文         

甲、《孟子見粱襄王》、《寒食節的由

來》及課外文言篇章 

乙、課外白話文篇章 

丙、啟事/通告/活動報告        

10:30-11:10 地理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 

資料分析題、挑戰題、英語增潤 

1.7, 1.8, 5.1,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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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34 Eng IV 3 人 1 組 每人短講 2 分鐘, 全組討論 4 分鐘 

26/3/19 

8:17 早會 

8:30-9:30 E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blanks 

filling, sentences making, M.C., short 

questions, long questions, matching 

1. Textbook Unit 3  

2. School-based worksheets Unit 3 

3. TSA past papers 

10:00-10:40 化學 多項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 第 5B-7 章 

11:10-12:00 中史 
資料分析題、評論題、史事辯正

題、選擇題、填充題 

書：P.52- 80，資料題 P.22- 23、參考

筆記：P.17 -26、作業：P.19-30 

27/3/19 

 

8:17 早會 

8:30-9:10 物理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透鏡筆記、透鏡工作紙 1-4  

9:40-10:1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題；配對；看拼音寫漢

字；看漢字寫拼音；聲調辨識、粵

普句子譯寫 

第一至第六課 

10:40-11:20 歷史 
選擇、是非、填充、配對、填圖、 

問答、資料題 

冷戰、香港史(部分) 

28/3/19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3B 課本第 7-9 課 

10:00-10:40 生物 
多項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問

答題 

筆記 Ch. 4 - 5、相關實驗工作紙、 

閱讀及工作紙 

11:10-12:40 中文 IV 

個人短講：4 人 1 組；預備 5 分鐘：

每人短講 2 分鐘。 
 

小組討論：4 人 1 組；預備 5 分鐘：

全組討論 8 分鐘。 

 

中四級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測驗範圍 

25/3/19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 Cloze Passag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T/F/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s 1-3) 

10:00-11:30 Eng 3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s 1-3) 

2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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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閱讀理解(問答、選擇

題、填充題等)  

甲、《六國論》、《師說》 

乙、課外篇章 

 

 

 

中文 4S 甲部、指定文言篇章 
甲、《六國論》、《師說》、《詩三首》 

乙、課外篇章 

10:00-11:00 

地理 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短答題 

地圖閱讀，Ch.3.1-3.3 

體育 X2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第三課、第六課 

ICT  X2 
MC、短問題 

 

核心單元 1 

第 7 課至第 10 課 

健社 X2 短答題、論述題 主題冊四及五 

化學 X2 多項選擇題、結構題 第 14-17 章 

BAFS X2 
問答題 

Structural questions 

財務會計 1  (第 4 及 5 課) 

Financial Accounting 1(Ch. 4 and 5) 

27/3/19 

8:17 早禱 

8:30-9:5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能源科技與環境、今日香港 

10:20-11:20 M1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Book 1 Chapter 5, 6 

28/3/19 8:17 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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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45 F.4A-4C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及長問題 4B 課本第 7-9 課 

8:30-10:00 F.4S 數學 MC,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5A 課本第 2, 3 課 

5B 課本第 9, 10 課 

6 課本第 3 課 

10:30-11:30 

歷史 X1 資料題、論述題 主題乙 

倫理與宗教 X1 Essay 《新簡易宗教學》 P.43-170 

旅遊及款待 X1 選擇題、資料題、短答題 1S 旅遊導論 Ch. 1-5, 6.1, 7-8, 10 

經濟 X1 選擇題、問答題 第五至八課 

物理 X1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 

長題目 
力學 1-3 

生物 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Ch. 5 - 11 

 

中五級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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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部、 一篇 (白話文篇章) 

甲部：《魚我所欲也章》、《出師表》 

乙部：課外篇章 

 

 

10:00-11:00 

健社 X2 短答題、論述題 主題冊七及十一 

體育 X2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第七課、第九課 

ICT  X2 

MC、短問題 選修單元 C1 

第 5 課至第 6 課  

選修單元 C2 

第 8 課至第 9 課 

BAFS X2 
問答題 

Structural questions 

財務會計 2 (第 16-18 課) 

Financial Accounting 2 (Ch.16 - 18) 

地理 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短答題 

Ch. 2, Ch. 6 

化學 X2 多項選擇題、結構題 第 20-23, 27 章 

26/3/19 

8:17 早禱 

8:30-9:30 Eng 1 

M.C., Cloze Passag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T/F/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3) 

10:00-11:30 Eng 3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3) 

2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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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Book 2 Chapter 13, 14 

28/3/19 

8:17 早禱 

8:30-9:45 數學 MC,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5B 課本第 7-9 課 

10:15-11:15 

生物 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Ch.19 - 25 

物理 X1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 

長題目 
波動 1-4, 光學 1-3 

經濟 X1 選擇題、問答題 第八至十七課 

歷史 X1 資料題、論述題 主題乙 + 中國史 

旅遊及款待 X1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 

論述題 

1S 旅遊導論, 2A&B 款待導論, 

3 地理名勝 Ch. 27-29 

倫理與宗教 X1 
Essay 筆記：傳媒倫理、生命倫理、 

環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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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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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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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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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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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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請把申請表格及其他所需文件 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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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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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9/18 余振強紀念中學 $1000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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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持有銀行戶口)姓名：                                  ( 請用正楷書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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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