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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敢者:

L 二零一八年五月廿二日(星期二)為你誕很擻，校舍暫停開放，請責家長及同學留意。

2. 

3 

4. 

五月卅日至六月七日期間，午E善及放學後的課外活動將會暫停舉行，敬希垂注。

為了建立同學煞費量浪腎、互相激勵的學習氣氛，五月卅一日至六月七日期間會設定為特別
溫習周，學校於特別溫習周(Day2-Day7)期間會採用以下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

時間 課堂

8:05-8:30 早會(收功課及校問電祝台)

8:30-9:05 第一節課

9:05-9:40 第二節課

9:40.9:55 J色
9:55呵10:30 第三節課

10:30-11 :05 第四節課

11:05個11 :15 息

11:15-11:50 第五節課

1↑。50-12:25 第六節課

十Yt73 | 午勝

第七節課
2:05-2:40 第八節課

2;40'2:50 ，怠

2:50-3:35 j孟習吉果(班主任/助理班主任)

備註:特別上課時間表的上學及放學時間均和平時一樣，惟每節課堂時間縮減月分鐘

及增加了最後一節 45 分鐘的渴習課，以讓同學及早開始預備測考 o 學生須於單

土話:00 前閥校;閻麗質或外樹午臨的學生，須於下午 1:昂的關校。

.f.:=:雪里T學翱考試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至廿二日(星期五)舉行，考試時降表及考
試範囡詳列主口下:

*H lJ tJ(芬矜錯-ðjJfh\.. " *該節考試於繼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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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各同學須於考試當日上午八日寄前回校參加考試 o 因各科完卷時間略有不同，故放學時

問亦有差別 'T午則不為回校上課，請留意上列時問表並督促 貴子弟善用時間溫習。

@ 考試期內，若因颱風吹襲或暴雨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則停課期間受影響的科

料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綜合科學

iU\. 

自將會改於整個考試後舉行 o (例﹒若 8/6(五)停課，則原訂於 8/6 考試的科目，改於

整個考試後舉行，而原訂於 1116(一)舉行的考試則照常舉行。詳情請留意屆時學校網頁

發放的資料。〕

中一級一一考試範國

均t't貨車色閣
|卷.-，- : (閱讀理解) 75 分鐘~佔 50%1

溫習範囝:下學期課本(重點為單元七、八)、古典名篇選請

甲、閱讀理解 說明的方法、說明的順序、科普作品語言的特色、敘事抒情、

借事說1里

乙、語文基礎 修辭手法、語文運用:代詞、結構助詞(1'.7 .40-7 .42) ; 
語文運用 同義詞、數詞、量詢、草支持(1'.8.35-8 .3 8) ; 

文言虛詞:者、其、而、耳、爾(1'.7.28“7 .29 、1'.8.14自 8.16 )、

人稱代詞(1'.8.16-8.17) ; 
成語(3 1-40 ) 

丙、讀本問答 {故宮博物院〉、《生物之間的微妙關你〉、{賣油翁〉、《曾子

殺豬〉、{'í玉泉}、 {論君子H 一)、(二)

丁、字詞解釋 {吉命君子H 一)、(二)、《論交友》、{曾子殺豬》、〈責泊翁〉

!卷二: (作文) 75 分鐘一佔 50%1
1.命題作文(佔全卷 80%) 2. 實用文(佔全卷 20%) 敘事

I'aper 1 1. Comprehensions (2 pieces) 
(Reading) 2. Grammar items: 

種事 Tenses (GB Unit 8 -12) 
@ Subject Pronouns & Object Pronouns (Gß Unit 5) 
8 Possessive Nouns (GB Unit 6) 
感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GB Unit 7) 

3. General grammar items 

I'aper 2 1. Pre-writing tasks 
(Writing) 2. Short-writing task (80 words) 

3. A writing plan for the long writing 
4 “ Long-writing task (120 words) 

I'aper 3 1. Dictation (Vocabulary list) 

(Listening) 2. listening tasks 
3. Integrated tasks (山tening + Reading • Writing) 

I'aper 4 1.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2 minutes) 
(Speaking) 2. Reading aloud a passage 

I'aper 5 1. Dictation 
(Subject-based 2. Matching 
Vocabu1ary) (See Paper 5 Vocabulary list) 

卷一及卷二:第 i 至 13 章

卷一:課本 lA 及Jß第二、四、五課

卷二:筆記

溝通之i蓮、友誼;ît歲、男女有別、我的家庭、溝通無障礙、家有家規、家庭主fr

趨勢、危機重重的家庭、;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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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 中國歷史地理

@ 泰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與驟亡

@ 西 j某國力的 #t整張承包

@ 東漠的成宣政治

@ 魏晉南北軾的分裂

歷史 卷一: 1 課本(古代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生活} 第 4-26 頁及相關工作紙

2. 工作紙〈古典文明~希臘H全份)

卷二:{古埃及文明}英文閑言賣材料及中東地圖(W.S.p .3)

t也王里 (1)卷一:第三冊 3.1- 3.6 
(2) 卷二:英文教學單元 9.卜 9.2 及 9.4

普通話 l 第四至七諜重點詞語、語音知識、粵普對對碰

2. {植物媽媽有辦法} r石榴媽媽的膽子挺大. . . "孩子們就蹦跳
若離開媽媽" J (為漢字標上漢語拼音)

3. {紫籐蘿瀑布} (第一段譯寫漢語拼音為漢字)

4. 作業第四至4二課

*另外，口試;於 18乃至 7/6 期間在課堂土進行。

5.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為串通:tJíï.1但翔，校舍暫停開放 9 請貴家長及同學留意。

6 二零一八年六丹廿五日至廿七日為「動鑫貝.J '同學毋須攜帶課本上課。另外，請 賣家長
及同學留意對卷目的回校及上課時荷。

~ A. 叫咐月 一一且拉壁壘一一一一止一一一一生樣堅堅一一一
上午八日寄前 上午

上午j入、 E寺前 上午

主且主主盟主盟三L一~一 ι圭全世L一一一上一一一一」且全
7 二零一八年六月廿八日至七月六日為越J進活動哩，各級需按特別時間表回校，詳情容後公

佈。

8.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日(星期一)為-香港特別位男主唾成志紀念堅翠 P假期，校令亦暫停開放，請
責家長及同學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一閃閃戶一------一----自由自明白戶可【自…一一一…一一一個自F 回

敬覆者:

頃閱來函，如悉有關佛提假期、特月l~惡習周、 lJ學期考試、端:于1覺!但湖、學t卷『白、教後活
動提忍義還是替月Hí:離異或是品袋。輯觀事J難各項3每一排，本人這苦督促 敝子第:善用自苦悶:最習口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J)王別:一一__ _J)1號:

家長姓名.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家長簽署: 一一一
二零一八年五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