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777b自 l

還信會是巴隆中學
29lZtzp』凶手:眉毛停角色低潮之校別混賀屑、叫:玄學觀考古拉、二、論是節薩克翔 Z

，t鑫氏、越後;電動還忍受洛姆~i:fì詠嘆或是r怨這是用銀觀寄予!，i; Jì乎其學1
敬殺者.

1.

二零一八年五月廿二日(星期二)為你挺你擻，校舍暫停開放，請貴家長及同學留意。

2.

五月卅日至六月七日期間，午膳及放學後的課外活動將會暫停舉行，敬希垂注 o

3.

為了建立同學集體溫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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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於特別溫習馬 (Day2-Day7)期間會採用以下特別上課時問表上課。
時間

課堂

8:05-8:30
8:30-9:05

早會(收功課及中主因電視台)

第一節課

9:05-9:再0

第二節課

9:40='9:55
9:55-10:30
10:30-11 :05
11:05'11:15
11 :15自 11 :50
11 :50自 12:25
12:25'1:30
1:30自2:05
2:05-2:40

小怠

第二節課
第四節課

u怠
第五節課
第六節言果

午

膳

第七節課

第八節課

2:40告:50

小息

2:5日自3:35

J且習課(班主任l助理班主任)

備吉主:特別上課時間表的上學及放學時間均和平時一樣，椎每節課堂時間縮減 5 分鐘

及增加了最後一節 45 分鍾的溫習諜，以讓同學及早開始預備測考。學生須於罩
上 8:00 前國校;國家或外崩午朧的學生，須於下午 1:2日前因校。

4.

聖王想正學翔干空前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至廿一二日(星期五)舉行，考試時問表及考
吉克範固詳列主口下:
$二級(謀軍/體堂)

*f~f fJ t!J:茅。乎是當前份。

*該節考試於體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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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須於考試當日上午八時前回校參加考試。因各料完卷時間略有不同，故放學時

問亦有差別，下午則不用回校上課，請留意上列時間表並督促

鹼

貴子弟善閑時間溫習。

考試期內，若因且為風吹襲或暴雨彩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則停課期向受影響的科
自將會改於整個考試後舉行 o

[例:若 8/6(五)停課，則坊、訂於 8/6 考試的科目，改於

整個考試後舉行，而 1亨、吉]於 1lI6( 一)舉行的考試則照常奉行 o 詳情謗留意屆時學校網頁

發放的資料 o

)

只考試範沁園;小♂

科目
中函吉吾文

!壘一: (閱讀濯解) 75 分鐘一佑全料百分之五十!
溫習範國:下學期課本(重點為單元斗士、八)、古典名篇還發
甲、閱讀竣解:

白話文、文言文(共兩篇)

乙、語文基礎知識:

修辭手法、獨立語、修改病句、諺語、文言

的、鐵本問答:

虛詞、成語(1 8 個)

古典名篇精選:

單元七{黃山〉、{兵馬俑))單元入{說
勤)單元九{習慣說》

《赤壁懷古}、{元夕〉、《自F 忌、諷齊王納
練〉、《苛政猛於虎}
(齊公不知天寒}、《周處除害〉、《以人

為鏡}

|卷二: (作文)75 分鐘 -1品全利百分之五十l
考核形式: 1. 命題作文(佔全卷 80'110) :借事說理、識論文(兩題，二選其一)
2. 實用文(佔全拳 20 0;'，) :投訴信或會議紀錄(一題，必答)
英國語文

Paper 1: ReadinE

A. Grammar
“ Cοnditionals (T}少 e
一 Con月paratives

0,1, 2)
& Supel.latives

戶 Prol1oul1s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C. General Gl'amma l' Items

Papel' 2: WritinE

Paper 3:

Listenin 質

Paper 4: 旦旦l
Paper 5:

Vocabul叫cy

A. Word Ol'c\ el' ing
8 , Writing a Postca l'd
C Designing Cartoon Characters
D. Lette l' of Advice
E. [f 1 were...
A. Di ctation
B. Li stening Tasks
C. [ntegrated Tasks
- Group Discussion

_. Dictation & Matching

數學

卷一及卷二.第一至十二章 +MCM(百分數(一))

綜合科學

2A 課本及作業第 8 課
28 課本及作業第 10 .果
混習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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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五代卡函至明朝亡國

歷史

1.課本{文藝復興〉

課本及工作紙

第 4-38 頁及相關工作 h\

2. 課本(法國大革命〉
士也正里

第 5 ， 14-37 頁及相關工作紙

卷一

10 .1至 10.6 課

卷二

英文筆記 2 .1至 2.5 課

單元四:文化嫁爐

通識

單元五:文化保育
普通話

1. 重點詞語第四、五課(頁 40

'

54) 和新課題自指年代(頁 78)

2. 語音知識第四、五、六課(頁的，

57 ' 67)
' 107 , 108)

3. 粵普對對權第四、五、七課(頁 106
4. 作業第四、五和六課
5. 譯寫(拼音或詞語)美文:

{態度創造拱樂)(第一至三段鐸寫漢語拼音為漢字)
(最後一段為漢字榜上漢語拼音)
*另外，口試於 18/5 至 7/6 期間在課堂上進行。

5.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為路..!t~pj但翔，校舍暫停開放，請責家長及同學留意。

6.

二零一八年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為「勢拳J:l..J '同學毋須攜帶課本上課。另外，請
及同學留意對卷日的回校及土課時筒。
中二級對答曰

主且主丟到星期←

六月廿一六日(星期二)
三且主主旦旦塑三)

7.

留校時間

責家長

上課時間

|

一一毛主扭過一一一---.L一一一一旦
上午八時前
上午八日寄前

上午
主全

|

二零一入年六丹廿八日至七另六日為:戴銀ìfi.數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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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撈現住處區或主皇島念，堅翠日-候頰，校舍亦暫停開放，請
貴家長及同學留意 o
JI:.!i立

賣家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魏格海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敬覆者:

回

I

條從不dJ
心之

頃閑來函，知悉有關 11慵懶、細情習用-、于學期考試、越是聽棚、對卷日、喇車活

動通系秀選替別紋里長j嘻威主級教 R 聽勸導黨各項安排，本人更普替促

敝子弟革為符悶:逗習。

此覆
浸信會 7Ì(. 1逢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枷IJ :一一一一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八年五月

日

J)王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