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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f書會才之釀中學

2堅持-20豆豆各處壁壘黨饒纜立閉纜車也還真實廳，之笠、警觀考熱"之搏金蠶儷矗立全:鑫饒鑫說委會銬，之
現實鑫段1、體籠2會變理是1養議將要注佇輯、嘆鐘左嘉興建設時鎮期賽車 J空空美無]

敬敢者:

1. 五月十五日(星期一)為佛說豆豆日假期，校會暫停開放，請賣家長及同學留意。

2. 五月#七日(星期一)為學，才集體2期，校令暫停開放，請貴家長及同學留意。

3. 五月廿九日至六月六日期間 9 午膳早已誠摯攘的課外活動將會暫停舉行，敬希重注。

4. 

持學生須提下午 1:15 鸝臨輯

備挂:特別上課時間表的上學時間與平時相同，惟每節課堂時隨縮減 5 分鐘及增加了最

後一節 60 分鐘的溫習諜，以讓同學及早開始預備測考。體~攝於單土串:串串鸝單單轅; [聶

竅單堅持由牛體的學生，癱軟下午 1:15 鸝醋轅習數學自尊聞單草蘊車下午 3:峙。

時間

8:30-9:45 
10:30-11 :45 
8:30-9:30 . 
I0:45-11:15 

i 12: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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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一) 中二 8:30-8:50 4匕首偉 504, 505, 506, 507 
8:50-9:00 l瞳Z攝盟軍
9:00-9:45 化學(一)

中三 11:00-11:30 車English 5 體堂

中三 12:30-2:30 中國語文(四) 504, 505, 506, 507, 517, 519 
25/6 (二) 中二 8:30-8:50 歷史(二) 504, 505, 506, 507 

8:50血9:00 l擇蠱艷麗鹽
9:00-9:45 歷史(一)

| 中主J10:45-日:15 *普通話 禮堂

*pf fJ 授予才掙聶ðfI份。. 各同學須於考試當日上午八日寄前回校參加考試。因各科完卷時間略有不同，故放學時
問亦有差別，下午則不用回枝上課，請留意上列時間表並督促 貴子弟善用時間溫習。

@ 考試期內，若國颱風吹襲或暴雨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則停課期問受影響的科

目將會改於整個考試後舉行。〔例:若 10/6(一)停課，則原訂於 10/6 考試的科目，改
於整個考試後舉行，而原訂於 11/6(二)舉行的考試貝tl 照常舉行。詳情請留意屆時學校網

頁發放的資料。〕

中五、敏一考試範國

中國語文|卷一閱讀:單元七、八、九
1. 課文一:{最苦與最樂〉、《論四端〉、〈墨子止楚勿攻宋〉、《岳陽樓吉己} (主語、

內容、問答題)

2. 詞解:{論四端〉、〈墨子止楚勿攻宋〉、〈岳陽樓記} (每課 10 個)
3. 重點解說 :7.4及 8.4頁

4. 語文運用:複句、修辭、文言句式及虛詞( 6.54-55 頁、 7.22-23 ' 7.36 ' 7.39 
頁、 8.14-15 ' 8 .41 頁、 9.13-9.14 ' 9.25-27 ' 9.34-35 ' 9 .45-48 頁)

5. 文化常識:九流十家(筆記)、〈孟子〉、儒家思想 (9.詔-20 頁)

6. 古典名篇: {熟讀椅思〉、〈朱子家當11}

7. 成語: 31-48 
卷二寫作
1. 長文:記敘文、描寫文、議論文

2. 實用文:敢事、通告、報告、書信

卷三聆聽:辨明說話者的語氣、立場、觀點、要表達的中心主題、所交代的重要

資訊。
四說話:小組討論

英函語文 Paper 1 11.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ading skills + poetic devices, etc) 
(Reading & I 2. Target grammar items: 
Grammar) I 11 Adjective Patterns(e.品， It is Adj. for you 的 IIt is Adj. that... , etc 

[Grammar Book Unit 14 +Supplementary 附rksheets/Notes]
111 PIαrticiple a珈cti阿's (e.g. ， 的'Citinglexcited， etc) 

[Grammar Book Ul仿 8 + Supplemen的ry 仇rksheets/Not的J
E 阱。nditional: Types 0-3 

[Grammar Book Units 12-13 叫叩'Plementary Work.伽ets/Notes]
PS: Previous knowledge, all kinds of supplementary notes/worksheets & 
textbook are also required 

Paper 2 11. Short writing: Article (at least 120 words) 

Paper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2. Lon2 Writin2 : Letter of advice (at least 200 
1. Poem (rhymes, alliteration, onomatopoeia, metaphor and other 
poetic devices) 
2. Conversation 
3. Table fillingl form filling, etc 
4. Inte2rated tasks (Search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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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dividual presentation (during Jessons) in CYCLE 20 
3. Group discussion (during ex!，:臨 fleriod)

Paper 5 1. Dictation, matching, etc 
2. 120 subject-based vocabulary ite臨S

Part A: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臨aster their pronunciation, spelling 
and 臨eanings

Part B: students are required 如 match the English words with the 
Chinese meanings. 

數學 卷一 (90 分鐘) :基礎數學、第 l 章至第 12 章

卷二 (45 分鐘) :基礎數學、第 l 章至第 12 章
i 基礎數學包括:指數定律、因式分解、主項變換、百分法及不等式

物理 1.工作紙第 1 至 17 及 20 課

2. 家課簿
3. 小測卷

化學 卷一:第 4 節至第 6 節(包括物質的被驗)

卷二:筆記

生物 1A 課本第 4 課(4.4B 節 pH 值及 4.4C 節抑制劑除外)及第 5 課
中國歷史 卜中日戰爭及戰後問題

2. 戰後盟共關條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建國初年之內政
4. 文化大革命之原因、經過與影響

5. 改革開放與八九民運
6. 中國的未來

歷史 !卷一:“第二次世界大戰(課本第 50 至 84 頁，功課及相關工作紙)
關冷戰(課本第 98 至 125 頁，功課及相關工作紙)

卷二:課堂派發之英文溫習材料

士也王里 卷一:熱帶雨林第 1 課至 5 課 卷二: 1 1. 1 至 1 1.5 課(英文筆記)

經濟 卷一:第三、四諜
卷二:第四課

通識 @ 文化全球化
@ 可持續發展

(工作紙及習作)
普通話 1.重點詞語: 第六和七課(頁 64 ' 78) 

2. 語音知識;第四、五、六課(頁的夢幻， 67) 
3. r 粵普對對磁 J 第五、六、七課(頁 105 ' 106) ;頁 55 , 79 
4 譯寫(拼音或詞語)吳文兩篇:

《再別康橋) (為漢字標上漢語拼音)

「那河畔的金柳".....我甘心做一條本草」
《喜悅) (都第四段的漢語拼音譯寫為漢字)

「喜悅，它是一種帶有形而上色彩的修養......鬧不敗的蓮花 o J 

月. 4乍輩: 當四、石、女、卡課

6. 六月七日(星期五)為攬子算鎮劑，校舍暫停開放，請賣家長及同學留意。

7. 六月十二日(星期三)為教師禮割時，向學毋須回枝，請賣家長及同學留意。

8.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二)至十九日(星期三)為于美甸、雙食輾轉義統會樁，所有中三級同
學需按特別時間表田枝，詳情如下:

@ 所有同學均須於 ~).9..試車是筆資怒，揖.四枝，返回，禮章，以參加紙筆評怡。

@ 若因颱風吹襲直氣暴雨影響，教育是冀倚學誰會.荐，工翱:腎景觀愕.彙黨，警戰教民嫂，會，~.1急，反
.1l.JJ.!剖，萃，聽羔}樁，役之，{即如 6 月 18 日停課， 6 月 19 日照常考英國語文科及數學料，
而中國語文科則改於 6 月 21 日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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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圓語文 視聽資訊(課室)[1月

11 :35-11 :45 收卷及派卷 [10]

11 :45 間 12:05 中國語文一聆聽(課室) [20] 

9. 六月廿六日(星期三)為學:本主體擻，校舍暫停開放，請責家長及同學留意 o

10. 六月什七日至七月二日為 r 對.卷J:1..J' 同學毋須攜帶課本上諜。另外，請 貴家長及同學留
意對卷目的回校及上課時間 o

11 ‘七月一日(星期一)為香接接月1劈男主專成立學會哥華日儂難?校令亦暫停開放，請貴家長及
同學留意 G

12. 七月三至十二日為熱復草動蓮，各級需按特別時間表白枝，詳情容後公佈 G

t七致，
賣家長

浸信會7](.隆中學校長

海
謹后立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
回

S1878c 
敬覆者: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鋒事豆燒顛三投難旗"賽，見了f雙損害;說3、購全菁、饒專建立:袋、輸掉~鏡弩張三
聲鑫‘民1 、亨通饒捧讀聖譯本棄義馨、激發早在轟轟a息與鑫壁，想擻警車各項安排，本人定當督促 敵子弟
善用時間溫習。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二零一九年五月一一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