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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隆中學

20玲三2020 熹:雇主"等蓋自主亨夷之挽手豆豆想聽之
贊蠱哥二、禮進主專賞-，緊接義:香港捧起行車在1車處主要再念民銀揖警車引〔Tr、缺}

敬屆主者:

1. 六月 f五日(星期四)為端午節假期，校舍暫停開放，請責家長及同學留意。

2. 七月一日(星期三)為-香港持取在孽，堅或是無盒，貝憊，揚，校舍亦暫停開放，請責家長及同學
留意。

3. 空三草草s.學黨考試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星期四)至七日(星期二)舉行，考試時間表及考試
範園詳列如下:

日期 級別 日寄問 科目 場地
2月(四) 中一 8:30-9:30 中國語文 202, 203 , 204, 205 

中一 10:15-11:00 綜合科學 202, 203 , 204, 205 
3月(五) 中一 8:30-9:00 通識 202, 203 , 204, 205 

中一 9:45-10:30 士也王里 202, 203 , 204, 205 
6/7 (一) 中一 8:30-10:00 數學 202, 203 , 204, 205 

中一 10:45-11 :30 中國歷史 202, 203 , 204, 205 
7月(二) 中一 8:30-9:30 些重ish 202, 203 , 204, 205 

中一 10:15-11:00 歷史 202, 203 , 204, 205 
8/7 (三) 中一 假期 ----

19月(四) 中一 假期 ----
I 10/7 (五) 中一 假期

@ 各同學須於考試當日上午八時前回校參加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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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颱風吹襲或暴雨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貝IJ停課期間受影響的科

自將會改於整個考試後舉行。〔例:若 2/7(四)停課，則原訂於 2/7考試的科目，改於

整個考試後舉行，而原訂於 3/7(五)舉行的考試貝IJ 照常舉行。詳情請留意屆時學校網頁

發方文的資料。〕

1.單元六〈風雪中的北平〉、單元七〈生物之間的微妙
關祥、〉、單元八〈曾子殺豬〉

2. 重點解說 P.6.4、 P.7 .4-7.5 、 P.8.4及以上單元工作紙(主
昌、問答題)

3. <論學) (一)、(二)
4. 文言字詞解釋(詳見下學期考試一語譯練習)

乙、語文基礎知識 1 1.下冊書 P.6.33-6.34 (著色詞)、 P.6.35-6.36 (連詞、介
詞)、 P.6.37-6 .3 9( 明喻、擬人、擬物、疊字)、 P.7 .4。“7 .42
(代詞、結構助詢、自昔喻、借喻)

2. 修辭手法
3. 成語 21-35

丙、閱讀理解白話文兩

國語文 Two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s 40% 
Grammar unit 1-12 40% 

數學
General 只rammar items 20% 
@第 3 章
@ 第 5 章 [5.1 (B) (1) 四捨五入法及 {2} 上捨入法和下捨入法〕
@ 第 6 章 [6.1 幾何學的基本要素及 6.2 平面圓形〕
@第 8 章
@第 9 章
@ 第 10 章 [10.2 主角坐標志統、 10.3 兩點之間的距離及 10.4平面圈

形的面積1
@第 11 章
@ 第 12 章 (12.2 多項式、 12.3 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及 12.4多項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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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學 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
中國歷史 @ 西周封建制度、兩次封建

@ 東周:春秋霸政、戰國七雄及變法、泰國統一原因
@ 秦朝:統一措施、速亡原因
@ 楚漢相爭
@ 漢朝:西漢初年統治措施、漢武帝統治與盛衰

@ 形式:多項選擇題、填充題、人物配對題、歷史資料題
歷史 1. {香港傳統農村生活> P.IO-18; P.22-25 及相關工作紙

2. {古代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生活> P.5-26 及相關L作紙

地理 第一冊:單元1.6 、1.7 、1. 8

第三冊:單元 3.2 、 3.3 、 3 .4、 3.5 、 3.6
通識 青少年的身份與角色

青少年的權利與責任
朋輩關條

人際衝突
l 溝通技巧
青少年與家庭的關條

責家長及同學七月十三日至七月十四日為「對毒 ~..J '同學毋須攜帶課本上課。另外，請
留意對卷日的回校及上課日寄問。

4. 

古、只持申辦/龜鹿對鑫按月謊話:回按時聞;玄武三I 垮了三句\;上課時題已以

七月十三日(星期一) 上午八時前 | 上午
七月十四日(星期二) 上午八時前 | 上午

七月十五至普三日為黨建彗-掌，同學需按復課時間表上課。

七月廿二日為香港:ì學主遷考試看在接哇，中一至中五級同學毋需回校。

七月#四日為本學年終結日，當天將派發本學年學業成績，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五常回枝，
放學時間為上午九時正。各班班主任於當天上午九日寄至十一時三十分，將與部分家長面談，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獲邀請的家長稍後將收到個別通知。

567 

J!:!:.f文
責家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言堇后主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
回

敬覆者: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f.賽期考試、端午節假期、對卷白、試復課堂安靜堯香港特邀佇2年。~
處事司想金J=U~易、I警車各項安排，本人定當著促 敝芋莘莘甫詩問司進習 γ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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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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