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敬啟者：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事宜 

一) 期終考試： 

本年度各級期終考試舉行日期如下： 

級別 考試日期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中三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 

 

其他詳情請參閱附頁的「期終考試時間表」及「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請督促貴子弟勤

加溫習，考取優良成績。考試期間，上課時間為 8 時 15 分，放學時間請留意另附的考試時間表，下

午毋須上課。學校照常開放至下午 5時 30分，歡迎同學於考試日下午留校溫習。 

 

 另請 台端留意以下有關考試規則： 

(1) 測考期內學生須照平時上課之時間回校，並於操場集隊。高中學生若於第一節沒有測考，則需於

開考前十五分鐘回校。 

(2)  所有學生必須出席測驗及考試。無故缺席者不得補考，其缺席試卷之成績作零分計算。因意外、

病重或特別事故不能測考者，必須在當日開考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於翌日交請假信及註冊醫生

證明書；學生若有特殊原因，在測考期間需要申請事假，必須於測考前三個工作天，由家長或監

護人以書面向校長提出申請；校方將因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逾期不會受理。 

(3) 同學若需請事假，一般是因近親婚禮、喪事或家人病重及突發事故才會獲批，所有事假須事前經

班主任向校方申請，獲批准後方可請假，並安排補考，否則作曠課論。 

(4)  所有因個人理由缺席測驗或考試，其補測/考之成績將會以八折計算。除特殊請況外，所有補測/

考亦需於復課日兩天內完成。無故缺席測考，未按照手續請假、未完成請假手續等，其補測/考

科目則不獲計分，並會受到處分。 

(5)  測考期間，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該天停課，該天測驗/考試科目不會順延，將

於復課後另行通知。但若最後一日考試停課，該日應考之科目則順延至復課後第一日舉行。 

(6)  學生必須遵守【測驗及考試守則】及聽從監考老師的安排。如學生違反【測驗及考試守則】，學

校將按該生違規的嚴重程度而扣減其該次考試分數，甚至以零分處理。最嚴重者，整個學期測考

成績作廢。 

  有關考試規則， 貴家長及 貴子弟可參看『學生手冊第 22-23頁』。 

 

二)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已訂於 6月 18日(星期二)至 6月 19日(星期三)的上午舉行。中三級同學

必須於該兩天，穿著整齊校服，如常於上午 8 時 15 分前回校參加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

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家長如欲多了解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SecFaq.html 

(轉後頁)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三)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 

本校中二級同學榮獲香港大學邀請，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中二級

同學必須於 6月 25日(星期二)出席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陳剛強老師聯絡。 

 

四) 解卷日及試後活動： 

本校期終考試的解卷日為 6月 26日(星期三)至 6月 28日(星期五)舉行。此外，為讓 貴子弟於

考試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擴闊視野及培訓共通能力，本校於 7月 2日(星期二)至 7月 12日(星

期五)期間，舉行一系列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期間 貴子弟將於指定日子回校參與有關活動項目。 

 

有關解卷日及試後活動的具體安排請參閱附件「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 

 

五)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本年度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將於 7月 15日(星期一)舉行，當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時 15分，放學

時間為正午 12時正。 

 

為見證 貴子弟的學習成果，本校誠邀 貴家長於當天早上蒞臨參與結業禮。中一至中三級結業

禮時間為 8時 45分至 10時正，中四至中五級結業禮時間為上午 10時 45分至 12時正。 貴家長如欲

出席結業禮，請於 7月 8日或以前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校務處李思遙先生聯絡。 

 

另外，所有於下學年繼續於本校就讀的學生必須於 7 月 15 日(星期一)前辦理註冊手續，未能完

成註冊程序之學生，當作放棄學位論。 

 

  煩請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垂詢，請致

電 2109 4000與  貴班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
註冊日」事宜)』內容。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二零一九年五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靈糧堂怡文中學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2018-2019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2018-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Timetable
中一級	Secondary 1 

考試地點Venue：* 禮堂Hall、一信 1A (R401)、一望 1B (R402)、一愛 1C (R403)、一仁 1D (R404) 

時間	\ 日期 
Time \ Date

12/6 (三)  
Wednesday

13/6 (四)  
Thursday

14/6(五)  
Friday

17/6 (一)  
Monday

18/6 (二)  
Tuesday

19/6 (三)  
Wednesday

20/6 (四)  
Thursday

21/6 (五)  
Friday

24/6 (一)  
Monday

25/6 (二)  
Tuesday

08:15 – 08:35 早會	Morning Assembly

08:35 – 09:50

中國語文(二)  
Chinese 

Language 
Paper 2 

(75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英國語文(二)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60 minutes)

中國語文(三) 
英國語文(三)  

Chinese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30+3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生活與社會 

Life & Society  
(6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英國語文(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7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中國語文(一)  

Chinese 
Language 
Paper 1 

(6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60 minutes)

數學(一)  
Mathematics  

Paper 1 
(75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60 minutes)

中國語文 
及 

英國語文 
說話評核* 
Chinese &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09:50 – 10:35 小息 小息 小息

10:35 – 11:50

溫習 
Study Time 

+ 
地理 

Geography 
(6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歷史	History 
(6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數學(二)  

Mathematics  
Paper 2 

(40 minutes)

放學時間 
Dismissal 

time
09:50 11:50 09:50 09:50 09:50 11:50 09:50 11:50 09:50 10:35



靈糧堂怡文中學 
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 行事曆 

日期 時間 活動 參與學生 備註 

12/6/2019 (三) 

至 

14/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7/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8/6/2019 (二)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1:5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19/6/2019 (三)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2:2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20/6/2019 (四) 

至 

21/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4/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5/6/2019 (二)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0:35 – 13:00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趨勢研究(TIMSS)2019 
中二級 所有中二級學生必須參與 

26/6/2019 (三) 08:15 – 12:20 中四至中五級解卷日 中四至中五級  

27/6/2019 (四)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五級解卷日 全校  

28/6/2019 (五)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三級解卷日 中一至中三級  

2/7/2019 (二) 

至 

12/7/2019 (五) 

--- 試後活動 按照通告指示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8/7/2019 (一) 09:45 – 12:00 文憑試放榜輔導日 中六級學生 --- 

10/7/2019 (三) 
--- 升學輔導日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 中六級 --- 

12/7/2019 (五) --- 結業禮綵排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15/7/2019 (五) 08:15 – 12:00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全校  

16/7/2019 (一) 

至 

19/7/2019 (四) 

08:15 – 12:20 中五級暑期課堂 中五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26/8/2019 (一) 

至 

29/8/2019 (四) 

08:15 – 12:20 升中六級暑期課堂 升中六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中一級期終考試範圍 

Subject 

科目 

Paper 

卷別 

Coverage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期終考試範圍 

Types of Questions 

考題形式 

Remarks 

備註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一 1. 歸納主旨/ 中心句 

2. 記敘六要素 

3. 辨析論點、論據 

4. 分析議論文的結構 

5. 辨別錯別字/ 成語/ 諺語 

6. 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 

7. 寫作技巧：首尾呼應、承上啟下 

8. 修辭手法 

9. 已有知識 

1. 填充題 

2. 選擇題 

3. 判斷題 

4. 短答題 

5. 長答題 

6. 挑戰題 

- 溫習成語(七-八) 

- 溫習字辨(七-八)  

- 溫習《圯上老人》、 

《岳飛之少年時代》、  

《傷仲永》 

- 帶備鉛筆 

二 1. 實用文︰書信、通告 

2. 命題作文︰敍事抒情文、議論文 

寫作題 

三 1. 溫習單元一至八的聆聽練習 1. 填充題 

2. 選擇題 

3. 短答/ 長答題 

四 1. 短講︰限時 1.5 分鐘 

2. 議論的題型 

短講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校本課程) 

卷一 

閱讀理解 

單元四至六重點字詞、部首、標點符號 配對題、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 鉛筆, 原子筆(黑色或深藍色) 

 

二 介紹旅遊經歷  

三 理解文中內容大要  

四 朗讀、看圖說話  

英文 

English 

I Reading Comprehensions 

Vocabulary (U.5,6 and 8) 

Usage: 

(Phrasal Verbs, Adverbs of Frequency, Prepositions, 

Yes/No Questions, WH-Questions, Articles, 

Pronouns and Tenses) 

- Multiple choices 

- Short questions 

- True or False 

- Matching 

- Fill in the blanks 

- Proofreading 

 

II Writing an informal letter/ email 

Writing a blog entry 

- Short Writing: 80 words 

- Long Writing: 120 words 

 

III Listening - Multiple choices 

- Locating objects 

- Listening for numbers 

- Filling-in fact sheets, forms and 

check-lists and tables 

 

IV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time: 3 minutes;  

Examination time: 2 minutes 

數學 

Mathematics 

I 多項式 

正指數定律 

1A書(第 0至 3章, 第 5至 6章) 

1B書(第 7至 8章, 第 10至 12章) 

基礎題、短答題、長答題 學生應帶備計算機、量角

器、間尺和鉛筆。 

II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s  

中史 

Chinese 

History 

 第一冊 

第 6章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 

第二冊 

第 1章 隋代的統一南北及速亡 

第 2章 唐代的盛世 

 

1. 選擇題 20% 

2. 配對 5% 

3. 填表 30% 

4. 地圖 10% 

5. 歷史資料題 35% 

6. 挑戰題 6% 

溫習 

1.作業、筆記、默書詞語 

2.隋代建設圖 

3.孝文帝漢化工作紙 

4.隋代的速亡 

5.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比較 

歷史 

History 

 書 p. 48-110 

作業 p20-29 

論述題(四) 

資料題(四) 

1. 選擇題  

2. 配對  

3. 填充 

4.    排序 

5. 歷史資料題  

6.    問答 

7.    地圖題 

8. 挑戰題  

 

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5.1-5.3 + 

6.1-6.5 + 

已有知識 

A. 多項選擇題 

B. 是非  

C. 配對 

D. 填充   

E. 問答題 

帶計算機 

 



中一級期終考試範圍 

Subject 

科目 

Paper 

卷別 

Coverage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期終考試範圍 

Types of Questions 

考題形式 

Remarks 

備註 

生活與社會/

通識 

Life and 

society/ 

Liberal 

Studies 

 1. 書  

課題 2 中國的經濟概況 

課題 4 中國國民的生活 

 

2. 筆記 

-做個自信快樂人 

 

3. 下學期統測前教學內容 

A.  課文及筆記內容 

1. 中英文重要詞彙配對題 

2. 填充題 

3. 多項選擇題 

B.  資料回應題 

-帶備鉛筆及計算 

(bring pencils and calculators) 

地理  

Geography 

 

 《初中活學地理 地圖閱讀技能 1》(課本 p.1-43) 

1.地圖閱讀技能已有知識  

2.怎樣利用距離和方向來找尋地方？ 

    (1) 地圖比例 (不同比例的轉換) 

    (2) 距離 (計算直線或曲線的實際距離) 

    (3) 方向 (尋找兩地之間的方向) 

  (4) 面積 (計算景物的面積) 

 

二.《活學地理 1善用城市空間》(課本 p.1-71) 

三.《活學地理 2爭奪能源》(課本 p.4-71) 

2.1 世界上有哪些主要能源？ 

2.2 為甚麼我們要爭奪能源？ 

2.3我們目前使用的能源還有甚麼問題？ 

2.4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 

2.5 怎樣以更可持續的方式滿足未來的能源需

求？ 

甲部 多項選擇題 (30分)  

乙部 填充題  (30分)  

丙部 資料題  (26分)  

丁部 地圖閱讀題 (14分)  

戊部 挑戰題  (10分) 

帶間尺、量角器、鉛筆及計

算機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敬啟者：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事宜 

一) 期終考試： 

本年度各級期終考試舉行日期如下： 

級別 考試日期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中三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 

 

其他詳情請參閱附頁的「期終考試時間表」及「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請督促貴子弟勤

加溫習，考取優良成績。考試期間，上課時間為 8 時 15 分，放學時間請留意另附的考試時間表，下

午毋須上課。學校照常開放至下午 5時 30分，歡迎同學於考試日下午留校溫習。 

 

 另請 台端留意以下有關考試規則： 

(1) 測考期內學生須照平時上課之時間回校，並於操場集隊。高中學生若於第一節沒有測考，則需於

開考前十五分鐘回校。 

(2)  所有學生必須出席測驗及考試。無故缺席者不得補考，其缺席試卷之成績作零分計算。因意外、

病重或特別事故不能測考者，必須在當日開考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於翌日交請假信及註冊醫生

證明書；學生若有特殊原因，在測考期間需要申請事假，必須於測考前三個工作天，由家長或監

護人以書面向校長提出申請；校方將因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逾期不會受理。 

(3) 同學若需請事假，一般是因近親婚禮、喪事或家人病重及突發事故才會獲批，所有事假須事前經

班主任向校方申請，獲批准後方可請假，並安排補考，否則作曠課論。 

(4)  所有因個人理由缺席測驗或考試，其補測/考之成績將會以八折計算。除特殊請況外，所有補測/

考亦需於復課日兩天內完成。無故缺席測考，未按照手續請假、未完成請假手續等，其補測/考

科目則不獲計分，並會受到處分。 

(5)  測考期間，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該天停課，該天測驗/考試科目不會順延，將

於復課後另行通知。但若最後一日考試停課，該日應考之科目則順延至復課後第一日舉行。 

(6)  學生必須遵守【測驗及考試守則】及聽從監考老師的安排。如學生違反【測驗及考試守則】，學

校將按該生違規的嚴重程度而扣減其該次考試分數，甚至以零分處理。最嚴重者，整個學期測考

成績作廢。 

  有關考試規則， 貴家長及 貴子弟可參看『學生手冊第 22-23頁』。 

 

二)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已訂於 6月 18日(星期二)至 6月 19日(星期三)的上午舉行。中三級同學

必須於該兩天，穿著整齊校服，如常於上午 8 時 15 分前回校參加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

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家長如欲多了解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SecFaq.html 

(轉後頁)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三)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 

本校中二級同學榮獲香港大學邀請，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中二級

同學必須於 6月 25日(星期二)出席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陳剛強老師聯絡。 

 

四) 解卷日及試後活動： 

本校期終考試的解卷日為 6月 26日(星期三)至 6月 28日(星期五)舉行。此外，為讓 貴子弟於

考試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擴闊視野及培訓共通能力，本校於 7月 2日(星期二)至 7月 12日(星

期五)期間，舉行一系列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期間 貴子弟將於指定日子回校參與有關活動項目。 

 

有關解卷日及試後活動的具體安排請參閱附件「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 

 

五)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本年度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將於 7月 15日(星期一)舉行，當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時 15分，放學

時間為正午 12時正。 

 

為見證 貴子弟的學習成果，本校誠邀 貴家長於當天早上蒞臨參與結業禮。中一至中三級結業

禮時間為 8時 45分至 10時正，中四至中五級結業禮時間為上午 10時 45分至 12時正。 貴家長如欲

出席結業禮，請於 7月 8日或以前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校務處李思遙先生聯絡。 

 

另外，所有於下學年繼續於本校就讀的學生必須於 7 月 15 日(星期一)前辦理註冊手續，未能完

成註冊程序之學生，當作放棄學位論。 

 

  煩請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垂詢，請致

電 2109 4000與  貴班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
註冊日」事宜)』內容。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二零一九年五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靈糧堂怡文中學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2018-2019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2018-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Timetable

中二級	Secondary 2 

考試地點Venue：* 禮堂Hall、二信2A (R201)、二望2B (R202)、二愛2C (R203)、二仁2D (R204) 

時間	\ 日期 
Time \ Date

12/6 (三)  
Wednesday

13/6 (四)  
Thursday

14/6(五)  
Friday

17/6 (一)  
Monday

18/6 (二)  
Tuesday

19/6 (三)  
Wednesday

20/6 (四)  
Thursday

21/6 (五)  
Friday

24/6 (一)  
Monday

25/6 (二)  
Tuesday

08:15 – 08:35 早會	Morning Assembly

08:35 – 09:50

溫習 
Study Time 

+ 
英國語文(二)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60 minutes)

中國語文(三)  
英國語文(三)  

Chinese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30+45 minutes)

中國語文(二)  
Chinese 

Language 
Paper 2 

(75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60 minutes)

數學(一)  
Mathematics  

Paper 1 
(75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地理 

Geography 
(60 minutes)

中國語文 
及 

英國語文 
說話評核* 
Chinese &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溫習 
Study Time 

+ 
中國語文(一)  

Chinese 
Language 
Paper 1 

(6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英國語文(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7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60 minutes)

09:50 – 10:35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35 – 11:50

溫習 
Study Time 

+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60 minutes)

數學(二)  
Mathematics  

Paper 2 
 + 

數學(三)  
Mathematics  

Paper 3 
(40+30 minutes)

溫習 
Study Time 

+ 
歷史History 
(60 minutes)

國際數學與科
學教育趨勢研

究	(TIMSS)	
2019	

(10:35-13:00)

放學時間 
Dismissal 

time
09:50 09:50 11:50 09:50 11:50 09:50 10:35 11:50 09:50 13:00



靈糧堂怡文中學 
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 行事曆 

日期 時間 活動 參與學生 備註 

12/6/2019 (三) 

至 

14/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7/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8/6/2019 (二)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1:5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19/6/2019 (三)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2:2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20/6/2019 (四) 

至 

21/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4/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5/6/2019 (二)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0:35 – 13:00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趨勢研究(TIMSS)2019 
中二級 所有中二級學生必須參與 

26/6/2019 (三) 08:15 – 12:20 中四至中五級解卷日 中四至中五級  

27/6/2019 (四)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五級解卷日 全校  

28/6/2019 (五)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三級解卷日 中一至中三級  

2/7/2019 (二) 

至 

12/7/2019 (五) 

--- 試後活動 按照通告指示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8/7/2019 (一) 09:45 – 12:00 文憑試放榜輔導日 中六級學生 --- 

10/7/2019 (三) 
--- 升學輔導日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 中六級 --- 

12/7/2019 (五) --- 結業禮綵排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15/7/2019 (五) 08:15 – 12:00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全校  

16/7/2019 (一) 

至 

19/7/2019 (四) 

08:15 – 12:20 中五級暑期課堂 中五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26/8/2019 (一) 

至 

29/8/2019 (四) 

08:15 – 12:20 升中六級暑期課堂 升中六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中二級期終考試範圍 

Subject 

科目 

Paper 

卷別 

Coverage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期終考試範圍 

Types of Questions 

考題形式 

Remarks 

備註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卷一 (一) 單元六： 

1. 直接抒情、借景抒情 

2.直接描寫、靜態描寫、動態描寫、細描、白描 

(二) 單元七： 

1. 正反立論 

2. 論證方法：舉例論證、引用論證 

3. 課文問答及主旨：《為學一首示子侄》 

(三) 單元八： 

1. 課文問答、主旨及詞解：《記承天寺夜遊》 

(四) 文言知識：古今詞義、詞類活用 

(五) 修辭：所有已學的修辭技巧。 

1.選擇題 

2.短答題 

3.填充題 

4.問答題 

 

卷二 (一) 實用文：表揚信、投訴信、邀請信 

(二) 長文寫作：描寫抒情、議論文 

  

卷三 聆聽理解 選擇題 

短答題 

填充題 

問答題 

 

卷四 個人短講 個人短講：2分鐘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校本課程) 

卷一 

(閱讀) 

Reading 

詞語：《減肥是好的？》、《瘦就是美？》、《差不多先生傅》

的四字詞；語文知識：設問、反問、人物描寫手法、論據、論

點、複句；文體：日記、人物描寫、議論文 

1. 填充題 

2. 填表題 

3. 配對題 

4. 短答題 

5. 多項選擇題 

部分考題以純英語

設問 

卷二 

(寫作) 

Writing 

文句翻譯〈英譯中〉、日記寫作、人物描寫、議論文 短答、短文寫作、長文寫作 部分考題以純英語

設問 

卷三 

(聆聽) 

Listening 

   

卷四 

(說話) 

Speaking 

   

英文 

English 

I 

 

I. Reading comprehension 

II. Usage 

--Vocabulary lists (U. 7 & U. 8) 

--Conditionals (Type 1,2) 

--Preposition of movement 

--Modals 

--Reporting statements 

--Mixed tenses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future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 Multiple choices 

- Short questions 

- Long questions 

- Fill in the blanks 

- Matching 

- True, false, not given 

 

II Writing a story 

Writing an article 

- Short writing: 90 words 

- Long writing: 160 words 

III Listening MC, fill in the blanks, form filling 

& charts 

 

IV Group Discussion One question from Version 1-4 Preparation:  

3 mins. 

 

Examination: 

3 mins. per group of 

3 students 

數學 

Mathematics 

 

卷一 

Paper I 

中二第一至十二章 (第四章除外) 

1A 第四章：數值估算及量度方面的估算 

3B 第九章：三角形的線和中心 

3A 第四章：續立體圖形 

1B 第九章：全等及相似 

基礎題 

短答題 

長答題 

 

部份的題目為英語

題 

帶備 HB鉛筆及直

尺 

卷二 

Paper II 

多項選擇題 

 

 



中二級期終考試範圍 

Subject 

科目 

Paper 

卷別 

Coverage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期終考試範圍 

Types of Questions 

考題形式 

Remarks 

備註 

歷史 

History 

 書；p.43-51,.84-102 

1. 拿破崙戰爭與拿破崙帝國 

2. 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影響 

 

作業: p. 22-27 

工作紙 

1. 問答題(4) 

2. 資料回應題(4) 1. 選擇 

 

1. 填充 

2. 配對 

3. 中英文配對曠 

4. 地圖 

5. 問答題 

6. 資料回應題 

 

中史 

Chinese 

History 

 第 6章﹕元代高壓統治 

第 1節至第 2節 

 

第 7章﹕明代君主集權政治 

第 1節至第 3節 

1. 選擇題 

2. 填充 

3. 配對 

4. 地圖題 

5. 歷史資料 

6. 問答題 

7. 挑戰題 

 

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10.1-10.6 + 

11.2-11.3/11.5 + 

已有知識 

多項選擇題 

是非  

配對 

填充   

問答題 

鉛筆及擦膠 

生活與社會

/通識 

Liberal 

Studies 

 教科書 p.63-83, p.98 -105 及 113 

作業：課題 4及 5 

時事：5月份 

溫習工作紙 

選擇題 

填充題 

資料題 

 

 

地理 

Geography 

 一. 地圖閱讀技巧： 

《初中活學地理 地圖閱讀技能 2》(課本 p.1-41) 

‧ 地圖閱讀技能已有知識     

‧ 等高線圖  

‧ 以等高線辨認地勢及辨認不同的地勢形貌       

‧ 繪畫橫切面  

‧ 計算垂直誇大率     

‧ 辨認計算坡度    

 

二. 

<<初中活學地理 3 糧食問題>>：(課本 p.1-60) 

<<初中活學地理 4 水的煩惱>>：(課本 p.1-53) 

4.1 我們面對甚麼水資源危機？      

4.2 水從哪裡來？    

4.3中國有哪些水資源？這些資源是怎樣分佈？    

   4.4 泛濫為中國帶來甚麼問題？   

4.5 乾旱為中國帶來甚麼問題？    

4.6 水污染為中國帶來甚麼問題？   

甲部 多項選擇題 (30分)   

乙部 填充題  (20分)     

丙部 資料題  (30分)   

丁部 地圖閱讀題 (20分)   

戊部 挑戰題  (10分)   

帶間尺、鉛筆、量

角器及計算機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敬啟者：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事宜 

一) 期終考試： 

本年度各級期終考試舉行日期如下： 

級別 考試日期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中三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 

 

其他詳情請參閱附頁的「期終考試時間表」及「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請督促貴子弟勤

加溫習，考取優良成績。考試期間，上課時間為 8 時 15 分，放學時間請留意另附的考試時間表，下

午毋須上課。學校照常開放至下午 5時 30分，歡迎同學於考試日下午留校溫習。 

 

 另請 台端留意以下有關考試規則： 

(1) 測考期內學生須照平時上課之時間回校，並於操場集隊。高中學生若於第一節沒有測考，則需於

開考前十五分鐘回校。 

(2)  所有學生必須出席測驗及考試。無故缺席者不得補考，其缺席試卷之成績作零分計算。因意外、

病重或特別事故不能測考者，必須在當日開考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於翌日交請假信及註冊醫生

證明書；學生若有特殊原因，在測考期間需要申請事假，必須於測考前三個工作天，由家長或監

護人以書面向校長提出申請；校方將因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逾期不會受理。 

(3) 同學若需請事假，一般是因近親婚禮、喪事或家人病重及突發事故才會獲批，所有事假須事前經

班主任向校方申請，獲批准後方可請假，並安排補考，否則作曠課論。 

(4)  所有因個人理由缺席測驗或考試，其補測/考之成績將會以八折計算。除特殊請況外，所有補測/

考亦需於復課日兩天內完成。無故缺席測考，未按照手續請假、未完成請假手續等，其補測/考

科目則不獲計分，並會受到處分。 

(5)  測考期間，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該天停課，該天測驗/考試科目不會順延，將

於復課後另行通知。但若最後一日考試停課，該日應考之科目則順延至復課後第一日舉行。 

(6)  學生必須遵守【測驗及考試守則】及聽從監考老師的安排。如學生違反【測驗及考試守則】，學

校將按該生違規的嚴重程度而扣減其該次考試分數，甚至以零分處理。最嚴重者，整個學期測考

成績作廢。 

  有關考試規則， 貴家長及 貴子弟可參看『學生手冊第 22-23頁』。 

 

二)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已訂於 6月 18日(星期二)至 6月 19日(星期三)的上午舉行。中三級同學

必須於該兩天，穿著整齊校服，如常於上午 8 時 15 分前回校參加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

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家長如欲多了解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SecFaq.html 

(轉後頁)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三)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 

本校中二級同學榮獲香港大學邀請，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中二級

同學必須於 6月 25日(星期二)出席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陳剛強老師聯絡。 

 

四) 解卷日及試後活動： 

本校期終考試的解卷日為 6月 26日(星期三)至 6月 28日(星期五)舉行。此外，為讓 貴子弟於

考試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擴闊視野及培訓共通能力，本校於 7月 2日(星期二)至 7月 12日(星

期五)期間，舉行一系列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期間 貴子弟將於指定日子回校參與有關活動項目。 

 

有關解卷日及試後活動的具體安排請參閱附件「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 

 

五)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本年度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將於 7月 15日(星期一)舉行，當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時 15分，放學

時間為正午 12時正。 

 

為見證 貴子弟的學習成果，本校誠邀 貴家長於當天早上蒞臨參與結業禮。中一至中三級結業

禮時間為 8時 45分至 10時正，中四至中五級結業禮時間為上午 10時 45分至 12時正。 貴家長如欲

出席結業禮，請於 7月 8日或以前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校務處李思遙先生聯絡。 

 

另外，所有於下學年繼續於本校就讀的學生必須於 7 月 15 日(星期一)前辦理註冊手續，未能完

成註冊程序之學生，當作放棄學位論。 

 

  煩請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垂詢，請致

電 2109 4000與  貴班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
註冊日」事宜)』內容。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二零一九年五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靈糧堂怡文中學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2018-2019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2018-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Timetable
中三級	Secondary 3 

考試地點Venue：* 禮堂Hall、三信3A(R601)、三望3B(R602)、三愛3C(R603)、三仁3D(R604) 

時間	\ 日期 
Time \ Date

12/6 (三)  
Wednesday

13/6 (四)  
Thursday

14/6(五)  
Friday

17/6 (一)  
Monday

18/6 (二)  
Tuesday

19/6 (三)  
Wednesday

20/6 (四)  
Thursday

21/6 (五)  
Friday

24/6 (一)  
Monday

25/6 (二)  
Tuesday

08:15 – 08:35 早會	Morning Assembly

08:35 – 09:50

中國語文(二)  
Chinese 

Language 
Paper 2  

(75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英國語文(二)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60 minutes)

數學(一) 
Mathematics 

Paper 1 
(75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英國語文(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70 minutes)

全港性 
系統評估 
中國語文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Chinese 

Language

全港性 
系統評估 

數學 
及 

英國語文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Mathematics  

& 
English 

Language

溫習Study Time 
+ 

中國語文(一)  
Chinese 

Language 
Paper 1  

(60 minutes)

中國語文(三) 
英國語文(三)  

Chinese &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30+45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6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基本商業及經
濟 

Business 
Fundamentals 
and Economics 
(60 minutes)

09:50 – 10:35 小息 小息

10:35 – 11:50

溫習Study 
Time 

+ 
地理

Geography 
(6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6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數學(二)  

Mathematics 
Paper 2 

(4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數學(三) 

Mathematics 
Paper 3 

(65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歷史History 
(6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化學	

Chemistry) 
(6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物理	Physics) 
(60 minutes)

溫習Study Time 
+ 

綜合科學
Integrated 
Science 

 (生物	Biology) 
(60 minutes)

11:50 – 13:00 午膳

13:00 – 15:30

中國語文 
及 

英國語文 
說話評核* 
Chinese &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放學時間
Dismissal 

time
11:50 11:50 15:30 11:50 11:50 12:20 11:50 11:50 11:50 11:50



靈糧堂怡文中學 
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 行事曆 

日期 時間 活動 參與學生 備註 

12/6/2019 (三) 

至 

14/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7/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8/6/2019 (二)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1:5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19/6/2019 (三)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2:2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20/6/2019 (四) 

至 

21/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4/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5/6/2019 (二)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0:35 – 13:00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趨勢研究(TIMSS)2019 
中二級 所有中二級學生必須參與 

26/6/2019 (三) 08:15 – 12:20 中四至中五級解卷日 中四至中五級  

27/6/2019 (四)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五級解卷日 全校  

28/6/2019 (五)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三級解卷日 中一至中三級  

2/7/2019 (二) 

至 

12/7/2019 (五) 

--- 試後活動 按照通告指示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8/7/2019 (一) 09:45 – 12:00 文憑試放榜輔導日 中六級學生 --- 

10/7/2019 (三) 
--- 升學輔導日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 中六級 --- 

12/7/2019 (五) --- 結業禮綵排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15/7/2019 (五) 08:15 – 12:00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全校  

16/7/2019 (一) 

至 

19/7/2019 (四) 

08:15 – 12:20 中五級暑期課堂 中五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26/8/2019 (一) 

至 

29/8/2019 (四) 

08:15 – 12:20 升中六級暑期課堂 升中六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中三級期終考試範圍 

Subject 

科目 

Paper 

卷別 

Coverage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期終考試範圍 

Type of Questions 

考題形式 

Remarks 

備註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一 單元五、六課文重點：場面描寫 

營造氣氛，直接描察，間接描察，敘事說理 

課文篇章〈口技〉〈論四端〉〈頂碗少年〉〈論語九則〉

〈賣柑者言〉 

課文字解.〈口技〉〈論四端〉〈論語九則〉 

課文問答 p.8.9-8.11, p.8.16-8.17,  

p.5.10-5.11 

文言詞匯：(焉、孚，矣、何、以、其) 判斷句、倒裝句

p.5.14-p.5.17 

修辭手法：已有知識 

長答、短答、填充、選擇、填表 帶鉛筆、原子筆及相

關文具 

二 實用文：啟事、通告、活動報告、調查報告 

長文：場面描寫、議論文 

  

三 理解話語內容   

四 小組討論---議論題目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校本課程) 

一 

 

閱讀：單元四至五 

語文知識：因果複句 

          承接複句 

          轉折複句 

說明手法：舉例說明 

          引用說明 

短問答、填充、選擇、長問答。  

二 寫作： 

實用文：通告/啟事 

長篇寫作：說明文 

  

三    

四    

英文 

English 

 

I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Conditionals (Type 1-3) 

3. Tenses 

4. Relative pronouns 

5. Reporting statements and questions 

6. Unit 8 Vocabulary list 

1.Fill-in-the-blanks 

2.True, false and not given 

3.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4.Short questions 

 

II Writing a speech 

Writing an application letter 

Part A. Short writing (110 words) 

Part B. Long writing (200 words) 

III 1. Listening components  

2. Integrated tasks 

1.Form filling 

2.Short questions 

 

IV Group Discussion One question from Version 1-4 Preparation: 3 mins. 

Examination:  

4 mins. per group of 3 

students 

數學 

Mathematics 

一 2ACh4, 3ACh1-3, 5-8,10-11 甲部(1) 基礎題 (30分) 

甲部(2) 短答題 (30分) 

乙部 長答題 (20分)  

‧HB 鉛筆 

‧藍或黑色原子筆 

‧印有 HKEAA 

APPROVED計算機 二 2ACh4, 3ACh1-3, 5-8,10-11 多項選擇題 (30分) 

三 全港系統性評專輯 Ch1-8 

TSA 模擬卷 1-3 

⼀. 多項選擇題 

⼆. 短答題 

三. 長答題 

歷史 

History  

 1. 書 P. 38-110 

2. 作業 p.18-25 

3. 資料題(一)至(六) 

4. 論述題(四)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配對題 

4. 排序 

5. 歷史資料題 

6. 問答 

7. 挑戰題 

 

化學 

Chemistry 

 第一章至第五章： 

元素和原子結構(上)、分離法、金屬、鐵銹蝕、鋁的腐蝕(P.1 – 

32) 

第六章：元素和原子結構 (下 ) (陽離子與陰離子的形

成)(p.33-34) 

電鍍 

選擇題、是非題、問答題、挑戰

題 

 

 

 

 



中三級期終考試範圍 

Subject 

科目 

Paper 

卷別 

Coverage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期終考試範圍 

Type of Questions 

考題形式 

Remarks 

備註 

物理 

Physics 

 光的反射 

光的折射 

光的全反射 

凸透鏡 

凹透鏡 

多項選擇題 

是非題 

問答題 

挑戰題 

帶計算機、直尺、鉛

筆、膠擦 

生物 

Biology 

 第 1-4課 

4. 生物多樣性(60%) 

1.生命的基本單位(10%) 

2.食物和人類(20%) 

3.人的營養(10%) 

選擇題、配對題、填充題、長答

題 

 

生活與社會/通

識 Life and 

Society 

Liberal Studies  

 1. 4-5月時事新聞 

2. 《全球化》  

課題：全球化的影響、回應全球化 

書 p.27-64 

作業 P. 12-30 

3. 基本法 

工作紙 

1. 選擇題 

2. 是非題 

3. 配對題 

4. 填充題  

5. 資料回應題 

 

 

基本商業與經

濟 

Business 

Fundamentals 

and Economics 

 複式記帳法，Ｔ帳戶，結平帳戶 多項選擇題，填充，會計題目 帶備間尺，計算機 

地理 

Geography 

 6.2 - 我們的工廠都到哪裏去了？ 

6.3 - 其他地方的製造業活動也有區位轉移嗎？ 

6.4 - 製造業活動的全球轉移帶來甚麼好處和壞處？ 

6.5 - 工業發展能夠更加可持續嗎？ 

5.2 - 香港的地勢是怎樣的？ 

5.4 - 為甚麼亞洲大部分地區在夏季會受強風暴雨侵襲？ 

5.5 - 為甚麼土地會劇烈震動？ 

5.6 - 為甚麼有些地方的人面對自然災害的風險較我們

大？ 

11.1 - 全球氣候出了甚麼毛病？ 

11.2 - 甚麼導致氣候變化？ 

11.3 - 氣候變化帶來甚麼影響？ 

11.4 - 香港會出現甚麼情況？ 

 

地圖閱讀﹕ 

地圖慣用符號 

量度方位 

繪畫横切面 

計算坡度 

選擇題 

填充題 

資料題 

地圖閱讀題 

間尺 

計算機 

量角器 

中史 

Chinese History 

 鴉片戰爭至改革開放 

(書︰新簡明中國史 P.33 – 241 

習作簿︰P.11-89 

筆記︰ 1 – 11) 

1 選擇題  

2. 填充題 

3. 地圖題 

4. 歷史資料題 

5. 問答題 

6. 挑戰題 

全卷滿分為 100分 

 

挑戰題所得的分數，

會增加在總分內，惟

整份試卷的最高得分

不會超過本試卷設定

的總分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敬啟者：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事宜 

一) 期終考試： 

本年度各級期終考試舉行日期如下： 

級別 考試日期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中三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 

 

其他詳情請參閱附頁的「期終考試時間表」及「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請督促貴子弟勤

加溫習，考取優良成績。考試期間，上課時間為 8 時 15 分，放學時間請留意另附的考試時間表，下

午毋須上課。學校照常開放至下午 5時 30分，歡迎同學於考試日下午留校溫習。 

 

 另請 台端留意以下有關考試規則： 

(1) 測考期內學生須照平時上課之時間回校，並於操場集隊。高中學生若於第一節沒有測考，則需於

開考前十五分鐘回校。 

(2)  所有學生必須出席測驗及考試。無故缺席者不得補考，其缺席試卷之成績作零分計算。因意外、

病重或特別事故不能測考者，必須在當日開考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於翌日交請假信及註冊醫生

證明書；學生若有特殊原因，在測考期間需要申請事假，必須於測考前三個工作天，由家長或監

護人以書面向校長提出申請；校方將因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逾期不會受理。 

(3) 同學若需請事假，一般是因近親婚禮、喪事或家人病重及突發事故才會獲批，所有事假須事前經

班主任向校方申請，獲批准後方可請假，並安排補考，否則作曠課論。 

(4)  所有因個人理由缺席測驗或考試，其補測/考之成績將會以八折計算。除特殊請況外，所有補測/

考亦需於復課日兩天內完成。無故缺席測考，未按照手續請假、未完成請假手續等，其補測/考

科目則不獲計分，並會受到處分。 

(5)  測考期間，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該天停課，該天測驗/考試科目不會順延，將

於復課後另行通知。但若最後一日考試停課，該日應考之科目則順延至復課後第一日舉行。 

(6)  學生必須遵守【測驗及考試守則】及聽從監考老師的安排。如學生違反【測驗及考試守則】，學

校將按該生違規的嚴重程度而扣減其該次考試分數，甚至以零分處理。最嚴重者，整個學期測考

成績作廢。 

  有關考試規則， 貴家長及 貴子弟可參看『學生手冊第 22-23頁』。 

 

二)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已訂於 6月 18日(星期二)至 6月 19日(星期三)的上午舉行。中三級同學

必須於該兩天，穿著整齊校服，如常於上午 8 時 15 分前回校參加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

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家長如欲多了解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SecFaq.html 

(轉後頁)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三)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 

本校中二級同學榮獲香港大學邀請，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中二級

同學必須於 6月 25日(星期二)出席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陳剛強老師聯絡。 

 

四) 解卷日及試後活動： 

本校期終考試的解卷日為 6月 26日(星期三)至 6月 28日(星期五)舉行。此外，為讓 貴子弟於

考試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擴闊視野及培訓共通能力，本校於 7月 2日(星期二)至 7月 12日(星

期五)期間，舉行一系列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期間 貴子弟將於指定日子回校參與有關活動項目。 

 

有關解卷日及試後活動的具體安排請參閱附件「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 

 

五)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本年度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將於 7月 15日(星期一)舉行，當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時 15分，放學

時間為正午 12時正。 

 

為見證 貴子弟的學習成果，本校誠邀 貴家長於當天早上蒞臨參與結業禮。中一至中三級結業

禮時間為 8時 45分至 10時正，中四至中五級結業禮時間為上午 10時 45分至 12時正。 貴家長如欲

出席結業禮，請於 7月 8日或以前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校務處李思遙先生聯絡。 

 

另外，所有於下學年繼續於本校就讀的學生必須於 7 月 15 日(星期一)前辦理註冊手續，未能完

成註冊程序之學生，當作放棄學位論。 

 

  煩請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垂詢，請致

電 2109 4000與  貴班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
註冊日」事宜)』內容。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二零一九年五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靈糧堂怡文中學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2018-2019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2018-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Timetable
中五級Secondary 5 

除特別指明外，考試地點為：五信(R305)、五望(R307)、五愛(R205)、五仁(R207)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venue: 5A(R305)、5B(R307)、5C(R205)、5D(R207) 

12/6 (三)  
Wednesday

13/6 (四)  
Thursday

14/6(五)  
Friday

17/6 (一)  
Monday

18/6 (二)  
Tuesday

19/6 (三)  
Wednesday

20/6 (四)  
Thursday

21/6 (五)  
Friday

24/6 (一)  
Monday

25/6 (二)  
Tuesday

早會	Morning Assembly (08:15 – 08:35)

英國語文(二)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120 minutes) 

(08:35 – 10:35)

中國語文(二)  
Chinese Language  

Paper 2 
(90 minutes) 

(08:35 – 10:05)

通識教育(一)	
Liberal Studies  

Paper 1 
(120 minutes) 
(08:35 – 10:35)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240 minutes) 
(08:35 – 12:35) 

(視藝室) 
(Art Room) 

地理(一)  
Geography 

Paper1 
(135 minutes) 

(08:35 – 10:50) 
(R205) 

經濟(一)  
Economics 

Paper 1 
(60 minutes) 

(08:35 – 09:35) 
(R207)

數學(一)  
Mathematics Paper 1 

(135 minutes) 
(08:35 – 10:50) 

(禮堂)

歷史(一)History 
Paper1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205) 

企業、會計及財務
概論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205) 

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90 minutes) 
(8:35 – 10:05) 

(R207) 

生物	Biology 
(150 minutes) 
(8:35 – 11:05) 

(R307)

物理	Physics 
(150 minutes) 
(08:35 – 11:05) 

(R205)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135 

minutes) 
(08:35 – 10:50) 

(R207)  

中國文學(一)  
Chinese Literature 

Paper 1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207)

中國語文(一)  
Chinese Language  

Paper 1 
(90 minutes) 

(08:35–10:05)

英國語文(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90 minutes) 

(08:35 – 10:05) 
(禮堂)

化學	Chemistry 
(150 minutes) 

(08:35 – 11:05) 
(R205) 

中國語文(三)  
Chinese Language  

Paper 3 
(105 minutes) 

(11:05 – 12:50) 
(禮堂)

英國語文(三)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120 minutes) 

(10:35 – 12:35) 
(禮堂)

通識教育(二)  
Liberal Studies  

Paper 2 
(75 minutes) 

(11:05 – 12:20) 
(禮堂)

地理(二)  
Geography Paper2 

(75 minutes) 
(11:35 – 12:50) 

(R205) 

經濟(二) 
 Economics  

Paper 2  
(150 minutes) 

(10:05 – 12:35) 
(R207)

數學(二)  
Mathematics  

Paper 2 
(75 minutes) 

(11:20 – 12:35) 
(禮堂)

歷史(二)History 
Paper2 

(90 minutes) 
(11:05 – 12:35) 

(R205) 

中國文學(二)  
Chinese Literature 

Paper 2 
(120 minutes) 
(11:05 – 13:05)

(R207) 

英國語文 
說話評核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3/F

中國語文 
說話評核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3/F

數學 
延伸部份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s  
(150 minutes) 
(13:00–15:30) 

M2 (R207)



靈糧堂怡文中學 
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 行事曆 

日期 時間 活動 參與學生 備註 

12/6/2019 (三) 

至 

14/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7/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8/6/2019 (二)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1:5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19/6/2019 (三)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2:2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20/6/2019 (四) 

至 

21/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4/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5/6/2019 (二)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0:35 – 13:00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趨勢研究(TIMSS)2019 
中二級 所有中二級學生必須參與 

26/6/2019 (三) 08:15 – 12:20 中四至中五級解卷日 中四至中五級  

27/6/2019 (四)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五級解卷日 全校  

28/6/2019 (五)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三級解卷日 中一至中三級  

2/7/2019 (二) 

至 

12/7/2019 (五) 

--- 試後活動 按照通告指示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8/7/2019 (一) 09:45 – 12:00 文憑試放榜輔導日 中六級學生 --- 

10/7/2019 (三) 
--- 升學輔導日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 中六級 --- 

12/7/2019 (五) --- 結業禮綵排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15/7/2019 (五) 08:15 – 12:00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全校  

16/7/2019 (一) 

至 

19/7/2019 (四) 

08:15 – 12:20 中五級暑期課堂 中五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26/8/2019 (一) 

至 

29/8/2019 (四) 

08:15 – 12:20 升中六級暑期課堂 升中六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敬啟者：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事宜 

一) 期終考試： 

本年度各級期終考試舉行日期如下： 

級別 考試日期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中三級學生 6月 12日(星期三)至 6月 25日(星期二) 

(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 

 

其他詳情請參閱附頁的「期終考試時間表」及「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請督促貴子弟勤

加溫習，考取優良成績。考試期間，上課時間為 8 時 15 分，放學時間請留意另附的考試時間表，下

午毋須上課。學校照常開放至下午 5時 30分，歡迎同學於考試日下午留校溫習。 

 

 另請 台端留意以下有關考試規則： 

(1) 測考期內學生須照平時上課之時間回校，並於操場集隊。高中學生若於第一節沒有測考，則需於

開考前十五分鐘回校。 

(2)  所有學生必須出席測驗及考試。無故缺席者不得補考，其缺席試卷之成績作零分計算。因意外、

病重或特別事故不能測考者，必須在當日開考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於翌日交請假信及註冊醫生

證明書；學生若有特殊原因，在測考期間需要申請事假，必須於測考前三個工作天，由家長或監

護人以書面向校長提出申請；校方將因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逾期不會受理。 

(3) 同學若需請事假，一般是因近親婚禮、喪事或家人病重及突發事故才會獲批，所有事假須事前經

班主任向校方申請，獲批准後方可請假，並安排補考，否則作曠課論。 

(4)  所有因個人理由缺席測驗或考試，其補測/考之成績將會以八折計算。除特殊請況外，所有補測/

考亦需於復課日兩天內完成。無故缺席測考，未按照手續請假、未完成請假手續等，其補測/考

科目則不獲計分，並會受到處分。 

(5)  測考期間，如因天氣惡劣或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該天停課，該天測驗/考試科目不會順延，將

於復課後另行通知。但若最後一日考試停課，該日應考之科目則順延至復課後第一日舉行。 

(6)  學生必須遵守【測驗及考試守則】及聽從監考老師的安排。如學生違反【測驗及考試守則】，學

校將按該生違規的嚴重程度而扣減其該次考試分數，甚至以零分處理。最嚴重者，整個學期測考

成績作廢。 

  有關考試規則， 貴家長及 貴子弟可參看『學生手冊第 22-23頁』。 

 

二)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已訂於 6月 18日(星期二)至 6月 19日(星期三)的上午舉行。中三級同學

必須於該兩天，穿著整齊校服，如常於上午 8 時 15 分前回校參加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

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家長如欲多了解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SecFaq.html 

(轉後頁)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三)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 

本校中二級同學榮獲香港大學邀請，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趨勢研究(TIMSS)2019」。中二級

同學必須於 6月 25日(星期二)出席評估。有關評估的詳細時間表亦已列印於期終考試時間表內。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陳剛強老師聯絡。 

 

四) 解卷日及試後活動： 

本校期終考試的解卷日為 6月 26日(星期三)至 6月 28日(星期五)舉行。此外，為讓 貴子弟於

考試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擴闊視野及培訓共通能力，本校於 7月 2日(星期二)至 7月 12日(星

期五)期間，舉行一系列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期間 貴子弟將於指定日子回校參與有關活動項目。 

 

有關解卷日及試後活動的具體安排請參閱附件「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行事曆」。 

 

五)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本年度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將於 7月 15日(星期一)舉行，當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時 15分，放學

時間為正午 12時正。 

 

為見證 貴子弟的學習成果，本校誠邀 貴家長於當天早上蒞臨參與結業禮。中一至中三級結業

禮時間為 8時 45分至 10時正，中四至中五級結業禮時間為上午 10時 45分至 12時正。 貴家長如欲

出席結業禮，請於 7月 8日或以前致電 2109 4000與本校校務處李思遙先生聯絡。 

 

另外，所有於下學年繼續於本校就讀的學生必須於 7 月 15 日(星期一)前辦理註冊手續，未能完

成註冊程序之學生，當作放棄學位論。 

 

  煩請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垂詢，請致

電 2109 4000與  貴班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327 (有關「期終考試、試後活動及結業禮暨舊生
註冊日」事宜)』內容。 

此覆 
靈糧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 

二零一九年五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靈糧堂怡文中學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2018-2019年度	期終考試時間表 

2018-2019 Final Term Examination Timetable
中四級	Secondary 4 

除特別指明外，考試地點為：四信(R501)、四望(R502)、四愛(R503)、四仁(R504)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venue: 4A(R501)、4B(R502)、4C(R503)、4D(R504) 

12/6 (三)  
Wednesday

13/6 (四)  
Thursday

14/6(五)  
Friday

17/6 (一)  
Monday

18/6 (二)  
Tuesday

19/6 (三)  
Wednesday

20/6 (四)  
Thursday

21/6 (五)  
Friday

24/6 (一)  
Monday

25/6 (二)  
Tuesday

早會	Morning Assembly (08:15 – 08:35)

英國語文(三)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120 minutes) 

(08:35 – 10:35) 
 (禮堂)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120 minutes) 

(08:35 – 10:35)

中國語文 
說話評核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5/F

中國語文(三) 
Chinese Language  

Paper 3 
(105 minutes) 

(08:35 – 10:20) 
(禮堂)

經濟(一) Economics  
Paper 1 

(60 minutes) 
(08:35 – 09:35) 

(R503)  

化學	Chemistry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504)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240 minutes) 
(08:35 – 12:35) 

(視藝室) 
(Art Room)

數學(一)  
Mathematics  

Paper 1 
(90 minutes) 

(08:35 – 10:05) 
(禮堂)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135 minutes) 
(08:35 – 10:50) 

(R502) 

地理(一) Geography 
Paper 1 

(105 minutes) 
(08:35 – 10:20) 

(R504)

中國文學(一)  
Chinese Literature 

Paper 1 
(90 minutes) 

(08:35 – 10:05) 
(R501) 

歷史	History 
(105 minutes) 

(08:35 – 10:20) 
(R501) 

企業、會計及財務
概論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502)  

生物biology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503) 

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90 minutes) 

(08:35 – 10:05) 
(R504) 

物理	Physics  
(120 minutes) 

(08:35 – 10:35) 
(R504)

英國語文 
說話評核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5/F

中國語文(一)  
Chinese Language  

Paper 1 
(90 minutes) 

(08:35 – 10:05)

中國語文(二)  
Chinese Language  

Paper 2 
(90 minutes) 

(11:05 – 12:35)

英國語文(一)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75 minutes) 

(11:05 – 12:20)

英國語文(二)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90 minutes) 

(10:50 – 12:20) 
(禮堂)

經濟(二) 
Economics  

Paper 2 
(75 minutes) 

(10:35 – 11:50) 
(R503)

數學(二)  
Mathematics  

Paper 2 
(50 minutes) 

(10:35 – 11:25) 
(禮堂)

地理(二) 
Geography  

Paper 2 
(60 minutes) 

(10:50 – 11:50) 
(R504)

中國文學(二)  
Chinese Literature  

Paper 2 
(120 minutes) 

(10:35 – 12:35) 
(R501)

數學延伸部份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s  
(90 minutes) 

(10:35 – 12:05) 
M2 (R504)



靈糧堂怡文中學 
2018-2019 期終考試及試後活動 行事曆 

日期 時間 活動 參與學生 備註 

12/6/2019 (三) 

至 

14/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7/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8/6/2019 (二)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1:5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19/6/2019 (三) 
--- 期終考試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08:15 – 12:2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 

20/6/2019 (四) 

至 

21/6/2019 (五)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4/6/2019 (一)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25/6/2019 (二) 

--- 期終考試 全校 詳情參見考試時間表 

10:35 – 13:00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趨勢研究(TIMSS)2019 
中二級 所有中二級學生必須參與 

26/6/2019 (三) 08:15 – 12:20 中四至中五級解卷日 中四至中五級  

27/6/2019 (四)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五級解卷日 全校  

28/6/2019 (五) 08:15 – 12:20 中一至中三級解卷日 中一至中三級  

2/7/2019 (二) 

至 

12/7/2019 (五) 

--- 試後活動 按照通告指示 
有關試後活動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8/7/2019 (一) 09:45 – 12:00 文憑試放榜輔導日 中六級學生 --- 

10/7/2019 (三) 
--- 升學輔導日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發放 中六級 --- 

12/7/2019 (五) --- 結業禮綵排 個別學生 參與學生將會另行通知 

15/7/2019 (五) 08:15 – 12:00 結業禮暨舊生註冊日 全校  

16/7/2019 (一) 

至 

19/7/2019 (四) 

08:15 – 12:20 中五級暑期課堂 中五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26/8/2019 (一) 

至 

29/8/2019 (四) 

08:15 – 12:20 升中六級暑期課堂 升中六級 
有關暑期課堂事宜 

將會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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