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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家書】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學年尾聲，家長可與子女一起檢視本學年的學習成果，並反思得失，為暑期訂立目標，
以致能在暑期中實踐本學年學習主題：「綻放生命色彩，提升學習效能」。另外，敬請家長
們預留時間於 7 月 9 日家長日與班主任會面傾談。  
 

近年生涯規劃成了高中課程實施後的另一學習範圍，老師們都比以往提早向同學介紹
升學及就業的方向及能力需要，這安排的好處是讓同學及早思考人生方向，有助訂立學習
目標及發展相關技能。當然我們亦要明白學生正於成長階段，性格及人生目標仍在發展及
探索階段，我們需給他們空間及讓天父陶造他們的生命。在考試後，我們的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安排了中四同學進行「綜合職業志向分析評估」及中五同學參觀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務求令同學能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好的規劃。  

 
但無論如何，向自己負責任是一項必須的功課，我們期望同學能為自己前途主動思考

及下苦功，只要這樣，任何選擇都會是最好的選擇。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初中由 2019-20 開始改行學年制  

我們已推行了學段制一段日子，希望同學能在初中時更有效學習及運用時間。但隨着近年教育局
開始推行初中人文學科的課程更新，我們需要再重新規劃初中課程的結構，經收集老師及校董會
的意見及協調後，我們將由學段制改行學年制，並有以下安排。 
 

由下學年開始，初中同學將會全年同時修讀地理、中史、歷史科三科，由於同時修讀的科目比以
往學段制時增加兩科，故每科每循環周的課節便會相應減少，而每學期每科教授內容、功課及測
考內亦會減少，惟同學在整個初中階段所學習的人文學科內容及時數不會比過往少。 
 

基於課程持續更新需要，我們相信這安排對同學的學習有禆益，並更能發揮整體知識建構及互補
作用，而學年制亦是香港初中課程其中一個主要模式。 
 

一如以往，我們將會不斷更新課程內容，以提升同學學習效能，相信同學亦能適應這安排，鞏固
不同科目的基礎，以迎接高中及準備入大學的挑戰。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 

第四十二期 
七月四日 



2.  各級暑期功課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一升中二) 暑期功課(中二升中三) 

中文 

1) 《一點通》： 
a. 白話文閱理 
b. 修辭語法（須完成） 

2) 閱讀《連城訣》及完成工作紙 

1) 《一點通》： 
a. 白話突破五（詠物抒情） 
b. 文言突破五、六 
c. 修辭語法（須完成一及二） 

2) 閱讀《三國演義》及做工作紙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1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250 words about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Two student studying 
ICT. You recently taught your 
grandparents how to use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and Instagram. Write a 
blog entry. Describe what happened 
when you taught them and encourage 
the readers to teach the elderly to use 
social media. 

1) Longman Anthology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290 words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Three student. 
Recently, you have read a lot of news 
about many patients waiting for organ 
transplants. Write an essay to argue 
why people should be organ donors. 

數學 
Let’s Go! Mathematics Summer Festival  
(S.1 – S.2) 

Let’s Go! Mathematics Summer Festival 
(S.2 – S.3)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重溫範文（岳陽樓記、山居秋冥、聲聲慢、魚我所欲）及做工作紙 
2) 文言三篇 
3) 閱讀《點與線》、《追風箏的孩子》及做工作紙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3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340 words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Four student. You are going to give a speech on being an organ 

donor. Write your speech. 
數學 Let’s Go! Mathematics Summer Festival (S.3 – S.4) 

通識 
1. 閱讀《傳染病對城市的威脅》、《從香港看災害與公共衞生的關係》 
2. 自學及預習《公共衛生》課本(P.6-15、20-25、28-37)，並完成課本 P.17_Qa、P.27_Qa、

P.39_Qa 
 

科目 暑期功課(中四升中五) 

中文 

1) 作文一篇 
2) 閱理練習一份 
3) 閱讀《煙花三月》、《親愛的安德烈》及做課外閱讀問答工作紙 
4) 選修功課：《神鵰俠侶》工作紙（4C、4D）及《名著影視》工作紙（4A、4B）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現代中國》課題 1(P.3-24)、課題 2(P.27-54)，並以完成課本練習 P.23、P.38-39、
P.46-48、以及漫畫解碼 P.10、P.50 及 P.51 

2. 自學文章《十三五生涯規劃通通識》P.6-24 
3. 自學議題筆記_議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自學做於 A 簿) 

 

科目 暑期功課(中五升中六) 

中文 
1) 作文一篇（15/7 繳交） 
2) 閱理練習一份 
3) 重溫（岳陽樓記、論仁、魚我所欲），於 9 月初測驗（計分）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全球化》課本第一章(P.14-35)、第二章(P.38-58)，並完成全方位應試班
P.18-20、P.29-31、P.44-46、P.54-56 (做於課本內) 

2. 自學議題筆記_議題：中美貿易戰爭議(自學做於 A 簿) 
3. 預習《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課題 1(P.9-33)，並完成恆常議題(做於課本內)： 

恆常議題 1：P.21-25 
恆常議題 2：P.26-29 

 



3.  考評局講座「DSE 事實與迷思」  

公開考試是學生學業的重要里程之一，家長的理解與支持對學生學業發展十分重要。為增加中學
生家長對文憑試的認識，考評局將於 2019 年 8 月 24 日舉辦以「DSE 事實與迷思」為主題的講座，
深入淺出地闡釋公開試的考務安排、閱卷和評級，以及各項確保考試公平公正的措施，同時亦會
提供有助青少年多元發展的國際考試的資料。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4 樓演講廳（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時間：上午 10:30-下午 12:30 
主持：秘書長蘇國生博士、公開考試總監李王鍏女士 
講題：試場分配原則 

 試場分配原則 成績匯報機制 
 遇到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 國際認可 
 閱卷與評級 多元的國際考試 

查詢：3628 8807（電話）；pa@hkeaa.edu.hk（電郵） 
 

名額有限，歡迎高中學生的家長可瀏覽考評局網站登記留座。
（http://www.hkeaa.edu.hk/tc/events/parentseminar_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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