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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復課後的上課及考試安排： 

1. 各級上課時間表：中三至中五級將於 5 月 27 日(星期三)復課，中一及中二級

將於 6 月 8 日(星期一)復課。由 5 月 27 日(星期三)起，學校將採用半日制上課

時間表，學生必須於每天早上八時十分前回校，並謹記拍咭，放學時間為下

午一時三十分，詳情請參閱附件一，考試期間的放學時間以每天最後一節的

考試完結時間為準。 

2. 第三學期考試時間表：本年度的第三學期考試將於 6 月 29 日(星期一)至 7 月

9 日(星期四)舉行，考試時間表隨通告派發，詳情請參閱附件二，請督促     

貴子弟及早準備，努力温習，在考試中爭取理想的成績。 

3. 第三學期考試評核範圍：為使學生對考試有更好的準備，請細閱各考試科目

之評核範圍，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4. 暫停課後活動：按教育局指引，學校不應進行非必要的聚集活動，故復課後

將暫停所有課後活動。如非必要，同學放學後須離開學校，儘快回家，以減

少在校園及社區出現互相感染的機會。 

二. 中一及中二級網上學習時間表：由 5 月 27 日(星期三)至 6 月 5 日(星期五)，學校為中一及

中二級同學重新安排了一個網上學習時間表，詳情請參閱附件四。 

三. 取消 5 月 22 日(星期五)至 5 月 26 日(星期二)網上教學：學校將於 5 月 22 日(星期五)至 5

月 26 日(星期二)進行教職員會議及為復課作準備，這段期間的網上教學將會取消，請督促  

貴子弟在家繼續完成老師指派的課業。 

四. 中一至中三級課後進修班退款：原安排於 2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的中一至中三級課後進修班

因停課取消，學校將安排退款事宜。 

五. 更換夏季校服：學校將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正式換季，自當天起，同學必須穿著

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六. 中三升中四選科事宜︰原定於五月份舉行之「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將會取消。為讓學生

及家長可了解本校高中開辦之各個選修科的內容及特色，各科老師錄製了課程介紹影片，

家長及學生可到以下網址觀看相關短片。另外，【學友社】出版之《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2020》電子版已上載到以下網址，而實體版則會於復課後派發。學生及家長應及早掌握各

方面資訊，因應性格、興趣、能力、理想及出路各方面來選取最合適的科目。選科程序稍

後會再作通知。 

網址：https://qrgo.page.link/pwKDL 

 
(備註：如使用 IPHONE 觀看，建議透過 CHROME 瀏覽器或 GOOGLE DRIVE 開啟。) 

七. 學生復課之其他注意事項： 

1. 在停課期間，學校已全面清潔校舍並消毒，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及小賣部人員

加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此外，學校也要求所有教職員

每天回校前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如有發燒，均不可回校。 

2. 學校會盡力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學生的健康，希望在復課後，學生能在安全的

環境下，逐漸回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學校亦會於復課後安排多項防疫措

施，包括進入校園前需要使用酒精搓手液潔手及量度體温、課室會以「面對背」

方式單行排坐及打開課室氣窗等。另復課後小食部會暫時停業，請學生回校前

進食早餐，學校的飲水機亦會暫停使用，請學生帶備充足飲用水及乾糧。 

https://qrgo.page.link/pwK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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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學校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

家長亦需密切注意教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 

3. 要讓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同學們的合作至為重要。我們懇

請家長除了加強家居衞生外，還嚴格落實下列措施： 

 (i)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ii)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由本校提供的「量度體溫記錄

表」，簽署後由學生帶回學校； 

(iii) 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口

罩，並帶備紙巾。建議學生使用外科手術口罩，顏色以淨色為原則。 

(iv) 為提高教師對學生健康情況的警覺性，請家長填寫「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

申報表」，提供以下四項資料： 

(a) 14 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b)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c)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d) 學生的健康狀況。 

     家長請在復課的第一天或以前以家長應用程式(Parents’ App)回覆。曾染病

並已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v) 復課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 2320 0011 通知本校校務處

職員，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a) 學生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b)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早日走出疫情陰霾，師生及家長都儘快回復正常健康

的生活！ 

 

八.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午膳退款：由於停課關係，早前已繳交二、三月份的午膳費用將於復課後兩星期內透

過支票退回 貴家長。 

2. 家長校董選舉：家長校董選舉將於復課後舉行，請家長於復課後留意有關通告。有意

參加或有任何查詢之家長，歡迎聯絡譚日初老師。 

3. 教育局網頁：為加強對家長的支援，家長可透過教育局「家長智 NET」網頁獲得更多

有關親子關係和管教子女的資訊。另外，家長亦可透過網站查閱家長關注事項和教育

局所舉辦的活動內容。家長可透過以下網址登入該網頁：https://www.parent.edu.hk/ 

或利用以下 QR CODE 登入:   

 
 
                                                 校 長   謹啟 

2020 年 5 月 20 日 

【請填妥下列回條並於 5 月 26 日前交回。】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05-2020）回條 

本人已接獲  貴校 2020 年 5 月 20 日發出之家長通告，並知悉有關內容。 

班別: _____  學生姓名: _  _______  班號: 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2020 年 5 月    日

https://www.paren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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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由 5 月 27 日(星期三)開始的上課時間表 

 

點名 8:10-8:20 

第一節 8:20-8:50 

第二節 8:50-9:20 

小息 9:20-9:30 

第三節 9:30-10:00 

第四節 10:00-10:30 

小息 10:30-10:45 

第五節 10:45-11:15 

第六節 11:15-11:45 

小息 11:45-12:00 

第七節 12:00-12:30 

第八節 12:30-13:00 

第九節 13: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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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第三學期考試 

(29.6.2020-6.7.2020) 

中一              

 

29.6.2020 

星期一 

數學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0:0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         上午 10:30 – 11:30 

 

30.6.2020 

星期二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三) (聆聽能力)          (三十分鐘)    上午 10:00-10:30   

【1A 301 室】【1B 302 室】【1C 303 室】【1D 304 室】 

 

2.7.2020 

星期四 

English (Paper 1) (Writing)            (1 hour)             8:30 am-9:30 am 

 

English (Paper 2) (G. E.)       (1 hour)             10:00 am-11:00 am 

 

3.7.2020 

星期五 

綜合人文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中國歷史                         (一小時)            上午 10:00-11:00 

 

6.7.2020 

星期一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8:30 am - 9:30 am 【Hall】 

                                                        

綜合科學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1.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課室進行。 

考室 401 402 403 404 202 203 204 

班別 

(班號) 

1A(1-12) 

2C(1-13) 

1C(1-14) 

2A(1-9) 

1A(13-23) 

2C(14-26) 

1C(15-27) 

2A(10-18) 

1D(1-13) 

2D(1-14) 

1D(14-26) 

2D(15-27) 

1B 

2B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並謹記自行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影響而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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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第三學期考試 

(29.6.2020-6.7.2020) 

中二 

 

29.6.2020 

星期一 

數學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0:0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            上午 10:30 – 11:30 

 

30.6.2020 

星期二 

English (Paper 1) (Writing)           (1 hour)             8:30 am-9:30 am 

 

English (Paper 2) (G. E.)      (1 hour)             10:00 am-11:00 am 

 

2.7.2020 

星期四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綜合人文                         (一小時)            上午 10:00-11:00 

 

3.7.2020 

星期五 

綜合科學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0:00 am-11:00 am 【SAC】 

                                                        

6.7.2020 

星期一 

 

中國歷史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中國語文(卷三) (聆聽能力)          (三十分鐘)          上午 10:00 - 10:30  【Hall】 

                                                                                                   

 

1.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課室進行。 

考室 401 402 403 404 202 203 204 

班別 

(班號) 

1A(1-12) 

2C(1-13) 

1C(1-14) 

2A(1-9) 

1A(13-23) 

2C(14-26) 

1C(15-27) 

2A(10-18) 

1D(1-13) 

2D(1-14) 

1D(14-26) 

2D(15-27) 

1B 

2B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並謹記自行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影響而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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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第三學期考試 

(29.6.2020-8.7.2020) 

中三 

 

29.6.2020 

星期一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0:00  

 

中國語文(卷三) (聆聽能力)           (三十分鐘)          上午 10:30-11:00  

 

30.6.2020 

星期二 

English (Paper 1) (Writing)      (1 hour)             8:30 am-9:30 am 

 

English (Paper 2) (G. E.)              (1 hour 30 minutes)   10:00 am-11:30 am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2:00 noon-1:00 pm   【SAC】 

                                                       

2.7.2020 

星期四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中國歷史                          (一小時)            上午 10:00-11:00 

 

3.7.2020 

星期五 

基本商業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9:45   

 

經濟                            (一小時)            上午 10:15-11:15 

 

6.7.2020 

星期一 

 

地理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生物                          (一小時)            上午 10:00-11:00 

 

7.7.2020 

星期二 

 

數學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物理                           (一小時)            上午 11:00-12:00 

 

8.7.2020 

星期三 

 

化學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通識教育科（專題研習口頭滙報）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00-11:30 

 

 

1.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課室進行。 

考室 501 502 503 

班別 3A 3B 3C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並謹記自行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影響而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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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第三學期考試 

(29.6.2020-8.7.2020) 

中四 

 

29.6.2020 

星期一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1 hour 30 minutes)    8:30 am-10:00 am 

English (Paper 2) (Writing)          (1 hour 30 minutes)    10:30 pm-12:00noon 

30.6.2020 

星期二 

通識教育科(卷一)(資料回應題)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2.7.2020 

星期四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2 hours)           8:30 am-10:30 am 

 

3.7.2020 

星期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一)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301 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10:15 【302 室】 

物理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1:00 【302 室】 

地理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303 室】 

生物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303 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二)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00-11:30【301 室】 

6.7.2020 

星期一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0:0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30-12:00 

7.7.2020 

星期二 

 

旅遊與款待(卷一)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9:45  【401 室】 

中國歷史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10:15 【402 室】 

經濟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1:00 【402 室】 

化學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403 室】 

體憑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403 室】 

 

旅遊與款待(卷二)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15-11:45【401 室】 

8.7.2020 

星期三 

數學 (卷一)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4A 401 室】【4B 402 室】【4C 403 室】 

數學 (卷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00-12:15   

【4A 401 室】【4B 402 室】【4C 403 室】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並謹記自行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影響而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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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第三學期考試 

(29.6.2020-9.7.2020) 

中五 

29.6.2020 

星期一 

通識教育科(卷一)(資料回應題)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通識教育科(卷二)(延伸回應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00-12:15 

 

中國語文(卷四) (說話能力)          (兩小時)          下午 1:30-3:30 

【306 室 – 報到室   305 室 – 備試室   301 – 304, 311, 314 室 – 考試室】 

30.6.2020 

星期二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1 hour 30 minutes)   8:30 am-10:00 am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2 hours)        10:30 am-12:30 pm  

2.7.2020 

星期四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0:00    

中國語文(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一小時四十分鐘)  上午 10:30-12:1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下午 1:25-2:55    

3.7.2020 

星期五 

數學(卷一)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10:45  

【5A 405 室】【5B 406 室】【5C 505 室】【5D 506 室】 

數學(卷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15-12:30 

【5A 405 室】【5B 406 室】【5C 505 室】【5D 506 室】 

6.7.2020 

星期一 

旅遊與款待(卷一)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0:00  【405 室】 

中國歷史(卷一)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10:45  【406 室】 

化學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1:00  【504 室】 

體憑 (卷一)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505 室】 

 

旅遊與款待(卷二)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10:30-12:15 【405 室】 

體憑 (卷二)                     (一小時)         上午 11:00-12:00 【505 室】 

 

數學科 延伸部分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中午 1:30-4:00   【201 室】 

7.7.2020 

星期二 

 

English (Paper 2) (Writing)           (2 hours)          8:30 am-10:30 am   

【5A 405 室】【5B 406 室】【5C 505 室】【5D 506 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一)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00-12:15【504 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二)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下午 1:30-3:45  【504 室】 

8.7.2020 

星期三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卷一)          (兩小時)            上午 8:30-10:30 【404 室】 

地理                             (兩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11:15 【405 室】 

物理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1:00 【406 室】 

生物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11:00 【506 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卷二)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11:00-12:45 【404 室】 

9.7.2020 

星期四 

經濟(卷一)                        (一小時)           上午 8:30-9:30   【504 室】 

經濟(卷二)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00-12:30 【504 室】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禮堂進行。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並謹記自行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影響而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

日。 

5. 應考中國語文(卷四)須知: 

  (i) 考生必須於指定時間報到及只可使用學校一號樓梯(即圖書館側)上落，並需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考生。 

  (ii) 考試前考生可於食物部等侯。 

  (iii) 考試完畢後，必須立即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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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一級第三學期考試評核範圍 

 

中一級 評核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 單元三、單元六、單元七、單元八 

卷二 記敘抒情文、借事說理、描寫/說明文 

英文 GE Paper: 

Reading Comprehension(30%, 3 x L,M,H levels)  

Vocabulary (20%, vocabulary of terms 2 &3) 

Grammar: (25% tenses taught in primary school; 25% grammar 

items of terms 2&3) 

Writing Paper: 

2 questions ( one from term 1 ;  one from term 2 or 3) 

Remarks: a revision worksheet will be prepared for S1-3 students 

數學 第一學期佔 40%、第二及三學期佔 60%(基礎能力佔約 15%) 

 

綜合人文 善用城市空間 第一學期     40% 

公民權責 第二學期         40% 

資源的運用和分配 第三學期 20% 

中國歷史 第二章 第一節  西周 

第三章         秦代 

第四章         西漢 

第五章         東漢 

 
 

綜合科學 1A冊 單元一至單元三              20% 

1B冊 單元四(4.1、4.3、4.4及 4.5)、單元五(5.1、5.2

及 5.4) 、單元六(6.1-6.2)   8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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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第三學期考試評核範圍 

 

中二級 評核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 單元六、單元七、單元八 

卷二 記敘抒情文、借物抒情文、說明文 

英文 GE Paper: 

Reading Comprehension(30%, 3 x L,M,H levels)  

Vocabulary (20%, vocabulary of terms 2 &3) 

Grammar: (25% tenses taught in primary school; 25% grammar 

items of terms 2&3) 

Writing Paper: 

2 questions ( one from term 1 ;  one from term 2 or 3) 

Remarks: a revision worksheet will be prepared for S1-3 students 

數學 第一學期佔 40%、第二及三學期佔 60%(基礎能力佔約 15%) 

 

綜合人文 變化中的氣候 第一學期 40% 

我和香港政府 第二學期 40% 

香港經濟成長路 第三學期 20% 

中國歷史 第二章 第二節  安史之亂 

第四章         北宋 

第六章         元代 

第七章         明代 

附加課題       清代的民族政策 
 

綜合科學 2A冊 單元七至八                           30% 

2B冊 單元九、單元十(10.1-10.2)及單元十一  7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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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第三學期考試評核範圍 

 

中三級 評核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 單元一、單元二、單元三、單元四、單元六、單 元七、單元八 

卷二  甲部實用文：書信 

乙部作文：記敘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 

英文 GE Paper: 

Reading Comprehension(30%, 3 x L,M,H levels)  

Vocabulary (20%, vocabulary of terms 2 &3) 

Grammar: (25% tenses taught in primary school; 25% grammar items of terms 2&3) 

Writing Paper: 

2 questions ( one from term 1 ;  one from term 2 or 3) 

Remarks: a revision worksheet will be prepared for S1-3 students 

數學 第一學期佔 40%、第二及三學期佔 60%(基礎能力佔約 15%) 

 

通識教育科 1. 口頭報告研習匯報 30% 

2. 研習報告 50% 

3. 朋輩互評 10% 

4. 課堂表現 10% 

研究報告涉及全學年的課堂內容，綜合及靈活運用 

 

中國歷史 第三章 第一節  洋務運動 

       第三節  維新運動 

第四章         革命運動 

第五章 第二節  五四運動 

第七章         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 

第九章 第一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基本商業 第一學期 30%  (營商環境) 

第二學期 45%  (會計的功用、會計等式及現金簿) 

第三學期 25%  (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經濟 第一學期教科書「新經濟學與你」 

及作業 1.2, 1.3, 1.4, 1.5                 45%； 

第二學期教科書「需求、供給、市場均衡和市場失衡」  55%     

地理 《山坡倒塌》（第一學期）40% 

《救救雨林》（第二學期）30% 

《地動山搖》（第三學期）30% 

包括《地圖閱讀技巧》︰ 

格網座標、等高線、坡度、橫切面和垂直誇大率 

河流地貌、海岸地貌、四大洋七大洲、國家位置、第三學期英文生字 

生物 第一及第二課     30% 

第三及第四課     70% 

物理 電磁學 50% 

熱學 30% 

光學 20% 

化學 大氣、海洋         30% 

岩石和礦物、金屬的活潑性 

及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7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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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第三學期考試評核範圍 

 

中四級 評核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 論仁論孝論君子、岳陽樓記、魚我所欲也、唐詩三

首、出師表、宋詞三首、六國論 

卷二  記敘抒情文、論說文、開放式題目 

英文 Writing Paper: one of the questions is about the elective topic taught 

in term 2 or 3. 

數學 初中至中四第一學期佔 40%、第二及三學期佔 60% 

 

通識教育科 單元 1：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33% 

單元 2：今日香港(包括法治、生活素質及身份認同)  67%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第一學期 40%  (會計導論) 

第二學期 45%  (有限公司、銀行往來調節表) 

第三學期 15%  (合夥) 

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 

Ch.1 - CH.2 40% 

CH.3 - CH.5 60% 

物理 第一冊熱學第 1至第 3課 及  

第二冊力學第 5至第 6課     50% 

第二冊力學第 7課至第 11課  50% 

地理 S1《機會與風險》 

S2《河流與海岸》 

包括《地圖閱讀技巧》 

 

選擇題︰20%，實地考察題︰15%， 

資料題︰45%，文章題︰20% 

生物 第八至第十二課 

 

旅遊與款待 第一學期 旅遊導論：單元 1.1-1.7 40% 

停課期間 旅遊導論：單元 1.9 40% 

復課後 旅遊導論：單元 1.8 20% 

 

中國歷史 甲部  單元二         秦漢 

單元三         魏晉南北朝 

甲部  單元四 隋唐 

單元五 課題一  宋元的中央集權 
 

經濟 第一冊教科書    佔 65%； 

第二冊教科書：第八課，第九課，第十課，和第十三課 

                佔 35%。 

化學 1A,1B,1C冊 50% 

2A,2B 冊   50% 

體憑 教育局教材 第一、八、九部分 40% 

教育局教材 第四、六部分     60%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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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第三學期考試評核範圍 

 

中五級 評核範圍 

中國語文 卷一 

甲部 論仁論孝論君子、唐詩三首、岳陽樓記、始得西山

宴遊記、師說、勸學、廉頗藺相如列傳、六國論、

宋詞三首、魚我所欲也章、逍遙遊、出師表 

卷二  記敘抒情文、描寫抒情文、論說文 

卷三  演講辭 

卷四  交流題型 

 

英文 Writing Paper: one of the questions is about the elective topic taught 

in term 2 or 3. 

 

數學 初中至中四佔 40%、第二學期佔 30%、第三學期佔 30% 

 

數學科 延伸部

分 單元一 微積

分與統計 

中四佔 40%，中五佔 60% 

通識教育科 單元 5：公共衛生 21% 

單元 6：能源、科技與環境 21% 

單元 4：全球化 21% 

單元 2：今日香港(生活素質) 37%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中四級課題﹕40% (會計部分) 

中五級課題﹕ 

➢ 第一學期 30% (會計部分) 

➢ 第二及第三學期 30%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 

CH.1 – CH.5 30% 

CH.6 – CH.10 70% 

 

物理 第一冊熱學                      10% 

第二冊力學                      30% 

第三冊波動學                    35% 

第四冊電磁學  第 20課至第 22課  25% 

 

 

地理 S1《機會與風險》 

S2《河流與海岸》 

S3《工業》 

S4《城市》 

S8《動態的地球》 

包括《地圖閱讀技巧》 

 

選擇題︰20%，實地考察題︰15%， 

資料題︰45%，文章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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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第一至十七章                    40% 

第十八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五章  60% 

旅遊與款待 第一學期 1) 地理名勝 

2) 款待導論：第一章、第二章 

40% 

停課期間 款待導論：第三章至第六章 40% 

復課後 客務服務及關係：第一章、第二

章 

20% 

 

中國歷史 甲部  單元四      隋唐 

乙部  單元一 課題二  改革與革命 

乙部  單元二 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經濟 卷一(多項選擇題)(共 45題)： 

第一冊教科書  佔 29% (13題)； 

第二冊教科書  佔 31% (14題)； 

第三冊教科書  佔 20% (9題)； 

第五冊教科書  佔 20% (9題)。 

 

卷二(問答題)： 

第一冊教科書  佔 30%； 

第二冊教科書  佔 20%； 

第三冊教科書  佔 25%； 

第五冊教科書  佔 25%。 

化學 2B,2C冊     40%  

3A,3B,3C冊  60% 

體憑 教育局教材 第二、四、六部分 10% 

教育局教材 第三、五部分    40% 

教育局教材 第七、八部分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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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5月 27日至 6月 5日中一及中二級的網上學習時間表 (紅色標示的時間為實時網上教學) 

 

1A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史 

(8:20-9:10) 

    

9:30- 10:20 
英文 綜合人文 

 

中文 

(9:30-10:20) 

科學 

 

英文 

 

10:40-11:30 
 數學 

 

英文 綜合人文 數學 

11:40-12:30 
中文 

(12:00-12:50) 

中文 

(12:30-1:20) 

中史 

(12:30-1:20) 

數學  

2:00-2:50 
 科學 

 

   

 

 

 

 

1B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史 

(8:20-9:10) 

    

9:30- 10:20 
中文 

(9:30-10:20) 

科學 

 

中文 

(9:30-10:20) 

科學 

 

英文 

 

10:40-11:30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綜合人文 數學 

11:40-12:30 
 數學 中史 

(12:30-1:20) 

數學 中文 

(12:0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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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史 

(8:20-9:10) 

    

9:30- 10:20 
英文 

 

科學 

 

英文 

 

科學 

 

英文 

 

10:40-11:30 
 綜合人文 中文 

(10:45-11:35) 

綜合人文 中文 

(10:45-11:35) 

11:40-12:30 
中文 

(12:30-1:20) 

數學 中史 

(12:30-1:20) 

數學 數學 

 

 

 

 

1D 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史 

(8:20-9:10) 

    

9:30- 10:20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10:40-11:30 
 數學  數學 中文 

(10:45-11:35) 

11:40-12:30 
 中文 

(12:00-12:50) 

中史 

(12:30-1:20) 

中文 

(12:30-1:20) 

數學 

2:00-2:50 
 科學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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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文 

(8:20-9:10) 

 

9:30- 10:20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10:40-11:30 
科學 中史 

(10:45-11:35) 

中文 

(10:45-11:35) 

數學 數學 

11:40-12:30 
 數學 科學 

 

中史 

(12:00-12:50) 

中文 

(12:00-12:50) 

 

 

2B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文 

(8:20-9:10) 

中文 

(8:20-9:10) 

 

9:30- 10:20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10:40-11:30 
科學 中史 

(10:45-11:35) 

科學 數學 數學 

11:40-12:30 
 中文 

(12:30-1:20) 

 中史 

(12:00-12:50) 

 

2:00-2:50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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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文 

(8:20-9:10) 

9:30- 10:20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綜合人文 英文 

10:40-11:30 
科學 中史 

(10:45-11:35) 

中文 

(10:45-11:35) 

數學 數學 

 

11:40-12:30 
 中文 

(12:00-12:50) 

科學 

 

中史 

(12:00-12:50) 

 

2:00-2:50 
 數學 

 

   

 

 

2D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20-9:10 
  中文 

(8:20-9:10) 

  

9:30- 10:20 
科學 

(9:30-10:20) 

綜合人文 科學 

(9:30-10:20) 

綜合人文 英文 

10:40-11:30 
英文 中史 

(10:45-11:35) 

英文 

 

中文 

(10:45-11:35) 

數學 

11:40-12:30 
 數學 

 

 中史 

(12:00-12:50) 

中文 

(12:00-12:50) 

2:00-2:50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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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量度體溫記錄表 (每月一張，可貼在家課冊上) 

 
1. 每天上學前，家長／監護人須為學生量度體溫，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的《體

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的參考」，請瀏覽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學生如有發燒，切勿回校，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2. 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後，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職員/班主任查閱。 

3. 放假期間，家長／監護人亦須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月份： 2020 年 5-6 月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27/5 上午 / 下午  ℉/℃  

28/5 上午 / 下午  ℉/℃  

29/5 上午 / 下午  ℉/℃  

30/5 上午 / 下午  ℉/℃  

31/5 上午 / 下午  ℉/℃  

1/6 上午 / 下午  ℉/℃  

2/6 上午 / 下午  ℉/℃  

3/6 上午 / 下午  ℉/℃  

4/6 上午 / 下午  ℉/℃  

5/6 上午 / 下午  ℉/℃  

6/6 上午 / 下午  ℉/℃  

7/6 上午 / 下午  ℉/℃  

8/6 上午 / 下午  ℉/℃  

9/6 上午 / 下午  ℉/℃  

10/6 上午 / 下午  ℉/℃  

11/6 上午 / 下午  ℉/℃  

12/6 上午 / 下午  ℉/℃  

13/6 上午 / 下午  ℉/℃  

14/6 上午 / 下午  ℉/℃  

15/6 上午 / 下午  ℉/℃  

16/6 上午 / 下午  ℉/℃  

17/6 上午 / 下午  ℉/℃  

18/6 上午 / 下午  ℉/℃  

19/6 上午 / 下午  ℉/℃  

20/6 上午 / 下午  ℉/℃  

21/6 上午 / 下午  ℉/℃  

22/6 上午 / 下午  ℉/℃  

23/6 上午 / 下午  ℉/℃  

24/6 上午 / 下午  ℉/℃  

25/6 上午 / 下午  ℉/℃  

26/6 上午 / 下午  ℉/℃  

27/6 上午 / 下午  ℉/℃  

28/6 上午 / 下午  ℉/℃  

29/6 上午 / 下午  ℉/℃  

30/6 上午 / 下午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