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 長 通 知 書   第 P297/18/00 號 (F.2) 

敬啟者：  

年終考試及各項有關安排  

本年度年終考試將於2019年6月舉行，以下為各項安排之詳情，敬希垂注：  

1. 有關年終考試各項安排詳情，敬請登入本校網頁瀏覽。  

2. 5月31日 (上課日十 )、6月3日 (上課日一 ) 及6月12日 (上課日八 )中二級學生須依特別時間表上課，

返校時間為上午8時10分前，放學時間為下午1時5分。  

3. 6月4日 (上課日二 )至6月6日 (上課日四 )為中二級說話能力評估暨學科鞏固學習日，中二級學生上午

須依特別時間表上課，返校時間為上午8時10分前，午膳時間為下午1時5分至下午2時10分，下午

將安排各科口試及温習，於下午4時正放學。  

4. 6月10日 (上課日六 )至6月11日 (上課日七 )中二級學生須依特別時間表上課，返校時間為上午8時10

分前，午膳時間為下午1時5分至下午2時10分，下午將安排中二級聆聽考試，放學將安排在考試結

束後。  

5. 考試日期及時間  

本年度年終考試各個科目之舉行日期及時間詳見已派發予 貴子弟之考試時間表。筆試期間學生

須如常於上午8時10分前回校，放學將安排在考試或溫習時段結束後。  

6. 筆試規則  

敬請家長參閱隨本函另附之筆試規則，並督促 貴子弟嚴格遵守。考試期間，凡遲到的學生均不

獲補時或補考，並須按一般遲到罰則接受懲處。  

7. 筆試範圍  

各學科的筆試考核範圍將於5月24日(上課日五 )上載於本校網頁，敬請登入瀏覽。  

8. 有條件試升學生補考安排  

為了激勵中二級學生以更認真的態度求學，凡全年測考成績的平均分未達升級標準，但獲批有條

件試升之中二級學生，必須於暑假期間回校參加補考。能於補考成績達標，符合試升條件之學生，

方可於新學年正式試升。補考日期初步定於7月17日 (星期三 )至7月22日 (星期一 )進行，其他細節稍

後公佈。如學生需要參加補考，學校將暫緩發放成績表之正本，並有專函通知家長。  

9. 試後檢討及試後活動安排  

本年度年終考試的試後檢討日期為6月24日 (星期一 )及6月25日 (星期二 )，學生須如常於早上8時10

分前回校，放學時間為下午1時5分。此外，6月28日 (星期五 )、7月2日 (星期二 )及7月8日 (星期一 )

將進行試後活動，詳情將另函通知。  

10. 特別事故 (考試改期 ) 

如遇颱風或受暴雨影響，或當局宣佈因新型流感影響，需要停課，該日的考試將會延期舉行，有

關安排將另行通知，消息將同時登載於本校網頁，敬請密切注意。  

 

年終考試臨近，煩請督促 貴子弟努力用功，善用時間，及早溫習，以期獲得佳績，為盼。本校

設有語文自學中心，逢星期一至五開放至晚上八時半，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中心內有導師當

值，學生亦可借用學習工具，例如平板電腦、歷屆試題等，歡迎學生留校温習。學生亦可登入 eclass

電子教學平台，進入網上教室“3Yr_Past_Papers - 校內試題庫  (S) ”，選取“教學資源庫”，再進

入“參考檔案”，可以取得過往三年各科的試卷及參考答案，以作複習之用。  

 

此致  

各中二級學生家長 

                                   校長  簡偉鴻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回  條      第 P297/18/00號 (F.2) 

敬覆者： 

本人對 貴校年終考試的安排已經知悉，並明白必須督促敝子弟及早做好準備，依時回校參加考

試。  

此覆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  ）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筆試規則  

1. 學生必須依時出席考試，無故缺席者，將受記過處分。缺考之科目將以「零分」計

算。 

2. 學生如因特別事故缺席考試，必須於考試當日或事前，由家長先致電通知校方，再

向校長作書面申請。獲批准請假的學生，其考卷分數將以「缺席」字樣紀錄於成績

表上。 

3. 所有缺席考試之科目，一般不設補考。惟於抗疫期間，按教育局之要求，如有學生

因病缺席考試、有醫生證明及於考試當日來電告假者，如時間許可，學校可特別安

排該學生在復課後進行補考，並如常評分；如時間不許可，則學校會運用該生過去

的測考成績及平時表現作出評估，並在成績表上說明為評估分數。 

4. 考試時務須誠實，如有涉及作弊行為，該考卷將以「零分」計算。考生亦會被嚴加

懲處，作弊考生的名單將會紀錄在校方檔案，並長期保留；如有再犯，加倍嚴懲。

作弊行為會影響學生前途，務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慎加警惕。 

5. 學生必須按照以下指示作答，如有違反，考卷會被扣分或其部分答案不予評分： 

a. 欠寫或錯寫學生資料； 

b. 欠寫題號，未能準確地或清楚地寫出題號； 

c. 不用指定符號作答； 

d. 不用鉛筆於多項選擇題答題紙上作答； 

e. 沒有將誤選的答案用膠擦擦去 (只適用於多項選擇題答題紙)； 

f. 不依指示於指定的答題紙/答題簿/補充答題紙上作答； 

g. 長題目不另開新頁作答 (只適用於中四至中六)； 

h.  把答案書寫於每頁兩邊粗線以外位置 (只適用於中四至中六 ) 

6. 學生不應攜帶手提電話進入試場。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二級年終考試時間表 ( 2018-2019 ) 

日期 科目 時限 時間 

2019 

31/5 

(上課日十)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 ／ 〔註 (1)〕 

3/6 

(上課日一)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 ／ 〔註 (1)〕 

4/6 

(上課日二)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及英國語文 (S) 〔註 (6)〕 〔註 (2)〕 

5/6 

(上課日三)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及普通話口試 〔註 (6)〕 〔註 (2)〕 

6/6 

(上課日四)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及中國語文 (卷四) 〔註 (6)〕 〔註 (2)〕 

10/6 

(上課日六)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 ／ 〔註 (3)〕 

中國語文 (卷三) 1¼  小時 2:30 – 3:45# 

11/6 

(上課日七)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 ／ 〔註 (3)〕 

英國語文 (LRW) 50 分鐘 2:30 – 3:20# 

12/6 

(上課日八) 
上課日(特別時間表) ／ 〔註 (1)〕 

13/6 

(星期四) 

英國語文 (W) 1小時 8:30 – 9:30 

綜合科學 1小時 10:15 – 11:15 

溫習時段 (中國語文 (卷二)，中國歷史)   1小時 12:00 – 1:00 

14/6 

(星期五) 

中國語文 (卷二) 1小時 8:30 – 9:30 

中國歷史 1小時 10:15 – 11:15 

溫習時段 (數學，綜合人文) 1小時 12:00 – 1:00 

17/6 

(星期一) 

數學 1½小時 8:30 – 10:00 

綜合人文 1小時 10:45 – 11:45 

溫習時段 (中國語文 (卷一)，英國語文 (CLU)) ½小時 12:30 – 1:00 

18/6 

(星期二) 
温習日，學生不用回校 ／ ／ 

19/6 

( 星期三 ) 
温習日，學生不用回校 ／ ／ 

20/6 

(星期四) 

中國語文 (卷一) 1小時 8:30 – 9:30 

英國語文 (CLU) 1小時 10:15 – 11:15 

21/6 

(星期五) 
後備日 ／ ／ 

 

 

 

 



註： (1) 5月 31日(上課日十) 至 6月 3日(上課日一) 及 6月 12日(上課日八) 中二級學生須依特別時間表

上課，返校時間為上午 8時 10分前，放學時間為下午 1時 5分。 

 (2) 6月 4日(上課日二) 至 6月 6日(上課日四) 為中二級說話能力評估暨學科鞏固學習日，中二級學

生上午須依特別時間表上課，返校時間為上午 8時 10分前，午膳時間為下午 1時 5分至下午 2

時 10分，下午將安排各科口試及温習，於下午 4時正放學。 

 (3) 6月 10日(上課日六) 至 6月 11日(上課日七) 中二級學生須依特別時間表上課，返校時間為上午

8時 10分前，午膳時間為下午 1時 5分至下午 2時 10分，下午將安排中二級聆聽考試，放學將

安排在考試結束後。 

 (4) 於筆試進行期間（6月 13日 至 6月 17日，6月 20日），中二級學生必須於上午 8時 10分前回

校，放學將安排在考試或溫習時段結束後。 

 (5)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能力  英國語文(W)    ： Writing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英國語文(CLU)： 
Comprehension and Language 

Usage 

  中國語文(卷三)： 聆聽及綜合能力考核  英國語文(LRW)：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中國語文(卷四)： 說話能力  英國語文(S)      ： Speaking 

 (6) 中國語文 (卷四)、英國語文 (S) 及普通話口試時間將由有關科任老師另行通知。 

 
(7) 中二級試後檢討將於 24/6(星期一)及 25/6(星期二)期間舉行，學生必須於上午 8時 10分前回校，

放學時間為下午 1時 5分。 

 (8) 有關考試地點的資料請留意走廊張貼的告示。 

 (9) # 將因應聆聽部分的卷長而有所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