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致 高三全體家長 【此乃電子通告，蓋有校印之回條已同步派發給學生，敬請  貴家長於 10月 17日或之前簽署並交回班主任老師】 

日期：2017年 10月 12日(四) 

 

一. 第一段測驗週 

1. 測驗日期及科目： 

班級 11月 6日(一) 11月 7日(二) 11月 8日(三) 11月 9日(四) 11月 10日(五) 

高三 英文 ~ 中史/物理 世史/化學 ~ 商科 中文 ~ 電腦 代數 ~ 幾何/高數 科學/生物 ~ 地理 
 

2. 測驗時間：上學時間為 8:20；考畢當天的考試科目即可放學(考一節的約為 10:20，考兩節的約為 12:15) 

3. 使用校門：連勝馬路 169號門口 

4. 測驗範圍： 

英文 中文 電腦 

Story：Great Expectations Ch.1~9 

Themotic Anthology Ch.1,3,8,29 

Comprehension, Translation 

Basic Knowledge 

Grammar : 1.Prepositional verbs ; 

2. Phrasal verbs ; 

3. Prepositional Phrases ; 

4. Relative Pronouns ; 

5. Basic Skills 

Vocabulary: updated vocabulary 

Usage 

第一單元  第一至四課 

標點、錯別字、六書、病句、詞性 

VB：第 3章、第 4章、第 6章、 

第 7章、第 8章(8.1~8.3)、第 11章 

高三文組代數 高三理組代數 生物 

1.1 ~ 1.3 

補充資料 1.1~1.4 

      2.1及 2.4 

1.1 ~ 1.7 

2.1 ~ 2.3 

6.1 ~ 7.2 

第八章 

第九章第一至三節 

高三文組幾何 高三理組高數 科學 

補充資料 2.1~2.6 5.1 ~ 6.4 第八章 

第九章第一至二節 

物理 化學 地理 

Ch 16~19，Ch14 Ch 1 及 Ch 2 1.1~3.3 

中史 世史 商科 

2.1.3  山東問題和五四運動 

 至 

2.2.3 國共第二次合作 

13.1維持國際和平的失敗    至 

13.3二次大戰的原因及經過(至“德國入

侵蘇聯”) 

1. 貨幣與銀行的功能 

2. 存款創造和收縮 

 

二. 拍攝學生校服照 (自由選擇項目) 

    本校已委託龍影攝影沖印公司來校為同學拍攝學生照，各班拍攝時間及相片規格如下： 

日期 時間 拍照對象 注意事項 

10月 25日(三) 

上午 高三乙 
拍攝地點：本校 

服    飾：穿著本校夏季校服裙 / 指定便服 

相片規格：藍底、相片背面有膠貼； 

拍照時務請注意儀容端莊、髮型整潔，面帶笑容，保持

聖心學生應有之形象；否則可能要重拍。 

相片數量及費用：1吋八張 及 1.5吋四張(MOP35) 

                ※拍照時把費用直接交給攝影公司負責人 

下午 高三甲 

10月 26日(四) 上午 高三丙 

備註：同學可以選擇到其他攝影公司拍照，但請按上述之要求，最遲於 10月 26日將照片(連電腦資料)交班主任。 

 

三. 學生藝術教育普及計劃——鑑賞國粹‧細味戲曲 

活動日期：2017年 11月 14日(二) 

活動時間：10:30~12:30 

活動地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備註：當天照常上課至第一節，後乘專車前往文化中心欣賞表演，至 12:50本校連勝馬路門口解散；下午照常上課。 

 

轉下頁 

 



接上頁 

 

四. 2017~2018年度高三畢業旅行(自由選擇項目) 

旅行日期：2017年 12月 20日至 24日  (共五天四夜) 

旅行地點：上海、烏鎮、杭州 

旅行目的：為應屆畢業生在中學最後階段體驗不同的民情風俗，透過在旅程中，能夠學習團體意識，訓練互助及領導

的才能。 

行程安排：上海、烏鎮、杭州五天團 (詳情請參閱附件之畢業旅行行程單張) 

代辦旅社：廣東省拱北口岸中國旅行社 

旅行費用：澳門幣 4980元 

付款辦法：校方將於 2017年 10月 31日以銀行自動轉賬形式從  台端已授權本校之大豐銀行賬戶扣取。 

備    註：一經報名，團費將不予退回。 

 

 

~本通告完，共兩頁~ 



**********************************************************************************
聯 系 人：楊崧 66187808（澳門直撥）、容绮清 66472807（澳門直撥）

聯絡地址：廣東珠海市拱北迎賓大道華僑賓館二樓 中旅服務 信心保證

杭州西湖、水鄉烏鎮、上海中華藝術宮五天團

第一天：珠海/廣州—上海（12月 20日）（含餐：晚） 住：上海（四星）

早上指定時間在拱北關口玻璃門處集合，由專業領隊帶領乘車前往珠海/廣州機場乘機飛往“國際大都會”上

海→→【中華藝術宮】以“尋覓”為主線，帶領參觀者行走在“東方足跡”、“尋覓之旅”、“低碳行動”

三個展區，在“尋覓”中發現並感悟城市→→【南京路步行街】和【外灘】可遠觀哥特式、羅馬式、巴羅克

式、中西合壁式等 52幢風格各異百年歷史的大樓，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群”→→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上海（12月 21日）（含餐：早 中 晚） 住：上海（四星）

酒店早餐→→世界著名【杜莎夫人蠟像館】繼阿姆斯特丹、拉斯維加斯、紐約、香港之後世界上第六座杜莎

夫人蠟像館→→【城隍廟商城】古典的中式建築，海派的前店後坊，還有特色小吃可滿足您味蕾的需求。可

自費品賞當地美食：南翔饅頭店、小吃廣場、綠波廊餐廳等→→【金茂大廈 88層】俯瞰上海璀璨夜景和黃浦

江兩岸獨具歐陸風情的外灘萬國建築群及散發著濃濃現代氣息的浦東建築群→→入住酒店休息。

第三天：上海—烏鎮—杭州（12月 22日）（含餐：早 中 晚） 住：杭州（四星）

酒店早餐→→【上海影視城】全佈景式的“南方街道”和實景式場地景“30年代南京路”、“上海里弄民居”，

為影視創作提供了理想的拍攝場景，已有 30多部影片及數百集電視劇在這裏拍攝→→“中國最後的枕水人家”

【烏鎮西柵景區】欣賞烏鎮最美的古橋風景“橋裏橋”，感受最原汁原味的水鄉風貌和千年積澱的文化底蘊

→→“休閒之都”杭州→→入住酒店休息。

第四天：杭州（12月 23日）（含餐：早 中 晚） 住：杭州（四星）

酒店早餐→→【西湖】（含遊船）觀賞斷橋、平湖秋月、西湖音樂噴泉、寶石流霞等眾多杭州知明景觀→→

著名紅頂商人【胡雪岩故居】是中國明清庭院的一個典範，既保持了中國傳統建築格局，又融入了外來文化

的精華，感受徽商的富可敵國→→【清河坊古街】是杭州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舊街區，是杭州悠久歷史的縮

影→→入住酒店休息。

第五天：杭州—廣州/珠海（12月 24日）（含餐：早 中 ） 住：溫暖的家

酒店早餐→→電影《非城勿擾》取景地【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是目前國內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濕地、農

耕濕地、文化濕地於一體的國家濕地公園→→機場乘飛機返回廣州/珠海機場，抵達後乘車返回拱北關口解散，

結束愉快旅程！

※※※※※※※※※※※※祝旅途愉快！※※※※※※※※※※※※

報 價：MOP4980元/人

報價包含：往返機票及稅、4晚酒店住宿、行程內用餐(4早 8正餐）、景點首道門票、空調旅遊車、全程領

隊及導遊服務費。

報價不含：行程以外一切個人消費。

備 註：1、贈送旅遊意外保險及每人每天一支礦泉水。

2、每車按 40人以上報價，出發以日期為 2017年 12 月 19或 20日。

3、以上航班時間及往返城市以最終出票為準。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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