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致 高中全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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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9日或之前簽署並交回班主任老師】 

日期：2018年 1月 4日(星期四) 

 

一. 發放書簿津貼 

機構名稱 教育暨青年局 

項    目 書簿津貼 

對    象 按教青局第一批次書簿津貼學生名單 

金    額 澳門幣 3,000元 

退款日期及方式 
2018年 1月 8日以自動轉賬發放到  台端已授權本校之大豐銀行賬戶內，敬請查收。 

回條請於 1月 11日前交回班主任。 

 

二. 第一段考試 

1. 考試日期及科目： 

班級 1月 22日(一) 1月 23日(二) 1月 24日(三) 1月 25日(四) 1月 26日(五) 

高一 世史/化學 ~ 商科 地理/生物 ~ 放學  中文 ~ 電腦 代數 ~ 幾何 英文 ~ 中史/物理 

高二 英文 ~ 中史/物理 世史/化學 ~ 商科 代數 ~ 幾何 中文 ~ 電腦 科學/生物 ~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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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試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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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範圍： 

科目 高一 高二 高三 

中文 

讀本：第一至十一課 

讀本舊有知識：《醉翁亭記》 

標點、錯別字、修辭、主謂句、非主

謂句、特殊句式、複句 

讀本：第一至九課 

讀本舊有知識：《兵車行》 

標點、錯別字、短語、主謂句、非主

謂句、特殊句式 

讀本：第一至六課 

讀本舊有知識：清至現當代文學 

標點、錯別字、六書、詞(詞義、詞性、

單純詞及合成詞)、短語、病句、句子

成分、修辭 

英文 

Story : The Mill on the Floss (Ch. 1-11)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Ch.1-12) 

Comprehension, Translation 

Basic Knowledge 

Grammar :Simple Present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s, Nouns, Simple 

Past & Past Continuous Tenses, 

Present Perfect & 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s, Relative 

Pronouns, Past Perfect & Pas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s, Passive 

Voice, Agreement, Gerunds, 

Infinitives, Conditional Tenses 

Vocabulary: updated passages, 

updated vocabulary 

Usage 

Story : Dracula Introductory Notes to  

        Ch. 9 

      Pride and Prejudice(Ch.1-13) 

Comprehension, Translation 

Basic Knowledge 

Grammar :Conditional Tenses,  

Relative Pronouns, 

Indirect Speech & Questions 

Vocabulary: updated passages, 

updated vocabulary 

Usage 

Story : Great Expectations Ch. 1-19 

Comprehension, Translation 

Basic Knowledge 

Grammar :Inversion, Modal Verbs, 

Relative Pronouns, Gerunds & 

Infinitives, Prepositional verbs and 

Phrasal verbs, Prepositional Phrases 

Vocabulary: updated vocabulary 

          Unit1, 3, 8, 29, 

          updated passages 

Usage 

數學 

高一文組代數 高一理組代數 高二文組代數 高二理組代數 高三文組代數 高三理組代數 

(4A)1.1 ~ 1.5 

    3.1 ~ 3.5 

(4B)7.1 ~ 7.4 

    8.1 ~ 8.6 

及補充資料 

  1.1 ~ 1.4, 

  3.6 ~ 3.7 
舊有知識：因式分解 

1.1 ~ 3.6 

及補充資料 

舊有知識：數系 

(5A)1.1 ~ 4.3 

(5B)8.1 ~ 8.3 

補充資料 

舊有知識：因式分

解 

1.1 ~ 3.3 

舊有知識：因式分

解 

(6A)1.1 ~ 1.3 

    2.1及 2.4 

(6B)5.1 ~ 5.4 

補充 1.1 ~ 1.4 

    3.1 ~ 5.4 

舊有知識：三角函

數計算 

1.1 ~ 4.5 

6.1 ~ 7.2 

舊有知識：方程 

高一文組幾何 高一理組幾何 高二文組幾何 高二理組幾何 高三文組幾何 高三理組高數 

補充資料： 

1.1 ~ 4.6 

舊有知識：平面圖

形的計算 

1.1 ~ 1.15 

舊有知識：平面圖

形的計算 

(5A)3.1 ~ 4.3 

(5B)9.1 ~ 9.4 

舊有知識：平面圖

形 

8.1 ~ 10.5 

舊有知識：解方程 

補充 2.1 ~ 2.6 

(6B) 6.1 ~ 6.2 

直線方程 

圓方程 

舊有知識：等分線

段作圖 

5.1 ~ 7.6 

舊有知識：函數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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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高一 高二 高三 

電腦 

Flash：繪圖、填色、元件、元件庫、

內建元件庫、群組、文字、濾鏡、移

動補間、形狀補間、導引線、聲音、

飛行文字、骨塊工具、濾鏡動畫 

Access：1.資料表(美化格式) 

        2.查詢      3.表單 

        4.報表      5.關聯 

VB：第 3 ~ 4章、第 6 ~ 9章、第 11章、

第 14章 

生物 

緒論、第一章 至 第三章 

舊有知識：第二十章(免疫) 

文組：第四章第六節、第五章、 

第六章第二節及第三節上半 

舊有知識：第四章第三節(人體

消化系統) 

理組：第四章第六節 至 

 第六章第三節上半及補充課程 

舊有知識：第四章第三節(人體

消化系統) 

第八章 至 第九章 

舊有知識： 

文組：第七章第三節 

(人體的生殖和發育) 

理組：第七章第一二節 

(無性生殖和細胞分裂) 

物理 

Ch2至 Ch5 

舊有知識：壓強、壓力 

Ch 20至 Ch24 

舊有知識：Ch5 二維力 

Ch14，Ch16至 Ch 19，Ch 27，Ch 28，

Ch 30 

舊有知識：Ch21 電場 

化學 
Ch1至 Ch5 

舊有知識：溶液濃度計算 

Ch1至 Ch5 

舊有知識：氧族元素、鹵素 

Ch1至 Ch4 

舊有知識：高分子材料、蛋白質 

中史 
單元一課題一 至 單元二課題二 四下：5.1.2 至 5.3 

五上：1.1（至 英法聯軍之役） 
舊有知識 - 四下：5.1.1 

單元二課題一第三節 至 課題四 

舊有知識：單元二 課題一 第一,二節 

世史 

第一章 至 第三章 第六章、第七章(第一、四及五節) 

第九章、第十章 

舊有知識：第五章第二節(近東問題)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一節 及 第二節(至“新

的緊張高潮”) 

舊有知識：第十二章 

地理 
第一章 至 第三章 

舊有知識：北美洲 

第一章、第二章 

舊有知識：世界農業 

第一章 至 第六章，中地概論 

舊有知識：世界氣候 

商科 第 1章至第 5章 第 1章至第 6章 
舊有知識：需求的價格彈性 

單元 15至單元 18 
舊有知識：通脹與通縮的影響 

 

三. 中學運動會安排 

舉行日期：2018年 2月 3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本校 

活動時間：上午 8:20~12:16；下午 1:46~5:15 

備    註：學生必須穿著本校指定便服 

 

四.  新春團拜慶祝活動——喜氣洋洋迎新春，歡樂盈盈進新校 

活動日期 2018年 2月 21日(星期三) 

活動時間 8:20 ~ 17:00 (中學學生必須參與時段 - 8:20 ~ 10:50) 

活動地點 幼稚園校舍 

使用校門 澳門俾利喇街 114 ~ 122號 

活動主題 「遷」情不變，心繫聖心 

活動目的 

1. 幼稚園新校舍已投入運作，在新春團圓之際，中、小、幼三個部門聚首一堂，在幼稚園新

校慶祝，通過表演及活動，為新校帶來無限生機，感受節日氣氛，展現出新校舍的特色。 

2. 是日亦會向外開放，歡迎各界人仕蒞臨指導。 

活動概述 

項目 內容 

表演活動 

操場：聖心迎賓巡遊、龍精虎猛醒獅團、活力炫舞、功夫小子齊賀歲、腰鼓舞、 

賀年歌曲串燒 

禮堂：新春小劇場、中樂樂悠悠、樂器表演 

工作坊 新春祈願、剪現圖藝、揮筆贈你 

攤位遊戲 緣聚聖心、招財進寶、時來運到 

備    註 原定是日上午照常上課，下午進行團拜活動，現更改為全天進行團拜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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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派發 2017~2018年度第一段成績報告表 

日    期：2018年 3月 2日(星期五) 

時    間：16:40 ~ 16:55 (出入通道：羅若翰神父街門口) 

有關安排：家長可於上述時間內到課室向班主任領取第一段成績報告表或由學生自行帶回家。 

 

六. 新增「本校指定便服及校褸」的訂購方法 

新增：逢星期三 16:45 ~ 17:45，憑智能學生證於本校（中小學）小賣部拍卡訂購。 

備註：網上訂購 (繼續沿用)。 

 

七. 2017~2018年度調查學生適用藥物及食物過敏情況 

由於學童的體質各異，且越來越多小孩有不同性質的敏感，校方為確保孩子的最大安全，向家長發放「本校

常用外搽藥物」清單。請家長填寫回條並於 2018年 1月 9日前交回班主任。 

    以下為本校常用外搽藥物： 

急救用品 外用藥物及其主要成份 

1. 膠布 1. 白花油 冬綠油、薰衣草油、薄荷腦、樟腦、桉葉油 

2. 醫用膠紙 2. 喜療妥藥膏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ate 肝燐脂 

3. 酒精消毒棉 3. 無比膏 薄荷腦、樟腦、水楊酸甲酯 

4. 紗布 
4. 曼秀雷敦安膚康軟膏 

Crotamiton, Diphenhydramine, Glycyrrhetinic 

Acid, Tocopherol acetate 5. 敷料 

6. 繃帶 5. 薄荷膏 Camphor, Menthol 

7. 消毒碘膏、碘液 6. 恩得欣肌肉酸痛乳膏 Indomethacin(用於肌肉酸痛、挫傷、關節痛等情況) 

8. 便利妥噴霧隱形膠布 7. Flogoprofen Gel (用於肌肉酸痛，抽筋等情況) 

 8. 退熱貼 --- 

    註：恩得欣肌肉酸痛乳膏及 Flogoprofen Gel為處方藥物。 

 

~本通告完，共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