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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2020-21 中一級學習相關資料 

 
 
 

(1) 中一級編班安排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緣故，本年度的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已經取消。故 2020-21 中一

分班原則修改為「中一級新同學將隨機平均編配至 1A 至 1E 班並配合適當的男女比

例」。 
 

(2) 中一級課程安排 

Key Learning Area 
學 習 領 域 

Subject 
科 目 

Medium of 
Instructions 

主要授課語言 

Examination/UT 
Arrangement (YES/NO) 

考試／統測安排 
（有／無） 

Language Education 
語文教育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English YES(有) 

中國語文 中 YES(有) 

普通話 普 NO(無)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數學 English YES(有) 

Science Education 
科學教育 

Integrated Science  
綜合科學 English YES(有) 

Personal, Social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Geography 地理 English YES(有) 

History 歷史 English YES(有) 

中國歷史 中 YES(有) 

通識教育 中 YES(有) 

Technology Education  
科技教育 

Design & Technology 
設計與科技 English NO(無) 

Home Economics 家政 English NO(無) 

Computer Literacy  
普通電腦 English NO(無) 

Arts Education 
藝術教育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English NO(無) 

Music 音樂 English NO(無) 

Value Education 
價值教育 

聖經 中 NO(無) 

生命教育 中 NO(無)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English NO(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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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升留級政策 (中一至中三各級) 
(a) 所有同學若能於期終試後，全年總成績達至以下要求，始獲准升班： 

(i) 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及數學科(以一百分為滿分計算)全部*及格和 
(ii) 總平均分不少於五十分 
         (*及格分數為五十分或以上) 
 

(b) 在沒有特別原因下，任何重讀生若 
(i) 未能達至項(a)要求和 
(ii) 年終總成績排名於全級最後十五名內和 
(iii) 上、下學期各欠多於二十份功課 
則必須於下學年再次重讀。 

 
(c) 同學紀律表現符合以下情況必須重讀: 
      (i) 同一學年同學獲得一個或以上大過及/或 
  (ii) 同一學年同學獲得二個或以上小過及/或  
            (iii)   同一學年同學獲得廿一個或以上缺點及/或 
            (iv) 同一學年同學於上及下學期成績表中自律表現一項均被評為極不理想  
                        (POOR) 
 

曾記小過  或 
遲到 達16次  或 
秩序欠妥 達16次  或 
校服儀容欠妥 達16次 

極不理想 (P) Poor 

 
＊ 若需要留級學生人數多於 2人，則沿用以下方式排列有關學生之次序： 

(I) 符合上述條件之數量，較多者需要留級；若相同， 
(II) 計算有關學生全年大過、小過及缺點之數量**，較多者需要留級； 

若相同，  
     ** 1個大過 = 3個小過；1個小過 = 3個缺點  
(III) 計算有關學生之學業成績，成績較低者便需要留級。 

 
 

除因健康理由或經由教育心理學家、社工及校長推薦外，任何同學全年出席率未能達

至最少 80%者，均不獲准参與年終/模擬考試。 
 

同學若未能於期終試後獲准升班，將會被編入準重讀生之列，重讀細則詳情將容後公 
佈。 

 
(4) 全年考核分數比重(中一至中三各級) 

在一般的情況下，中一至三各級評估及考核分數比重請参看下表（個別科目可能會因應

科本情况對比重作出微調）： 

級  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全年總分比重 

平時分 考試分 平時分 統測分 考試分 上學期 : 下學期 
中一至

三 30% 70% 23% 23% 54% 35%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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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校於上學期因特殊原故(例如：疫情)長期暫停實體課堂，改為網上學習，上學期總  
分比重將會作出以下調整： 
 

級  別 

網上學習 實體學習 上學期總分比重 

網上課堂

出席 
網上

習作 
評估 平時分 考試分 網上學習 : 實體學習 

中一至

三 30% 30% 40% 30% 70% 網上課堂日數: 實體課堂日數 

 
 下學期若遇相若情況，實際調整將容後公佈。 
 

中一至三各級考試科目總分比重如下： 

科目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科

學 
地 
理 

通

識 
中 
史 

西

史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中一及

二比重 3 3 3 2 1 1 1 1    

中三 
比重 3 3 3  1 1 1 1 1 1 1 

 
 

(5) 功課繳交政策 
 
目標：透過本政策的推行，期望能夠協助同學建立準時繳交功課的習慣，培養對學 

習生活的自律及負責任的品格。 
 

政策細則： 
  (a) 一般資料  

(i)        凡於班主任時間或課堂時需要繳交及科任老師批改的家課均屬於此

政策處理範疇之內。其他類別如書上練習、堂課、罰抄及測考默欠

簽名等只需記欠交一次，不作出席留堂班數據及補交之用。(必須於

各班欠交功課記錄表上註明) 
(ii) 每月『零欠交』的同學名單會張貼於班房內璧佈板及上載本校網

頁，以示表揚。 
(iii) 每學期『零欠交』的同學除以班房內璧佈板及網頁表揚外，均會獲 

發證書及優點一個。 
(iv) 中一至三各級家長每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一月、三月、四月 

及五月）將收到短訊通知同學當月欠交功課數量：零份、一至五

份、六至十份、十一至十五份、十六至廿份及多於廿份。 
(v) 同學每學期的功課繳交表現將以評語形式顯示於每學期所派發的成

績表上，評語等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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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累積欠交功課量 評語等級 

≦5 卓越         (Excellent) 
5 ＜and ≦10 良好         (Good) 
10＜and ≦15 滿意         (Satisfactory) 
15＜and ≦20 尚可         (Fair) 
20＜and ≦25 不理想     (Unsatisfactory) 
25＜and ≦30 極須努力 (Effort Needed) 

30＜ 極不理想 (Poor) 
(vi) 每月（或兩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一 月、三/四月及五月）零欠

交的同學均可獲頒一張嘉許券(Commendation  Coupon) 。嘉許券可作

以下用途： 
 於每學期末換取精美禮物（禮物類別以嘉許券數目區分） 
 

 (b) 繳交功課流程 
初中級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學科，並高中級所有科目的功課均由科任

老師於個別上課時間收取。初中級其他科目的功課則可安排於早上班主任

時間收取，並立刻由負責同學交往科任老師簿櫃內。凡因缺席課堂而未能

繳交功課者，科任老師需自行向該同學訂定繳交日期。若該同學愈期未

交，科任老師可將該同學資料交留堂班負責同工處理。 
 

(c) 欠交功課懲處 
(i) 聖誕節及復活節長假期前仍有累積而未繳交的功課(參看 a1)達廿五項

以上的同學將需要於假期內的指定時間回校補做功課，直至完成所有

欠交功課並進行補交。 
(ii) 每一學科部份常分將根據同學繳交該科功課表現訂定，直接影響同學

整體的學科表現。 
(iii) 同學全年繳交功課表現將視作升留級决定的一項資料。 

 
(d) 補交功課安排 

(i) 所有欠交功課均作記錄(參看 a1)，並且必須補交。 
(ii) 中一至三各級補交功課可於午膳指定時段或於 LHBT 後到留堂班 

中進行。 
(iii) 中一至六各級功課補交後，記錄將被更新。 

 
(e) 嚴重欠交功課跟進安排 

(i) 聖誕節及復活節長假期前仍有累積而未繳交的功課(參看 a1)達廿五

項以上的同學將需要於假期內的指定時間回校補做功課，直至完

成所有欠交功課並進行補交。 
(ii) 若中一至三各級同學於學年終結時，仍累積未交功課量多於 25

項，該同學必須於試後活動期間，出席兩星期於下午一時三十分

至三時三十分 G06 室舉行的補做功課班及進行補交，若同學出席

情况良好(沒有無故遲到及缺席)或累積未交功課量不多於 10 項，

該同學方可領取全年成績表。 
(iii) 若中一至三各級同學於學年終結時，仍累積未交功課量多於 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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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5 項，則不會於散學禮日派發全年成績表。該同學需於試後活

動時段內進行補交，待累積未交功課量不多於 10 項後方可領取全

年成績表。 
 
 
 

 
“The roots of education are bitter, but the fruit is sweet.”  
 

「教育的根是苦澀的，但果實是甜美的。」 
 
–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