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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0- 03 號） 
復課安排/學生繳交家課安排及獎懲制度/本年度學科評核準則及家課政策/ 

校曆更新事宜/一對二補習事宜/校園健康注意事項/中六級大學聯合招生(JUPAS)事宜/ 

訂購地理科課堂用書/自携裝置電子學習計劃/課程整合/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復課安排 

教育局因應疫情，安排中一、中五及中六於 23/9(三)復課；而 29/9(二)則全面復課，學

生須於 8:15分前到校，復課後只進行半天的上課。學校因應相關政策訂定上課安排如下： 

 

1. 各級復課後的上課時間表(中一至中六)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am –08:30am 中央廣播 / 班主任課 

08:30am –09:00am      

09:00am –09:30am      

09:30am –09:45am 小  息 

09:45am –10:15am      

10:15am –10:45am      

10:45am –10:55am 小  息 

10:55am –11:25pm      

11:25pm –11:55pm      

11:55pm –12:05pm 小  息 

12:05pm –12:35pm      

12:35pm –01:05pm       

01:05pm –03:00pm 回家午膳 

03:00pm –03:40pm*   班主任課/週會   

*備註： 

(1) 初中於 3:00pm-03:40pm 安排：將進行中文、英文及數學個別學生導修，科任老師將

指定個別學生出席，故 貴子弟或不必出席相關的課節，但鼓勵 貴子弟在有關時段向老

師問功課，進行功課輔導。相關安排見各班時間表。 

(2) 高中於 3:00pm-03:40pm 安排：為確保高中學習進度不受疫情影響，所有公開試科目

將會於該時段進行補課，請督促 貴子弟依時出席，詳情見(附件一)。 

 

2. 中二至中四在 23/9(三)至 28/9(一)在家上網課的安排 

由於教師需要同步在校進行其他級別的面授課程，而且學生不適宜長時間面對螢幕，故

實時網課只上復課後時間表的第一、三、五、七節，以方便老師轉堂或設立網課軟硬件運

作。如上述節數接著的課節是上同一科目，則科任老師會延長授課時間至 45分鐘。時間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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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am –08:30am 中央廣播 / 班主任課 

08:30am –09:00am 學生需依時出席此節網課 

09:00am –09:30am 如與第一節上同一科則延長第一節，否則取消。 

09:30am –09:45am 小  息 

09:45am –10:15am 學生需依時出席此節網課 

10:15am –10:45am 如與第三節上同一科則延長第三節，否則取消。 

10:45am –10:55am 小  息 

10:55am –11:25pm 學生需依時出席此節網課 

11:25pm –11:55pm 如與第五節上同一科則延長第五節，否則取消。 

11:55pm –12:05pm 小  息 

12:05pm –12:35pm 學生需依時出席此節網課 

12:35pm –01:05pm  如與第七節上同一科則延長第七節，否則取消。 

01:05pm –03:00pm 回家午膳 

03:00pm –03:40pm*   班主任課/週會   

*備註：詳見第 1項的備註。 
 

3.  各班復課後上課時間表會透過於 Microsoft Teams 於 17/9(四)發放給學生。請著 貴子弟
查閱。 

 
(二) 學生繳交家課安排及獎懲制度 

家課是學與教重要部份，學生能鞏固所學，老師亦可從中評估教學效能。為鞏固學生課堂
學習成果及養成自律的習慣，學校除了透過互聯網發佈每班功課細節外，本學年將繼續推行家
課獎勵計劃。按規定，全年分四期（每期約六至十週）以評估學生的表現。詳細安排如下： 
1.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改由科任老師隨堂收集功課，並由老師記錄欠交的名單，學生於老師

收集功課時未能依時繳交，而欠缺合理的解釋，則視為欠交功課。 
2. 跟進措施 (初中學生適用) ：如學生欠交功課，學校會於當天下午發出短訊或透過 Parent 

App通知家長。 

3. 奬懲制度(中一至中六適用) 
3.1. 若學生於每個評估期內交齊功課，則獲記優點一次；若學生於四個評估期內沒有欠交

功課紀錄，則可額外獲記一次優點以示嘉許，相關紀錄會列於成績表。(網課期間：如
兩星期交齊功課，則記優點一次) 

3.2. 若學生欠交功課，則每欠交十次則記一次缺點(網課期間八次則記一次缺點)，相關紀
錄會列於成績表。 

4. 銷過制度(中一至中六適用) 
若學生因欠交功課被記缺點，可在之後的某一評估期沒有欠交紀錄，則可獲抵銷一次缺點
紀錄。 
 

(三)本年度學科評核準則及家課政策 
學校為了提升學與教水平，以評估促進學習，製定了本年度的(學科評核準則)及(家課政

策)，有關政策之詳細內容已上載本校網頁，位置為教務/學業提升政策。歡迎瀏覽。 
 
(四)校曆更新事宜 

由於考評局延後舉行公開試，本校也將中六畢業試及相關的支援活動延後，校曆更新版
將在復課後發給受影響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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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對二補習事宜 

為了令同學的個別差異得到適切的照顧，本年度繼續推行一對二補習，由能力相若的同

學自行配對，校方提供導師，於星期六(如全日復課，或會安排於延伸課時段)指導學生學習或

解答其功課的疑難。是項支援計劃的費用悉數由學校支付。為令學生珍惜資源，獲取錄的學生

需繳交 100元的按金，以支付無故缺席課節的導師費用。如學生依時出席，則按金會於計劃完

結後退還。學校已著班主任及科任老師鼓勵同學報名，由於資源所限，申請者不一定獲取錄。

如 貴子弟獲取錄，學校將在學生手冊通知家長安排的細節及繳交按金事宜。 
 

(六)校園健康注意事項 

1. 在暑假期間，學校已全面清潔校舍並消毒，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食物部人員及校巴司機加

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此外，學校也要求所有服務學生的員工（包括

校車司機及食物部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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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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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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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在手冊功課欄填寫「量度體溫記錄」，簽署後由學

生帶回學校； 

3.3 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校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口罩，並帶 

備紙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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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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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簽署後請在復課的第一天交回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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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復課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2702-7102通知本校麥嘉健助理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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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

度。  

6.我們再次呼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 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

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希望在各方努力下，師生都儘快回復正常校園生活。 
 

(七)中六級大學聯合招生(JUPAS)事宜 

為全港中六學生而設的大學聯合招生已開始。 貴子弟如欲以此方法申請聯招計劃內香港

各大院校的課程，請著  貴子弟依程序進行申請。申請費用為港幣四百六十元正。請將費用透

過東亞銀行繳交。繳交後請保留入帳收據。 

入帳戶口：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r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帳  號：176-40-03002-6 

繳費及校內網上註冊登記最後日期為十月一日。如有問題，請與班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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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訂購地理科課堂用書 (中六級修讀地理科之同學適用) 

為配合課程和學習上的需要，中六級修讀地理科之所有學生需預備《高中活學地理 第七冊：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 2 版)》。家長可選擇自行到坊間購買或經校方代

為訂購，如經校方代購，可享有出版社提供的九五折優惠。如有任何疑問，台端可致電 27027102 

向地理科科主任劉鎮武老師查詢。地理科之課堂用書名稱及價錢如下： 

課本名稱 原價 校內訂購 (折實價)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七冊：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選修部分) 

(2015年第 2版) 

$162 $153 

 訂購費用將於 9月 30日前交予地理科科任老師收執。 

 

(九)自携裝置電子學習計劃 

 為了善用電子設備及網上學習資源，本校自 18-19 學年起，在初中各級推行自携裝置電子學習

計劃，支援學生發展自主學習及提升數碼素養，以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學校明白電子裝置價值不

菲，對部份家庭的經濟可能構成負擔，故參加教育局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是項計劃向以下學生提

供津貼購置一部流動設備、相關的附件及保養服務：中一至中五學生及本學年領取半額、全額書簿

津貼或綜援的學生及 18-20 年度不曾參加是項計劃以半額或全額優惠購置相關設備的學生。 

 至於其他不合資格的各級學生，仍可以優惠價 $4,458 購買相關設備。學校已依教育局指引進

行招標，其規格及價格如下表所列： 

分類 所需資格 

Apple 

iPad 

10.2"  

128 GB 

WiFi 

額外一年

硬件保養 

第一代

Apple 

Pencil 

MDM流動管理

（3年） 
保護套 總計 

優惠價 
未獲任何 

資助 
$3,060 $390 $700 $198 $110 $4,458 

半額優

惠價 

申領半額書

簿津貼 
扣除關愛基金資助後，需付 $2,229 $2,229 

全額優

惠價 

申領全額書

簿津貼 / 

申領綜援 

免費 免費 

 有意申請的家長請於 8/10（四）或之前著 貴子弟遞交資格證明副本，如 貴家長獲半額資助，

則需繳付購買該部設備費用的餘額$2,229。請家長在 8/10（四）或之前透過本校的 eclass智能卡

賬戶繳交相關費用。如未能如期繳交 $2,229或因資格證明不足 / 無效，學校不會代購相關設備。

如 貴子弟因特殊原因未能申請，學校也會為他們提供借用的電子裝置，以支援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十)課程整合 

初中：學校早年設有通識科，現因應學生學習需要及課程發展，本年度將取消通識科改為

生活與社會科。 

高中：學校早年設有藝賞科及實用語文科（實用英文科及實用普通話科），現因應學生學習

需要及課程發展，本年度將取消藝賞科及實用語文科，有關科目之課時將撥入中四、中五中文及英

文導修課，中六通識科及數學科之導修課。學校期望通過優化措施，能有效提高學與教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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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別日子提醒 

1. 24/9(四)：中六家長晚會，詳情見上一期行政通告。 

2. 25/9(五)：初中家長與校長黃昏荼敍，詳情見上一期行政通告。 

3. 29/9(二)：當天上星期五課節 

4. 30/9(三)：教師專業發展日，學生放假一天。 

5. 1/10(四)：國慶日，放假一天。 

6. 2/10(五)：中秋節翌日，放假一天。 

 
此致 

貴家長知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 

--------------------------------------------------------------------------------------------------------------------------------- 
 

回  條 
【中一、中五及中六學生請於 23/9/2019交回班主任】 

【中二至中四學生請於 29/9/2019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頃接 貴校學校行政通告（20-03號），知悉有關事宜。同時，為方便日後接收學校短訊，本人

願意提供手提電話號碼，號碼為＿＿＿＿＿＿＿。  

 

1.自携裝置電子學習計劃 

本人符合全額津貼資格，附上相關證明副本以訂購相關設備。本人明白如因資格證明不足 / 無效，

學校不會代購相關設備。 

本人符合半額津貼資格，附上相關證明副本及於 8/10前繳交 $2,229以訂購相關設備。本人明白

如因資格證明不足 / 無效 / 逾期繳交費用，學校不會代購相關設備。 

本人不符合半額或全額資助資格，但希望以優惠價 $4,458訂購相關設備，並於 8/10前繳交$4,458。

本人明白如逾期繳交費用，學校不會代購相關設備。 

本人不擬申請購置相關設備。 

 

2.中六級大學聯合招生(JUPAS)事宜（中六級學生適用） 

敝子弟 會申請聯招(JUPAS)，並存入港幣四百六十元正到指定的東亞銀行帳號：

176-40-03002-6中。 

    不會申請聯招課程，原因：＿＿＿＿＿＿＿＿＿＿＿＿＿＿＿＿＿＿＿＿＿＿ 

      

3.課程整合 

家長如對課程整合有意見者，請寫在下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袁玉蘭校長 

中    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日 

(請以＂＂選擇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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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上學期高中半天復課下午網課時間表及全日復課後延伸課安排 

此表適用於下列情況： 

1. 半天上課時間表中下午 3:00-3:40的實時網課安排； 2. 全日復課時的延伸課：下午 4:10-5:00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中六 

單週 

通識 A組：503室(張) 化學：611室(鄒) 

周會/ 

班主任課 

中文 A組：604室(馮) 數學延二：502室(駱) 

通識 B組：504室(賜) 企財：503室(施) 中文 B組：503室(儀)   

  資通：207室(石) 中文 C組：504室(祁)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彭)     

中六 

雙週 

數學 A組：502室(駱) 生物：414室(鍾) 

周會/ 

班主任課 

英文 A組：502室(偉) 數學延二：502室(駱) 

數學 B組：504室(詠) 經濟：504室(賜) 英文 B組：604室(潘)   

數學 C組：503室(健) 物理：613室(紀) 英文 C組：504室(周)   

  中史：503室(阮) 英文 D組：503室(周)   

  旅待：605室(蕭)     

中五 

單週 

數學 A組：403室(詠) 生物：414室(鍾) 

周會/ 

班主任課 

通識 A班:403室(張) 數學延二：605室(詠) 

數學 B組：606室(駱) 經濟：404室(賜) 通識 B班:404室(阮) 應用學習課程* 

數學 C組：404室(杰) 物理：613室(紀)     

  中史：403室(古)     

  旅待：605室(蕭)     

中五 

雙週 

英文 A組：403室(偉) 化學：611室(鄒) 

周會/ 

班主任課 

中文 A組：403室(王) 數學延二：502室(詠) 

英文 B組：606室(淑) 企財：403室(施) 中文 B組：606室(祁) 應用學習課程* 

英文 C組：404室(潘) 資通：207室(石) 中文 C組：405室(儀)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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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 

單週 

化學：611室(鄒) 中文 A班：204室(儀) 

周會/ 

班主任課 

英文 A組：204室(淑)   

企財：204室(施) 中文 B班：205室(文) 英文 B組：502室(偉)   

資通：207室(石) 應用學習課程* 英文 C組：205室(蓮)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彭)       

中四 

雙週 

通識 A班：204室(張) 數學 A班：204室(子) 

周會/ 

班主任課 

生物：414室(鍾)   

通識 B班：205室(阮) 數學 B班：205室(健) 經濟：205室(賜)   

  應用學習課程* 物理：613室(紀)   

    中史：204室(古)   

    旅待：105室(蕭)   

*備註：適用於全日復課的延伸課時間，詳細安排見應用學習課程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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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9冠狀病毒病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學生姓名：  班別： 編號： 性別：男／女 

 請填妥下列表格交回學校（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甲部—14 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本人子女在過去 14 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本人子女在過去 14 天曾到訪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離港時期： 由 2020 年＿＿月＿＿日（離港日期）至＿＿月＿＿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請列明國家及城市）：      

 

乙部—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本人子女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 

本人子女曾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由 月  ＿日至  ＿月  ＿日 
 

丙部—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現已痊癒／仍

留院醫治／出院進行藥物治療（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患者和本人子女的關係：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並沒有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

案的「密切接觸者」。 
 

丁部—學生的健康狀況 

本人子女沒有咳嗽丶氣促丶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日期：  

 

註：「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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