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0-04號）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統測期間各級網課以及中六上課的安排/ 

本年度旅行日更改事宜/2500元學生津貼/繳交本學年第一期學校改善設施費用/ 

校慶七十周年短片拍攝/近期特別日子提示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統測期間各級網課以及中六上課的安排 
學校因應疫情改變上課時間表，原定的統測也作出變動以配合新的上課時間表，現將

變動詳列如下： 

1. 原訂於 12/10(一)至 22/10(四)的統測日改為 16/10(五)至 20/10(二)，合共三天，每
天測二至三科，各級的測驗時間表見(附件一)。 

2. 學生回校及放學時間如常不變。 

3. 部份級別的學生設有溫習課節，學生應帶備溫習資料。 

4. 統測內容會於十月上旬上載學校網頁。請閣下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為測驗作好準
備。根據學生手冊所載，學生如因病缺席，必須於回校時向班主任呈交家長或監護人
簽妥的學生手冊、請假信及醫生證明書，方可補測。 

5. 中一至中五下午的網課依原定時間表進行。 

6. 統測期間，中六級如常依原來的時間表上課。 

 
(二) 本年度旅行日更改事宜 

由於疫情未完全減退，為學生健康安全考慮，10月 23日(星期五)的學校旅行日改為
正式上課日，當天上星期五的課節(包括網課)。學校會因應疫情，在下學期的適當日子重
辦旅行日，相關安排會於當月的行政通告通知家長。 
 

(三) 2500元學生津貼 
班主任已派發「學生津貼」申請表格給學生。家長填寫「學生津貼」申請表前，請

先細閱表格內的「須知事項」以及「聲明」。請家長填妥申請表並於 10月 12日(星期一)
或之前交回班主任收執。由校方一併送交教育局特別職務辦事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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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繳交本學年第一期學校改善設施費用 

  本校將根據教育局對中學的最新指引向每位學生收取改善設施費，金額經調整後為

310元正，十月會收取第一期費用，詳情如下： 

1. 全年分兩期繳交： 第一期（10月份）交 155元 

第二期（3月份）交 155元 

2. 中六級學生只須繳交第一期費用。 

3.家長如有經濟困難，可與學校商討解決方法。 

每學年學校改善設施結存費用會作為購買非標準設備(例如微波爐、太陽傘等)。現

特函通知 貴家長第一期(10月份)的改善設施費用 155元，將於 10月 12日(星期一)，經

e-class學生智能卡帳戶扣除。 

 

(五) 校慶七十周年短片拍攝 

為展示本校學生在學習和課外活動上的成果，並迎接七十周年校慶。本校將委托專業

攝影公司於 2020年 10月 6日到校進行拍攝。為配合拍攝流程，部份課堂將作調動。而須

在下午時段拍攝的同學，將由負責老師在10月5日前透過學生手冊作個別通知。若有疑問，

請致電學校校務處查詢。 

 

(六) 近期特別日子提示 

1. 23/10(五)：原旅行日改為上星期五課節(包括下午的網課) 

2. 26/10(一)：重陽節，放假一天。 

 

此致 

貴家長知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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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請於 12/10/2019交此回條予班主任】 

敬覆者： 
1.頃接 貴校學校行政通告（20-04號），知悉有關事宜。 
 

2.改善學校設施費用 
* 本人知悉第一期「改善設施費用」155 元收費安排，同意於 10 月 12 日，經 e-class

學生智能卡帳戶扣除。 
* 與班主任聯絡，商討繳交「改善設施費用」事宜。 

    
此覆 

袁玉蘭校長 
 
二零二零年十月____日       中＿＿＿班學生 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請在合適方格內填上” ”號 



2020-2021年度上學期統一測驗時間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五甲 五乙  四甲 四乙 三甲 三乙 三丙 二甲 二乙 二丙 一甲 一乙 一丙 

403 404 502 204 205 505 506 507 405 406 407 202 202A 203 

10月16日 五 8:30am-9:30am 中文卷一 中文卷一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科學 科學 科學 

  9:30am-9:4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9:45am-10:45am 中文卷二 中文卷二  英文卷一 英文卷一 中文 中文 中文 地理 地理 地理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10:45am-10:5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55am-11:55am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中四  

數延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生社 生社 生社 

  11:55am-12:0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2:05pm-1:05pm 通識 通識 

中四 

退選 

生物、 
經濟 

物理、中
史、旅待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史 中史 中史 

 
10月19日 

 
一 8:30am-9:30am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中四 

退選 
企財、 

化學 
資通、視
藝、地理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9:30am-9:4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9:45am-10:45am 英文卷一 英文卷一  英文卷二 英文卷二 地理 地理 地理 中文 中文 中文 地理 地理 地理 

  10:45am-10:5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55am-11:55am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中五  

數延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11:55am-12:0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2:05pm-1:05pm 

生物、 
物理 

經濟、中
史、旅待 

中五 

退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 英文 

 
10月20日 

 
二 8:30am-9:30am 企財、地

理、資通 
視藝、 

化學 

中五 

退選 
中文卷一 中文卷一 科學 科學 科學 科學 科學 科學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9:30am-9:4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9:45am-10:45am 英文卷二 英文卷二  中文卷二 中文卷二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中文 中文 中文 

  10:45am-10:5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55am-11:55am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生活社會 生活社會 生活社會 生活社會 生活社會 生活社會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溫習時段 

  11:55am-12:05am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2:05pm-1:05pm 數學 數學  通識 通識 中史 中史 中史 中史 中史 中史 數學 數學 數學 

 
備註： 
1.高中生須留意選修科是按科分在不同課室進行測驗。 
2.初中生社、中史及地理測驗時間為半小時，監考老師會安排半小時溫習時間後才進行測驗。 

 

 

（附件一）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