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0-12 號）
送鼠迎牛新春同樂日/網上家長日事宜/中六級農曆新年假期補課安排/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希垂注!
(一) 送鼠迎牛新春同樂日
2 月 5 日為「送鼠迎牛新春同樂日」，活動安排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形式或地點
9：00 - 10：00
送鼠迎牛新春活動
中一至中五級：網上進行 zoom
(包括:神父及校長分享、
會議 ID：725 338 9340
唱歌及有獎遊戲)
密碼：Cmyss2702
中六級：禮堂
10：00 - 10：15
小息
10：15 - 10：30
中一至中五級
zoom 會議 ID 及密碼：按班主任課
(網上班主任時間)
10：15 - 11：00
中六級
家政室
(級會活動)
注意事項：
1. 中一至中五級網課時間為 9：00 - 10：30；中六級返校時間為 8：15 - 11：00。
2. 活動當日設「應節服裝」獎，鼓勵同學穿著合適服裝回校（中六）／網上進行活動（中一
至中五）
。
(二) 網上家長日事宜
本年度上學期雖因疫情押後考試，但學校將如期於 2021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至 6 時舉行家長日，但改為網上進行。現誠邀 貴家長陪同子女參加，當天網上家長日分兩個時
段進行，安排如下：
時段 時間
內容
負責組別/老師 Zoom 會議編號 登入密碼
1
下午 1:00-1:45 講座：疫境同行
學校社工
725 338 9340
Cmyss2702
2
下午 2:00-6:00 與班主任/其他組別 班主任/其他組 參考已派發給 貴子弟的老
老師/社工談話。
別老師/社工
師 Zoom 會議編號及登入密
(須依信中所列時間
碼一覽表。雙班主任的班別
提早 5 分鐘登入
請登入班主任課使用的會議
Zoom 等待室)
編號。
屆時學校的社工將為家長主持講座，以裝備家長如何處理疫境中子女的學業、情緒、社交
及成長方面等問題，而班主任或其他組別老師將與家長檢視過去半年同學在學業、考勤、個人成
長等各方面的表現，以期改善 貴子弟品德與學業。為確保 閣下子女的私隱及面談順利進行，
班主任會開啟視像與家長面談，煩請 貴家長在當天面談時注意以下安排：
1. 開啟視像進行對話。為方便確認家長身份，班主任或用家長填交給學校的資料確認其身份。
2. 家長請與 貴子弟一起進行視像對話，與老師商討修業進德之道。
3. 儘量安排在私人空間進行視像對話，因談話內容或涉及 貴子弟私人資料，如在公開場合，
則建議共用耳機，以防對話內容外洩。
4. 請家長提早 5 分鐘登入 Zoom 的等待室等待開始視像會談，以免未有足够時間與班主任交談。
5. 學校學生支援組、訓導組、輔導組及社工或會在視像面談後聯絡家長，由於談話內容多涉及
同學的私隱，此部份對話會透過電話進行或約家長到校面談。

學校明白家長或有特殊原因未能安排視像對話，如遇此情況，請家長賜覆未能安排是次視
像面談，班主任將致電家長另作安排。個別學生的視像面談時間見附件（見下面示例），請 貴
家長查閱附表中的視像會談時段，並提早 5 分鐘登入 Zoom 的等待室。
附件示例：
班別
班號
姓名
面談時段
2A
37
黃聰明
2：15-2：30
(三) 中六級農曆新年假期補課安排
為提升 貴子弟應付中學文憑試的能力，學校將於二月八日(星期一)至二十日(星期六)期
間為中六學生進行為期七天的補課。為配合檢疫政策，學校只進行上午補課(上午 9:30-12:30)，
詳細安排見下表。學生如已退選該科，則毋需回校，請敦促及鼓勵 貴子弟依時出席及遵從回校
的防疫政策。
日期
8/2（一）
9/2（二）
10/2(三)
09:30 通識 6A：503 室(張) 通識 6A：503 室(張) 數學延二:105 室(駱)
至 通識 6B：504 室(關) 通識 6B：504 室(關)
12:30
日期
17/2（三）
18/12（四）
19/2(五)
20/2（六）
09:30
生物:414 室(鍾)
生物:414 室(鍾)
英文 A 組:502 室(偉) 英文 A 組:502 室(偉)
至
中史:503 室(阮)
中史:503 室(阮)
英文 B 組:507 室(潘) 英文 B 組:507 室(潘)
12:30
經濟:504 室(關)
經濟:504 室(關)
英文 C 組:504 室(雪) 英文 C 組:504 室(雪)
物理:613 室(紀)
物理:613 室(紀)
英文 D 組:503 室(周) 英文 D 組:503 室(周)
旅待:309 室(蕭)
旅待:309 室(蕭)
(四) 特別日子提醒
1. 5/2(五)：取消假期，改為送鼠迎牛新春同樂日。
2. 6/2(六)：家長日改為網上進行。
3. 8/2(一)至 20/2(六)：農曆新年假期。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回

條》

【中六同學請於 1 月 25 日(星期一)交回班主任，中一至中五同學則在恢復面授課後補交班主任】
敬啟者：
來函奉悉，現覆如下(請以「」表示意願)：
(一) 偕同子女與班主任進行視像面談：
□ 本人會偕同子女依時與班主任進行視像面談。
□ 本人未能於 貴校所安排的時段與班主任進行視像通話，請另行安排時間。
此覆
袁玉蘭校長
＿＿＿班學生：＿＿＿＿＿＿ （班號：＿＿）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二零二一年一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