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0-15 號）  
22/3(一)至 31/3(三)中一至中五各級上課安排/ 

中六級備戰公開試支援措施/有關更換夏季校服安排/特別日子提示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22/3(一)至 31/3(三)中一至中五各級上課安排 

依教育局檢疫措施及回校進行面授課堂的人數限制指引，學校於 22/3(一)至 31/3(三)各級上課

安排如下(詳情見附件一)： 

1.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於上午回校上課(早上 8：15 或之前)，下午則安排網課。 

2. 中一級至中三級則上午在家進行網課，下午則安排兩級回校上實體課(下午 2：30 或之前)。 

3. 23/3(二)下午因老師須參加中六級學生離校祈禱會，故當天下午中一至中五級的網課改為學生

在家自修。 

4. 復活節及清明假期後的上課安排將因應疫情發展及教育局指引另函通知。 

 

(二) 中六級備戰公開試支援措施 

為協助應屆中六學生備戰文憑試，學校作出如下安排： 

1. 22/3(一)下午對卷，協助學生了解及檢討畢業試表現，從而訂定溫習策略。對卷時間表如下(學

生須提早至 1:25 到校)： 
節數 時間 科目/分組/地點 
第一節 1:30-2:00 中文—503：(儀)、504：(祁)、604：(馮) 
第二節 2:00-2:30 英文—502：(偉)、604：(潘)、503：(周)、504：(雪) 
第三節 2:30-3:00 數學—604：(駱)、504：(詠)、502：(健) 

第四節 3:00-3:30 
選修二—611：化學(鄒)、503：會計(施)、207:資通(石)、504：

地理(鎮)、214:視憑(彭) 
 3:30-3:45 小息 

第五節 3:45-4:15 
選修一—414：生物(鍾)、504：經濟（賜）、613：物理（紀）、

503：中史（阮）、309：旅待（蕭) 
第六節 4:15-4:45 通識—503：張、504：賜 
第七節 4:45-5:00 六甲：503、六乙：504 

2. 23/3(二)下午為中六級學生離校祈禱會及惜別會，學生回校時間：下午 1:45 

3. 24/3(三)起為中六級學生的文憑試溫習假期，學校將在文憑試考試週期間提供安靜的溫習環

境供有需要的學生使用，如  貴子弟有需要，請向學校提出申請。 

4. 1/4(四)至 10/4(六) 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間的非公眾假期，中六科任老師或會個別邀請學生

回校指導其溫習，以協助學生面對公開試的挑戰。 



(三)  有關更換夏季校服安排 
鑒於天氣日漸轉熱，本校由 4 月 12 日起至 4 月 25 日為校服轉季過渡期，學生在此期間可按

需要自行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回校，但切記兩者不可混合穿著，並須保持整潔。學生因當日

上體育課或參加課外活動可穿著體育服。 
學生必須於正式轉換夏季校服第一天（4 月 26 日）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訓導老師及班主

任會於當日進行校服儀容之檢查。如有不合乎要求者，則當違規論，務請留意。 
有關夏季校服的式樣已於學生手冊第 11 頁至 13 頁內清楚列明，亦會在校務處陳列，學生可

於選購校服前，到校務處查明詳細的規格。學校會不時檢查學生儀容，敬希  貴家長督促子女遵

守校規，培養子女責任感。 
 

(四)  特別日子提示 

1. 29/3(一)改上星期五課節。 

2. 1/4(四)至 10/4(六)為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 

 
此致 

貴家長  台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 

 《回條》 

(請於 3 月 24 日前交班主任) 
 
敬覆者：學校行政通告 20-15 收悉，本人及敝子弟定當配合。 
 
  

中＿＿＿＿班學生＿＿＿＿＿＿（班號____） 

家長簽署：＿＿＿＿＿＿＿＿＿＿＿＿＿ 

                                                              二零二一年三月_____日  



中一至中五級上課時間安排(22/3至31/3)(更正版)

級別 時間 星期一(22/3) 星期二(23/3) 星期三(24/3) 星期四(25/3) 星期五(26/3)
8:15-12:45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2:45-3:00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3:00-3:40
回校上課：甲:中文、乙：

數學、丙：中文

回校上課：甲:數學、

乙：科學(單)/中文(雙)、

丙：科學
3:40-3:50 小息 小息

3:50-4:30 回校上課：英文

回校上課：甲:科學、

乙：科學(單)/中文(雙)、

丙：數學

8:15-12:45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2:45-3:00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3:00-3:40
回校上課：甲：體育、

乙：音樂、丙：視藝
回校上課：英文

3:40-3:50 小息 小息

3:50-4:30
回校上課：甲/丙：家政/基設

乙：電腦
回校上課：科學

8:15-12:45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2:45-3:00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3:00-3:40 回校上課：科學

3:40-3:50 小息

3:50-4:30 回校上課：中文

8:15-1:05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3:00-3:40 按單雙週上網課 在家自修
週會

(在家)
按單雙週上網課 按單雙週上網課

8:15-1:05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3:00-3:40 按單雙週上網課 在家自修
週會

(在家)
按單雙週上網課 按單雙週上網課

中六 1:45-5:10
回校對卷時間表

（見行政通告）

惜別會及離校祈禱會

(見行政通告)

中五

中三 回校上課：

選科講座

(2:45-4:15)

中四

中一
在家自修

回校上課：

班級活動

(2:45-4:15)

在家自修

在家自修
在家自修

在家自修

中二
在家自修

週會

(在家)

在家自修

3:40-3:50

2:45-3:00

請轉後頁



中一至中五級上課時間安排(22/3至31/3)(更正版)

級別 時間 星期一(29/3) 星期二(30/3) 星期三(31/3) 星期四(1/4) 星期五(2/4)
8:15-12:45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2:45-3:00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3:00-3:40
回校上課：甲:中文、乙：

數學、丙：中文
3:40-3:50 小息
3:50-4:30 回校上課：英文
8:15-12:45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2:45-3:00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3:00-3:40
回校上課：甲：中文、

乙：數學、丙：中文
3:40-3:50 小息

3:50-4:30
回校上課：甲：數學、

乙：中文、丙：數學
8:15-12:45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在家網課
2:45-3:00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回校上課：班主任課

3:00-3:40
甲：體育、乙：音樂

丙：視藝
回校上課：英文

3:40-3:50 小息 小息

3:50-4:30
甲/丙：家政/基設

乙：電腦
回校上課：數學

8:15-1:05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3:00-3:40 按單雙週上網課 按單雙週上網課
週會

(在家)
8:15-1:05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回校上課

3:00-3:40 按單雙週上網課 按單雙週上網課
週會

(在家)

中四

中五

學校假期 學校假期

中三
回校上課：

班級活動

(2:45-4:15)

中二
在家自修

回校上課：

班級活動

(2:45-4:15)

中一
在家自修

週會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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