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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0-18 號） 
第二學期期考安排/全港學校全面恢復半天面授課堂/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70 周年校慶新設施祝聖禮暨中六級畢業典禮/中三級選科講座/ 
結業禮及暑期補課方案/歸還圖書館書籍通知/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第二學期期考安排 

為爭取追回因疫情停課受影響的學習進度，學校將第二學期期考延後至 6月 18日（星期五）
至 6 月 30 日（星期三）進行。考試期間，學生如常於早上 8 時 15 分前回校，早會改在課室聆
聽中央廣播。考試時間表請細閱(附件一)，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 

學校明白疫情對學生的學習進度造成負面影響，但希望在家校合作下，鼓勵學生積極學習，
盡力做到最好。此外，學生必須注意以下特別事項： 
1. 由於期考延後，原來考試日(10/6(四)至 17/6(四))改為上課日，依半天上午上課時間表上課。 
2. 考試期間，若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停課，則該天所考科目會安排補考。(如遇此情況，

請留意本校的網上資訊) 
3. 若因病缺席考試，學生必須於回校首日呈交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向學校申請補考，逾期

一概不受理。學校一般不接受因事缺考，特別事假須得校方批准才可補考。 
4. 遲到的學生，仍須參加考試，惟不補時。 
5. 測考規則及補考規則可詳見於學生手冊。 
6. 學生成績評核準則可詳見於學校網頁裡的教務→學業提升政策→評核準則連結(5月 28日可

在此連結查閱)。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學校已為中一至中五級編定溫習課節，學生必須出席，放學時間

最早為中午 12 時(如當天考試至 12 時後則不設溫習班)，詳見第二學期考試時間表及溫習時間表
(附件一)。考試範圍稍後可於學校網頁下載。 

 
(二) 全港學校全面恢復半天面授課堂 

按 5 月 11 日教育局通函，全港學校將由 5 月 24 日(星期一)起全面恢復面授課堂，上課時
間仍以半天為限。因應新措施，即現時返下午班的中二級學生將由 5 月 24 日開始回復上午上課，
上課時間為 8:15-1:05，下午延伸課安排請參閱(附件二)(中二級適用)，其他各級的上課時間及延
伸課時間不變。 

 
(三)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 

本年度全港性系統評估雖因疫情取消，惟學校仍希望透過使用相關的評估材料讓老師掌握
學生相對於全港學生的水平，故在期考期間，安排中英數三科進行系統性的紙筆評估，相關評
估將交由考評局評分及提供全港數據進行比對，讓學校了解學生在中英數三個主科學習成效，
以訂定更合適的學習支援計劃，安排詳情如下： 

科目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地點 
數學 6 月 23 日（三） 

（10:30 考完中文綜合卷及普通話卷後） 
10:55-12:00 各班原課室 

 
中文 6 月 24 日（四） 

（9:30 考完中史後） 
10:00-10:30  閱讀卷 
10:35-10:55  聆聽卷 
10:55-11:10  休息 
11:10-12:25  寫作卷   

英文 6 月 25 日（五） 
（10:00 考完數學後） 

10:30-11:05  閱讀卷 
11:10-11:45  聆聽卷 
11:45-12:00  休息 
12:00-12:40  寫作卷 



(四) 70 周年校慶新設施祝聖禮暨中六級畢業典禮 
202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假本校禮堂舉行「70 周年校慶新設

施祝聖禮暨中六級畢業典禮」，當日邀得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夏志誠主教蒞臨主禮，實感
蒙恩。 

當天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將留在家中進行網課，時間由 8：15am 至 10:45am(即早會至第四
節課堂)。如需回校協助典禮之學生，將另行獲發有關活動回條。 

 
(五) 中三級選科講座(中三級學生適用) 

為讓中三家長深入了解本校高中課程的結構以及協助子女選科，本校將為 貴家長舉辦「中
三級選科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6:30-8:00 
地點：本校禮堂 
內容：高中課程的學習要求、科目組合、選科程序、班主任與家長面談。 

由於是次講座對  貴子弟特別重要，懇請閣下撥冗偕子女出席，家校合作，同為 貴子弟前
途努力。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學校與  貴子弟之班主任聯絡。 

 
(六) 結業禮及暑期補課方案 

由於本年度各級需追回學習進度，期考安排已延後。鑒於疫情不穩定，本年度的結業禮日
期及暑期補課安排會在下期行政通告告知家長，家長應避免安排子女太早離港，以免因出入境
的檢疫措施導致 貴子弟錯過補課。 

 
(七) 歸還圖書館書籍通知 

本學年圖書館借書服務將於 5 月 28 日(星期五)停止，以便進行圖書盤點工作。若 7 月 2 日(星
期五)仍未歸還書籍，則當失書論，需照書價賠償及繳交手續費，詳情請參考學期初所派發的
20-01 行政通告。同時，本校鼓勵閱讀，善用餘暇，歡迎學生在暑假期間，登入以下網址閱讀電
子書籍：教育城電子閱讀「e 悅讀學校計劃」網址如下：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八) 特別日子提醒 

1.  14/5(五)教師專業發展日 III，學生停課一天。 
2.  19/5(三)佛誕假期。 
3.  28/5(五)70 周年校慶新設施祝聖禮暨中六級畢業典禮。 
4.  7/6(一)上星期五課堂。 
5.  14/6(一)端午節假期。 

 
此致 

貴家長  台照 
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袁玉蘭)           
-------------------------------------------------------------------------------------------------------------------------------- 

 《回條》 
(請於 5 月 17 日前交班主任收執) 

 
敬覆者：學校行政通告 20-18 收悉，本人及敝子弟定當配合。 

中三家長選科講座(中三級學生適用) 
本人將 出席(人數：_____人) 或 不出席 6月11日(星期五)「中三級選科講座」。 

 
中＿＿＿＿班學生＿＿＿＿＿＿（班號____） 

家長簽署：＿＿＿＿＿＿＿＿＿＿＿＿＿ 

(請以＂＂選擇適用者)                                           二零二一年五月_____日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2020-2021年下學期考試時間表及溫習時間表

甲 乙 丙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中五 08:30-10:00 中文卷一（閱讀、讀本) 10:30-12:00 中文卷二(寫作技巧)

中四 204室 205室 08:30-10:00 中文卷一（閱讀、讀本) 10:30-12:30 六樓課室：中文口試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09:45 中文卷一（閱讀、讀本) 10:15-11:30 中文卷二(寫作技巧)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45 中文卷一（閱讀、讀本) 10:15-11:30 中文卷二(寫作技巧)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09:45 中文卷一（閱讀、讀本) 10:15-11:30 中文卷二(寫作技巧)

中五 08:30-10:00 英文卷一（閱讀及文法） 10:30-12:30 英文卷二（寫作技巧）

中四 204室 205室 08:30-10:00 英文卷一（閱讀及文法） 10:15-11:00 通識 11:15-12:00 通識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09:30 英文卷一（閱讀及文法） 10:00-11:00 英文卷二（寫作技巧） 11:15-12:00 生社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30 英文卷一（閱讀及文法） 09:45-11:00 生社 11:15-12:00 生社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09:30 英文卷一（閱讀及文法） 10:00-11:00 英文卷二（寫作技巧） 11:15-12:00 生社

中五 08:30-10:30 通識卷一 11:00-12:15 通識卷二

中四 204室 205室 08:30-10:30 通識 11:00-12:30 204室:數學延伸二 10:45-12:00 數學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9:45-12:00 中文口試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9:45-11:00 數學 11:15-12:00 數學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9:45-12:00 英文口試

中五 08:30-10:45 數學卷一 11:15-12:30 數學卷二

中四 204室 205室 08:30-10:00 數學 10:30-12:30 六樓課室：英文口試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10:30 中文綜合及普通話 10:55-12:00 數學科系統性評估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10:00 數學 10:15-11:00 英文 11:15-12:00 英文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10:00 數學 10:15-11:00 中文 11:15-12:00 普話

五

六

月

廿

一

日

一

禮堂

禮堂

禮堂
六

月

廿

三

日

三

溫習時段

第一節

溫習時段

第二節

08:30-09:30

禮堂

生社

考試時段

第一節

考試時段

第二節日

期

星

期
級別

考試/溫習

地點

六

月

廿

二

日

二

六

月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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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年下學期考試時間表及溫習時間表

甲 乙 丙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溫習時段

第一節

溫習時段

第二節

考試時段

第一節

考試時段

第二節日

期

星

期
級別

考試/溫習

地點

中五 08:30-11:15 地理卷一 11:45-01:00 地理卷二

中五 08:30-11:00 化學卷一 11:30-12:30 化學卷二

中五 08:30-10:30 資通卷一 11:00-12:30 資通卷二

中五 08:30-09:45 企財卷一 10:15-12:30 企財卷二

中五 08:30-12:30 視藝卷一及卷二

中四 08:30-10:00 中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0:30-12:00 英文卷三(聆聽)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09:30 中史 10:00-12:25 中文科系統性評估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30 英文卷二（寫作技巧） 09:45-12:00 中文口試

中一 08:30-10:30 中文綜合及普通話 10:45-12:00 科學

中五 08:30-10:30 中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1:00-01:00 六樓課室：英文口試

204室 08:30-10:00 企財、地理 10:15-11:00 選修一 11:15-12:00 選修一

205室 08:30-10:00 資通、化學 10:15-11:00 選修一 11:15-12:00 選修一

08:30-12:30 視藝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10:00 數學 10:30-12:40 英文科系統性評估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30 地理 9:45-11:00 科學 11:15-12:00 科學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09:30 科學 09:45-12:00 中文口試

中五 08:30-10:45 英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1:15-01:15 六樓課室：中文口試

204室 08:30-10:00 生物、物理 10:15-11:00 英文 11:15-12:00 英文

205室 08:30-10:00 經濟、中史、旅待 10:15-11:00 英文 11:15-12:00 英文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09:30 科學 09:45-11:00 地理 11:15-12:00 地理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30 科學 09:45-12:00 英文口試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09:30 地理 09:45-11:00 英文 11:15-12:00 英文

中四

一

六

月

廿

八

日

六

月

廿

四

日

六

月

廿

五

日

五

四

中四

禮堂

禮堂

禮堂

706室

403室

403室

404室

503室

214室

21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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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年下學期考試時間表及溫習時間表

甲 乙 丙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時間 科目

溫習時段

第一節

溫習時段

第二節

考試時段

第一節

考試時段

第二節日

期

星

期
級別

考試/溫習

地點

08:30-09:30 經濟卷一 10:15-12:45 經濟卷二

08:30-10:00 旅待卷一 10:45-12:00 旅待卷二

08:30-11:00 生物卷一 11:30-12:30 生物卷二

08:30-11:00 物理卷一 11:30-12:30 物理卷二

08:30-10:45 中史卷一 11:15-12:35 中史卷二

中四 204室 205室 08:30-10:00 英文卷二（寫作技巧） 10:15-11:00 中文 11:15-12:00 中文

中三 505室 506室 507室 08:30-09:30 地理 09:45-12:00 英文口試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30 英文卷三(聆聽) 10:00-12:00 中文綜合及普通話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09:30 英文卷三(聆聽) 09:45-11:00 中史 11:15-12:00 中史

中五 08:30-11:00 數學延伸二

中四 204室 205室 08:30-10:00 中文卷二(寫作技巧)

中三 08:30-09:30 英文卷三(聆聽)

中二 405室 406室 407室 08:30-09:30 中史

中一 202室202A室 203室 08:30-09:30 中史

注意事項：

1.各級體育、視藝、音樂科隨堂考試，時間由科任老師另行通知。

2.高中考聆聽卷的學生必須自備耳機應考。

3.中四及中五退選的學生如當天沒有考試，可選擇在家或返回學校圖書館自修。

4.所有考生必須在開考前15分鐘到達試場。

5.除30/6考完試放學外，其他日子需留校溫習至12時正方可離校，溫習班安排見上表。

6.考試時間至11:30完成的班別須由監考老師看管自修至12時正才可放學。

7.高中級中英文口試試場佈置由科主任協調。

8.中三級系統性評估、溫習班、初中中文口試及初中英文口試在各班原課室進行。

503室

六

月

三

十

日

三

中五

706室

六

月

廿

九

日

二

403室

404室

403室

403室

4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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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各級延伸課安排(5月24日起適用)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數學A組:403室(詠) 通識A班:403室(張) 生物：414室(鍾) 數學延二：605室(詠)

數學B組:606室(駱) 通識B班:404室(阮) 經濟：404室(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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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A組：606室(淑) 化學：611室(鄒) 中文A組：403室(王) 數學延二：605室(詠)

英文B組：403室(偉) 企財：403室(施) 中文B組：405室(儀) 應用學習課程

英文C組：404室(潘) 資通：207室(石) 中文C組：606室(祁)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彭)

數學A班：204室(子) 數學延二：105室(駱) 英文A組：204室(淑) 化學：611室(鄒)

數學B班：205室(健) 應用學習課程 英文B組：502室(偉) 企財：204室(施)

英文C組：205室(蓮) 資通：207室(石)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景)

中文一組：105室(馮) 數學延二：105室(駱) 生物：414室(鍾) 通識A班:204室(張)

中文二組：204室(儀) 應用學習課程 經濟：205室(賜) 通識B班:205室(阮)

中文三組：205室(文) 物理：613室(紀)

旅待：105室(蕭)

中史：204室(古)

甲：在家自修 英文A組：505室(淑) 甲：數學(505室、詠) 甲：中文(505室、文)

乙：中文(505室、陳) 英文B組：506室(周) 乙：數學(506室、子) 乙：在家自修

丙：數學(506室、黃) 英文C組：507室(劉) 丙：中文(507室、洪) 丙：在家自修

英文A組：405室(雪) 甲：中文(405室、王） 甲：數學（405室、琪）

英文B組：406室(蓮) 乙：中文（406室、文） 乙：數學（406室、黃）

英文C組：407室(劉) 丙：中文（407室、陳） 丙：數學 (407室、施)

甲:中文(202室、祁) 英文A組：202室(蓮) 甲:數學(202室、子)

乙:數學(202A室、琪) 英文B組：202A室(潘) 乙:中文(202A室、陳)

丙:中文(203室、王) 英文C組：203室(雪) 丙:數學(203室、黃)

中一個別學生

導修時段

(3:05-03:45)

週會/

班主任課
在家自修

在家自修

中四

雙週

(3:05-3:45)

週會/

班主任課

中三個別學生

導修時段

(3:05-03:45)

週會/

班主任課

中二個別學生

導修時段

(3:05-03:45)

週會/

班主任課

中五

單週

(3:05-3:45)

週會/

班主任課

中五

雙週

(3:05-3:45)

週會/

班主任課

中四

單週

(3:05-3:45)

週會/

班主任課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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