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校行政通告20-19號
試後複習日、試後活動及結業禮/結業禮暨第廿五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暑期作業/初中暑期作業檢查及輔導班/中四升中五、中五升中六學生補課安排/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後之課節安排/註冊手續/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試後複習日、試後活動及結業禮
試後複習日、試後活動及結業禮，均為正常上課日，敬請敦促 貴子弟準時出席相關學習活動。
1. 試後複習日
5/7(一)為試後複習日，學生回校時間如常為上午八時十五分，放學時間為下午一時十分，
各班時間表稍後可上學校網頁查閱。
2. 試後活動
6/7(二)至 19/7(一)為試後活動，各項活動旨在發展學生學業及多元智能，請 貴子弟依特
別時間表出席有關活動，詳細安排見(附件一)。上述活動期間請假者，須出示醫生紙或有
關証明文件才可申辦補假手續。家長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駱燦明副校長及課外活動組主任
劉寶珠老師聯絡。
3. 結業禮
20/7(一)為結業禮日期，學生回校時間為上午 9 時正，放學時間為正午 12 時正。
(二) 結業禮暨第廿五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典禮將於 20/7(二)假本校禮堂舉行，屆時由校監狄和詩神父擔任主禮，歡迎各家長一同參加。
如有意出席之家長，可致電校務處李小姐報名留位。學生返學時間為上午 8 時 45 分至正午 12
時正，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三) 暑期作業
為了讓學生於暑假時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本校中、英及數學科為學生製作校本暑期作業。
中一至中五級中文、英文暑期作業全以校本製作，學生無需購買。而中一至中五級數學科與勤
達出版社合作，製作校本暑期作業，由數學科老師統一訂購，資料如下:
出版社：勤達出版有限公司；作業名稱：勤達校本暑期作業
中一升中二

中二升中三

中三升中四

中四升中五

中五升中六

實價$20
實價$20
實價$20
實價$36
實價$28
購買方法：經學校直接向出版社訂購，坊間無法購買。
學生應在暑假假期內用心完成所有暑期作業，並必須於下學年開學時交齊予科任老師批閱，敬
希留意，並敦促 貴子弟善用暑假加強學習。
(四) 初中暑期作業檢查及輔導班
為協助初中生能更好地利用暑假時間及依時完成暑期作業，學校於 2/8(一)至 3/8(二)安排為
期二天的暑期作業檢查及輔導班，除了檢查 貴子弟的進度外，也提供相關課業的輔導。若 貴
子弟於 2/8(一)當天檢查時已完成各科暑期作業的一半，則不必出席 3/8（二）的檢查及輔導班，
出席的學生會收到當天學校發出的家長信告知翌日的安排。請提醒 貴子弟依時出席及携帶中
英數科的暑期作業，詳細安排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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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四升中五、中五升中六學生補課安排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學習進度受影響，為協助學生追回學習進度，學校在暑期安排本年度
中四至中五級回校進行補課；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必須按補課時間表準時出席。
1.中四升中五學生補課安排
將於 13/7(二)至 25/8（三）期間進行為期共 12 天公開試科目補課，詳細日期及安排見(附件三)。
2.中五升中六學生補課安排
將於 13/7(二)至 25/8（三）期間進行為期共 16 天公開試科目補課，詳細日期及安排見(附件四)。
(六) 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後之課節安排
1.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課節（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節安排：
課程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文科
6
6
7
英文科
7
7
8
數學科
6
6
6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4
4
3
2.學生在 2 個選修科（2X）外可選擇第 3 個選修科，學生或選修應用學習課程，或選修數學延
伸Ⅱ，學生如不選修第 3 個 X，則須上語文導修課（中、英文）2 節。
3.為加強高中學生的語文能力，特設「語文增潤課」必修課 1 節。該課節內容包括全級語文之
學習活動，中英文閱讀策略、學習技巧及生涯規劃。
(七) 註冊手續
本學年即將結束，貴子弟須在 20/7(二)辦妥註冊手續。
2021-2022 年度各級堂費如下列 ：
學 生
註冊日期
中一升中二、中二升中三
7 月 20 日*

全年堂費
免 費

中三升中四、中四升中五、中五升中六
7 月 20 日*
$310
* 如遇教育局宣佈停課，註冊日延至21/7(三)。
高中學生 (升中四至中六)
 校方會發出蓋有校印的註冊證給已辦妥註冊手續之升讀中四至中六學生。
 全年堂費$310，學生可以選擇以現金或支票繳交。
現金繳費：須自備零錢(不設找續)用信封入好，信封面須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支票繳費：支票背面須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抬頭「天主教鳴遠中學法團校董會」。
 家長如有經濟困難，可與學校商討解決方法。
初中學生 (升中二至中三)
 校方會發出蓋有校印的註冊證給已辦妥註冊手續之升讀中二至中三學生。
其他注意事項
 不論升級或留級之學生必須於上述規定日期及時間內返校辦理註冊手續／繳交全年堂費，
逾期作放棄學位論。
 如 貴子弟因特別的原因而未能依時註冊，須於23/7(五)或之前致函/致電學校申請補辦
註冊手續。(如有查詢請致電27027102與校務處凌先生聯絡。)
(八) 特別日子提醒
1/7(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回條見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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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 試後活動 安排
6/7
(二)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升擇組：職業探索課程 8:30-1:00
*升擇組: APL 實體課
(9:00-12:15)
*升擇組: APL 網課
(3:05-5:05)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9:00-11:00)

圖書館: [超凡學生閱讀]分享會 (9:00 至 10:15)
中史科: 網上故宮博物院
傑出專題講座(在家進行)
(10:30-12:00)

中史科: 故宮博物院傑出專題講座 (10:30-12:00)
7/7
(三)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升擇組：職業探索課程 8:30-1:00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升擇組: APL 實體課
(9:00-12:00)
*升擇組: APL 尖東教學中
心(2:00-5:00)

*升擇組:
公開大學導引課程
(24 位) (1:00-6:00)

中三

中四

中五

*STEM 組:
電動車工作坊(三甲
班)
(3:00-5:15)

*升擇組: APL 實體課
(9:00-12:30)
*升擇組: APL 網課
(3:05-5:05)

(9:00-11:00)

* 銀樂隊: TVB 明星運動會錄影 (1:30-8:00)
8/7
(四)

中一

中二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9:00-11:00)

銀樂隊練習 (9:00-12:00 ; 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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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五)

中一

中二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9:00-11:00)

中三

中四

*STEM 組:
電動車工作坊(三甲班)
(3:00-5:15)

*升擇組:
APL 實體課
(9:00-12:30)
APL 網課(3:05-5:05)

中五

銀樂隊練習 (9:00-12:00 ; 2:00-4:00)
10/7
(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旅款科: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F.3-7 人; F.4-1 人; F.5-7 人) (9:15-1:15)
*升擇組:
APL 尖東教學中心
(9:30-12:30)
銀樂隊交流活動：民安隊「民盡期才」計劃(12:30-4:30)

12/7
(一)

中一

中二

中三

活動組: 慈善便服日
活動組: 四社問答比賽 (10:00-11:00)

中四

中五

訓導組: 禁毒講座 (9:00-9:45)
活動組: 四社改選 (11:15-12:00)
*升擇組:
APL 尖東教學中心
(2:00-5:00)

13/7
(二)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 訓育處: 班會活動
(9:00-10:30)

# 訓育處: 班會活動
(9:00-10:30)

# 活動組: 級會活動
(9:00-10:30)

補課

補課

中四

中五

補課

補課

訓導組: 暑期陷阱講座(11:00-12:00)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14/7
(三)

中一

(9:00-11:00)
中二

# 中史及生社科: 中華文化日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中三
(9:00-1:00)

(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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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四)

中一

中二

# 輔導組:
開放式藝術工作坊
(9:00-10:30)
# 活動組: 級會活動
(10:45-12:00)

*訓導組: 領袖生訓練日 (F.2 及 F.3 -20 人; F.4-5 人)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16/7
(五)

中三

中一

中四

中五

補課

升擇組:
模擬放榜及舊生分享
(9:00-12:00)

(9:00-12:00)

(9:00-11:00)
中二

中三

# 輔導組:
開放式藝術工作坊
(9:00-10:30)

中四

中五

補課

補課

中四

中五

# 活動組: 級會活動
(10:45-12:00)
*新移民組: 學童粵語班(約共 5 人)
19/7
(一)

中一

(9:00-11:00)
中二

中三
活動組: 結業禮綵排 (9:00-12:00)

* 升擇組:
APL(校外) (9:00-2:30)
20/7
(二)

備

註：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一至中五級結業禮 暨 第廿五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9:00-12:00)
1.“*”代表須參與之學生將另獲家長信或文件通知活動詳情
2.“#”代表該活動可穿著體育服回校
3. 6/7-20/7 期間請假者，須出示醫生紙或有關証明文件才可申請補假。如未能完成請假手續者，將於下年度作跟進。

5

(附件二)
初中暑期作業檢查及輔導班上課時間表
2/8（一）

日期

3/8（二）

時間
9:30-10:50

中一（甲：陳；乙：偉；丙：黃）
中二（甲：王；乙：雪；丙：施）
中三（甲：詠；乙：洪；丙：劉）
各班在原課室上課

中一（甲：陳；乙：偉；丙：黃）
中二（甲：王；乙：雪；丙：施）
中三（甲：詠；乙：洪；丙：劉）
各班在原課室上課
小息
中一（甲：陳；乙：偉；丙：黃）
中二（甲：王；乙：雪；丙：施）
中三（甲：詠；乙：洪；丙：劉）
各班在原課室上課

10:50-11:10
11:10-12:30

中一（甲：陳；乙：偉；丙：黃）
中二（甲：王；乙：雪；丙：施）
中三（甲：詠；乙：洪；丙：劉）
各班在原課室上課

1.學生回校後，9:30於操場集隊上課室進行點名及檢查作業。
2.如達標者(完成50%)，鼓勵其完成餘下的部份。並發出已達標的家長信。
3.如未達標者，需努力完成。
4.如當天未能完成者，發出未達標家長信著其子女翌日回校完成相關作業。
5.需重檢的同學必項交回家長信。
----------------------------------------------------------------------------------------------------------------------------------

《回條》
【請著 貴子弟於 7 月 5 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學校行政通告 20-19 收悉，本人及敝子弟定當配合。
購買暑期作業
本人請學校代為訂購以下暑期作業，請以「」表示訂購項目，並同意學校在 8/7(星期四)在 e-Class
智能卡帳戶內扣除下列金額：
中一升中二

中二升中三

中三升中四

中四升中五

中五升中六

繳交$20 

繳交$20 

繳交$20 

繳交$36 

繳交$28 

此覆
袁玉蘭校長
中＿＿＿＿班學生＿＿＿＿＿＿（班號____）
學生家長簽署：＿＿＿＿＿＿＿＿＿＿＿＿＿
二零二一年七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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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四升中五暑期補課時間表
日期
時間

中
四
升
中
五

12/7(一)

13/7(二)

14/7(三)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20/7(二)

21/7(三)

22/7(四)

23/7(五)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09:00-09:45

09:45-10:30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10:30-10:50

11:35-12:20

日期
時間

19/7(一)

09:00-09:45

中
四
升
中
五

09:45-10:30

10:30-10:50

20-21年度結業禮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11:35-12:20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16/8(一)

17/8(二)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小息

文憑試放榜

10:50-11:35

日期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18/8(三)

19/8(四)

09:00-09:45

數學(4A、503、子)
數學(4B、504、健)

通識(4A、503、張)
通識(4B、504、阮)

09:45-10:30

數學(4A、503、子)
數學(4B、504、健)

通識(4A、503、張)
通識(4B、504、阮)

時間

中
四
升
中
五

結業禮綵排

16/7(五)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小息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化學(S4、611、鄒)
資通(S4、304、石)
視藝(S4、214、景)
企財(S4、504、施)
地理(S4、302、鎮)

英文(A、502、淑)
英文(B、503、偉)
英文(C、504、蓮)

10:50-11:35

15/7(四)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生物(S4、502、鍾)
經濟(S4、503、賜)
物理(S4、613、紀)
中史(S4、504、古)
旅待(S4、605、蕭)
20/8(五)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小息

10:30-10:50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10:50-11:35

11:35-12:20

7

數學(4A、503、子)
數學(4B、504、健)

數學(4A、503、子)
數學(4B、504、健)

數學(4A、503、子)
數學(4B、504、健)

數學(4A、503、子)
數學(4B、504、健)

中四升中五暑期補課時間表
日期
時間
09:00-09:45
中
四
升
中
五

09:45-10:30

23/8(一)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24/8(二)

25/8(三)

數學延二(4A、105、駱)

通識(4A、503、張)
通識(4B、504、阮)

數學延二(4A、105、駱)

通識(4A、503、張)
通識(4B、504、阮)

小息

10:30-10:50
10:50-11:35

通識(4A、503、張)
通識(4B、504、阮)

數學延二(4A、105、駱)

11:35-12:20

通識(4A、503、張)
通識(4B、504、阮)

數學延二(4A、105、駱)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中文(S4、503、儀)
中文(S4、504、文)
中文(S4、105、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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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四)

27/8(五)

(附件四)

中五升中六暑期補課時間表
日期
時間

中
五
升
中
六

12/7(一)

09:00-09:45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09:45-10:30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10:30-10:50

10:50-11:35

11:35-12:20

日期
時間

中
五
升
中
六

13/7(二)

19/7(一)

14/7(三)

15/7(四)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小息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20/7(二)

21/7(三)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小息
模擬放榜
(詳情另見通告)

22/7(四)

09:00-09:45

09:45-10:30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20-21年度結業禮

文憑試放榜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10:50-11:35

11:35-12:20

日期

中
五
升
中
六

26/7(一)

09:00-09:45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09:45-10:30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27/7(二)

28/7(三)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小息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10:30-10:50
10:50-11:35

11:35-12:20

23/7(五)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小息

10:30-10:50

時間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結業禮綵排

16/7(五)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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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四)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生物(S5、606、鍾)
經濟(S5、404、賜)
物理(S5、613、紀)
中史(S5、403、古)
旅待(S5、605、蕭)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通識(5A、403、張)
通識(5B、404、阮)

30/7(五)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英文(S5、606、淑)
英文(S5、403、偉)
英文(S5、404、潘)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中文(S5、403、王)
中文(S5、404、儀)
中文(S5、606、祁)

中五升中六暑期補課時間表
日期
時間

16/8(一)

17/8(二)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09:00-09:45

中
五
升
中
六

09:45-10:30

10:30-10:50

10:50-11:35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11:35-12:20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日期
時間

09:00-09:45

中
五
升
中
六

18/8(三)

09:45-10:30

23/8(一)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24/8(二)

25/8(三)

數學延二(5A、403、詠)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數學延二(5A、403、詠)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19/8(四)

20/8(五)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小息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26/8(四)

27/8(五)

小息

10:30-10:50

10:50-11:35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數學延二(5A、403、詠)

11:35-12:20

數學(A、403、詠)
數學(B、606、駱)
數學(C、404、杰)

數學延二(5A、403、詠)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化學(S5、611、鄒)
資通(S5、304、石)
視藝(S5、214、彭)
企財(S5、403、施)
地理(S5、302、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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