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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1-14 號） 

 
敬啟者： 
依教育局於 28/2(一)最新公佈，本校作出下列的安排： 

1. 中一至中五級特別假期由 14/3（一）至 22/4（五），復課日期為 25/4（一）。 

2. 復課首週 25/4（一）至 29/4（五）的安排： 
a. 本校為文憑試借用場地，為配合文憑試安排，課堂會以網課形式進行，之後課堂安排將另

函通知。 
b. 由於文憑試需要大量的老師協助處理防疫及監考事務，故 25/4（一）至 29/4（五）的網課

會作出特別安排，詳情容後公佈。 
 

3. 暑期作業安排：中一至中五級的中英數三主科均會安排暑期作業供學生善用時間進行學習，高

中的選修科按教學進度酌量給予練習，有關暑期作業將透過速遞公司派送。學生必須在恢復實

體課後，將暑期作業交回班主任檢收。如  貴子弟在內地，請自行上 MS Teams 下載列印及完

成。 

4. 一對二補習安排：將在假期內暫停，但尖子組補習將另作安排，學校將另行通知相關的同學。 

5. 上學期成績表副本派發：為讓學生完成上學期學習總結及訂立改善計劃，上學期的成績副本將

隨學習材料派發。班主任將在 18/3（五）至 20/3（日）透過電話與家長商討改善  貴子弟德

學辦法。 

6. 中六級畢業試安排：依現行的時間表延至 10/3（四）至 22/3（二）舉行，以在家測驗的模式

進行。是次測驗成績不會納入學期成績計算。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認真在家完成相關測驗，以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為文憑試作好準備。試卷將於 3/3（四）由速遞公司派送。老師會在批改

完後作出回饋，以期令  貴子弟在文憑試取得佳績。學校會在 7/3（一）下午 3:30-4:00 利用

Zoom 向學生講解相關的安排。在家考試時間表見(附件一)，線上對卷安排如下： 
時間 23/3(三) 24/3(四) 

8:40-9:40 數學 通識 
9:55-10:55 選修一 中文 
11:05-12:05 選修二 英文 
12:15-1:15 數學延伸二 中六離校祈禱會暨惜別會 

 

7. 中六離校祈禱會暨惜別會將改以網上進行，為  貴子弟在公開試前作出鼓勵及祝福。時間安排

見上表。 

8. 本年度下學期的統測將在復課後的適當日期舉行，詳情稍後公佈。 

9. 中三升中四的選修科介紹講座將在復課後舉行，屆時將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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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特別假期內對中六級學生支援措施：科任老師將在以下時段內為個別學生提供文憑試應試支援，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準時出席。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30-10:30 中文 英文 選修一 數學 選修二 

11:00-12:00 中文 英文 選修一 數學 選修二 

1:30-2:30  數學延二  通識  

3:00-4:00  數學延二  通識  

 

11.  齊心抗疫資訊 
本港疫情非常嚴峻，學校得悉多名學生及教職員感染新冠病毒，幸好患者病徵並不嚴重，

部份已康復痊癒。學校再次呼籲學生及家長應盡快接種疫苗，以確保生命安全，亦有助學校

及社區築起更有效的保護屏障。讓我們齊心抗疫，讓疫情早日結束，早日回復正常生活。現

提供有關疫情資訊僅供參考，詳見(附件二)。 

12.  陽光電話 
學校關注學生就疫情帶來的情緒影響及在家學習情況，班主任、訓輔老師及學生支援組將

在特別假期期間，透過電話與學生及家長聯繫，了解學生在家學習及生活情況、跟進出勤、

支援情緒及發放正能量。 

13.  學生支援組 
在特別假期期間，學生支援組仍會維持小組活動、輔導服務、臨床心理學家服務、言語

治療服務、陽光電話等支援安排。請家長留意，並提醒學生準時出席有關活動。若未能出席

有關小組活動，必須請假並向本組呈交家長信或醫生紙。 

14.  徵用學校作為檢測中心 
早前接獲教育局通知擬徵用學校為檢測中心，日期為 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約 4 星期) ，

日期有待確實。學校需盡量減少人流以配合相關工作，為健康安全起見，請家長及學生切勿

在上述時間回校，有關校務處開放時間容後公佈。 

15.  更換夏季校服安排  
學校於恢復面授課堂後正式轉換夏季校服，第一天回校時務請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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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如有不合乎要求者，則當違規論。有關夏季

校服的式樣及詳細的規格已於學生手冊第 11 頁至 13 頁內清楚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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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        謹啟 
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                                                  (袁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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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於 3 月 10 日(四)前以相片形式交回班主任收執】 

敬覆者：    
   頃接 貴校學校行政通告（21-14 號），知悉有關事宜。 
 

中＿＿＿＿班學生＿＿＿＿＿＿（班號____）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三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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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畢業試考試時間表

日期 星期 考試時間
節

次
科目/試卷 

三月十日 四
08:30-10:00 (90 mins) 1 中國語文(一) 
10:45-12:15 (90 mins) 2 中國語文(二) 

三月十一日 五
08:30-10:00 (90 mins) 1 英國語文(一) 
11:00-13:00 (120 mins) 2 英國語文(二) 

三月十四日 一
08:30-10:30 (120 mins) 1 通識(一) 
11:15-12:30 (75 mins) 2 通識(二) 

三月十五日 二
08:30-10:45 (135 mins) 1 數學 必修部分(一) 
11:30-12:45 (75 mins) 2 數學 必修部分(二) 

三月十六日 三 08:30-11:00 (120 mins)# 1 英國語文(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三月十七日 四

08:30-10:30 (105 mins)# 1 中國語文(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廣東話

08:30-10:30 (105 mins)# 1 中國語文(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普通話

三月十八日 五

08:30-09:45 (75 mins) 1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一) 
08:30-10:30 (120 mins) 1 資訊及通訊科技(一) 
08:30-11:00 (150 mins) 1 化學(一) 
08:30-11:00 (150 mins) 1 地理(一) 
08:30-12:30 (240 mins) 1 視藝(一)及(二) 
10:30-12:45 (135 mins) 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二) 
11:15-12:45 (90 mins) 2 資訊及通訊科技(二) 
11:45-12:45 (60 mins) 2 化學(二) 
11:45-13:00 (75 mins) 2 地理(二) 

三月廿一日 一 08:30-11:00 (150 mins) 1 數學 延伸部分 單元二

三月廿二日 二

08:30-09:30 (60 mins) 1 經濟(一) 
08:30-10:00 (90 mins) 1 旅遊與款待(一) 
08:30-10:45 (135 mins) 1 中史(一) 
08:30-11:00 (150 mins) 1 生物(一) 
08:30-11:00 (150 mins) 1 物理(一) 
10:15-12:45 (150 mins) 2 經濟(二) 
10:45-12:00 (75 mins) 2 旅遊與款待(二) 
11:30-12:50 (80 mins) 2 中史(二) 
11:45-12:45 (60 mins) 2 生物(二) 
11:45-12:45 (60 mins) 2 物理(二) 

#備註：括號內的時間表示正式的考試時間長短，不包括試用耳機的時間。 

(附件一) 



．� 

防疫墓本功

自我檢測呈屬性點辦？

罹診後廛對方法

居家隔讎注意事項

丶

附件二



https://bit.ly/3Ig1Dn6




https://bit.ly/3pc0UMj


http://www.designatedtaxihk.com






https://bit.ly/3Ib2c1z


https://campaign.stheadline.com
https://bit.ly/3JqiB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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