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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1-17號） 

學校健康指引／中五級全日面授課安排／學生支援組家長講座／中六畢業典禮 

歸還圖書館書籍通知／「鳴遠創客 STEM 創未來」人工智能培訓課程／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學校健康指引 

1. 按教育局早前更新學校防疫抗疫措施安排，維持學校師生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

安排至六月下旬，相關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格見附件一。學校會繼續嚴格落實

各項衞生防疫措施，包括量度體溫、教職員及學生要時刻佩戴口罩、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和避免人群聚集等，以確保校舍清潔和衞生，讓學生在安全的校園環境下學習。 

2. 學校早前收到由政府部門、社福機構、社會賢達及校友送贈之防疫物資，現轉贈兩盒口

罩及 25套快測包供全體同學使用，再次感謝社會各界人仕對學校支持。 

3. 各級接種疫苗概況 

學校定期更新學生接種疫苗的最新情況。感謝各位家長及學生的支持和配合，截至

5月 26日(四)的統計數字如下： 

級別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全校 

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率 63% 80% 77% 81% 90% 78% 

(二) 中五級全日面授課安排 

由於本校中五級學生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人數達到 90%，按教育局指

引，可允許本校為該級別的同學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及其他活動。故中五級定於 6月 6日(一)

開始全日面授課，上課時間表見附件二。中一至中四級學生仍按規定進行半天面授課，而中

五級學生每天在校午膳後，則可繼續參與面授課堂或其他課外活動。 

(三) 學生支援組家長講座 

為了讓家長提升對子女和自身情緒需要的認識，並協助家長更有策略地培育和管教子女，

從而提升親子關係，以達致更融洽、更有活力的家庭生活。本校誠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

工為家長舉行名為「天氣不似預期」認識孩子和家長情緒風暴講座。由於疫情關係，是次講

座將會以網上 ZOOM 形式進行。現誠邀  閣下參與是次講座(有關會議資料詳情，本組會於

稍後時間再個別聯絡參與家長)。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027102 學生支援組

劉嘉詠老師。活動詳情如下： 

題目：「天氣不似預期」認識孩子和家長情緒風暴講座 

講者：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 

日期：2022年 6月 17日 (五) 

時間：晚上 6:30 至 8:00 

(四) 中六畢業典禮 

2022年 6月 24日(五)下午 5:30 至 7:30 假本校禮堂舉行中六級畢業典禮，並邀得明愛職

業訓練及教育服務總主任李劍華先生蒞臨主禮。所有中五級學生必須留校出席(如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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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告假；事假須於事前呈交家長信，病假則須呈交醫生證明)。如需回校協助典禮之學生，

將另行獲發有關活動回條。除工作人員外，中一至中四級學生放學時間為下午 1:15，當日

下午延伸課取消(中五級應用學習課程(APL)除外)。 

誠邀  貴家長出席畢業禮一同分享這溫馨時刻，有意出席者，請致電 27027102 校務處

聯絡陳詠琪小姐。典禮當日若因天氣惡劣，天文台於早上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懸掛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或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典禮將改期進行，安排將另行通知。

詳情請瀏覽學校網頁 http://www.mingyuen.edu.hk 

(五) 歸還圖書館書籍通知

本學年圖書館借書服務將於 6 月 30 日(四)停止，學生於 7 月 4 日(一) 至 7 月 22 日(五)

期間可繼續還書。7 月 25 日(一)起閉館，圖書館盤點期間，不會有借還書服務。倘若學生於

當天仍未歸還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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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行政通告。

(六) 「鳴遠創客 STEM 創未來」人工智能培訓課程

學校將於六月開始的下午時段，開展「鳴遠創客 STEM 創未來」人工智能培訓課程，邀

請有興趣、有能力的學生創客，一起學習人工智能，考取專業證書，參與科技比賽，發揮創

意，拓闊眼界。課程資料如下： 

對象： 中一至中四級，有興趣深入了解人工智能(AI)、學習編

程和動手研發科技產品的學生。 

影片簡介 

查詢 / 報名 

課程安排： - 第一部份：Microsoft AI-900 專業證書入門培訓課

程(20小時)，包括證書考試培訓，六月逢星期二、

四，下午 2:30 至 4:30 於學校舉行；

- 第二部份：AI-60 創新科技比賽練習課程（20 小

時），於七月試後活動時段開展。

課程詳細資料： https://cutt.ly/yHVpP3y 

費用： 全免 (包括考取專業試費用) 

名額︰ 24人 (學生需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 

報名、查詢： https://forms.office.com/r/eEKG8P3ubs 

負責老師︰ 石仲山主任 

(七) 特別日子提醒

1. 30/5(一)至 1/6(三)：下學期統測日，測考範圍已上載校網

2. 3/6(五)：端午節放假一天

3. 10/6(五)：家長黃昏茶敍及中三選科講座(詳細安排見上一期行政通告，出席人士需符合

疫苗通行證要求)

4. 17/6(五)：當天下午全體教師參加策劃下學年工作會議，下午延伸課取消(中四級應用學

習課程(APL)除外)

5. 24/6(五)：中六畢業典禮，下午延伸課取消(中五級應用學習課程(APL)除外)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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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鳴遠中學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結果記錄表 

姓名:                          班別:             學號：   月份：六月 

 

1. 每天上學前，學生須量度體溫，學生如有發燒，切勿回校，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

中休息。 

2. 學生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上課。如檢測結果是陽性，

須停止上課並立即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同時須於 24 小時內透過「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

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https://www.chp.gov.hk/ratp/)向衞生署申報 。 

3. 家長／監護人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結果，並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

職員/班主任查閱。 

--------------------------------------------------------------------------------------------------------------------------------- 

學生曾確診記錄：(就 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人士而言，他們在康復日起計的 3 個月內毋須進

行快速抗原測試，請家長／監護人向學校遞交證明文件)，學生仍須填寫體溫記錄。 

康復日期：_______________      已收取證明文件日期：     

家長簽署：         助理校長(訓育)簽署：      

 

檢測日期 量度/檢測時間 溫度 檢測結果() 家長/監護人簽署 

1/6/2022(三) 
 

℉/℃ 陰性 □  陽性□ 
 

2/6/2022(四) 
 

℉/℃ 陰性 □  陽性□ 
 

4/6/2022(六) 
 

℉/℃ 陰性 □  陽性□ 
 

6/6/2022(一)  ℉/℃ 陰性 □  陽性□ 
 

7/6/2022(二) 
 

℉/℃ 陰性 □  陽性□ 
 

8/6/2022(三) 
 

℉/℃ 陰性 □  陽性□ 
 

9/6/2022(四) 
 

℉/℃ 陰性 □  陽性□ 
 

10/6/2022(五) 
 

℉/℃ 陰性 □  陽性□ 
 

11/6/2022(六) 
 

℉/℃ 陰性 □  陽性□ 
 

13/6/2022(一) 
 

℉/℃ 陰性 □  陽性□ 
 

14/6/2022(二) 
 

℉/℃ 陰性 □  陽性□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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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022(三) 
 

℉/℃ 陰性 □  陽性□ 
 

16/6/2022(四) 
 

℉/℃ 陰性 □  陽性□ 
 

17/6/2022(五) 
 

℉/℃ 陰性 □  陽性□ 
 

18/6/2022(六) 
 

℉/℃ 陰性 □  陽性□ 
 

20/6/2022(一) 
 

℉/℃ 陰性 □  陽性□ 
 

21/6/2022(二) 
 

℉/℃ 陰性 □  陽性□ 
 

22/6/2022(三) 
 

℉/℃ 陰性 □  陽性□ 
 

23/6/2022(四) 
 

℉/℃ 陰性 □  陽性□ 
 

24/6/2022(五) 
 

℉/℃ 陰性 □  陽性□ 
 

25/6/2022(六) 
 

℉/℃ 陰性 □  陽性□ 
 

27/6/2022(一) 
 

℉/℃ 陰性 □  陽性□ 
 

28/6/2022(二) 
 

℉/℃ 陰性 □  陽性□ 
 

29/6/2022(三) 
 

℉/℃ 陰性 □  陽性□ 
 

30/6/2022(四) 
 

℉/℃ 陰性 □  陽性□ 
 

 

  



中五級延伸課安排(6/6起適用)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通識A班：204室(張)
通識B班：205室(阮)

數學延二：606室(駱)
應用學習(706室)

數學A班：204室(駱)
數學B班：205室(詠)
數學C班：606室(健)

測驗時段：2:20-3:00 
8/6：數學

22/6：英文

週會時段：3:15-3:55

英文A組：606室(歐)
英文B組：204室(偉)
英文C組：205室(輝)
英文D組：607室(蓮)

數學延二：606室(駱)中文A組：204室(馮)
中文B組：205室(儀)
中文C組：105室(文)

測驗時段：2:20-3:00 
15/6：學習技巧工作坊
29/6：中文

週會時段：3:15-3:55

生物：414室(鍾)
經濟：205室(李)
物理：613室(紀)
旅待：604室(蕭)
中史：204室(古)

化學：611室(鄒)
企財：204室(施)
資通：111室(石)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鄧)

備註：選修退選學生可在下午回家自修。

中五單週

在校2:20-3:55

中五雙週

在校2:20-3:55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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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請於 5月 31日(二)前交回班主任收執】 

敬覆者：
  頃接 貴校學校行政通告（21-17號），知悉有關事宜。 

1. 學生支援組家長講座

本人將 出席(人數：_____人) 或 不出席 6 月 17 日(五)家長講座。

2. 「鳴遠創客 STEM 創未來」人工智能培訓課程

本人子女擬 參加 ／ 不參加「鳴遠創客 STEM 創未來」人工智能培訓課程。

中＿＿＿＿班學生＿＿＿＿＿＿（班號____）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五月_____日  

(請以＂＂選擇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