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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1-19 號） 
教師快測結果呈陽性通知／學校健康指引／試後複習日、試後活動及試後上課日與文憑放榜安排

／Python 遊戲編程課程／結業禮暨第廿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中四升中五、中五升中六學生暑期補課安排／註冊手續／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教師快測結果呈陽性通知 
學校在 7 月 4 日上午接獲本校一名教師通知，其 2019 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

陽性。學校已呈報衞生防護中心相關個案，暫時沒有其他教職員及學生被界定為「密切接

觸者」。就此，學校已加強校園的消毒清潔工作。 
按教育局指引，除非衞生防護中心作出特別指示，否則學校可在做足防疫措施下繼續

上課。因此，學校將維持原有面授課堂安排。校方會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密切

監察校內師生的健康情況。如有最新進展，校方會儘快通知學生及家長。家長如欲查詢更

多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資料，可瀏覽相關網頁：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或致電衞生防護中心查詢。 

學校在此再三促請各位家長應依照衞生防護中心的健康指引，為預防冠狀病毒病採取

合適的預防措施，包括注射疫苗，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ealth-advice.htm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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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至八月，7 月及 8 月份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格已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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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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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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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85% 80% 89% 90% 81.7% 

(三) 試後複習日、試後活動及試後上課日與文憑放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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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四)至 15/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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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為下午一時十五分，各班時間表稍後可上學校網頁查閱。 

2. 試後活動 
25/7(一)至 4/8(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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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安排稍後公佈。上述活動期間請假者，須出示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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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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課外活動組主任
劉寶珠老師聯絡。 

3. 試後上課日與文憑試放榜安排 

18/7(一)、19/7(二)、21/7(四)及 22/7(五)為試後上課日，各級依平日上課時間表上

課，即回校時間為上午八時十五分，放學時間為下午一時十五分。20/7(三)為文憑試放
榜日，當天中一至中五級學生不必回校。詳細安排見下表： 

    日期 

時間 
18/7(一) 19/7(二) 20/7(三) 21/7(四) 22/7(五) 

8:15-1:15 

中一、二、
四、五會依時
間表上課。 

中一、二、
四、五會依時
間表上課。 

中六文憑試
放榜。 

中一至中五
不必回校。 

中一至中五
級回校依時
間表上課 

中一至中五
級依時間表
上課。 

 
*中三進行系
統性評估。 

*中三進行系
統性評估。 

  

中五 APL 

最後評估： 

12:15-2:15 

2:30-4:30 中五：M2   

中五：M2 

中五：旅待 

中五：企財 

中五：M2 

中五：旅待 

中五：企財 

2:30-5:30 中五：APL 中五：APL 中五：APL   

3:30-4:30 中五：視藝 中五：視藝 中五：視藝 中五：視藝 中五：視藝 

*備註：中三級系統性評估安排及放學時間見上期行政通告。 

(四) Python 遊戲編程課程 

學校將於八月舉辦 Python 遊戲編程入門課程，邀請有興趣的學生創客，一起學習編寫

程式，發揮創意。課程資料如下： 

對象︰ 
中一至中五級，有興趣學習 Python 遊

戲編程的學生。 

 

日期︰ 1/8(一)、2/8(二)及 3/8(三) 

時間︰ 2:30pm – 4:30pm (共六小時) 

地點︰ MMLC（三樓） 

費用： 全免 

名額︰ 24人 (學生需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 

負責老師︰ 馮杰能老師 

(五) 結業禮暨第廿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典禮將於 5/8(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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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填妥回條。學生上學時間為上午 8時 15分至中午 12時正，須
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六) 中四升中五、中五升中六學生暑期補課安排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頗長時間改為實時網課，學校在暑期安排本學年的中四及中五級
於 22/8(一)至 26/8(五)期間，進行為期共 5天的公開試科目補課，以協助學生追回學習進度，
詳細安排見附件一。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必須按補課時間表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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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註冊手續
本學年即將結束，貴子弟須在 5/8(五)辦妥註冊手續。2022-2023年度各級堂費如下列：

學 生 註冊日期 全年堂費 

中一升中二、中二升中三 8月 5日* 免 費 

中三升中四、中四升中五、中五升中六 8月 5日* $320 

* 如遇教育局宣佈停課，註冊日延至8/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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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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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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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 7102與校務處李小姐聯絡。)

(八) 特別日子提醒
1. 5/8(五)本學年結業禮。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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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請於 7月 15日(五)前交回班主任收執】 

敬覆者：
  頃接 貴校學校行政通告（21-19號），知悉有關事宜。 

1. Python 遊戲編程課程

本人子女擬 參加 ／ 不參加 Python 遊戲編程課程。

2. 結業禮暨第廿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本人將 出席(人數：      ) ／ 不出席結業禮暨第廿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中＿＿＿＿班學生＿＿＿＿＿＿（班號____）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七月_____日  

(請以＂＂選擇適用者) 



21-22年度中四升中五及中五升中六學生暑期補課時間表

日期

時間
22/8(一) 23/8(二) 24/8(三) 25/8(四) 26/8(五)

9:00-09:50

化學(611)

資通(207)

視藝(214)

企財(502)

地理(302)

英文(Gp 1、502)

英文(Gp 2、503)

英文(Gp 3、504)

英文(Gp 4、605)

數學(A 組、502)

數學(B 組、503)

數學(C 組、504)

數學(D 組、605)

英文(Gp 1、502)

英文(Gp 2、503)

英文(Gp 3、504)

英文(Gp 4、605)

中文(4A、502)

中文(4B、503)

中文(4C、504)

09:50-10:05

10:05-10:55

化學(611)

資通(207)

視藝(214)

企財(502)

地理(302)

英文(Gp 1、502)

英文(Gp 2、503)

英文(Gp 3、504)

英文(Gp 4、605)

數學(A 組、502)

數學(B 組、503)

數學(C 組、504)

數學(D 組、605)

公民(4A、502)

公民(4B、503)

公民(4C、504)

中文(4A、502)

中文(4B、503)

中文(4C、504)

10:55-11:10

11:10-12:00

數學(A 組、502)

數學(B 組、503)

數學(C 組、504)

數學(D 組、605)

生物(414)

經濟(205)

物理(613)

中史(204)

旅待(309)

化學(611)

資通(207)

視藝(214)

企財(502)

地理(302)

公民(4A、502)

公民(4B、503)

公民(4C、504)

M2(502)

12:00-12:15

12:15-01:05

中文(4A、502)

中文(4B、503)

中文(4C、504)

生物(414)

經濟(503)

物理(613)

中史(502)

旅待(309)

生物(414)

經濟(503)

物理(613)

中史(502)

旅待(309)

公民(4A、502)

公民(4B、503)

公民(4C、504)

M2(502)

日期

時間
22/8(一) 23/8(二) 24/8(三) 25/8(四) 26/8(五)

9:00-09:50

英文(Gp 1、606)

英文(Gp 2、204)

英文(Gp 3、205)

英文(Gp 4、607)

化學(611)

資通(207)

視藝(214)

企財(204)

地理(302)

生物(414)

經濟(205)

物理(613)

中史(204)

旅待(309)

數學(204)

數學(205)

數學(606)

數學(204)

數學(205)

數學(606)

09:50-10:05

10:05-10:55

英文(Gp 1、606)

英文(Gp 2、204)

英文(Gp 3、205)

英文(Gp 4、607)

化學(611)

資通(207)

視藝(214)

企財(204)

地理(302)

生物(414)

經濟(205)

物理(613)

中史(204)

旅待(309)

中文(204)

中文(205)

中文(606)

數學(204)

數學(205)

數學(606)

10:55-11:10

11:10-12:00

中文(204)

中文(205)

中文(606)

M2(204)

英文(Gp 1、606)

英文(Gp 2、204)

英文(Gp 3、205)

英文(Gp 4、607)

中文(204)

中文(205)

中文(606)

通識(204)

通識(205)

12:00-12:15

12:15-01:05

生物(414)

經濟(205)

物理(613)

中史(204)

旅待(309)

M2(204)
通識(204)

通識(205)

化學(611)

資通(207)

視藝(214)

企財(204)

地理(302)

通識(204)

通識(205)

備註：非修讀M2及退選選修科的同學可選擇留校自修或回家。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中

四

升

中

五

小息

中

五

升

中

六

小息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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