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家長通告

第二一二三號b

敬啟者：茲有以下事項，敬希垂注：
鑑於新冠疫情嚴重，教育局最新宣布全港中學暫停面授課堂。本校根據教育局指引，將會由 2022 年 1 月 24 日
起至農曆新年假期前，改以「線上學習」形式進行課堂。由於中六級課程緊迫，學校將會實施半日制回校面授
課堂。所有中六學生必須根據半日制時間表回校上課。請各位家長仔細詳閱本通告之內容，並督促 貴子弟配
合學校以下的安排：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為確保學生健康，請各位家長切勿在農曆新年假期期
間安排學生離港外遊/探親。請學生避免外出，遵守社交距離措施，並做好個人健康
風險管理。
本校全體教職員/學生之疫苗接種情況持續理想。截至 1 月 21 日，即將或已完
成一/兩劑「2019 冠狀病毒病疫苗」接種之人數比率如下：
教職員
97%
學生
81%
學校呼籲仍未接種疫苗之學生因應個人健康狀況儘快接種疫苗。
(一) 教育局宣布暫停面授課堂 - 「指尖上的陳楷教室」(簡稱「陳楷教室」) (Microsoft-TEAMS)
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學校將會透過「陳楷教室」(Microsoft-TEAMS )發放 (a)「線上學習」上課時間表，及
(b)學習材料及/或功課。相關學習材料及/或功課主要涵蓋下述時限：
由 2022 年 1 月 24 日(星期一) 至 1 月 28 日(星期五) (共 5 天)
請家長/學生詳閱以下各點：
1. 「線上學習」(附件一)
a. 上課時間表。每班/每級將會收到半日制「線上學習」之相關上課安排。學生須按上課時間表上指
定之時間參予，並為線上課堂作好事前之準備。
b. 學生須遵守下列各項課堂常規：
 課堂開始前 5 分鐘點名。學生必須準時上線，不得中途離開。直至課堂結束，教師宣布下課才
可離線。
 全程開啟「攝像機」掣式。教學進行過程中，學生不得離開鏡頭。
 專注學習，留心聽講。如遇疑問，可向教師提問。
 線上課堂進行期間，未經老師許可，任何人士不得進行截圖、錄音或錄影。
 如發現學生有任何違規情況，學校將按校規跟進及處理。
c. 學生須立即下載「Microsoft-TEAMS」，以確保線上學習能順利開展。隨函附「Microsoft-TEAMS」
之下載方法，詳見附件二。
d. 所有已參加「自攜電子流動裝置計劃」(BYOD)之學生，必須採用學校指定之電子流動裝置
「Microsoft Surface Go」為線上學習之工具。
e. 部份課堂內容將會錄影並上載至「陳楷教室」(Microsoft-TEAMS)，以便學生日後可以重溫教學內
容。
f. 所有「線上學習」課堂只供本校學生參予，其他校外人士一律禁止登入。
2. 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前，所有高中補課、M2 將會安排於下午以「線上學習」式進行。詳情將由教務組
公布。
3. 暫停面授課堂期間若需要回校取回課本/温習材料，學生必須於辦公時間內，佩戴口罩，穿著整齊校服
或體育服，帶備學生證，並按指示登記姓名、班別、學號及出入學校時間。
4. 學生必須在限期前在家完成科任老師安排之「線上學習」及各種學習課業。
5. 如學生在開啟上述電子學習平台有任何困難/查詢，可在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 2604 4118 聯絡 IT 技術員。

(二) 學校旅行日及運動會延期
由於新冠疫情持續變化，原訂1及2月舉行之學校旅行日及運動會將會延期，敬希家長留意。詳情如下：
旅行日
原訂於1月27日舉行之學校旅行日延期，具體日期及旅行地點待定。
運動會
原訂於2月15及17日之運動會將延期至5月26及27日，運動會後補假改為5月30日。
因應運動會延期，2月15、17及18日將按星期二、四及星期五之時間表上課。
(三) 公益金便服日
為鼓勵學生參予社會公益事務，本校學生會將於 2022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舉辦「公益金便服日」為公
益金籌募善款，詳情如下：
日
目

期 ： 2022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的 ： 以「We We Wear Wear」作主題，指出疫情雖然仍未完全過去，但生活必須繼續。透過活動，
藉此鼓勵同學穿上喜愛的便服行善，宣揚開心正能量，一同感謝生活中每份微小的幸福！
活動內容 ： (1) 凡捐出港幣十元、二十元或五十元之善款即可參與活動。參加之學生可於「公益金便
服日」當日穿著便服上學。
(2) 有意參加之學生，須於 202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或以前回覆電子通告。
(3) 學生可自由參予活動。如不參與之學生，當日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附
註 ： (1) 參加者所穿便服須以遵守學校「校服/髮飾規則」為大前題，包括：
(a) 以簡樸端莊為原則，不可奇裝異服。
(b) 不得化妝及佩戴飾物。
(c) 樸素髮型。
(2) 籌款活動純屬自願參與性質。
(3) 所有善款將悉數用以發展及改善公益金資助下的安老服務。
有關款項將會於 2022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透過學校「eClass 電子收費系統」從「學生 eClass 戶口」中
扣除，請各家長確保在上述繳費限期前戶口內有足夠現金過帳。敬請注意。
本校期望各位家長鼓勵 貴子弟參與是次具意義的公益活動，實踐服務社會之精神，共同為社會上之弱勢
社群出一分力。
如有查詢，請致電與學生事務組馮秉麟主任或黃曉瑩老師聯絡。
(四) 農曆新年假期補課計劃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學校會在農曆新年假期安排高年級進行各類補課活動。鑑於疫情持續，中六級補課活動維持上午以「面
授課堂」形式進行，其他級別則採用「線上學習」。直至 2 月 8 日開始，所有級別則恢復實體補課，相
關級別學生必須參與。有關時間表/上課地點參閱附件三 或 學校網頁。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教務主任黃彩玲老師聯絡。
補課期間注意事項﹕
1. 假若補課當日天文台在早上七時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有關補課(上
午及下午) 將予取消。若當日天文台在早上沒有發出以上惡劣天氣警告，下午補課則須留意補課前兩
小時的天氣報告。
2. 所有線上補課之學生必須遵守線上學習的守則。
3. 所有回校補課的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及注意儀容髮飾；另亦須帶備學生智能咭。
4. 學生回校補課期間必須嚴守「校園防疫守則」，進入校園時必須佩戴口罩、量度體溫及登記。
5. 不論線上或實體，所有學生必須準時出席補課。如因病缺席者，必須於當天早上由家長致電校務處請
假及事後補回家長信及補做有關家課。無故缺席者，作曠課論。
6. 如有任何問題，請向負責老師查詢。學校聯絡電話：2604 4118。

(五) 中六模擬試後測驗、課後及星期六拔尖保底計劃事宜
為鼓勵中六級學生善用餘下日子，全力準備「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本校將安排以下各項計劃，敬
希垂注：
一.

模擬放榜日
2022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舉行。是日派發中六級模擬試成績單。除分數之外，學校將會同時
列出學生在模擬試的「等級」水平。

二.

模擬試後測驗
(1) 模擬試後測驗時間表：
中六級模擬試後測驗將於 2022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至 3 月 3 日（星期四）舉行，所有中
六級學生必須參加。(模擬試後測驗時間表詳見附件四) 敬希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
測驗完畢後，學生可留校或回家自行溫習。
(2)

特別事項︰
1. 模擬試後測驗舉行期間，所有中六級學生均須 8 時 10 分前回校，如在禮堂測驗，學生須
於小食部等候指示進入禮堂；如在課室測驗，學生須直接返回課室。
2. 第二節測驗，考生須於開考前十分鐘進入試場應考，不得遲到。小息時，學生可在課室
或到食物部休息，不可留在禮堂。

(3)

測驗地點：詳參附件四測驗時間表。

(4)

測驗規則：
1. 不設補考制度︰所有統測及考試均不設補考。學生如缺席統測或考試，相關科目之成績
將作零分計算。至於個別特殊情況(例如因病而須長期住院，或其他具備充份理由之個案
等)，家長可向學校提出「豁免」缺考之科目或卷別之測考成績。學校重申該等申請 必須
附加足夠及合理之證明文件，學校才予以考慮。在任何情況下，學校對所有「豁免」統
測或考試成績之申請保留最終批核之權利。
2. 學生於測驗前詳細閱讀網上學生手冊內有關考試之規則。
3. 測驗期間，嚴禁作弊，一經發現，除被紀律處分外，有關科目作零分論。
4. 測驗期間，學生須遵守試場規則，並按照監考老師指示進行測驗；違反規則，除被紀律
處分外，有關科目將被扣分。
5. 校方將按公開考試要求執行試場規則。在測驗期間，學生攜帶任何備有響鬧功能的物品、
手提電話或智能手錶，必須關掉。如因任何的電子或傳訊工具響鬧影響他人測驗，學生
除被紀律處分（記缺點一次）外，有關科目測驗分數將被扣分。
6. 學生於禮堂應考中文、英文聆聽理解測驗，必須自備耳筒（耳筒款式必須與本校接收器
連接）。如未有自備耳筒或使用不能與本校接收器連接的耳筒，有關科目測驗分數將被
扣分。
7. 准許使用計算機的科目，考生必須使用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許可（具有 H.K.E.A 或
H.K.E.A.A. APPROVED 標記）的計算機，否則將被扣分。
8. 為保障學生健康，學生必須戴上口罩，若噴嚏或咳嗽頻密，老師安排學生坐在試場的後
方或於其他地方測驗，以免影響其他學生。
9. 測驗期間，如遇惡劣天氣，教育局在學校上課前宣佈停課，當天測驗將會改期（日期另
行通知），其餘測驗安排不變。

`

(5)

模擬試後測驗對卷日
2022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至 3 月 8 日（星期二），地點為原屬課室及按恆常上課時間表
進行。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本校於模擬試後之各項安排均以鞏固中六級學生學習為目
標，期望學生就「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前作最後的準備。本校期望各學生善加利用時
間，以爭取最佳表現。

三.

中六級「課後及星期六拔尖保底計劃」
為協助中六級學生迎接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以及增加中六級學生的學習時數及提升應試技
巧，本校將安排以下各項計劃：
「課後及星期六拔尖保底計劃」：時間表見附件三。
各中六級學生均須按老師指示出席以上加強課程計劃。無故缺席者，作曠課論。如因個別問題
或特殊情況於某些日子未能出席者，須遞交家長信向教務主任黃彩玲申請。若當天天文台懸掛
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有關補課將取消。
請家長鼓勵子女善加利用，並積極準備中學文憑試，為爭取理想成績而努力。如有任何問題，
歡迎與教務組主任黃彩玲老師聯絡。

(六)

四.

學校自修室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a.m. – 7:00p.m.
地點﹕三樓「陳國威圖書館」
學生在任何時段使用自修室均須穿着整齊校服，帶備學生證/手冊，並遵守「校園防疫措施」。

五.

香港中學文憑試准考証派發日期：三月初

六.

中六級畢業禮
2022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地點為本校禮堂。詳情容後公佈。

有關報讀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職業訓練局課程及內地升學資訊
1.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www.eapp.gov.hk) 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專上課程網上報
名系統。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考生可透過 E-APP 在文憑試放榜前預先報讀「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聯招)以外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下的副學位課程及「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下大部分的合資格課程。經 E-APP 申請課程，考生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
取錄／暫取錄資格。重要日程如下:
日期
2021 年 12 月 9 日
2022 年 5 月 23 日
2022 年 5 月 27 日
2022 年 7 月 11 日
2022 年 7 月 20 日

事項
E-APP 首輪申請開始
E-APP 首輪申請截止日期
E-APP 次輪申請開始
E-APP 次輪申請的截止日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布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iPASS 將同步羅列各間專上院校於 2022/23 學年提供的非聯招全日制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學位
課程資料，包括學費、入學資格、相關專業組織的評審和認可，以及院校的課程申請安排等詳情。
由於專上學位競爭日趨激烈，學生實應積極把握報讀經評審專上課程的機會，絕不能掉以輕心。為
免 貴子弟錯失寶貴之升學機會，敬希各位家長督促 貴子弟緊密配合報讀入學申請程序，以確保
貴子弟能在限期前完成報讀的申請。
學生可透過以下網址報名及瀏覽：
「E-APP」 https://www.eapp.gov.hk/tc/index.html
「iPASS」 http://www.ipass.gov.hk
2.

若學生有意報讀職業訓練局全日制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文憑（級別三）/職專文憑/文憑課程，必
須於截止申請日期或以前於網上完成申請程序（詳見附件五）。
VTC入學申請平台： https://s6portal.vtc.edu.hk
申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3.

有意內地升學的學生，請按以下報名時段自行報名：
內地升學：https://eea.gd.gov.cn/
報名費用: 港幣 460 元

(網上申請)

中六學生重要日程表：
日期（2022 年）
事項
個別高校的術科考試或會早於網上報名及網上確認報名階段進行，
考生須自行留意該校網站及招生簡章，或直接與高校聯繫，以了解具體安排。
3 月 1 日至 31 日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作網上報名
4 月 10 日前
登錄系統查看報名審核結果
4 月 16 日前
未通過審核的考生，須按照系統提示更正有關信息，再次提交報名申請
4 月 23 日前
未通過首次審核的考生，可登入系統查看新的審核結果
通過審核的考生，須根據報名系統公告的指示繳交報名費用港幣 460
4 月 30 日前
元，並上載繳費憑證
4 月 30 日前
截止時間前，考生可在系統修改志願信息
5 月 15 日前
於系統公布繳費及最終報名確認結果
3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
考生可登入報名系統，上載「學生學習概覽」
5 月 15 日至 6 月 14 日
學校可登入系統，上載「校長推薦計劃」相關資料
高校按需要進行面試或術科考試（並非所有高校設有面試，具體時間和地點由
高校自訂。
錄取工作開始前
考生須自行留意該校網站及招生簡章，或直接與高校聯繫）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
7 月 20 日（暫定）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直接向聯招辦提供考生成績
公布錄取結果
• 考生可登入錄取系統，查看錄取結果
• 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校通知錄取結果
7月下旬
未獲錄取的考生可登入 錄取系統，申請參與補錄（剩餘名額遴選）
公布補錄（剩餘名額遴選）結果
• 考生可登入錄取系統，查看補錄結果
• 獲錄取的考生稍後將由高校通知補錄結果
9 月 1 日前
錄取及入學通知
若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6044118 與本校升學就業輔導組主任莫潔文老師查詢。

**學校將維持每月 2-3 次，逢星期五早上 9 時正，透過「eClass
Parent App」發放通告。家長必須按時閱覽/簽知**
此致
各位家長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校長
鄭美菁博士謹啓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回

條】

第二一二三號 b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及知悉下列學校通告第二一二三號b之內容：
(一) 教育局宣布暫停面授課堂 - 「指尖上的陳楷教室」(簡稱「陳楷教室」) (Microsoft-TEAMS)
(二) 學校旅行日及運動會延期
(三) 公益金便服日
本人*

□ 同意敝子弟參與「公益金便服日」活動，並
□ 樂捐港幣 10 元。
□ 樂捐港幣 20 元。
□ 樂捐港幣 50 元。
□ 不同意敝子弟參與「公益金便服日」活動。

(四) 農曆新年假期補課計劃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五) 中六模擬試後測驗、課後及星期六拔尖保底計劃事宜
(六) 有關報讀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職業訓練局課程及內地升學資訊
此覆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校長
鄭美菁博士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學生姓名

：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班別/班號

：

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

期

(

)
日

備註︰請各家長最遲於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或以前以電子通告形式確認 或 交回已簽署之回條，以便班主任
統籌辦理。
*請在方格內加上號

修訂於 2020 年 8 月 26 日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線上學習」學生守則 (學生版)

附件一
二一二三號 b

一般課堂
為了加強「線上學習」成效，所有學生必須遵守下列課堂規則：
課堂開始前：
點名/報到：
 課堂開始前 5 分鐘學生登入「Microsoft TEAMS」。
 學生須先在「大廳」(Waiting Room)等候老師批准進入課室。
 學生一經登入，系統將會自動點名及紀錄。
 學生不得中途離開。直至課堂結束，教師宣布下課後才可離線。
 學生須為每堂線上課堂作好事前之準備，(包括：課本、筆記本、文具等)。
課堂進行期間：
 學生須全程開啟「攝像機」掣式。教學進行過程中，學生不得離開鏡頭。
 學生可按個人需要戴上耳機。
 學生上課時須注意儀容、衣服須整潔端莊。
 專注學習，留心聽講。
 老師授課期間，學生須點選「靜音」模式。
 如須發問，學生可在鏡頭前先舉手，靜待指示後才發言。學生亦可善用「聊天室」功能發問。
 學生發言須注意禮貌。
 學生不得在公眾地方進行線上課堂。
 課堂進行期間，如學生無故離開鏡頭，或登出系統，將作缺席課堂處理。
課堂結束後：
 學生必須在限期前在家完成科任老師安排之各種學習課業。

病假/早退
1. 家長須於學生病假/早退當天致電回校請假。復課後須補回請假信/醫生紙。
2. 無故缺席者，一律作曠課處理。

電腦及視訊設備
1. 學生必須確保家中有可供「線上教學」使用的電腦硬件 及 視訊設備，包括：視像鏡頭、麥克風、揚聲
器等。
2. 所有已參加「自攜電子流動裝置計劃」(BYOD)之學生，必須採用學校指定之電子流動裝置「Microsoft
Surface Go」為線上學習之工具。

使用權限
1. 老師擁有「線上課堂」之絶對使用及操作權限。舉凡未經老師許可，任何人士不得進行截圖、錄音或錄
影。
2. 所有「線上教學」只供本校學生參予，其他校外人士一律禁止登入。
3. 部份課堂內容將會錄影並上載至「陳楷教室」(Google Classroom)，以便學生日後可以重溫教學內容。如
各位家長/學生有任何意見，可向教師提出。

查詢
1. 如學生在開啟上述電子學習平台有任何困難/查詢，可在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 2604 4118 聯絡 IT 技術員。

附件二

MicroSoft‐Teams 下載及使用方法
電腦版下載方法﹕
步驟一﹕

進入以下超連結

https://www.microsoft.com/zh‐hk/microsoft‐365/microsoft‐teams/download‐app
步驟二﹕

按下「下載電腦版」並進行安裝。

登入 Microsoft Teams
打開 Microsoft Teams，並輸入學校所提供的「學生帳號」及「登入密碼」
，然後按下「登入」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中六級
一月課後及星期六拔尖保底補課計劃

二一二三號 b
附件三

一月* 星期一至星期五課後視像補課 3:00pm -4:00pm
星期六上午回校補課 ，下午 視像補課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4/1
(下午)
M2 (視像)
3:00pm -4:00pm
文秀霞

25/1

26/1
(下午)
補課(視像)
3:00pm -4:00pm *
中文
6C2 吳景勳
6C3 楊慧儀
6C4 程思穎
6C1 陳珊珊

27/1
(下午)
M2 (視像)
3:00pm -4:00pm
文秀霞

28/1
(下午)
補課(視像)
3:00pm -4:00pm
中文
6C1 陳珊珊
1X
生物 張漢輝

29/1
(上午)
補課(實體)
數學科全級模擬試
8:30am - 1:00pm
禮堂

31/1 年廿九
農曆新年假期

補課(視像)
3:00pm -4:00pm
2X
地理 黃彩玲
化學 蔡惠珊

(下午)
補課(視像)
2:00pm-5:00pm
2X
化學 蔡惠珊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中六級
農曆新年拔尖保底補課計劃
二月(農曆新年)
星期一

7/2 年初七
農曆新年假期
補課(實體)
(上午)
9:00am-12:00nn
中文
6C2 吳景勳 606 室
英文
6D 黃曉瑩 605 室
9:00am-1:00pm
中文
6A+6C1 陳珊珊
1/F 演講廳
(下午)
補課(視像)
2:00pm-4:00pm
中文
S6 (小組) 陳珊珊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2 年初一
農曆新年假期
(公眾假期)

2/2 年初二
農曆新年假期
(公眾假期)

3/2 年初三
農曆新年假期
(公眾假期)

4/2 年初四
農曆新年假期

5/2 年初五
農曆新年假期

8/2 年初八
農曆新年假期
補課(實體)
(上午)
9:00am-12:00nn
1X
生物 張漢輝 415 室
物理 林耀基 107 室

9/2 年初九
農曆新年假期
補課(實體)
(上午)
9:00am-12:00nn
英文
6A 李嘉萍 608 室
6B 馮秉麟 607 室
6C 林宥澄 606 室
6E 黃璧璐 604 室

10/2 年初十
農曆新年假期
補課(實體)
(上午)
9:00am-12:00nn
2X
地理 黃彩玲 419 室
化學 蔡惠珊 608 室

(下午)
補課(實體)
1:00pm-4:00pm
(下午)
2X
補課(實體)
化學 蔡惠珊 608 室 1:00pm-4:00pm
數學
1:00pm-5:00pm
6G1 文秀霞 607 室
歷史 鄭偉文 107 室

(下午)
補課(實體)
1:00pm-4:00pm
數學
6G1 文秀霞 607 室
6C 鄧運如 606 室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二一年度至二零二二年度 模擬試後測驗時間表
中六級
日期

節數

21.2.22
(星期一)

I

I
22.2.22
(星期二)

II

23.2.22
(星期三)

I

24.2.22
(星期四)

I
II

25.2.22
(星期五)

I
II

28.2.22
(星期一)

I
II

I
1.3.22
(星期二)

II

2.3.22
(星期三)
3.3.22
(星期四)

I
II
I
II

科目
測驗時間
時限
8:10a.m.於食物部等候指示進入禮堂，溫習測驗資料
 中文卷三
8:30a.m.-10:15a.m
1.45'
(自備耳筒)
8:10a.m.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8:30a.m.-9:45a.m.
1.15'
卷一 (選修)
中史卷一 (選修)
8:30a.m.-10:45a.m.
2.15'
物理卷一 (選修)
8:30a.m.-11:00a.m.
2.30'
生物卷一 (選修)
8:30a.m.-11:00a.m.
2.30'
資訊及通訊科技卷一 (選修)
8:30a.m.-10:30a.m.
2.00'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10:25a.m.-12:40p.m.
2.15'
卷二 (選修)
中史卷二 (選修)
11:20a.m.-12:40p.m.
1.20'
物理卷二 (選修)
11:40a.m.-12:40p.m.
1.00'
生物卷二 (選修)
11:40a.m.-12:40p.m.
1.00'
資訊及通訊科技卷二 (選修)
11:10a.m.-12:40p.m.
1.30'
8:10a.m.於食物部等候指示進入禮堂，溫習測驗資料
 英文卷三
8:30a.m.-10:45a.m.
2.15'
(自備耳筒)
8:10a.m. 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英文卷一
8:30a.m.-10:00a.m
1.30'
英文卷二
10:40a.m.-12:40p.m.
2.00'
8:10a.m.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通識卷一
8:30a.m.-10:30a.m.
2.00'
通識卷二
11:10a.m.-12:25p.m.
1.15'
8:10a.m.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中文卷一
8:30a.m.-10:00a.m
1.30'
中文卷二
10:40a.m.-12:10p.m.
1.30'
8:10a.m.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視覺藝術 (選修)
8:30a.m.-12:30p.m
4.00'
歷史卷一 (選修)
8:30a.m.-10:15a.m.
1.45'
體育卷一 (選修)
8:30a.m.-10:45a.m.
2.15'
經濟卷一 (選修)
8:30a.m.-9:30a.m.
1.00'
化學卷一 (選修)
8:30a.m.-11:00a.m.
2.30'
地理卷一 (選修)
8:30a.m.-11:00a.m.
2.30'
歷史卷二 (選修)
10:55a.m.-12:25p.m.
1.30'
體育卷二 (選修)
11:25a.m.-12:40p.m.
1.15'
經濟卷二 (選修)
10:10a.m-12:40p.m.
2.30'
化學卷二 (選修)
11:40a.m.-12:40p.m.
1.00'
地理卷二 (選修)
11:40a.m.-12:55p.m.
1.15'
8:10a.m.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數學卷一
8:30a.m.-10:45a.m.
2.15'
數學卷二
11:25a.m.-12:40p.m.
1.15'
8:10a.m.返回課室，溫習測驗資料
旅遊卷一 (選修 1,2)
8:30a.m.-10:00a.m.
1.30'
M2 (選修)
8:30a.m.-11:00a.m.
2.30'
旅遊卷二 (選修 1,2)
10:40a.m.-11:55a.m
1.15'

地點
禮堂

608 室

607 室

608 室

607 室

禮堂
課室/ 622 室(6CDE)
課室/ 622 室(6CDE)
課室/ 622 室(6CDE)
課室/ 622 室(6CDE)
課室/ 622 室(6CDE)
604 室
608 室
607 室
608 室
607 室
課室/ 622 室(6CDE)
課室/ 622 室(6CDE)

註：1.30’：1 小時 30 分鐘
英文卷一 ：閱讀 (Reading)
英文卷二 ：寫作 (Writing)
英文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中文卷一：閱讀能力
中文卷二：寫作能力
中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1) 中六同學測驗地點︰6A (608)、6B (607)、6C、6D 及 6E(622)；選修科︰指定課室。
(2) 特別安排:下列日期所考科目安排在禮堂進行聆聽測驗 ，聆聽必須帶備可連接本校接收器的耳筒
中六︰二月二十一日(一) 二月二十三日(三)
(3) 第一節不用集隊；第二節開考前十分鐘必須返回課室，準備測驗。

608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