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上學期考試 
 

各位家長：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教育局已於 2021 年 1 月 4 日宣佈全港幼稚園及中

小學將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本年學校農曆新年假期開始。在這期間，學校

可安排個別級別學生回校進行半天(上午或下午)的面授課堂或考試。依此原則，本校將有以

下安排: 

 

1. 中一至中六級課堂安排 

日期 中一至中五級 中六級 

1 月 11 日(星期一) 至 

1 月 26 日(星期二) 
繼續以網上形式學習 恢復回校面授課堂 

1 月 27 日(星期三) 至 

2 月 9 日(星期二) 
上學期考試 在家溫習 

2 月 22 日(星期一) 至 

3 月 2 日(星期二) 
課堂安排有待教育局宣佈 回校面授課堂 

註 : 2 月 10 日至 2 月 21 日為農曆新年假期 

 

2.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及中六級模擬考試安排 

中一至中五級 

• 每天分為上午及下午兩節，每節安排一級同學回校考試。各級開始考試的日期有異，

詳細的考試時間表請參閱附件。 

• 各科目只考一份試卷。 

• 本校家長日將暫定於 3 月 20 日(星期六)舉行，如屆時因疫情的緣故而未能邀請家長到
校與教師面談，學校可能以網上/電話會議的形式代替。 

中六級 

• 3 月 3 日至 3 月 12 日進行考試。 

• 3 月 15 日至 3 月 17 日回校核對試卷。 

 

3. 回校領取學習教材 

請 貴子弟按以下時間回校領取學習材料，學生回校時須穿著本校校服或運動服。 

日期 級別(時間) 地點 

1 月 18 日(星期一) 中一(2:30–3:00)、中三(3:00–3:30)、中五(3:30–4:00) 
課室 

1 月 19 日(星期二) 中二(2:30–3:00)、中四(3:00–3:30) 

 

此致 

中一至中六級家長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校長           謹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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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  January 2021 

Dear Parents, 

Re: Sustained Suspension of Face-to-Face Lessons and First Term Exam 

               Due to COVID-10, the EDB announced on 4/1/2021 that all kindergart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ll continue suspension of face-to-face lessons and campus activities till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start. During this period, schools can arrange half-day (in either morning or afternoon 

session) face-to-face lessons or exams for individual forms.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our school makes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s: 

1. Arrangement for S1-6 Lessons            

Date S1-5 S6 

11/1 (Mon) - 26/1 (Tue) Continue online learning Resume face-to-face lessons at school 

27/1 (Wed) - 9/2 (Tue) First Term Exam Study at home 

22/2 (Mon) - 2/3 (Tue) To be announced by EDB Face-to-face lessons at school 

 

2. Arrangements for S1-5 First Term Exam and S6 Mock Exam 

     S1-5 

 There are morning and afternoon sessions every day. One form of students will come back to 

school for the exam in each session. As the starting dates of each form are different,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ed file of exam timetable for details. 

 One paper is set for each subject. 

 Parents’ Day will be proposed on 20/3 (Sat). If parents are not invited for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teachers at school due to pandemic, the meeting will be conducted online / by phone. 

     S6 

 Exam will be conducted from 3/3 to 12/3. 

 Paper checking will start from 15/3 to 17/3 at school. 

 

3.  Col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Students need to wear school uniforms or school sport suits when they come back to collect 

their learn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hedule. 

Date Form (Time) Venue 

18/1 (Mon) S1 (2:30-3:00), S3 (3:00-3:30), S5 (3:30-4:00) Classrooms 

19/1 (Tue) S2 (2:30-3:00), S4 (3:00-3:30) 

                                        

                                        Yours sincerely, 

   So Ka Leung 

                  Principal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27 28 29 1 2 3 4 5 8 9
中四考試 中五考試 中二考試 中四考試 中三考試 中五考試 中三考試 中五考試 中四考試 中三考試

中文 選修1* 數學 英文 地理 英文 佛學 中文 選修1* 英文

8:30-10:00 8:30-10:00 8:30-9:45 8:30-10:00 8:30-9:15 8:30-10:00 8:30-9:15 8:30-10:00 8:30-10:00 8:30-10:00

通識 選修2** 佛學 數學 生活與社會 通識 普通話/歷史 數學 選修2** 生物

10:30-12:15 10:30-12:00 10:15-11:00 10:30-12:00 9:45-10:30 10:30-12:15 9:45-10:15;10:30-11:15 10:30-12:30 10:30-12:00 10:30-11:15

VA VA

10:30-2:30 10:30-2:00

中一考試 中三考試 中一考試 中三考試 中二考試 中一考試 中二考試 中三考試 中二考試 中一考試

英文 中文 中文 化學 中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綜合人文 綜合科學

1:00-2:30 1:00-2:30 1:00-2:30 1:00-1:45 1:00-2:30 1:00-2:15 1:00-2:30 1:00-2:30 1:00-2:00 1:00-2:00

綜合人文 物理 普通話 中國歷史 綜合科學 佛學 中國歷史 電腦 普通話/電腦 中國歷史

3:00-4:00 3:00-3:45 3:00-3:30 2:15-3:00 3:00-4:00 2:45-3:30 3:00-3:45 3:00-3:45 2:30-3:00;3:15-4:00 2:30-3:15

試場：學校禮堂
*選修1科目：PHY ，C.HIST，BIO，ECON， THS，HIST 

**選修2科目：VA (RM102)， GEOG， C.LIT，ICT， CHEM， BAFS ，ERS LSC 11/1/2021

2021年1月 2021年2月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上學期考試 (2021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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