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課時間(一般情形)

家課

惡劣天氣應變

考試



平日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四
8：10 a.m. ~   3：10 p.m.

星期五
8：10 a.m. ~   2：30 p.m.



上課時間(疫情下)



平日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
8：10 a.m. ~   12：35 p.m.

(早讀課6/9起)
8：00 a.m. ~   8：10 a.m.    



上課時間表
(未改)



上課時間表(2122年度半日課)





希望這本手冊，能夠給你幫忙；
如有疑問，請致電學校查詢。

請假手續?

這個代號代表
甚麼家課呢？

考試遇著惡劣天
氣又怎麼辦？

儀容服飾應該
如何呢？

我也想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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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課 作 業

家課代號



家 課 作 業

家課代號

《中文》

1. 習作 P. 1, 2 代表習作簿第1, 2頁

2. 工（一） 代表工作紙第一課

3. 詞庫（二） 代表詞庫練習二

4. 字冊 P. 9, 10 代表寫字冊第9, 10頁



《英文》

1. SB   P. 2 代表Student’s Book 第2頁

2. EC   P. 3 代表English Compass 第3頁

3. S. Ex. 3  
代表 Supplementary

Exercise  練習3

4.
Penm P.2-3 

(3 times)

代表課本第2至3頁生詞/

抄書3次



《數學》

1. 
A  P. 2 

Ex.3 (1-5)

代表用家課A簿做書第2頁練
習3 (1至5題)

2. 
書 P.3 

(1-5) 
代表書本第3頁1至5題

3. 作 P.1,2 代表作業第1,2頁

4. 補 P.1,2 代表補充練習第1,2頁



《其他》
常 代表常識科

宗 代表宗教科

生 代表生命教育

視 代表視覺藝術科

資 代表資訊科技科



暴 雨 颱 風 應 變

因天氣停課的處理

1.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時

• 照常上課，特別宣佈除外。



2. 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

如信號在上課前發出：

6：15 a.m.前

• 學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如信號在學生上學途中發出：

6：15 a.m. ~ 8：00 a.m.

• 學生毋需上課。

• 在上學途中的學生，在安全情況下，應繼續前

往學校或返回家，否則應留在安全的地方。

• 校方會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並安排學生和

家長聯絡，到校接回學生。

• 直至放學時間，校方將觀察附近環境，在安全

之情況下，依家長指示之放學隊伍放學。



如信號在學生上課時間內發出：

8：00 a.m.後

◼學生應留校繼續上課。

◼直至放學時間，校方將觀察附近環境，在安全之

情況下，依家長指示之放學隊伍放學。

在當日舉行的校內考試：

◼已在進行的，繼續進行。

◼仍未開始的，延期舉行。



3.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學校停課。

▪校方會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並安排學

生和家長聯絡，到校接回學生。

▪校方將觀察附近環境，在安全之情況下，

依家長指示之放學隊伍放學。



備 忘 錄

如因颱風或暴雨而教育局宣佈中途停課時，

會選擇下面的放學方式：

1. 按照平日的放學方式 □

2. 家長親自接回 □

3. 其他：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事 項



因天氣取消活動的處理

1. 當學生參加各項活動時，包括旅行、參觀、
日營、宿營、訓練及社區服務等，家長應留
意電台或電視台有關天氣、路面及交通情況
的預告。

2. 當教育局宣佈停課，該時段之活動將會取消。



因受惡劣天氣或水浸影響而上學遲到

或由家長決定於當日缺課的學生，校

方不會給予處分。



考 試 評 核
各科考試時間表



考 試 評 核
各科考試時間表



各科考試時間(分鐘)

中文閱讀 45 數學 45

中文寫作 50 常識 40

英文讀本 35 普通話 15

英文寫作 25 音樂 20

中文聆聽 15

英文聆聽 20



隨堂考試

中文說話、英文說話、

音樂(歌唱)、

普通話(說話及朗讀)、資訊科技在
考試前一至兩週隨堂舉行。宗教、
視藝及體育於個別單元完成後，進
行評估。



考試期間停課

當日的考試會順延至下一個上課天
舉行。例如：15/11（星期四）停
課，當天的中文、中作考試便順延
至16/11（星期五）舉行，如此類
推。



成績表

1. 每次考試均會派發成績表。家長閱覽後
請簽署，交回校方查閱，並請妥善保存。

2. 遺失成績表，校方將不會補發。如有需
要，家長可申請成績証明。



校曆表



請留意學校網頁、
eClass及通告，學校
會密切與家長聯絡。





ZOO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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