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E70 號 (一九至二零) 

 

敬啟者： 

 
教育局根據疫情的最新發展，再於 2020 年 2 月 13 日(四)傳媒發佈會上，宣佈

全港學校最早於 16/3/2020 復課。在延遲復課期間，學校會以「停課不停學」的原

則，利用電子學習的模式，保持學生學習的動力和興趣，鼓勵同學繼續在家主動學

習，追求知識；同時，學校會加強校園清潔及相關的防疫措施。面對疫情，敬希家

長與學校一起合作，鼓勵同學以正面態度去面對挑戰和逆境。敬請 台端提醒 貴子

弟在延遲復課期間，為復課作好準備，並留意以下各項： 

 
A. 中六級畢業試試卷檢討以電子形式進行 

    因復課再次延期，為適時作學習及考試回饋，中六級畢業試試卷檢討將會

改為於 2/3/2020(一)-6/3/2020(五)期間以電子形式進行，詳情如下： 

(1) 已評改的試卷透過電子方式個別寄送給每位學生； 

(2) 所提供予學生的資訊應包括： 

 評改準則及參考； 

 整體學生表現回饋及注意事項； 

 提供提問及跟進的途徑。  

  
    請各位同學認真主動檢視畢業試各科試卷的表現並作反思，確保個人掌握

各項回饋，如有任何問題，請透過相關平台與科任老師聯絡。請同學亦特別留

意中學文憑考試的調動安排詳情，例如中文口試的延期安排。 

  
    請中六同學繼續為公開考試作準備，不要憂心，學校老師支持你們。如有

需要，請與學校老師聯絡。 

 

B. 中六級公開試前補課的安排 

    有關中六級公開試前補課的安排已經透過早前派發的家長通告 (請情可參

考家長通告第 E48 號) 發佈，因應停課情況，相關安排將會有以下調動： 

日期 調動情況及安排 

16/3/2020 (一) 

至 

20/3/2020 (五) 

根據早前協調於 17/2/2020-21/2/2020 期間的安排 

進行補課 

(相關安排可參考家長通告第 E48 號) 

[將於復課後重發相關補課的時間表] 

 
    如中學文憑考試的安排有所調動，相關調動時段的補課將會再次協調並透

過通告通知各位學生及家長 [如文憑試延於 4 月 24 日至 5 月 25 日舉行筆試，

相關時段將改為 30/3/2020(一)-25/5/2020(一)]，請各位留意屆時的安排。 

 
    另外，本屆文憑試准考證較以往延遲發出 [最早約 5/3/2020(一)]，本校在收

到及完成行政程序後，將會安排於主科的補課期間派發予各位學生，請同學留

意屆時的安排。 

 
 



C. 中一至中五級第二學期考試取消及相關安排 

    由於停課的延長，原定於 9/3/2020-18/3/2020(一至三)舉行的第二學期考試

將會取消，復課日將按照一般上課日時間表回校正常上課，而中一級第二學期

的自習課取消。另外，為令本學年學期評核更準確反映學生能力表現，各學期

比重將會按照下表調動： 

學期 評核比重 (%) 
第一學期 30 

第二學期 / (取消) 

第三學期 

(評估應包括停課期間電子學習及課業， 

但所佔的百分比不可多於 20%) 
40 

總成績 70 (不會作任何數據調整) 
 
D. 電子教材及習作安排 

    為讓學生可以在家中繼續學習，學校已於 4/2/2020(星期二)發出家長通告

第 E67 號，為各級學生在停課期間提供各科電子學習教材及習作材，並上載至

內聯網 eClass、google classroom 或不同電子學習平台上。學生可於相關平台上

得悉詳細的安排及繳交日期等重要資料，相關的電子習作將會納入第三學期成

績的正式評估，並計算分數。期望同學發揮關注事項的精神，停課期間持續自

主學習。 

 

    各科亦會視乎學生學習情況及進度，繼續陸續上載足夠的電子教材及習作，

並進行網上等電子教學，請同學必須不時留意各科在目關平台上的發佈。 

 
    學校將於復課前約一星期安排不同的學習領域組別老師當值，協助有困難

的學生完成計算分數的習作，提供最適切的支援，同學可於適當時間致電回校

與相應老師聯絡尋求協助。安排如下： 

日期 時間 學習領域或學科 

4/3/2020 (三) 

9:00am - 
12:30pm 

英文 

5/3/2020 (四) 中文、普通話 

6/3/2020 (五) 電腦、資通、體育、藝術、音樂 

9/3/2020 (一) 
通識、中史、歷史、地理、宗教、 

歷文、共通、倫宗、企財 

10/3/2020 (二) 科學、物理、化學、生物 

11/3/2020 (三) 數學 

 
    停課期間為疫症傳染高峰期，所有人均應減少到人流多的地方及人際接觸，

並應留在家中，將疫症傳播的風險減到最低。 

 



E. 學術周安排 

  原定於停課期間的學術周將會有以下調動，屆時期望同學積極參與，學以致用： 

學術周 調動詳情 

文化周 20-24/4/2020 (星期一至五) 

英文周 11-15/5/2020 (星期一至五) 

 

F. 其他活動或會議安排  

  部份學與教方面的活動因停課情況將有以下調動安排： 

原訂安排 調動情況及安排 

3/2/2020 (星期一) 

至 

13/3/2020 (星期五) 

第一期中一至中三級種

籽計劃 (中游提升班) 

[期後由 23/3/2020-11/5/2020  

(逢星期一及三)舉行，共 8 節] 

3/2/2020 (星期一)、

24/2/2020 (星期一) 
中二級讀書會 

改為 12, 19/5/2020  

(星期二) 舉行 

6/2/2020 (星期四 )、

20/2/2020 (星期四) 
中一級讀書會 

改為 14, 21/5/2020  

(星期四) 舉行 

6/2/2020 (星期四) 中三級自主學習工作坊 改期及另行通知 

7/2/2020 (星期五) 

第31屆中學生好書龍虎

榜候選好書 

課堂集體借閲(4C3, 4C5) 

延期進行 

(日期另行通知) 

10/2/2020 (星期一) 

至 

14/3/2020 (星期六) 

中六級公開試自修室 

(上課期間) 
由復課日開始舉行 

18/2/2020 (星期二) 

至 

20/2/2020 (星期四) 

書展 
改為 21/4/2020 (星期二) 至 

23/4/2020 (星期四) 舉行 

25-27/2；3-5/3 /2020 

(逢星期二至四) 

鞏固基礎溫習小組 

(試前溫習班) 

改於 20/4/2020 - 5/5/2020 

期間進行，日子待定 

(詳情留意屆時的通告) 

25-29/3/2020  
(星期三至日) 

一帶一路  ~ 馬來西亞

境外遊全方位學習活動 
取消，順延下學年進行，日子

待定 
5-8/4/2020 
(星期日至三) 

STEM 及英語首爾境外

遊全方位學習活動 

 

 

 

 



G. 學生事務 

1. 復課後首兩星期的早會，將會安排在課室內進行。 

2. 復課後的大型學生活動，有以下的調動安排： 

原定日期 大型活動 最新安排 

12/2/2020 及 13/2/2020 教區聯運會 
主辦學校通知取消，是否延期

有待通知 27/2/2020、3/3/2020 及

6/3/2020 
學界田徑賽(D1) 

19/3/2020 至 20/3/2020 中四成長營 
營地╱活動場地通知取消，改

為正常上課日上課 
20/3/2020 體驗活動日 

29/3/2020 家教會旅行 主辦機構取消 

30/3/2020 (星期一) 
家教會旅行活動後

翌日假期 
改為星期一時間表照常上課 

31/3/2020 至 7/4/2020 宗教週 改期：30/3/2020 至 3/4/2020 

13/5/2020 至 18/5/2020 台灣文化交流之旅 台灣輔仁中學通知取消 

 
3. 曾到訪國內的學生，請留意新隔離政策，並在回港後自我隔離 14 天，身體無

恙後方能於復課日回校上課。 

4. 未曾填報學生健康申報表的家長，請於21/2/2020(星期五)中午十二時或以前，

在 eClass 完成填報。 

5. 請同學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回校上課前自行量度體溫，自備飲用水瓶、洗

手消毒液及口罩，經常確保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打噴嚏

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垃圾箱內，然後徹底清潔

雙手。 

6. 進入校園後必須量度體溫，在校時需要佩戴外科口罩，如有身體不適，同學

應盡快求醫，並請家長向學校報告；當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等病徵，請同

學在家休息，求醫診治，並備醫生證明信，待痊癒後方可回校。 

7. 正確使用校園內的防疫設備，確保班房空氣流通，保持校園清潔。 

8. 請家長經常留意及簽署學校所發出的有關訊息和電子家長通告，並請仔細檢

查有關的電子功課通告，著  貴子弟依時學習及準時遞交功課。 

此致 

各學生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