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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2021 年 1 月 4 日課堂新安排 (中六級 ) 

 

根據教育局 12 月 21 日的公布，在聖誕假期結束後，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及校

內活動，直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但學校可按校本需要考慮安排中六班級回校上

課以準備公開考試或進行校內考試。因此本校決定讓中六學生在聖誕及新年假期

完結後上午回校上課 (下午依然在家網上補課 )，直至最後上課天或教育局因應疫

情變化而作的公布。請各位家長細閱下文，並轉告  貴子弟遵從相關安排。  

 

1 月 4 日起的新安排  

I)  假期後首星期： 2021 年 1 月 4 日 (星期一 )至 1 月 8 日 (星期五 )學生上午

回校上課 (面授課時間表見下表 )，下午回家參與網課。  

II)  中六結業試：202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一 )至 1 月 20 日 (星期三 ) (新修訂的

考試時間表見下表 ) 

III)  結業試後： 2021 年 1 月 21 日 (星期四 )至中六最後上課天，學生上午回

校上課，下午回家參與網課。  

 

中六級面授課時間表 (星期制 ) 

學生每天離家前，家長 /監護人須為其量度體溫，如超出正常温度則不應

回校上課，及早求醫。學校早上 7 時 30 分開啟校門，學生進入校園時須測量

體温及使用消毒液清潔雙手。  

學生須於 7 時 55 分或前回校並返回所屬課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8:15 課室早會，班主任時段  

8:15-8:55 數學   中文  
體育 (6C)/  
班主任節
(6A,6B) 

英文  通識  

9:00-9:40 數學  中文  通識  中文  通識  

9:40-10:00 小息  

10:00-10:40 

化學 /中史 /  

地理 /資通 /  

企財 /倫宗  

物理 /生物 /  

歷史 /經濟 /  

視藝  

化學 /中史 /  

地理 /資通 /  

企財 /倫宗  

物理 /生物 /  

歷史 /經濟 /  

視藝  

中文  

10:40-11:00 小息  

11:00-11:40 英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班主任  

時段  

11:40-12:00 小息  

12:00-12:40 中文  英文  

體育 (6A,6B)/ 
M1/ 

班主任節
(6C)  

化學 /中史 /  

地理 /資通 /  

企財 /倫宗  

物理 /生物 /  

歷史 /經濟 /  

視藝  

12:40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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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下午網課時間表  

中六 Mon Tue Wed Thu Fri 

14:45-15:25 中文 6A 通識 6A M1 6BC 英文 6A 數學 6A 

6B 6B  6B 6B 

6C 6C 6C 6C 

     6BC 

15:35-16:15 X1 化學 英文 6A     X2 物理 中文 6A 

中史 6B 生物 6B 

地理 6C 歷史 6C 

資通   經濟   

企財 視藝 

倫宗   

 

中六級結業試時間表  

202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一 )至 1 月 20 日 (星期三 )進行中六結業試，時間表見    

附件。  

 

對現正逗留在境外的同學  

I)  回港後需要進行家居隔離 14 天的同學，如復課後仍處於隔離期的而無

法回校上課的同學，一律按缺席計，家長必須按一般請假程序處理，致

電回校通知校務處。  

 

如對以上資訊及安排有任何疑問，請向班主任及科任老師查詢，或賜電 2741 

1174 聯絡本校。  

 

此致  

各位家長 /監護人  

 

 

 

 

天主教南華中學校長        李偉榮謹啓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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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中六級結業試時間表  

 

 
中六  

 日期 地點：禮堂(核心科目)/課室(選修科目) 

11/1 8:20-9:50 中文卷一  閱讀能力 

星期一 10:20-12:05 中文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離校時間 12:10 下午 

12/1 8:20-10:20 通識教育卷一 

星期二 10:50-12:05 通識教育卷二 

離校時間 12:10 下午 

13/1 8:20-10:35 數學卷一 

星期三 11:05-12:20 數學卷二 

離校時間 12:25 下午 

14/1 8:20-9:20 經濟卷一(110) 

星期四 8:20-10:05 歷史卷一(N102)  

  8:20-10:50 生物卷一(111)/物理卷一(109)  

  8:20-12:20 視覺藝術 (407) 

  9:50-12:20 經濟卷二(110) 

  10:35-12:05 歷史卷二(N102) 

  11:20-12:20 生物卷二(111)/物理卷二(109)  

離校時間 按選修科目有所不同 

15/1 8:20-9:50 English 1  Reading 

星期五 10:20-12:20 English 2  Writing 

離校時間 12:25 下午 

18/1 8:20-9:35 企財卷一(110) 

星期一 8:20-10:05 倫理與宗教卷一(109) 

  8:20-10:20 資訊及通訊科技卷一(207) 

  8:20-10:35 中史卷一(111) 

  8:20-10:50 化學卷一(212) 

  8:20-10:50 地理卷一(208) 

  10:05-12:20 企財卷二(110) 

  10:35-12:20 倫理與宗教卷二(109) 

  10:50-12:20 資訊及通訊科技卷二(207) 

  11:05-12:25 中史卷二(111) 

  11:20-12:20 化學卷二(212) 

  11:20-12:35 地理卷二(208) 

離校時間 按選修科目有所不同 

19/1 8:20-9:50 中文卷二  寫作能力 

星期二 10:20-12:35 English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離校時間 12:40 下午 

20/1 星期三 8:00-10:30 數學 M1 (208) 

離校時間 10:35 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