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51 2021 D 015F 01 月份事務(中六級學生) 

 
2020-2021 學年 第 D015F 號通告 

一月份事務摘要(中六級學生) 
 

敬啟者： 

謹請  台端注意下列事項： 

 

學校恢復面授課堂的相關安排 

- 按教育局的要求，本校將安排中六級於假期後回校上課，以準備公開考試及進行校內考

試。現將相應措施，臚列如下： 

 1. 04/01/2021(一)至 15/02/2021(五)為面授課堂，須按特別時間表上課，惟

06/01/2021(三)當天將提前於 12：50 下課。 

 2. 學生須於上午 8:25 或以前回校上課。 

 3. 學生須在校舍出入口量度體溫，並嚴謹遵從各項衞生防護措施，包括時刻戴上口

罩，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等。  

 4. 畢業試將如期於 18/01/2021(一)至 08/02/2021(一)舉行，09/02/2021(二)則為畢

業試後備日。 

 5. 鑑於跨境生可能因疫情關係而無法回校應考，學校將安排網上應考，詳情於網上的

家長會中公布。 

 6. 敬請家長督促 貴子女在假期期間留在家中温習，以爭取良好成績。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家長致電本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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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手冊 

- 考評局會將下列考試相關的資料上載至其網站，請各中六級學生仔細閱讀。 

- 從 14/12/2020(一)開始，考生可到下列網址下載考生手冊：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 從 14/12/2020(一)開始，考生可到下列網址下載考試程序影片： 

http://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videos_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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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畢業試(EXS6)時間表 

 一 二 三 四 五 

 一月        18 19 20 21 22 

第 

一 

節 

組科(化學) (不用回校) (不用回校) 地理(一) (不用回校) 

08:45-10:25   08:45-11:15  

(1 小時 40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企財(一)  

   08:45-10:00  

   (1 小時 15 分鐘)  

   中史(一)  

   08:45-11:00  

   (2 小時 15 分鐘)  

   生物(一)  

   08:45-11:15  

   (2 小時 30 分鐘)  

   視憑  

   08:45-12:45  

   (4 小時)  

小 

息 

   小息  

   第一節完卷-第二節開考前 15 分鐘  

   (視乎不同科目)  

第 

二 

節 

   地理(二)  

   12:00-13:15  

   (1 小時 15 分鐘)  

   企財(二)  

   10:45-13:00  

   (2 小時 15 分鐘)  

   中史(二)  

   11:45-13:05  

   (1 小時 20 分鐘)  

   生物(二)  

   12:00-13:00  

   (1 小時)  

         25 26 27 28 29 

第 

一 

節 

通識(一) (不用回校) Eng.(1)-Reading (不用回校) 中文(一)-閱讀能力 

08:45-10:45  08:45-10:15  08:45-10:15 

(2 小時)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小 

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45-11:15  10:15-10:45  10:15-10:45 

(30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第 

二 

節 

通識(二)  Eng.(2)-Writing  中文(二)-寫作能力 

11:30-12:45  11:00-13:00  11:00-12:30 

(1 小時 15 分鐘)  (2 小時)  (1 小時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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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二月        1 2 3 4 5 

第 

一 

節 

Eng.(3) Listening &Integrated Skills (不用回校) 數學(一) (不用回校) 旅款(一) 

08:45-10:45  08:45-11:00  08:45-10:15 

(2 小時)  (2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經濟(一) 

    08:45-09:45 

    (1 小時) 

    組科(物理) 

    08:45-10:25 

    (1 小時 40 分鐘) 

    資通(一) 

    08:45-10:45 

    (2 小時) 

    倫宗(一) 

    08:45-10:30 

    (1 小時 45 分鐘) 

小 

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45-11:15  11:00-11:30  第一節完卷-第二節開考前 15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視乎不同科目) 

第 

二 

節 

中文(三)-聆聽及綜合

能力 

 數學(二)  旅款(二) 

11:30-13:15  11:45-13:00  11:00-12:15 

(約 1 小時 4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經濟(二) 

    10:30-13:00 

    (2 小時 30 分鐘) 

    資通(二) 

    11:30-13:00 

    (1 小時 30 分鐘) 

     倫宗(二) 

     11:15-13:00 

     (1 小時 45 分鐘) 

         8 9 10 11 12 

第 

一 

節 

數學 M2 (S6 畢業試後備日)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08:45-11:15 如無特別通知 學生不用回校    

(2 小時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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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畢業試(EXS6)安排 

- 中六畢業試將於 18/01/2021(一)-09/02/2021(二)期間進行，學生請細閱下列注意事項︰ 

 1. 學生須如常於上午 8:25 之前回校。 

 2. 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及帶備學生證，以核實學生身分。於考試期間，學生證必須放在學

生桌上。 

 3. 學生早上直接進入試場依座位表編排就座，進行溫習，學生請緊記帶備所需溫習課

本。 

 4. 學生必須遵守《考試/測驗規則》，否則可能被扣分或取消考試資格。詳情可參看基本

訏室壁報板或教員 A室外的學務組壁報板。 

 5. 該天考試完畢後，學生可離校回家溫習；亦可到圖書館使用自修室溫習。 

 6. 若考試當日因教育局宣佈停課，受停課影響的考試將會取消，本校將在「考試後備
日」（09/02/2021(二)）進行補考。如無需補考，學生則不需在 09/02/2021(二)回校。

所有更改，以本校最新公布為準。 

 

中六畢業試(EXS6)因病或特殊事故缺席而申請成績評估的安排 

- 學生於考試期間缺席，須如一般上課日，呈交合理之請假信。特別事假必須事前申請，

而病假則可於請假後第 1個工作天後補請假信。無故缺考者會被懲處。 

- 病假申請成績評估時必須附上醫生證明書。 

- 中六畢業試所有科目卷別均不設補考，學生只可申請進行有關科目的成績評估，申請期

限為 10/02/2021(三)下午 1:30 前，學生須於限期前把有家長簽署的申請信連同醫生證

明書交校務處李書記，並填寫有關申請表。 

- 成績評估分數以七折計算。若學生缺席考試而又沒有申請成績評估，其缺席科目上會顯

示「ABS」。 

 

中六級跨境學生中六畢業試(EXS6)安排 

- 由於教育局仍未公布跨境學生復課的安排，本校現為未能到港應試的跨境學生作如下安

排： 

 -於網上進行考試，有關詳情，請參閱稍後發出的跨境學生考試須知。 

 -無故缺考者會被懲處。 

 -鑑於 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在變化，本校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家長亦需繼續關注 

教育局及本校的最新公布。在未能回校上課的日子，敬請 貴家長提醒子女在家中持續 

學習。 

 

中六級試後上課安排 

- 本校將為中六級學生於畢業試後舉辦定期課堂，日期為 22/02/2021(一)至

12/03/2021(五)，以加強學生對公開試的準備，讓學生積極面對公開試，爭取更好的成

績。 

- 畢業試後課堂乃正式課堂，所有中六級學生必須回校上課，無故缺席將當曠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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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英文科 

活動名稱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活動目的 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英文應試技巧 

活動對象 中六級獲選學生 

活動日期 

10/10/2020(六)、17/10/2020(六)、24/10/2020(六)、31/10/2020(六)、 

07/11/2020(六)、14/11/2020(六)、28/11/2020(六)（延期）、 

05/12/2020(六)（延期）、12/12/2020(六) (ZOOM)、19/12/2020(六)(ZOOM)、 

09/01/2021(六)、16/01/2021(六)、23/01/2021(六)、30/01/2021(六)、 

06/02/2021(六)、27/02/2021(六)(補堂)、06/03/2021(六) (補堂) 

活動時間 下午 1:30-3:30 

活動地點 102 室 

服飾 校服 

費用 $6000(全費)/$0(全免) 

負責老師 夏敏儀老師 
 

- 本課程由外聘導師教授。 

- 如當日集合前兩小時遇惡劣天氣，包括紅色或以上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改以 TEAMS/ZOOM網課形式進行。 

* 現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資助的學生，在遞交有效的證明文件副本

後，將獲豁免繳交本活動的全額費用。 

* 現正接受「學生資助計劃」全額資助的學生，將獲豁免繳交本活動的全額費用。 

- 如沒有特別理由而缺席課堂，須按校規處理。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英文科夏敏儀老師。 

 

- 出席學生：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1 6A 1 陳美靜 •  3 6A 7 魏玉儿 •  

2 6A 2 陳美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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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英文科 

活動名稱 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活動目的 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英文應試技巧 

活動對象 中六級獲選學生 

活動日期 

10/10/2020(六)、17/10/2020(六)、24/10/2020(六)、31/10/2020(六)、

07/11/2020(六)、14/11/2020(六)、28/11/2020(六)（延期）、 

05/12/2020(六)（延期）、12/12/2020(六) (ZOOM)、19/12/2020(六) (ZOOM)、 

09/01/2021(六)、16/01/2021(六)、23/01/2021(六)、30/01/2021(六)、 

06/02/2021(六)、27/02/2021(六)(補堂)、06/03/2021(六) (補堂) 

活動時間 下午 1:30-3:30 

活動地點 102 室 

服飾 校服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夏敏儀老師 
 

- 本課程由外聘導師教授。 

- 如當日集合前兩小時遇惡劣天氣，包括紅色或以上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改以 TEAMS/ZOOM網課形式進行。 

- 如沒有特別理由而缺席課堂，須按校規處理。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英文科夏敏儀老師。 

 

- 出席學生：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1 6A 18 曾孝和 •  3 6B 3 黃慧洁 •  

2 6A 19 吳浩賢 •  4 6B 11 張淇渺 •  

 

陸運會 

- 本學年陸運會取消。02/03/2021(二)及 03/03/2021(三)改為上課日。04/03/2021(四)保

留為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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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假期 

- 下表列出一月份學校假期： 
 

 日期 假日 

1 01/01/2021(一) 耶誕及新年 

 

 此致 

中六學生家長/監護人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校長       謹啟 

 

2020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