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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第 D020 號通告 

中六畢業試延期 
 
 

敬啟者： 

本校得悉有員工初步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為加強防疫及保障師生健康，將按衞生防

護中心的指示，學校由 28/02/2022(一)至 02/03/2022(三)共三天暫停開放，以便進行清潔

及消毒工作，原定於 28/02/2022(一)-04/03/2022(五)的畢業試將延期於 07/03/2022(一)-

11/03/2022(五)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1. 網上中六級畢業試 

 - 時間：各科的考試時間見本通告。 

 - S6 畢業試後備日：若因特殊情況以致當日未能舉行的考試，將改在「考試後備日」

（12/03/2022 (六)進行。 

  

2. S6 畢業試(EXS6)網考注意事項 

 - 詳見第 D019 號通告「中六畢業試 網上視像形式考核」。 

  

3. 成績表安排 

 - 成績表上註明 07/02/2022(一)-11/03/2022(五)時段的中六畢業試科目以網上視像

形式考核。 

  

4. S6 畢業試(EXS6)因病/強制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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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病假或因強制檢測未能應試的同學，則可於請假後第 1個工作天後向班主任

補交請假信。無故缺考者會被懲處。 

 - 病假或強制檢測申請成績評估時必須附上醫生證明書或強制檢測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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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2022(一)下午 1:30 前；如學生於考試最後一天缺席，申請限期為

請假後第 2個工作天下午 1:30 前，學生須於限期前把有家長簽署的申請信連同醫

生證明書交學校。因疫情關係，家長可於電郵呈交文件及申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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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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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日子，敬請  貴家長提醒子女在家中持

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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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畢業試(EXS6)時間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三月 7 8 9 10 11 12 

第 

一 

節 

Eng.(3) Listening &Integrated Skills 數學(一) 地理(一) 旅款(一) 數學 M2 (S6 畢業試後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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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時)  (2 小時 15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生物(一) 倫宗(一)  

  08:45-11:15 08:45-10:30  

  (2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45 分鐘)   

  企財(一) 經濟(一)   

  08:45-10:00 08:45-09:45   

  (1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中史(一) 組科(化學)   

  08:45-11:00 08:45-10:25   

  (2 小時 15 分鐘) (1 小時 40 分鐘)   

小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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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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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乎不同科目)   

第 

二 

節 

中文(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數學(二) 地理(二) 旅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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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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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二) 倫宗(二)   

  12:00-13:00 11:15-13:00   

  (1 小時) (1 小時 45 分鐘)   

  企財(二) 經濟(二)   

  10:45-13:00 10:30-13:00   

  (2 小時 15 分鐘) (2 小時 30 分鐘)   

  中史(二) 組科(物理)   

  11:45-13:05 11:10-12:50   

  (1 小時 20 分鐘) (1 小時 40 分鐘)   
 

 三月 14 15 16 

第 

一 

節 

 

S6 畢業試 

對卷日 

S6 畢業試 

對卷日 

S6 畢業試 

對卷日 

(Teams) (Teams) (Teams) 

 

對卷日安排容後公佈。 
 

 此致 

中六級學生家長/監護人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校長       謹啟 

2022年 2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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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21-2022 學年 第 D020 號通告 回條 

中六畢業試延期 
 

敬覆者： 

  本人知悉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21-2022 學年第 D020 號通告之內容。 

 (請以ü表示) 

 

- 本人會於 28/02/2022(一)或以前以 School App 遞交回條。 

 

 此覆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班別)(班號) (中   班)(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此部份由職員集齊並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