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2020-2021年度致家長函第五十九號 

行政2020-21/22 

敬啟者：  

有關全港學校維持暫停面授課堂的校本實體考試和網課安排 

 

因應2019冠狀病毒疫情依然嚴峻，教育局於1月4日(星期一)宣布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在

2021年1月10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本年學校農曆新年假期開始。在

新安排下，中學可安排個別級別學生(包括中一至中六)回校進行半天(上午或下午)的面授

課堂或進行考試，以全校最高限額的六分一的學生為限，讓學生能持續有效地進行學習。

敬請家長留意及配合本校制訂之考試及教學方案。 

 

(一） 網課、考試、對分及其他安排 

 

1. 學校將分三個階段，安排中一至中六級回校進行實體考試。各級考試新安排，詳

見於附件一。 

 

i. 1 月 20 日至 1 月 28 日：中六級上午考試及中三下午考試；中一、二、四及

五，按現時的時間表上網課。 

 

ii. 1 月 29 日至 2 月 5 日：中五級上午考試及中二下午考試；中一、三、四及

六，按現時的時間表上網課。 

 

iii. 2 月 22 日至 3 月 2 日：中四級上午考試及中一下午考試；中二、三、五及

六，按現時的時間表上網課。 

 

2. 考試期間，學生回校時間如下：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須於上午 8:05 前回校，上午

8:15 前到達考試場地。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須於下午 1:35 前回校，下午 1:45 前到達

考試場地。各級各科考試時間長短有別，故放學時間亦有所不同，敬請留意。至

於各級特別考室考試時間表，將透過 eClass 發送同學、家長參考。 

 

3. 由於疫情難以預測，學校將運用 1 月 23 日及 1 月 30 日兩個星期六，安排中五和

中六級考試，以便於農曆新年假期前完成所有考試。 

 

4. 中四、中五、中六級視覺藝術科及 M2 考試，將提早至 1 月 23 日（星期六）舉行，

以配合整體的規劃。 

 

5. 原定於 2 月 26 日的教師發展日，除考試級別（中四上午考試；中一下午考試)外，

其他級別暫停網課一天。 

 

6. 3 月 3 日至 3 月 26 日上午，中六級按現時的時間表繼續回校上實體課。 

 

7. 3 月 3 日至 3 月 9 日下午，中一至中五級將回校實體核對分數；有關級別核對分

數日上午的網課將暫停(例：中一對分，上午的網課暫停一天）。試卷闡釋將安排

於網上課堂進行。有關詳情，將另行公布。實體核對分數安排如下： 

3 月 3 日：中三級 

3 月 4 日：中五級 

3 月 5 日：中二級 



3 月 8 日：中四級 

3 月 9 日：中一級 

 

8. 原定於 2 月 27 日舉行的中一至中五家長日，將延後至 3 月 27 日進行。形式方面，

按疫情而定，將另行通知。另外，取消原定於 2 月 27 日舉行的家教會午間燒烤。 

 

9. 鑑於教育局可能就高中科目有最新公布，原定於 3 月 26 日舉行的中三升中四選科

家長晚會，將暫定延後至 5 月 7 日舉行，有關詳情，將另行通知。 

 

10. 於農曆新年假期結束前，教育局將按疫情發展公布全港學校面授課堂的最新安排。

就農曆新年假期後的校本安排，隨時有變。若有需要，學校會因應教育局的指引，

調節校內安排。請貴家長密切留意新聞及教育局發放的相關訊息。學校會盡快將

最新消息於學校網頁或 eClass 平台公布。 

 

(二） 其他提示 

 

1. 為顧及公眾衞生，凡有發燒及其他傳染病徵狀的同學，請家長盡快帶 貴子弟求

醫，並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帶病回校考試或核對分數。家長可依手續致電學校為

學生請假。學生復課後，帶同醫生紙及在手冊上填妥請假資料附上家長簽署呈交

學校。 

 

2. 各級學生如因病缺考，須連同醫生証明或相關文件，由學生或監護人在學校辦公

時間親自到校交表申請成績評估。因各級考試日期不同，申請成績評估的期限為

缺席後三天內，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 

 

3. 若中六同學因特別情況缺考中學文憑試，須向考評局申請成績評估。考評局將根

據同學在校內相關科目的模擬試成績作評估參考。在此，學校鄭重提醒同學，假

如同學在學校模擬試和中學文憑試缺考相同的科目，考評局將難以利用校內表現

作公開試評估。若有疑問和需要，請細閲《中學文憑試考生手冊》或親自致電考

評局查詢。 

 

4. 所有回校學生，無論上午或下午，均須於出發前在家檢查體溫，填寫手冊，並在

進入校園時通過體溫檢測系統。在校期間，請同學保持社交距離，注意個人衞生

及配合校園內的防疫措施。 

 

5. 家長應加強預防新冠狀病毒病措施及加倍留意 貴子弟心身靈的健康情況。若有

需要，請致電學校聯絡班主任、訓輔老師、學生支援部老師、社工和教育心理學

家等。 

 

上述事項，統祈察照，並祈督促 貴子弟在家多加溫習，努力爭取佳績。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夏  麗  珠  謹啟 

  

2021年1月7日 



 【回  條】 (家長通函第五十九號) 行政2020-21/22 

敬覆者：有關  貴校1月7日「有關全港學校維持暫停面授課堂的校本實體考試和網課安

排」事宜之家長通函內容領悉。本人自當督促敝子弟切實遵行。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中     班    號學生：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2021年______月        日 

  



附件一(中一級) 

2020-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中一 

學生 
返學時

間 
1:35前回校，1:45前到達考試場地 

考試場
地 禮堂 

22/2 

(一) 

中文 2寫作 (75) 

2:00-3:15 

 

生社+歷史 (30+30) 

3:45-4:45 

23/2 

(二) 

Eng 2 Compo (75) 

2:00-3:15 

 

數學 (75) 

3:45-5:00 

24/2 

(三) 

Eng 1 GE (90) 

2:00-3:30 

 

電腦 (45) 

4:00-4:45 

25/2 

(四) 

綜合科學 (75) 

2:00-3:15 

 

普通話 (30) 

3:45-4:15 

26/2 

(五) 

 

中文 3 聆聽 (30) 

2:00-2:30 

 

Eng 3 Listening (60) 

3:00-4:00 

1/3 

(一) 

中文 1 閱讀 (75) 

2:00-3:15 

2/3 

(二) 

地理+中史 (30+30) 

2:00-3:00 

 

  



附件一(中二級) 

2020-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中二 

學生 
返學時

間 
1:35前回校，1:45前到達考試場地 

考試場
地 禮堂 

29/1 

(五) 

中文2寫作 (75) 

2:00-3:15 

 

地理+中史 (30+30) 

3:45-4:45 

1/2 

(一) 

Eng 2 Compo (75) 

2:00-3:15 

 

數學 (75) 

3:45-5:00 

2/2 

(二) 

中文 1 閱讀 (75) 

2:00-3:15 

 

科學 (75) 

3:45-5:00 

3/2 

(三) 

ENG 1 GE (90) 

2:00-3:30 

 

電腦 (45) 

4:00-4:45 

4/2 

(四) 

普通話 (30) 

2:00-2:30 

 

生社+歷史 (30+30) 

3:00-4:00 

5/2 

(五) 

ENG 3 Listening (60) 

2:00-3:00 

 

中文 3 聆聽 (30) 

3:30-4:00 

 

  



附件一(中三級) 

2020-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中三 

學生 
返學時

間 
1:35前回校，1:45前到達考試場地 

考試場
地 

禮堂 

20/1 

(三) 

Eng 2 Compo (75) 

2:00-3:15 

 

科學 (75) 

3:45-5:00 

21/1 

(四) 

中文 2 寫作 (90) 

2:00-3:30 

 

電腦 (45) 

4:00-4:45 

22/1 

(五) 

數學 (75) 

2:00-3:15 

 

地理+中史 (30+30) 

3:45-4:45 

25/1 

(一) 

中文 1 閱讀 (90) 

2:00-3:30 

26/1 

(二) 

ENG 1 GE (90) 

2:00-3:30 

27/1 

(三) 

中文 3聆聽 (30) 

2:00-2:30 

 

Eng 3 Listening (60) 

3:00-4:00 

28/1 

(四) 

生社+歷史 (30+30) 

2:00-3:00 

 

  



附件一(中四級) 

2020-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中四 

學生 
返學時

間 
8:05前回校，8:15前到達考試場地 

考試場
地 

如沒特別註明，考試場地為禮堂 
部分科目會與其他級別或其他科目在同一考室進行測考  

23/1 
(六) 

    *視藝 (240)  8:30-12:30       (N102) 
    * M2  (90)  8:30-10:00      (E101)  
 

22/2 
(一) 

中文1閱讀 (90) 
8:30-10:00 

 
中文2寫作 (90) 

10:30-12:00 

23/2 
(二) 

中文3聆聽與綜合 (100) 
8:30-10:10 

 
Eng 3 Listening & Int. Skills (120) 

10:40-12:40 

24/2 
(三) 

Eng 1 Reading (90) 
8:30-10:00 

 
Eng 2 Writing (120) 

10:30-12:30 

25/2 
(四) 

通識1 (120) 
8:30 - 10:30 

26/2 
(五) 

 企財 (90)  8:30-10:00 (E304) 
 歷史 (120) 8:30-10:30 (E303) 
 生物 (90) 8:30-10:00 (E306) 
 地理 (165) 8:30-11:15 (E307) 
 物理 (90) 8:30-10:00 (E305) 

1/3 
(一) 

數學 1 (90) 
8:30-10:00 

 
數學 2 (45) 
10:30-11:15 

2/3 
(二) 

* 資通 (75)  8:30-9:45 (E304) 
* 旅遊與款待 (90) 8:30-10:00 (E304) 
* 化學 (90) 8:30-10:00 (E305) 
* 中史 (105) 8:30-10:15 (E305) 
  經濟 1 (40) 8:30-9:10 (E303) 

 
  經濟 2 (75) 9:40-10:55 (E303) 

 

  



附件一(中五級) 

2020-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日期 中五 

學生 

返學時

間 

8:05前回校，8:15前到達考試場地 

考試場
地 

如沒特別註明，考試場地為禮堂 
部分科目會與其他級別或其他科目在同一考室進行

測考 
23/1 
(六) 

*視藝 (240)  8:30-12:30    (N102) 
*M2  (150)   8:30-11:00     (E101) 

29/1 

(五) 

Eng 1 Reading (90) 

8:30-10:00 

 

Eng 2 Writing (120) 

10:30-12:30 

30/1 

(六) 

通識1 (120) 

8:30-10:30 

 

通識2 (75) 

11:00-12:15 

1/2 

(一) 

中文1閱讀 (90) 

8:30-10:00 

 

中文2寫作 (90) 

10:30-12:00 

2/2 

(二) 

Eng 3 Listening & Int. Skills (120) 

8:30-10:30 

 

中文3聆聽與綜合 (100) 

11:00-12:40 

3/2 

(三) 

數學 1 (135) 

8:30-10:45

 

數學 2 (75) 

11:15-12:30 

4/2 

(四) 

 化學 (150) 8:30-11:00 (E103) 

* 資通 (120)  8:30-10:30 (E106) 

* 中史 1 (120) 8:30-10:30 (E106) 

 經濟 1 (60) 8:30-9:30 (E104) 

 旅遊與款待 1 (90) 8:30-10:00 (E105) 

 

 中史 2 (40) 11:00-11:40 (E106) 

 經濟 2 (130) 10:00-12:10 (E104) 

 旅遊與款待 2 (105) 10:30-12:15 (E105) 

 



5/2 

(五) 

 生物 (150) 8:30-11:00 (E101) 

 物理 (150) 8:30-11:00 (E103) 

 企財 1 (75) 8:30-9:45 (E104) 

 歷史 1 (120) 8:30-10:30 (E105) 

 地理 1 (165) 8:30-11:15 (E106) 

 

 企財 2 (120) 10:15-12:15 (E104) 

 歷史 2 (90) 11:00-12:30 (E105) 

 地理 2 (75) 11:45-1:00 (E106) 

 

  



附件一(中六級) 

2020-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中六模擬試時間表 

日期 中六 

學生 

返學時

間 

8:05前回校，8:15前到達考試場地 

考試場
地 

如沒特別註明，考試場地為禮堂 
部分科目會與其他級別或其他科目在同一考室進行測考  

20/1 

(三) 

Eng 3 Listening & Int. Skills (120) 

8:30-10:30 

中文3聆聽與綜合 (100) 

11:00-12:40 

21/1 

(四) 

通識1 (120) 

8:30-10:30 

 

通識2 (75) 

11:00-12:15 

22/1 

(五) 

中文1閱讀 (90) 

8:30-10:00 

 

中文2寫作 (90) 

10:30-12:00 

23/1 
(六) 

*視藝 (240)  8:30-12:30       (N102) 
* M2  (150)  8:30-11:00      (E101) 

25/1 

(一) 

Eng 1 Reading (90) 

8:30-10:00 

 

Eng 2 Writing (120) 

10:30-12:30 

26/1 

(二) 

* 資通 1 (120) 8:30-10:30 (E203) 

* 中史 1 (135) 8:30-10:45 (E203) 

 經濟 1 (60) 8:30-9:30 (E204) 

 旅遊與款待 1 (90) 8:30-10:00 (E205) 

 化學 1 (150) 8:30-11:00 (E206) 

 

* 資通 2 (90) 11:15-12:45 (E203) 

* 中史 2 (80) 11:15-12:35 (E203) 

 經濟 2 (150) 10:00-12:30 (E204) 

 旅遊與款待 2 (75) 10:30-11:45 (E205) 

 化學 2 (60) 11:30-12:30 (E206) 



27/1 

(三) 

數學 1 (135) 

8:30-10:45 

 

數學 2 (75) 

11:15-12:30 

28/1 

(四) 

 企財 1 (75) 8:30-9:45 (E203) 

* 生物 1 (150) 8:30-11:00 (E201) 

* 物理 1 (150) 8:30-11:00 (E201) 

 地理1 (150) 8:30-11:00 (E204) 

 歷史 1 (105) 8:30-10:15 (E205) 

 

 企財 2 (135) 10:15-12:30 (E203) 

* 生物 2 (60) 11:30-12:30 (E201) 

* 物理 2 (60) 11:30-12:30 (E201) 

 地理 2 (75) 11:30-12:45 (E204) 

 歷史 2 (90) 10:45-12:15 (E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