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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永隆中學 
2020-2021年度中五級一月及二月份網上課堂及回校實體補課事宜 

 
敬啟者：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教育局決定所有中小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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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教育局容許學校
可安排個別級別學生回校進行半天的面授課堂或進行考試。 

 
1月 18日起網上課堂安排 

1. 中一至中五同學於 1月 18日(Day 4)起 8:20am-1:30pm按校曆表循環日上 Teams課堂。 
2. 18-19/1/2021 下午安排不同級別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分批回校到課室領取學習
物資： 

日期 時間(約半小時) 回校領取課堂學習物資的級別 

18/1/2021 
(一) 

2:45p.m. 中一  
3:30p.m. 中二 
4:15p.m. 中三 

19/1/2021 
(二) 

2:45p.m. 中四 
3:30p.m. 中五 

3. 原定 1月 23日的家長日延期，1月 25日學校假期改為上課日(Day 5)。 
 
1月 18日起回校實體補課安排 
為協助中五級同學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將為同學安排補課，詳情可參閱下列時間表。 

1月 20日 (Day 6星期三)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全級 中文 中文科科任老師 3:00 p.m.-5:00 pm 禮堂 

1月 22日 (Day 1 星期五)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全級 英文 英文科科任老師 3:00 p.m.-5:00 pm 禮堂 

1月 25日 (Day 5 星期一)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5A數學組 數學 黃錦輝老師 3:00 p.m.-5:00 pm 402室 
5C數學組 數學 黃志聖老師 3:00 p.m.-5:00 pm 502室 
5D數學組 數學 關建基老師 3:00 p.m.-5:00 pm 503室 

2月 1日 (Day 6 星期一)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全級 通識 通識科科任老師 3:00 p.m.-5:00 pm 禮堂 

2月 4日 (Day 2 星期四)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級 化學 陳達人老師 3:00 p.m.-5:00 pm 511室 
中五級 企會財(一) 林玲老師 3:00 p.m.-5:00 pm 602室 
中五級 視覺藝術 劉慧琼老師 3:00 p.m.-5:00 pm 視藝室 
中五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 黃幹文副校長 3:00 p.m.-5:00 pm 電腦三室 
中五級 歷史 曾愛儀老師 3:00 p.m.-5:00 pm 202室 

2月 5日 (Day 3 星期五)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級 物理 鄺建禧老師 3:00 p.m.-5:00 pm 物理實驗室 
中五級 生物 余志雄老師 3:00 p.m.-5:00 pm 502 
中五級 企會財(二) 林玲老師 3:00 p.m.-5:00 pm 403 
中五級 地理 吳慧琼老師 3:00 p.m.-5:00 pm 503 
中五級 中國歷史 陳少茵老師 3:00 p.m.-5:00 pm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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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 (Day 4 星期一)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級 化學 陳達人老師 3:00 p.m.-5:00 pm 511室 
中五級 企會財(一) 林玲老師 3:00 p.m.-5:00 pm 602室 
中五級 視覺藝術 劉慧琼老師 3:00 p.m.-5:00 pm 視藝室 
中五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 黃幹文副校長 3:00 p.m.-5:00 pm 電腦三室 

 
2月 23日 (Day 5 星期二) 
班別 科目 科任老師 時間 地點 
中五級 生物 余志雄老師 3:00 p.m.-5:00 pm 502 
中五級 企會財(二) 林玲老師 3:00 p.m.-5:00 pm 403 
中五級 地理 吳慧琼老師 3:00 p.m.-5:00 pm 503 
中五級 中國歷史 陳少茵老師 3:00 p.m.-5:00 pm 302 
請同學留心以下事項： 
1. 補課將以實體形式進行。 
2. 同學回校時必須穿著校服或體育服，並做足防疫準備(包括帶回罩、量體溫、有病徵

不回校等) 
3. 同學如因病未能出席假期的補課，必須聯絡科任老師請假，並於復課後第一天將家長
信交到校務處。 

4. 凡沒按程序請假的同學，將記缺點一個，以作處分。 
 
 

如 貴家長對中五級補課的安排有任何問題，請聯絡郭美玲助理校長(學校電話：24643638)。 
 
此致 

貴家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 

回  條              S20080 
敬覆者： 
 
頃閱來函，知悉有關中五級一月及二月份網上課堂及回校實體補課事宜，並會督促 敞子女

努力學習。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中五___班 班號：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一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