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E28 號(二零至二一) 

 

敬啟者： 

有關中五至中六級學期補課安排 

 

為營造恆常溫習的氣氛，強化學習基礎及協助中五至中六級學生為公開考試作準備，本校謹

定於九月至五月期間放學後舉行各科不同形式的補課，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關的安排請詳

閱附頁。 

 

因應疫情，學校將視乎情況及級別，分別以在家中進行電子課堂或在校內上課進行補課。詳

情請參閱附頁內補課時間表內的備註事項。電子補課與一般電子課堂的要求無異，學生回校出席

以上補課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如校服儀容不整，授課老師將按校方一貫做法並作紀律處分。學生

如因重要事情而未能出席者，請事前遞交家長信請假，因病未能出席或早退者，須於放學前通知

授課老師，並在復課後向授課老師呈交註冊醫生證明書，授課老師將跟進學生缺課事宜，如無故

缺席者，將作曠課論。 

 

請各同學自行注意補課形式及地點(將張貼於地下及梯間的壁報板)，恕不另行通知。特此函

達，敬希家長垂注，並簽妥回條後，著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320 3594

與張金成主任或吳國明副校長聯絡。 

 

此致 

中五及中六級學生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 

--------------------------------------------------------------------------------- 

家長回條 

（有關中五至中六級學期補課安排）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E28 號（二零至二一）有關中五至中六級學期補課安排，並會督促小

兒出席。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 學號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九月 28 (Day 7) 九月 29 九月 30

5A數延

十月 5 十月 6 十月 7 十月 8 十月 9

5A數延

畢業禮

十月 12 十月 13 十月 14 十月 15 十月 16

英文5E1 化學 中文5C1 5A數延

英文5E2 視藝 中文5C2

英文5E3 中文5C3

英文5E4 中文5C4

英文5E5

十月 19 十月 20 十月 21 十月 22 十月 23

英文5E1 物理 5A數延

英文5E2 歷史

英文5E3 旅遊

英文5E4 資通

英文5E5

十月 26 十月 27 十月 28 十月 29 十月 30

5A數延

2020-2021年度中五級恆常上課天補課時間表

1. 若教育局維持中學全校回校上課半天，學校將實施夏令時間。補課將於星期一至四下午在家中以實時電子形式進行；

    補課時間為下午2:45 – 4:15 (開始時間或會彈性處理)；

2. 科任老師將透過沿用的電子平台向相關學生發佈補課時間、電子教室的資料及安排。

3. 若教育局宣布中學恢復全日回校上課，補課將會恢復於星期一至四放學後在校內以實體形式進行，開始時間為下午

    4:00。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一

User5
打字機文字
附件

User5
打字機文字

User5
打字機文字

User5
打字機文字

User5
打字機文字

User5
打字機文字

User5
打字機文字



十一月 2 十一月 3 十一月 4 十一月 5 十一月 6

化學 中文5C1 5A數延

視藝 中文5C2

中文5C3

中文5C4

十一月 9 十一月 10 十一月 11 十一月 12 十一月 13

物理 5A數延

生物

歷史

旅遊

十一月 23 十一月 24 十一月 25 十一月 26 十一月 27

5A數延

十二月 1 十二月 2 十二月 3 十二月 4

中文5C1 5A數延

中文5C2

中文5C3

中文5C4

中文5C5

全校拍照日

十二月 7 十二月 8 十二月 9 十二月 10 十二月 11

物理 5A數延

旅遊

資通

十二月 14 十二月 15 十二月 16 十二月 17 十二月 18

英文5E1 化學 5A數延

英文5E2 視藝

英文5E3

英文5E4

英文5E5

聖誕聯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一月 4 一月 5 一月 6 一月 7 一月 8

物理 中文5C2 5A數延

資通 中文5C3

中文5C4

中文5C5

捐血日

一月 11 一月 12 一月 13 一月 14 一月 15

英文5E1 中文5C1 5A數延

英文5E2 中文5C2

英文5E3 中文5C3

英文5E4 中文5C4

英文5E5 中文5C5

星期五時間表

一月 18 一月 19 一月 20 一月 21 一月 22

物理 5A數延

歷史

旅遊

資通

中六畢業試 中六畢業試 中六畢業試 中六畢業試 中六畢業試

一月 25 一月 26 一月 27 一月 28 一月 29

通識5AB1 化學 1 中文5C1 5A數延

通識5AB2 視藝 1 中文5C2

通識5AB3 中文5C3

通識5CD1 中文5C4

通識5CD2 中文5C5

中六畢業試 中六畢業試 中六畢業試

星期五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二月 1 二月 2 二月 3 二月 4 二月 5

通識5AB1 物理 5A數延

通識5AB2 生物

通識5AB3 歷史

通識5CD1 旅遊

通識5CD2 資通

二月 22 二月 23 二月 24 二月 25 二月 26

通識5AB1 化學 5A數延

通識5AB2 視藝

通識5AB3

通識5CD1

通識5CD2

中六試卷檢討週 中六試卷檢討週 中六試卷檢討週 中六試卷檢討週 中六試卷檢討週

星期五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三月 8 三月 9 三月 10 三月 11 三月 12

5A數延

三月 15 三月 16 三月 17 三月 18 三月 19

英文5E1 物理

英文5E2 旅遊

英文5E3 資通

英文5E4

英文5E5

三月 22 三月 23 三月 24 三月 25 三月 26

通識5AB1 化學 中文5C1 5A數延

通識5AB2 視藝 中文5C2

通識5AB3 中文5C3

通識5CD1 中文5C4

通識5CD2 中文5C5

三月 29 三月 30 三月 31

英文5E1 物理

英文5E2 資通

英文5E3

英文5E4

英文5E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一帶一路交流團」(I) 「一帶一路交流團」(I)

星期五

「一帶一路交流團」(I)



四月 12 四月 13 四月 14 四月 15 四月 16

通識5AB1 化學 數學5M1 5A數延

通識5AB2 地理 數學5M2

通識5AB3 中史 數學5M3

通識5CD1 視藝 數學5M4

通識5CD2 數學5M5

台灣文化交流之旅 台灣文化交流之旅 台灣文化交流之旅 STEM及英語首爾團

四月 19 四月 20 四月 21 四月 22 四月 23

物理

旅遊

資通

台灣文化交流之旅 STEM及英語首爾團

四月 26 四月 27 四月 28 四月 29 四月 30

化學 數學5M1 5A數延

地理 數學5M2

中史 數學5M3

視藝 數學5M4

數學5M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五月 3 五月 4 五月 5 五月 6 五月 7

通識5AB1 物理 數學5M2 5A數延

通識5AB2 生物 數學5M3

通識5AB3 歷史 數學5M4

通識5CD1 資通 數學5M5

通識5CD2

五月 10 五月 11 五月 12 五月 13 五月 14

英文5E1 化學 中文5C1 5A數延

英文5E2 地理 中文5C2

英文5E3 中史 中文5C3

英文5E4 視藝 中文5C4

英文5E5 中文5C5

五月 17 五月 18 五月 19 五月 20 五月 21

通識5AB1 5A數延

通識5AB2

通識5AB3

通識5CD1

通識5CD2

教職員會議

五月 24 五月 25 五月 26 五月 27 五月 28

英文5E1 化學 數學5M1 5A數延

英文5E2 地理 數學5M2

英文5E3 中史 數學5M3

英文5E4 視藝 數學5M4

英文5E5 數學5M5

星期五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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