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培正中學致學生家長函  

有關延長農曆新年假期特別安排  

 

 
檔號：D19016k  

各位家長 : 

 

    教育局根據疫情的最新發展，暫定全港學校最早於 2020 年 3 月 2 日復課。由於假期延長多週，

為免學生學習進度受影響，本校各科現作特別學習安排；受疫情影響，本校多項活動亦須改動；此外，

本校將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保障師生安全。以下臚列各項安排，敬請留意。 

 

甲、 學習活動安排 

停課期間，所有校內補課及活動取消。復課後各項活動改動如下 :  

 

1. 以下活動取消 :  

2019-20 培正數學邀請賽(初賽)、家教會盆菜宴、初中班際歌唱比賽、學生長營  

(改為校內培訓)。 

     

2. 以下活動延期，校方稍後將評估情況，決定是否舉行 : 

中四成長營、中四地理營、中五生物營 

慈力共振、學生會 Talent Quest、英文科 Drama Night、栽培員訓練營 

 

3. 以下活動按主辦機構或單位指引，取消或延期 : 

學校音樂節、學校戲劇節、學界田徑比賽 

 

4. 以下活動經校方評估情況後，可依時出發 : 

俄羅斯編程比賽及訓練營 

 

乙、停課期間學生回校溫習措施 

停課期間，學校不鼓勵學生回校；惟如家中無人照顧，而備有家長同意信，學生可回校溫習，並 

請留意以下安排: 
 
1. 溫習時間 : 0930-1630，1630 前學生必須離校。 

 

2. 溫習地點：E座地下課室、丘耀西露天劇場。留校期間，學生不可進入其他地方，包括教員室。 

 

3. 人數 : 每個課室不多於 6 人 

 

4. 手續 : 學生進入校園須拍卡，佩戴口罩，然後到校務處出示家長信、量度體溫及登記，再依 

指示到指定課室及座位溫習。 

 

 

 

 



 

 

 

丙、教務安排 

 

1. 停課期間網上教學及功課安排 

 由學務處統籌網上發放教材及課業。 

 第一週(3/2-9/2) 中、英、數、通發放教材及課業指引。 

 第二週(10/2-16/2)起各科陸續發放教材及課業指引。 

 教材及功課逢星期一 17:00 發放，學生於星期日 23:59 前按各科指引在網上繳交功課。停

課期間「各級功課一覽表」的超連結會透過 eClass 及學校網頁發放給家長和學生: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viewtopic.php?topic=30929&forum=2 

 因應課節減少，各科將調整下學年各級課程，調整方式包括: 精簡課程、補課或網上教學。 

 

2. 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段考試對卷安排 

復課後立即開始對卷，為期五天。 

 

3.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及派發成績表 

原訂 22/2 舉行之家長日取消，上學年成績表由學生轉交家長，班主任隨後致電與家長聯絡。 

 

4. 中六畢業試安排 

21/2-6/3  學生或家長可於辦公時間內，回校取回中、英、數、通試卷，老師將在網上講解 

試卷。學生如對評改或分數有疑問，請自行聯絡老師。 

           

2/3 至 6/3   如 2/3 復課，選修科考試將按附件(一)的時間表進行。如疫情持續，考試將會 

取消，改為網上練習。  

 

9/3      派發選修科試卷 

 

5. 各級考試及補課安排 

校方不排除本學年或會延遲舉行結業試及放暑假，進行統一補課，所有學生暫時不要計劃暑期

旅程。 

 

6. 復課後特別課節安排 

體藝課照常，課程及形式將調整，以減少感染，保障衛生為原則。 

所有高低部集會暫不會在禮堂舉行，改為電視直播或班主任課節。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viewtopic.php?topic=30929&forum=2


 

丁、防疫衛生措施 

 

1. 校園清潔衛生 

 停課期間，除辦公需要，所有場地及設施暫停開放，直至另行通知。 

 所有課室、設施及電梯定時以稀釋漂白水清潔。 

 洗手間提供足夠洗手液，地下大堂、校務處、教員室及校門保安室備有酒精搓手液。 

 復課後課室不可開啟空調，直至疫情減退，學生須盡量打開門窗，保持空氣流通。 

 任何人士進入校園後均須戴上口罩。 

 

2. 健康及外遊申報 

 復課前三天學生須填寫健康及外遊申報表。(電子表格在 eclass 發放) 

 從內地回港的師生，返港 14 天內必須留在家中自我隔離。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 

即到就近急症室求診。 

 

3. 復課後量度體溫安排 

 同學早上離家回校前，應先在家中測量體溫。 

 如發燒或不適，應儘早求診及向校方請假休息，不應上學。 

 學生早上進入校園後須再次接受體溫測量，方可返回課室。 

 學生若在早上 8:00 以後回校，應先到校務處報到並測量體溫。 

 如學生未能通過體溫測量，將聯絡家長接回子女離校。 

 訪客須在校門接受體溫測量，如未能通過測量，將不能進入校園。 

 

 

戊、其他事務 

 停課期間，本校部分行政人員及職員輪流當值，上班時間為早上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如有查詢，請家長透過電郵與教師聯絡，亦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2711 9222 聯絡校務處職員。 

 早前教育局發出$2500 學生津貼回條可延期繳交，學生復課當天交給班主任即可。 

 本校將不時透過 eclass 及學校網頁發放最新消息，請家長多加留意。 

 

 

本校教職員連日籌謀應變措施，確保校園清潔安全，學生學習有序；唯恐當中仍有不善之處， 

敬祈 體諒。在此亦籲請家長盡力配合安排，以見成效。 

 

疫病驟來，始料不及，盼望家長保重身體，常存感恩。新春伊始，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平安! 

 

 

 

 

香港培正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 

 

 



 

 

 

 

2019 年度培正中學中六級模擬考試時間表 (復課後安排) 

 

日期 (*) 科目 中六級模擬考試分卷及卷長 考試時間(#)(!) 

復課後 Day 1 

(展覽中心) 

經濟 

 

卷一* (1 小時)  

卷二 (2 小時 30 分鐘) 

08:15 – 09:15 

09:45 – 12:15 

復課後 Day 1 

 (展覽中心) 

物理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13:30 – 16:00  

16:30 – 17:30 

復課後 Day 2 

 (展覽中心) 

地理 卷一* (2 小時 45 分鐘)  

卷二 (1 小時 15 分鐘) 

08:15 – 11:00 

11:30 – 12:45 

復課後 Day 2 

 (展覽中心)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卷一* (2 小時)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13:45 – 15:45 

16:15 – 17:45 

復課後 Day 3 

 (展覽中心) 

化學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08:15 – 10:45 

11:15 – 12:15 

復課後 Day 3 

 (E208-209) 

歷史 

 

卷一 (2 小時) 

卷二 (1 小時 30 分鐘) 

08:15 – 10:15 

10:45 – 12:15 

復課後 Day 3 

 (展覽中心) 

延伸數學 

 

單元一 (2 小時 30 分鐘) 

單元二 (2 小時 30 分鐘) 

13:30 – 16:00 

13:30 – 16:00 

復課後 Day 4 

 (展覽中心) 

生物 卷一*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1 小時) 

08:15 – 10:45 

11:15 – 12:15 

復課後 Day 5 

 (E208-209) 

中國文學 卷一 (2 小時) 

卷二 (2 小時) 

08:15 – 10:15 

11:00 – 13:00 

復課後 Day 5 

 (E208-209) 

中國歷史 

 

卷一 (2 小時 15 分鐘) 

卷二 (1 小時 20 分鐘) 

08:15 – 10:30 

11:00 – 12:20 

復課後 Day 5 

 (展覽中心) 

英文口試  14:00 – 16:00 

註 : (*) 考試會安排在星期一至星期五進行。 

(#)(!) 除英文口試外，其他科目須於開考前 15 分鐘或之前進入試場，逾時作遲到處理； 

(*) 包含多項選擇題；    

 

修訂於 03022020 9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