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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試後活動(21-6-2021 至 16-7-2021) 

粗體字為全體同學回校日期（20210611 定稿）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21/6(一) 上午 教師評卷   學生不用回校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zoom 

22/6(二)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全校解卷(8:30-12:50) 全校 禮堂、課室 

班主任節(12:50-1:00) 全校 課室 

23/6(三)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全校解卷(8:30-12:50) 全校 禮堂、課室 

班主任節(12:50-1:00) 全校 課室 

24/6(四)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全校解卷(8:30-12:50) 全校 禮堂、課室 

班主任節(12:50-1:00) 全校 課室 

25/6(五) 上午 校務會議  禮堂 學生不用回校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zoom 

28/6(一) 上午 教師對大榜   中五級 

中五級英文補課(8:30-1:00) 中五級 課室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zoom 

29/6(二) 上午 捐血日(9:00-12:00) 中三四五級參加學生 禮堂 中五級 

及參加捐血 

和其他活動的

同學 

中五級英文補課(8:30-1:00) 中五級 課室 

中四中史科校外參觀活動(9:00-1:00) 中四中史科學生(20 人) 校外 

生涯規劃大使聚會(10:30-12:00) 中二至中四同學(20 人) 生涯規劃室 

SEN 中三升中四生涯規劃小組(10:00-13:30) 

 

 

 

 

 

 

 

 

中三級有關學生 會議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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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30/6(三)  上午 早會及升旗禮(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敬師日活動(8:30-9:00) 全校 課室 

學生對分(9:00-9:15) 全校 課室 

小息(9:15-9:30)   

中一級 STEM 體驗活動(9:30-11:00) 中一級有關學生 科學室 

共融藝術小組(9:30-12:30) 初中，歡迎學生報名 視藝室 

中一中文/中二英文/中三英文銜接課程 

(9:30-10:10) 

中一、二、三級 課室 

中一英文/中二中文銜接課程 

(10:30-11:10) 

中一及中二級 課室 

中三趣味英語(10:30-12:30) 中三級 課室 

中一二級生涯規劃課(11:20-12:30) 中一及中二級 課室 

中四級補課 

X1  (9:30-10:20) 

X2  (10:30-11:20) 

中文(11:30-12:20) 

 

中五級補課 

5AB 數；5CD 通(9:30-10:20) 

5AB 通；5CD 數(10:30-11:20) 

X1           (11:30-12:20) 

中四及中五級 課室 

Edvenue 閱讀工作坊(9:00-11:00) 中一至中三級(約 20人) 圖書館 

中四級理工大學問卷調查(12:40-1:00) 中四級 課室 

班主任節(12:5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圖書管理學會期終檢討會暨聯誼活動(1:00-4:00) 

 

 

 

 

 

 

 

 

圖書館管理員 校外 有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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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2/7(五)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9:00) 全校 課室 全校 

喜樂同行計劃：正向「理」「情」--與逆境同行體

驗活動(9:00-1:30) 

歡迎初中學生報名(約

20 人) 

方舟生命教

育館 

中三級銜接課程 

中文 3CDEF        (9:00-10:00) 

中文 3AB；數學 3EF(10:15-11:15) 

數學 3ABCD       (11:30-12:30) 

中三級 課室 

中三級「抗毒.健康」身體檢查工作坊 

3AB(9:00-10:00) 

3CD(10:15-11:15) 

3EF(11:30-12:30) 

中三級 課室 

中一、二、四、五級禁毒音樂劇(9:15-10:15) 全校 課室 

中一、二級趣味英語(10:30-12:30) 中一及中二級 課室 

中四級補課 

數學(10:30-11:20) 

通識(11:30-12:20) 

中五級補課 

X2  (10:30-11:20) 

中文(11:30-12:20)  

中四及中五級 課室 

生涯規劃大使聚會(11:00-12:30) 中二至中四同學(20 人) 生涯規劃室 

共融藝術小組(9:00-12:00) 全校，歡迎學生報名 視藝室 

班主任節(12:5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5/7(一) 上午 升留級會議  禮堂 學生不用回校 

My Life 成長計劃：義工訓練(9:00-11:00) 中一二約 12-15 位學生 活動中心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zoom 

6/7(二)  上午 中五級英文補課(8:30-1:00) 中五級 課室 中五級 

及其他年級有

關學生 
中四級物理科實驗活動(9:45-1:00) 中四物理科學生 物理室 

My Life 成長計劃：義工服務(9:00-12:00) 中一二約 12-15 位學生 活動中心 

7/7(三) 上午 中五級英文補課(8:30-1:00) 中五級 課室 中五級 

及其他年級有

關學生 
中四級物理科實驗活動(9:45-1:00) 中四物理科學生 物理室 

My Life 成長計劃：重聚日(9:00-10:30) 中一二約 12-15 位學生 活動中心 



4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8/7(四)  上午 中一新生註冊   中五級 

中五級英文補課(8:30-1:00) 中五級 課室 

9/7(五) 上午 中一新生註冊   學生不用回校 

喜樂同行計劃：戰區 90 體驗工作坊(9:00-1:00) 歡迎初中學生報名(20 人) 西九紅十字會總

部人道教育中心 
有關學生 

中五級生物科食之源活動(9:45-1:00) 中五生物科學生 生物室 

中四五級化學科 STEM 體驗活動(9:45-1:00) 中四五化學科學生 化學室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12/7(一)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8:30) 中一二級(禮堂) 

中三四五級(課室) 

禮堂及課室 全校 

數學 M2 優質課業分享(8:30-9:00) 中一二級(禮堂) 

中三四五級(課室) 

禮堂及課室 

社際數學科心算擂台(9:00-10:15) 中一二級(禮堂) 

中三四五級(課室) 

禮堂及課室 

小息(10:15-10:50)   

學生會活動：才藝表演影片分享(10:50-11:50) 全校 課室 

歌唱比賽：歌曲影片分享(11:50-12:50) 全校 課室 

校方與學生領袖會面(11:50-12:50) 學生領袖 音樂室 

班主任節(12:5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zoom 

13/7(二) 上午 中一新生學科測驗  禮堂 中五級 

中五級英文補課(8:30-1:00) 中五級 課室 

14/7(三) 上午 中五級衛生署工作坊：寧缺勿濫(10:30-11:50) 中五級 課室 中五級 

中五級補課 

5AB 數；5CD 通(9:30-10:20) 

5AB 通；5CD 數(12:00-12:50) 

中五級 課室 

15/7(四) 上午 校內羽毛球及乒乓球比賽(8:30-12:30) 參加比賽的同學 禮堂及活動中心 參加比賽及活

動的同學 Edvenue 閱讀工作坊(9:00-11:00) 中一至中三級(約 20人) 圖書館 

下午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12:00-6:00) 中一及中二級(約 12人) 校外 有關學生 

16/7(五) 上午 結業禮 全校 禮堂、課室 全校 

下午 成長型思維及靜觀訓練課程(3:30-5:00) 4A zoom z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