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 年度 試後補課時間表(更新版) 

 

由於教育局 10/7 宣布停課，餘下的試後補課安排會作更新。 

中一至中三級：保持不變，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和閱讀，並完成功課。學校會檢視學生登入系統的時

間及呈交功課記錄作實。 

中四及中五級：補課改為網課或取消(詳情見下表)。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並完成功課，教師會替學

生點名。 

 

中一級 (保持不變) 

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和閱讀，並完成功課。 

學校會檢視學生登入系統的時間及呈交功課記錄作實。 

 

 13/7(一) 14/7(二) 15/7(三) 16/7(四) 17/7(五) 

9:00-10:30 

(第一節)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數學 

Zoom 網課

(T02/T14/T38/T

39) 

數學 

Zoom 網課

(T02/T14/T38/T

39) 

10:30-10:45 小息 

10:45-12:15 

(第二節)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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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保持不變) 

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和閱讀，並完成功課。 

學校會檢視學生登入系統的時間及呈交功課記錄作實。 

 

 13/7(一) 14/7(二) 15/7(三) 16/7(四) 17/7(五) 

9:00-10:30 

(第一節)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健康四格漫畫

Zoom 工作坊 

10:00−11:30 

青年協會賽馬會

Media21 媒體空

間導師(48)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10:30-10:45 小息 小息 

10:45-12:15 

(第二節)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生活與社會科 

專題研習 

Zoom 課(73)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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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保持不變) 

 

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和閱讀，並完成功課。 

學校會檢視學生登入系統的時間及呈交功課記錄作實。 

 

 13/7(一) 14/7(二) 15/7(三) 16/7(四) 17/7(五) 

9:00-10:30 

(第一節)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英文

i−Learner 

(e−Reading) 

10:30-10:45 小息 

10:45-12:15 

(第二節) 

Zoom 本地音

樂劇欣賞(16)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中文 

網上閱讀 

(智愛中文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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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更新) 

 

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並完成功課。 

教師會替學生點名。 

 

 13/7(一) 14/7(二) 15/7(三) 16/7(四) 17/7(五) 

9:00-10:30 

(第一節) 

4AB 數學  

(57/38/39) 

4C 中文  (26) 

4D 中文   (8) 

不設補課 4AB 數學  

(57/38/39) 

 

 

4A 中文  (11) 

4B 中文  (24) 

4C 中文  (26) 

4D 中文  (8) 

 Chemistry(32) 

 化學    (04) 

 地理    (51) 

 倫宗    (69) 

 視藝    (48) 

10:30-10:45 小息 

10:45-12:15 

(第二節) 

4A 通識  (75) 

4B 通識  (31) 

4C 數學  (38) 

4D 數學  (57) 

不設補課 4AB Biology(46)  

  

4C 數學  (38) 

4D 數學  (57) 

 Biology  (46) 

 Physics  (39) 

 經濟    (05) 

 中史    (30) 

 

 Biology  (46) 

 Physics  (39) 

 經濟    (05) 

 中史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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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更新) 

 

學生無須回校，但需於指定時段內登入系統進行網課，並完成功課。 

教師會替學生點名。 

 

 13/7(一) 14/7(二) 15/7(三) 16/7(四) 17/7(五) 

9:00-10:30 

(第一節) 

5A 通識  (47) 

5B 通識  (75) 

5C 通識  (73) 

5D 通識  (47) 

(禮堂) 

5ABCD 視藝(6) 

[視藝室] 

 Biology  (28) 

 生物    (37) 

 Physics  (21) 

 經濟    (05) 

 中史    (30) 

5A 中文  (56) 

5B 中文  (45) 

5C 中文  (40) 

5D 中文  (42) 

5A 通識  (47) 

5B 通識  (75) 

5C 通識  (73) 

5D 通識  (47) 

(禮堂) 

10:30-10:45 小息 

10:45-12:15 

(第二節) 

5A 中文  (56) 

5B 中文  (45) 

5C 中文  (40) 

5D 中文  (42) 

5ABCD 視藝(6) 

[視藝室] 

 Chemistry(04) 

 地理    (22) 

 ICT     (27) 

5AB Eng (10/12) 

 

5C 數學  (38) 

5D 數學  (36) 

 

 

5C 數學  (38) 

5D 數學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