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編號︰146/18-19 

各位家長︰                                 

 一、 以下活動將於5月及6月進行，敬請留意︰ 

活動詳情 活動地點 日期（星期） 時間 參與者 

1. 「歷史傳承計劃」講座（「五四」

有甚麼值得紀念？） 
禮堂 3/5 (五) 16:00-17:15 全級中五及有興趣同學 

2. 化學日 課室 3/5 (五) 15:45-17:00 全級中三及選修中四化學科的同學 

3. 生物科考察 大埔汀角路 7/5 (二) 13:30-16:30 選修中五生物科的同學 

4. 中四英文科文物徑導賞活動 灣仔及中上環 7/5 (二) 14:00-16:00 4B 

5. 中四英文科文物徑導賞活動 灣仔及中上環 8/5 (三) 14:00-16:00 4A 

6. 義工訓練工作坊 411、412 室 8/5 (三) 16:00-17:30 全級中三同學 

7. 畢業禮音樂表演綵排 禮堂 
14/5 (三) 

20/5 (一) 

12:45-13:50 

15:45-18:00 
中一至中五參與的同學 

8. 中一樂學坊-考試技巧二 課室 15/5 (三) 15:50-17:30 全級中一同學及中三至中五的輔導長 

9. 義工訓練工作坊 411、412 室 15/5 (三) 16:00-17:30 全級中二同學 

10. 輔導長全年檢討 411 室 17/5 (五) 15:50-18:00 所有中三、中四及中五的輔導長 

11. 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慶典 禮堂 17/5 (五) 13:20-13:50 全級中一同學 

12. 中二 STEM 展覽 有蓋操場 17/5 (五) 13:20-13:50 全級中二同學 

13. 中三模擬人生 禮堂 18/5 (六) 9:15-12:00 全級中三同學 

14. 時事沙龍 有蓋操場 21/5 (二) 13:15-13:50 中一至中五同學 

15. 畢業禮總綵排 禮堂 22/5(三) 16:00-18:00 中一至中五參與的同學 

 

有關試卷訂正及試後活動日將另函通知。 

 
 

二、更換夏季校服 

自2019年5月2日(四)起，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三、有關畢業禮之事宜 

5月24日(五)下午為本校畢業典禮。學生當日上午照常上課，於11時00分放學。 
 

四、有關期終試之事宜 

本年度之期終試將於2019年6月上旬舉行。請著 貴子弟留意每一科之考試日期及須注意之事項。考試期間，學

生必須於早上8時10分前回校。不用出席第一節考試的學生，仍須於開考前15分鐘回到學校， 並到指定教室報到。

另外，學生於考試當日，考畢最後一科，即可離校。敬希 貴家長能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以考取理想成績。 
 

五、有關惡劣天氣之事宜  

雨季將至，學生上學前須留意天文台有關惡劣天氣的停課宣佈。有關安排請參閱學生手冊、學校網頁及電郵。考

試期間，如遇颱風或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考試將會改期。 (重訂的考試日期將會另行通知，其他

科目則按考試時間表如期舉行。) 

 

 

 

 

  



六、有關「備試周」安排之事宜 

為鼓勵學生學習，並為學生提供更充裕的備試時間，特將 5月23日 至 5月31日定為「備試周」，安排如下： 
  

中一至中五級 

星期一至四 星期五 

8：10 - 8：20 早禱及點名 8：10 - 8：20 早禱及點名 

8：20 - 8：50 第一節 8：20 - 8：50 第一節 

8：50 - 9：20 第二節 8：50 - 9：20 第二節 

9：20 - 9：30 小息 9：20 - 9：30 小息 

9：30 - 10：00 第三節 9：30 - 10：00 第三節 

10：00 - 10：30 第四節 10：00 - 10：30 第四節 

10：30 - 10：45 小息 10：30 - 11：00 第五節 

10：45 - 11：15 第五節 11：00 - 11：15 小息 

11：15 - 11：45 第六節 11：15 - 11：45 第六節 

11：45 - 12：30 午飯 11：45 - 12：30 午飯 

12：30 - 12：35 點名 12：30 - 12：35 點名 

12：35 - 13：05 第七節 12：35 - 13：05 第七節 

13：05 - 13：35 第八節 13：05 - 13：35 第八節 

13：35 - 14：05 第九節 13：35 - 14：05 第九節 

第

九

節

完

結

後 

 
星期一至五 

中一至中三級 中四及中五級 

14：05 - 14：25 小息 

回家或留校溫習 / 留校考試  (見下表) 14：25 - 14：30 點名 

14：30 - 15：45 留校溫習 / 聆聽考試 (見下表) 

 
 

中一至中三級於「備試周」舉行之考試時間表 

23/5 27/5 28/5 29/5 30/5 31/5 

中一中文 

聆聽及 

普通話考試 

中二中文 

聆聽及 

普通話考試 

中三中文 

聆聽及 

普通話考試 

中一英文 

聆聽考試 

中二英文 

聆聽考試 

中三英文 

聆聽考試 

 
 

中四及中五級於「備試周」舉行之考試時間表 

23/5 27/5 28/5 29/5 30/5 31/5 

/ 中四英文口試 

14：30-16：30 

中四英文口試 

14：30-16：30 

中五中文口試 

14：30-16：00 

中五中文口試 

14：30-16：00 

/ 

 
 

聖母玫瑰書院校長 

陳偉超啟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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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號: 146/18-19                             回 條 
 
聖母玫瑰書院陳偉超校長： 
 

本人已得悉 貴校於五月、六月所舉行之活動，並同意女兒參加有關之活動。  

學生姓名︰  （   ）班別︰          

家長簽名：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