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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本校二零至二一年度期終試將於本月中結束，六月十七日(星期四)  至  七月十日(星期六)  期間各班級試後

之溫卷及活動時間編排如下：   

日期  級 別  / 
參與學生 

時間  活 動  活動安排 

六月十七日  參與學生  全日  「Project Sunshine 大使抗逆同盟計劃」活動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六月十八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  除參加考試的同學外， 
其他同學不用回校上課。 

‐ 

六月二十一日  中一  9:30‐13:00  「Project Sunshine 大使抗逆同盟計劃」 
服務日暨嘉許禮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六月二十二日  中一、中二  9:00‐10:15  網絡安全講座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六月二十三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8:45‐13:00  溫卷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4:30‐18:00  課後支援計劃：「棋中作樂」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六月二十四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8:45‐13:00  中一至中三：溫卷、班主任課 
中四及中五：溫卷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六月二十五日 
中一至中三  ‐  不用回校上課  ‐ 

中四及中五  8:45‐13:00  溫卷、班主任課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六月二十六日  參與學生  9:00‐13:00  領袖訓練日營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六月二十八日  參與學生  10:00–13:00  冰壺體驗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六月二十九日 

參與學生  8:30‐17:00  服務團隊領袖訓練  (CYC & SST)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中一、中二及中四  9:00‐10:30  英語日活動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中三及中五  11:00‐12:30  英語日活動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3:00‐17:00  「探索在天際 X 3D 繪畫筆工作坊」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參與學生  14:00‐16:00  童軍訓練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六月三十日 

中二  9:00‐13:00  中二  STEM  體驗日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無需參與 

中三及中四  9:00‐10:15  性教育講座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1:00‐13:30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年度聚會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參與學生  12:00‐13:00  網上化學魔術表演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參與學生  14:30‐18:00  課後支援計劃：「棋中作樂」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七月一日  香港特區回歸紀念日假期 

七月二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全日  活動日(海洋公園) 
詳情請參閱電子通告 2021‐SBM‐090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無需參與 

七月三日  參與學生  8:30‐17:00  服務團隊領袖訓練  (SMS)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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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級 別  / 
參與學生 

時間  活 動  地點 

七月五日 

中一、中四及中五
個別參與同學

9:00-10:30 舞蹈比賽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無需參與

中二  9:00‐13:00  中二  STEM  體驗日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無需參與

中一  11:00‐12:15  中一班際孖寶賽車大賽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無需參與

中四  11:00‐11:45  中四  擇業工作坊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4:00‐16:00  「逆豐速遞」正向人生體驗計劃活動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七月六日 
 

中三及中四  9:00‐10:30  社際辯論比賽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2B)  10:00 ‐ 12:00
「逆豐速遞」正向人生體驗計劃活動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參與學生(2C)  14:00 ‐ 16:00

中五  14:00‐17:30  中五模擬放榜工作坊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七月七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9:00‐11:30  社際話劇節  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4:30‐18:00  課後支援計劃：「棋中作樂」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七月八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9:00‐10:30  學生會、四社全年報告及課外活動頒獎禮  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4:30‐16:00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年度聚會(跨境同學)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七月九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9:00‐10:30  學科成績頒獎禮、派發成績表及書單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全校(中一至中五)  10:30‐11:00  班主任課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參與學生  12:30‐17:00  「逆豐速遞」正向人生體驗計劃書店參觀及
過來人分享 

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七月十日  全校(中一至中五)  9:00‐9:30  交回成績表  本地生：回校 
跨境生：網上參與 

七月十二日  暑假開始 

備註：  (一)  學生須於活動開始前 15 分鐘回校或登入 TEAMS  參與有關活動。 

(二)  個別班/組活動將另有家長函通知，沒有指定活動的學生不用回校，也不用登入 TEAMS。 

(三)  七月十日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回校，交回已具家長簽署之成績表。如未能準時交回成績表者，學

校將不保留學位。 

(四)  同學回校期間，必須嚴謹遵從各項衞生防護措施，包括佩戴口罩、量度體溫及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以

保障師生健康。 

    此致 

各位家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黃信德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2021‐ECA‐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