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20/2021 No.088 

敬啟者： 

有關「五至六月份的上課及其他安排」事宜 

按教育局的指引，中學只可安排個別級別的學生(包括中一至中六)回校進行不多於半天(上午或下

午)的面授課堂或進行考試，而每節回校學生的數目以全校學生人數三分二為限。本校按建議安排不同

級別的學生於香港中學文憑試四個核心科目考試後回校參與課堂，請各家長及學生留意以下安排。 

(一) 各級網上及面授課堂安排 (5 月 3 日開始) 

 

中一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5 - 7/5 網上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10/5 - 14/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17/5 - 21/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公眾假期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24/5 - 28/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31/5 - 4/6 學校假期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7/6 - 11/6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星期二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中二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5 - 7/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10/5 - 14/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17/5 - 21/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公眾假期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24/5 - 28/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31/5 - 4/6 學校假期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7/6 - 11/6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星期二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中三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5 - 7/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10/5 - 14/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17/5 - 21/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公眾假期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24/5 - 28/5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31/5 - 4/6 學校假期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7/6 - 11/6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星期二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中四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5 - 7/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10/5 - 14/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17/5 - 21/5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公眾假期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24/5 - 28/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31/5 - 4/6 學校假期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7/6 - 11/6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星期二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中五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5 - 7/5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10/5 - 14/5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17/5 - 21/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公眾假期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24/5 - 28/5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31/5 - 4/6 學校假期 面授課堂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7/6 - 11/6 網上課堂 
面授課堂 

(星期二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面授課堂 

 



 

(二) 回校面授課堂安排 

面授課堂以半日制形式進行(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12 時 55 分)，回校出席面授課堂的學生須時

刻戴上口罩，亦須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上課前量度體溫並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已列印於

學生手冊第 136-142 頁)，以保障師生健康。 

(三) 網上實時課堂安排 

網上實時課堂會按校曆表所示的上課日進行，每天進行 11 節。學校將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網上各課堂的 Meet 連結及學習材料，同學需按時間表準時登入以下網址 

(http://classroom.google.com)，並進入各科教室參與課堂。網上課堂時間表與學校內的面授課堂

時間表相同(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12 時 55 分)。 

(四) 教師發展日 

原定於 6 月 9 日進行的教師發展日會改於下午進行，當天上午會改為上課天，各同學需按上述

日曆回校參與面授課堂或網上實時課堂。 

(五) 期終考試安排 (6 月 15 日至 25 日) 

為增加中一至中五級同學的上課日數，期終考試將延後於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25 日舉行，考試

期間，所有面授及網上課堂暫停，詳細安排請留意稍後發放的家長通知函。 

 

(六) 保持校舍開放 

學校會如常保持校舍開放，讓家中缺乏人照顧的學生返回學校。但由於各級於不同時段的課堂

已改為網上實時進行，同學需帶備所需的學習用品及裝置，以便在學校內進行網上實時課堂。 

(七) 請假安排 

學生需準時參與上述各項活動（包括網上實時課堂、校內面授課堂及校內測考），如因病或事

請假，未能參與上述活動，請家長於當天致電回校請假。 

(八) 最新的課堂安排 

本校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及教育局公布的最新消息，如教育局有進一步更新面授課堂的安排，

將另函通知，敬請家長密切留意 eClass Parent App 的訊息。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094000 與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羅偉文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http://classroom.goog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