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  

 

因應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提早放暑假的特別通告 

 

鑑於疫情急劇變化，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提早於 7 月 13 日起放暑假。懇

請各位家長敦促子女在暑假期間繼續注意防疫及關注學業，渡過一個充

實、健康、安全的暑假。請家長提醒子女注意學校在暑假期間的各項安

排： 

1. 學校已派發暑期作業給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請家長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暑期作業，並於 9 月開學時呈交給老師。 

2. 由於中四及中五級學生需準備應考中學文憑試，老師於暑假期間，額
外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安排補課，請家長提醒子女依照補課時間表回
校(見附件)。 

3. 暑假期間，校園保持開放：  

星期一至星期五 週末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學校關閉 

 

4. 學校會密切留意衞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做好校園防疫措施。家長及學

生回校時，請遵守及配合學校各項防疫安排。 

5. 各項校務若有更新安排, 會透過學校網頁發佈, 請各位家長及學生  

定時瀏覽學校網頁之最新消息。 

 

 

 

寧波公學 謹啓 

2020 年 7 月 11 日 

 

 



中四級 

日期 星期 老師 補課時間 4A 4B 4C 4D 4E 

7月 27日 

  

  

一 

  

  

李綺琳老師 09:00 - 13:00 --- --- ENG --- --- 

黃芷菁老師 09:00 - 13:00 --- --- --- ENG --- 

熊穎欣老師 09:00 - 13:00 ENG --- --- --- --- 

7月 28日 

  

二 

  

岑卓文老師 09:00 - 13:00 物理_B1 

沈愛珠老師 09:00 - 13:00 中史_B2 

7月 29日 三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1B2 

7月 30日 

 

四 

 

岑卓文老師 09:00 - 13:00 物理_B1 

吳惠英老師 09:00 - 13:00 旅待_B1 --- 

8月 3日 一 吳玉嫻老師 09:00 - 13:00 --- --- --- --- 數學 

8月 4日 二 吳玉嫻老師 09:00 - 13:00 --- --- --- --- 數學 

8月 5日 三 吳玉嫻老師 09:00 - 13:00 --- --- --- --- 數學 

8月 6日 四 陳文娟老師 09:00 - 13:00 資通_B2 

8月 7日 五 陳文娟老師 09:00 - 13:00 資通_B2 

8月 10日 一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1B2 

8月 11日 二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1B2 

8月 14日 

 

五 

 

陳嘉航老師 09:00 - 13:00 歷史_B1 --- 

江潔儀老師 09:00 - 13:00 --- --- --- --- ENG 

 

  



中五級 

日期 星期 老師 補課時間 5A 5B 5C 5D 5E 

7月 20日 一 通識科老師 09:00 - 12:00 通識 IES 

7月 21日 二 通識科老師 09:00 - 12:00 通識 IES 

7月 27日 一 中文科老師 09:00 - 13:00 中文 

7月 28日 二 英文科老師 09:00 - 13:00 ENG 

7月 29日 三 數學科老師 09:00 - 13:00 數學 

7月 30日 四 陳嘉航老師 09:00 - 13:00 --- 中史_B1 --- --- --- 

高婉雯老師 09:00 - 13:00 地理_B1 --- 地理_B1 

何玉玲老師 09:00 - 13:00 --- 企財_B1 

曾昭誠老師 09:00 - 13:00 --- 物理_B1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 生物_B1 

7月 31日 五 梁國榮老師 09:00 - 13:00 經濟_B2 

吳惠英老師 09:00 - 13:00 旅款_B2 

張見歡老師 09:00 - 13:00 資通_B2 

何玉玲老師 09:00 - 13:00 企財_B2 --- 企財_B2 

黃啟華老師 09:00 - 13:00 化學_B2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2 

8月 3日 一 陳嘉航老師 09:00 - 13:00 --- 中史_B1 --- --- --- 

高婉雯老師 09:00 - 13:00 地理_B1 --- 地理_B1 

何玉玲老師 09:00 - 13:00 --- 企財_B1 

曾昭誠老師 09:00 - 13:00 --- 物理_B1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 生物_B1 

8月 4日 二 梁國榮老師 09:00 - 13:00 經濟_B2 

吳惠英老師 09:00 - 13:00 旅款_B2 

張見歡老師 09:00 - 13:00 資通_B2 

何玉玲老師 09:00 - 13:00 企財_B2 --- 企財_B2 

黃啟華老師 09:00 - 13:00 化學_B2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2 

8月 5日 三 中文科老師 09:00 - 13:00 中文 

8月 6日 四 英文科老師 09:00 - 13:00 ENG 

8月 7日 五 數學科老師 09:00 - 13:00 數學 

8月 10日 
   
  

一 
 

  

蘇潔珍老師 09:00 - 13:00 --- --- --- --- ENG 

陳嘉航老師 09:00 - 13:00 --- 中史_B1 --- --- --- 

朱浚鋒老師 09:00 - 13:00 --- --- --- ENG --- 

8月 11日 
  
  
  

二 
  
  
  

呂志凌老師 09:00 - 13:00 --- --- --- --- 中文 

郭意羚老師 09:00 - 13:00 中文 --- --- --- --- 

盧  歡老師 09:00 - 13:00 --- --- 中文 --- --- 

費雙廣老師 09:00 - 13:00 --- --- --- 中文 --- 

8月 12日 三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1B2 

8月 13日 
 
 

四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 生物_B1 

曾昭誠老師 09:00 - 13:00 --- 物理_B1 

陳嘉航老師 09:00 - 13:00 --- 中史_B1 --- --- --- 

8月 14日 
 
 
 

五 
 
 
 

陳麗娟老師 09:00 - 13:00 生物_B2 

張見歡老師 09:00 - 13:00 資通_B2 

吳惠英老師 09:00 - 13:00 旅款_B2 

黃啟華老師 09:00 - 13:00 化學_B2 


	2020.7.13_中一至中五級家長
	20年7月家長信_S4S5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