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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eN031/20-21  

各位家長：  

七月份活動事宜  

 
(1)  7 月 1 日 (星期四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紀念日，學校放假一天，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2)  中四及中五同學須特別注意，因 6 月 28 日 (星期一 )的惡劣天氣關係，教育局宣佈
停課，故校方取消當天的考試，而改於 7 月 2 日 (星期五 )照原定星期一的考試時
間表進行。中四級的考試科目為 ”Biology”，中五級的考試科目為 ”Group 1”選修
科 ”BAFS(Mg), BAFS(Ac), ICT, HMSC”。如星期五當天毋須參與考試的中四及中五
同學，則不用回校。  

 
(3)  7 月 2 日 (星期五 )、 7 月 5 日 (星期一 )、 7 月 6 日 (星期二 )及 7 月 7 日 (星期三 )四天
將安排中一、中二及中三同學核對下學期考試答卷，上課時間為半天 (上午 8:20-
下午 12:45)，下午毋須回校，也毋須在家上網課；核對答卷時間表可參閱附頁。  

 
(4)  至於中四及中五同學核對下學期考試答卷，則安排於 7 月 5 日 (星期一 )、7 月 6 日

(星期二 )及 7 月 7 日 (星期三 )三天，上課時間為半天 (上午 8:20-下午 12:45)，下午
毋須回校，也毋須在家上網課；核對答卷時間表可參閱附頁。  

 
(5)  7 月 8 日 (星期四 )及 7 月 9 日 (星期五 )為試後活動日及學年結業暨頒獎禮，全校學
生均須出席。7 月 8 日的上學時段為上午 8:20-下午 12:45；7 月 9 日的上學時段為
上午 8:20-11:00。有關試後活動日及學年結業暨頒獎禮的活動安排可參閱附頁。  

 

校長  陳耀明  

2021 年 6 月 30 日  
 

 



班別 / 組別 1A 1B 1C 1D 1AB

Zoom 連結 1a 1b 1c 1d 1r

日期 時間 / 地點 107 110 108 109 A306

七月二日 1.   08:25-09:25 數學 數學 陶藝班[視藝室] 數學

2.   09:25-10:25 綜合科學 綜合科學 數學 陶藝班[視藝室]

10:25-10:45

3.  10:45-11:45 陶藝班[視藝室]

4.  11:45-12:45 地理 陶藝班[視藝室] 綜合科學 綜合科學

七月五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七月六日 1.   08:25-09:25 數學 地理 歷史 中國歷史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歷史 數學 中國歷史 地理

4.  11:45-12:45 綜合科學 中國歷史 綜合科學 歷史

七月七日 1.   08:25-09:25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2.   09:25-10:25 中國歷史 綜合科學 地理 綜合科學

10:25-10:45

3.  10:45-11:45 地理 歷史 數學 數學

4.  11:45-12:4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1 [8:20-8:25] 在校學生: 於課室點名

2 在校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地點應為學生所屬課室

跨境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透過對應Zoom Link進行

小息

中文[zoom1a]

小息

中國歷史[zoom1a]

英文[zoom1a]

英文[zoom1a]

小息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考試

核對試卷時間表

小息

地理[zoom1b]

歷史[zoom1a]



班別 / 組別 2A 2B 2C 2D 2AB

Zoom 連結 2a 2b 2c 2d 2r

日期 時間 / 地點 406 311 206 111 A306/409

七月二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七月五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數學 數學 數學 歷史 數學

七月六日 1.   08:25-09:25 中文 地理 數學 中文
2.   09:25-10:25 中國歷史 中文 綜合科學 數學

10:25-10:45

3.  10:45-11:45 數學 數學 中文 綜合科學 數學
4.  11:45-12:45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七月七日 1.   08:25-09:25 綜合科學 歷史 陶藝班[視藝室] 數學
2.   09:25-10:25 歷史 陶藝班[視藝室]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10:25-10:45

3.  10:45-11:45 地理 綜合科學 地理 陶藝班[視藝室]
4.  11:45-12:45 陶藝班[視藝室]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1 [8:20-8:25] 在校學生: 於課室點名

2 在校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地點應為學生所屬課室

跨境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透過對應Zoom Link進行

小息

小息

英文[zoom2a]
英文[zoom2a]

中國歷史[zoom2a]
綜合科學[zoom2a]

小息
中文[zoom2a]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考試

核對試卷時間表

中文[zoom2a]
地理[zoom2a]

小息



班別 / 組別 3A 3B 3C 3D 3AB

Zoom 連結 3a 3b 3c 3d 3r

日期 時間 / 地點 411 306 211 106 409

七月二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綜合科學(生物) 綜合科學(化學) 數學 綜合科學(物理)

4.  11:45-12:45

七月五日 1.   08:25-09:25 地理 綜合科學(物理) 綜合科學(生物) 數學

2.   09:25-10:2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七月六日 1.   08:25-09:25 英文 英文 中文 綜合科學(生物)

2.   09:25-10:25 數學 數學 中國歷史 英文 數學

10:25-10:45

3.  10:45-11:45 中文 中國歷史 英文 數學

4.  11:45-12:45 中文 中文 地理 中國歷史

七月七日 1.   08:25-09:25 數學 數學 數學 綜合科學(化學) 數學

2.   09:25-10:25 綜合科學(化學) 中文 綜合科學(物理) 地理

10:25-10:45

3.  10:45-11:45 中國歷史 綜合科學(生物) 中文 中文

4.  11:45-12:45 綜合科學(物理) 地理 綜合科學(化學) 中文

1 [8:20-8:25] 在校學生: 於課室點名

2 在校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地點應為學生所屬課室

跨境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透過對應Zoom Link進行

地理[zoom3a]

小息

中文[zoom3a]

中國歷史[zoom3a]

小息

小息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考試

核對試卷時間表

英文[zoom3a]

英文[zoom3a]

小息



班別 / 組別 4A 4B 4C 4D S4

Zoom 連結 4a 4b 4c 4d

日期 時間 / 地點 207 210 208 209

七月二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七月五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七月六日 1.   08:25-09:25 英文 英文  中文 數學

2.   09:25-10:25 化學(組別一)[物理實驗室] 地理[地理室] 健管[407] 數學延伸單元二[409] 視覺藝術[視藝室]

10:25-10:45
3.  10:45-11:45 通識 中文 英文 通識

4.  11:45-12:45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七月七日 1.   08:25-09:25 中文 通識 通識 中文

2.   09:25-10:2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10:25-10:45
3.  10:45-11:45 生物(組別二)[生物實驗室] 化學(組別二)[物理實驗室] 中國歷史[A204] 經濟[A205] 資訊及通訊科技[電腦室2]

4.  11:45-12:45 生物(組別三)[生物實驗室] 會計 [410] 企業管理 [A305] 物理[物理實驗室]

1 [8:20-8:25] 在校學生: 於課室點名

2 在校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地點應為學生所屬課室

跨境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透過對應Zoom Link進行

小息

通識[zoom4a]
中文[zoom4a]

小息

小息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考試

核對試卷時間表

考試

英文[zoom4a]

英文[zoom4a]



班別 / 組別 5A 5B 5C 5D 5BC S5

Zoom 連結 5a 5b 5c 5d 5r

日期 時間 / 地點 307 310 308 309 A306
七月二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七月五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10:25-10:45
3.  10:45-11:4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4.  11:45-12:45
生物(組別二)[生物實

驗室]
中國歷史[A204] 經濟[A205] 地理[地理室] 物理[物理實驗室]

七月六日 1.   08:25-09:25 通識 通識 中文 中文

2.   09:25-10:25 中文 中文 通識 化學(5D)

10:25-10:45
3.  10:45-11:45
4.  11:45-12:45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

七月七日 1.   08:25-09:25

2.   09:25-10:25
生物(組別一)[生物實

驗室]

化學(組別一)[物理實

驗室]
會計 [410] 企業管理 [A305] 健管[407] 資訊及通訊科技[電腦室2]

10:25-10:45
3.  10:45-11:4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延伸單元二[409]
4.  11:45-12:4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延伸單元二[409]

1 [8:20-8:25] 在校學生: 於課室點名

2 在校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地點應為學生所屬課室

跨境學生: 除特別註明以外，核對試卷透過對應Zoom Link進行

小息

小息

英文[zoom5a]

英文[zoom5a]

小息

南屯門官立中學
2020-2021 下學期考試

核對試卷時間表

考試

中文[zoom5a]
通識[zoom5a]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不限對象/
參賽同學

第一堂
上午8時25分

~
上午9時05分

3B(0925~0945)
陶藝班(視藝室),

3ACD(表演藝術療癒活動)(班房)

小息
上午9時45分

~
上午10時正

第四堂
上午10時40分

~
上午11時20分

中一班班際摺

紙飛機比賽

(班房)

電影賞析

(班房)

3C(1040~1120)
陶藝班(視藝室)

3ABD(表演藝術療癒活動)(班房)

歇後語遊戲

(班房)

中五

生涯規劃教育

(班房)

小息
上午11時20分

~
上午11時35分

第五堂
上午11時35分

~
下午12時15分

3C(1135~1155)
陶藝班(視藝室)

3ABD(表演藝術療癒活動)
/歷史學會電影賞析(班房)

第六堂
下午12時15分

~
下午12時35分

3D(1155~1235)
陶藝班(視藝室)

3ABC(表演藝術療癒活動)
/歷史學會電影賞析(班房)

第七堂
下午12時35分

~
下午12時45分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不限對象/
參賽同學

第一堂

上午8時25分
~

上午9時05分

第二堂

上午9時05分
~

上午9時45分

上午9時45分
~

上午11時正

上午10時正
~

上午10時40分

無伴奏

合唱隊練習

中二至中五

隊員

約10人
(音樂室)

第三堂

數獨比賽

(班房)

Word Search Competition
(Home room)

3B(1000~1040)
陶藝班(視藝室)

3ACD(表演藝術療癒活動)(班房)

小息

數獨比賽

(班房)/
金錢管理大挑戰(LT)
(中四中五BAFS同學)

第二堂
上午9時05分

~
上午9時45分

3A(0825~0925)
陶藝班(視藝室),

3BCD表演藝術療癒活動(班房)

班級經營

(班房)

學年結業暨頒獎禮

2020/21 南屯門官立中學 - 試後活動

班級經營

(班房)

七月八日(星期四)

社際辯論比

賽

(生物實驗室
+ 班房直播)/
步操樂隊練

習

中一及中二

隊員

約12人
(音樂室)

警長講座

(演講廳
+班房直播)

中一班班際摺

紙飛機比賽

(班房)

電影賞析

(班房)

七月九日(星期五)

生涯規劃教育

5A(電腦室CR2)
5B(電腦室118)

班級經營(班房)/
生涯規劃教育
5C(電腦室118)
5D(電腦室CR2)

步操樂隊練

習

中一、二隊

員

約12人
(音樂室)

健康及性教育問卷(班房)
健康及性教育問卷(班房)

地球之友講座

(班房直播)

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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