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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22年 2月）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網上課堂安排︰因應教育局於 1月 27日宣布全港中學延長暫停面授課堂及所有校內活動至

2月 21日止，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於 2月 10日至 2月 18日繼續依照（半日）上課時間表進

行網上課堂。 

二. 中六級模擬考試：鑑於疫情嚴峻，原安排於 2 月 10 日至 2 月 21 日進行的中六級模擬考

試將會順延至 3 月 3 日開始（若屆時疫情仍然嚴峻，以至 3 月 3 日未能開始考試，中六級

模擬考試將會取消）。另外，因應考評局取消了中學文憑試英國語文科口試，是次模擬考試

亦會取消英國語文科口試。 

中六級學生於 2月 10日至 3月 1日仍需上課，原安排於 2月 22日至 2月 25日的中央補課

則會繼續。 

三. 第二學期考試︰中一至中五級第二學期考試將於 3月 2日至 3月 10日舉行。考試時間表隨

本通告派發，詳情請參閱附件。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在考試中爭取理想成績。 

四. 疫苗通行證：因應學校將於 2月 24日開始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未接種疫苗的教職員、

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家長及其他相關到訪者將不獲准進入學校。因此，學校強烈呼籲未

接種疫苗的家長及學生盡快接種，以保護自己和家人，為校園和社區築起更有效的保護屏障。 

五. 智能咭收費系統的扣數安排： 

(1) 數學科練習，中四級 94元，中五級 120元。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校長  

 

            

2022 年 2 月 7 日                                                        謹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22年 2月）回條 – 請於 15/2/2022或以前簽署電子通告 

本人已接獲  貴校 2022年 2月 7日發出之二月份家長通告，並知悉有關內容。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  班號: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    

2022年 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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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1)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第二學期考試 

(2.3.2022-10.3.2022) 

中一 

 

2.3.2022 

星期三 

English (Paper 1) (Writing)          (1 hour)     8:30 am - 9:30 am  

 

English (Paper 2) (General English)       (1 hour)         10:00 am - 11:00 am 

 

3.3.2022 

星期四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理解能力)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4.3.2022 

星期五 

 

數學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7.3.2022 

星期一 

 

綜合科學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8.3.2022 

星期二 

 

溫習日不用回校考試 

 

9.3.2022 

星期三 

 

綜合人文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10.3.2022 

星期四 

中國歷史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0:00 am - 11:00 am   【SAC】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課室進行： 

考室 201 202 203 204 

班別 1A 1B 1C 1D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及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教育局宣布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
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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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2)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第二學期考試 

(2.3.2022-10.3.2022) 

中二 

 

2.3.2022 

星期三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理解能力)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3.3.2022 

星期四 

English (Paper 1) (Writing)           (1 hour)    8:30 am - 9:30 am  

 

English (Paper 2) (General English)     (1 hour)    10:00 am - 11:00 am 

 

4.3.2022 

星期五 

 

中國歷史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7.3.2022 

星期一 

 

綜合人文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8.3.2022 

星期二 

 

溫習日不用回校考試 

 

9.3.2022 

星期三 

 

數學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0:30 am - 11:30 am【SAC】 

 

10.3.2022 

星期四 

綜合科學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課室進行： 

考室 301 302 303 304 

班別 2A 2B 2C 2D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及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教育局宣布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
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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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3)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第二學期考試 

(2.3.2022-10.3.2022) 

中三 

 

2.3.2022 

星期三 

數學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經濟            (一小時)        上午 10:30 – 11:30 

3.3.2022 

星期四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理解能力)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4.3.2022 

星期五 

 

English (Paper 1) (Writing)        (1 hour)    8:30 am - 9:30 am 

 

English (Paper 2) (General English)      (1 hour)           10:00 am - 11:00 am 

7.3.2022 

星期一 

 

基本商業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English (Paper 4) (Speaking)           (2 hours)               10:00 am - 12:00 nn 

【502 – 505 – Exam Rooms  501 – Roll Call】 

8.3.2022 

星期二 

 

中國歷史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物理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9.3.2022 

星期三 

 

化學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地理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1:30 am – 12:30 pm 

10.3.2022 

星期四 

生物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專題研習           (一小時)       上午 10:00 – 11:00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禮堂進行。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及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教育局宣布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
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日。 

5. 應考英國語文口試須知： 

(i) 考生必須於指定時間報到及只可使用學校二號樓梯(近 01 室)前往試場；使用一號樓梯(即圖書館側)離開，並
需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考生。 

(ii) 考生考試前可於食物部等候。 

(iii) 考試完畢後，考生必須立即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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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F.4)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第二學期考試 

(2.3.2022-10.3.2022) 

中四 

 

2.3.2022 

星期三 

中國語文(卷一) (閱讀理解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中國語文(卷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30 – 12:00  

 

3.3.2022 

星期四 

數學（卷一）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數學（卷二）         (一小時)      上午 10:30 – 11:30 

 

4.3.2022 

星期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501 室】 

地理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502 室】 

生物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503 室】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15   【504 室】 

物理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505 室】 

 

7.3.2022 

星期一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1 hour 30mins)     8:30 am - 10:00 am 

 

English (Paper 2) (Writing)      (1 hour 30mins)     10:30 am - 12:00 nn 

 

8.3.2022 

星期二 

 

English (Paper 3) (Listening)      (2 hours)       8:30 am - 10: 30am 

 

微積分與統計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11:00 – 下午12:30 【201室】 

 

9.3.2022 

星期三 

 

公民與社會發展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10.3.2022 

星期四 

體憑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501 室】 

化學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502 室】 

旅遊與款待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15 【503 室】 

經濟          (兩小時)              上午 8:30 – 10:30 【504 室】 

中國歷史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505 室】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及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教育局宣布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
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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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5)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第二學期考試 

(2.3.2022-10.3.2022) 

中五 

2.3.2022 

星期三 

English (Paper 1) (Reading)      (1 hour 30mins)  8:30 am - 10:00 am 

English (Paper 2)(Writing)     (2 hours)   10:30 am - 12:30 pm 

3.3.2022 

星期四 

經濟(卷一)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401 室】 

體憑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402 室】 

化學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402 室】 

旅遊與款待(卷一)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9:45           【403 室】 

中國歷史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45       【501 室】 

 

經濟(卷二)         (兩小時)    上午 10:00 – 12:00       【401 室】 

旅遊與款待(卷二)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15 – 11:45        【403 室】 

4.3.2022 

星期五 

中國語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一小時四十分鐘) 上午 8:30 – 10:10     【SAC】 

English (Paper 3)(Listening)      (2 hours)       10:40 am - 12:40 pm       【SAC】 

7.3.2022 

星期一 

 

中國語文(卷一)(閱讀理解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中國語文(卷二)(寫作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30 – 正午 12:00 

 

微積分與統計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下午 1:15 – 3:45    【401 室】 

8.3.2022 

星期二 

通識教育(卷一)資料回應題      (兩小時)           上午 8:30 – 10:30  

通識教育(卷二)延伸回應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00 – 下午 12:15 

9.3.2022 

星期三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15      【401 室】 

物理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401 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一)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402 室】 

生物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403 室】 

地理         (兩小時)             上午 8:30 – 10:30         【403 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二)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00 – 11:30        【402 室】 

10.3.2022 

星期四 

數學（卷一）       (兩小時)           上午 8:30 – 10:30  

數學（卷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00 – 下午 12:15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其餘科目考試均在下列課室進行： 

考室 401 402 403 

班別 5A 5B 5C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及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教育局宣布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如停課日為考試最後一
天，則當天考試順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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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量度體溫記錄表 （每月一張，可貼在家課冊上） 

1. 每天上學前，家長／監護人須為學生量度體溫，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的《體
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的參考」，請瀏覽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學生如有
發燒，切勿回校，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2. 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後，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職員/班主任查閱。 
3. 放假期間，家長／監護人亦須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月份：2022年 2月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1/2 上午 / 下午  ℉/℃  

2/2 上午 / 下午  ℉/℃  

3/2 上午 / 下午  ℉/℃  

4/2 上午 / 下午  ℉/℃  

5/2 上午 / 下午  ℉/℃  

6/2 上午 / 下午  ℉/℃  

7/2 上午 / 下午  ℉/℃  

8/2 上午 / 下午  ℉/℃  

9/2 上午 / 下午  ℉/℃  

10/2 上午 / 下午  ℉/℃  

11/2 上午 / 下午  ℉/℃  

12/2 上午 / 下午  ℉/℃  

13/2 上午 / 下午  ℉/℃  

14/2 上午 / 下午  ℉/℃  

15/2 上午 / 下午  ℉/℃  

16/2 上午 / 下午  ℉/℃  

17/2 上午 / 下午  ℉/℃  

18/2 上午 / 下午  ℉/℃  

19/2 上午 / 下午  ℉/℃  

20/2 上午 / 下午  ℉/℃  

21/2 上午 / 下午  ℉/℃  

22/2 上午 / 下午  ℉/℃  

23/2 上午 / 下午  ℉/℃  

24/2 上午 / 下午  ℉/℃  

25/2 上午 / 下午  ℉/℃  

26/2 上午 / 下午  ℉/℃  

27/2 上午 / 下午  ℉/℃  

28/2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