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景天主教中學  

通告    第三百三十號   (2021-2022) 

有關「學期結束與新學年應辦事項」  
敬啟者：  
  本學期即將結束，學生在暑假期間需要完成暑期作業及為新學年作準備，現將各應辦事項詳
列如下，敬請各位家長及同學留意。  

 項目 各項詳情 

1 書單 

書單於2022年8月1日(星期一)派發。 

學生可經三聯書店網上訂購課本，截止訂購日期及派書日期安排如下： 

級別 截止訂購日期 派書日期 派書時間 派書地點 

升中二級、 

升中三級、 

升中五級及 

升中六級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9:00-下午1:00 

及 

下午2:00-4:00 地下新翼有蓋操場 

升中四級 
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上午11:00-下午1:00 

 

2 校服 

已訂購校服之學生，請於以下日期領取校服： 

 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上午9:00-1:00、下午2:00-4:00 

 派發地點：請留意當日正門壁佈板張貼之指示。 

3 飯單 
按照教育局指引，現階段未能恢復全日制之面授課堂，因此中一升中二學生的午膳

安排，會因應疫情轉變再另行安排，敬請留意。 

4 簿冊用品及雜費表 

2022-2023年度簿冊用品費將以電子支付(AlipayHK)、銀行入數或支票形式繳交，簿

費表將於開學日派發；另外，升讀高中之學生全年堂費為港幣$300，將另行通知繳

費日期。 

5 暑期作業及習作 
暑假期間，敬希督促 貴子弟按日完成暑期練習（詳情請參閱附件一），以免荒廢

學業。作業須於開學日交回科任老師查閱。 

6 暑期活動 
暑期內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獲准參加者將另函 貴家長知照；各學生回校時必須穿

着整齊校服。假期內未經老師准許，學生不得擅自返校。  

7 編班結果公佈 

升中二至升中四的編班結果將於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上午9:00張貼於學校正門

壁報板，並同時透過電子郵件通知學生；升中五至升中六學生則顯示於成績表上。

各級學生請自行查閱。 

8 

開學禮 
及 

開學祈禱禮 

項 目 開學禮  開學祈禱禮  

日 期 2022年 9月 1日（星期四） 20221年 9月 2日（星期五）  

時 間 上午 8:15至 11:00 上午 8:15至 11:00 

回 校 時 間 上午 8:00前  

服 飾 整齊夏季校服  
 

9 

上課時間 

及課外活動時
間 

以下為本校之正常上課及課外活動時間，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本校仍未能恢

復全日面授課堂，故本校暫定於九月開學時會採用「特別上課時間表」（詳見附件

二）上課，敬請留意。如有最新消息，本校會盡快通知各位家長。 

回 校 時 間 上午8:00前 

上 課 時 間 

上午8:00至下午12:20 及 

下午1:35至4:05（初中）／ 

下午1:35至3:35（高中） 

註：4A&5A班上課時間至下午4:25 

午 膳 時 間 
中午12:20至下午1:30 

(中一及中二同學均須留校午膳) 

課 外 活 動 
下午4:05至5:00 

星期六：上午9:00至正午12:00 

10 交通安全 本校附近交通繁忙，請叮囑 貴子弟注意道路安全，以免發生意外。 

  此致  
貴家長                                                                        
                                                                                            

荔景天主教中學校長                                                                             
劉廣業謹啟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  
註：如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當天的銜接課程將

會取消；開學禮及開學祈禱禮，則會分別改在 2/9及 5/9 舉行。 

 



 

【回條】                21330 

有關「學期結束與新學年應辦事項」 

敬覆者：  

有關「學期結束與新學年應辦事項」已知悉，本人謹囑  *小兒／小女  遵行。    

   

  此覆  

荔景天主教中學校長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生姓名：   

  班別／班號： （   ）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附件一） 

暑期作業及習作安排 

暑期作業及習作安排（附件一） 

(一) 中文科 

級別  暑期作業名稱  

中一升中二 校本自編暑期功課冊 

中二升中三 校本自編暑期功課冊 

中三升中四 校本自編暑期功課冊 

中四升中五 

1. 作文一篇：《想想別人》 

2. HYREAD APP 電子書閱讀報告一篇 

（請據科任老師提供之書單選書，GOOGLE CLASSROOM 繳交） 

中五升中六 

1. 作文一篇：《讀書無用》／《送禮之我見》 

2. SLP 文章一篇 

3. SBA閱讀電子書 
 

 

(二) 英文科 

級別  暑期作業名稱  

中一升中二 School-based S.1 to S.2 Summer Assignment Booklet (Part 2) 

中二升中三 School-based S.2 to S.3 Summer Assignment Booklet (Part 2) 

中三升中四 School-based S.3 to S.4 Summer Assignment Booklet (Part 2) 

中四升中五 

1. A short writing task (Part A) 

2. A long writing task (Part B) 

3.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Unit 5 Reading Exam Practice Sections A, B1 and/or B2 

中五升中六 

1. A short writing task (Part A) 

2. A long writing task (Part B) 

3. Aristo Reading Book 5: Unit 6 Sections A, B1 and/or B2 

4. SBA report (Non-print fiction)  

 

(三) 數學科 

級別  暑期作業名稱  出版機構  備註 

中一升中二 

中文組 自編教材   

英文組 自編教材   

中二升中三 

中文組 自編教材   

英文組 自編教材   

中三升中四 

中文組 升中預習中三升中四 培生 隨書附送 

英文組 Bridge Programme S3 to S4 Pearson 隨書附送 

中四升中五 

中文組 升中預習中四升中五 培生 隨書附送 

英文組 Bridge Programme S4 to S5 Pearson 隨書附送 

中五升中六 

中文組 
HKDSE 考試系列 

舉 1反 5數學科必操題型(必修部分) 
樂思教育 已購 

英文組 

HKDSE Exam Series  

Master 1, Tackle 5 Hot Question Types for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Pan Lloyds 已購 

 

 

 

 



 

 

(附件二)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22/2023 特別上課時間表 

 

特別上課時間表 (全校同時上半天實體課) 

時間 課節 

07:45 預備鐘  

07:50 – 08:05 早會 

08:05 – 08:40 第一節 

08:40 – 09:15 第二節 

09:15 – 09:50 第三節 

09:50 – 10:10  小息 

10:10 – 10:45  第四節 

10:45 – 11:20  第五節 

11:20 – 11:35  小息 

11:35 – 12:10  第六節 

12:10 – 12:45  第七節 

12:45 – 13:20  第八節 

13:20 放學 

13:20 – 13:55 (實體課) 或 

15:00 – 15:40 (ZOOM 網課) 
S.4A、S.5A 第九節 

15:00 – 16:00 (ZOOM 網課) 中六數學M1、M2 (每 Cycle 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