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旬節中學            學校通告 21038    《4-5月份校園生活》  19/4/2022 

 
 

敬啟者：請各家長閱覽本通告內容，並指示 貴子弟依指引完成有關安排。 

 

本校在2022年4月22日至5月10日期間為香港中學文憑試試場。由於文憑試涉及考生人

數眾多，為配合防疫需要，全校學生須在家上網課。 

 

1.  中一至中五級網上課堂 

中一至中五級由 2022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10 日，繼續進行網上課堂，上課時間表如下。 

  

時間 
中一至中四級 中五級 

Day A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Day A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8:00-8:15  
網上
早會  

網上
早會 

8:15-8:45 第一節課 第一節課 

8:45-9:15 第二節課 第二節課 

9:15-9:30 小息 小息 

9:30-10:00 第三節課 第三節課 

10:00-10:30 第四節課 第四節課 

10:30-10:45 小息 小息 

10:45-11:15 第五節課 第五節課 

11:15-11:45 第六節課 第六節課 

11:45-12:00 小息 小息 

12:00-12:30 第七節課 第七節課 

12:30-13:00 第八節課 網上
(禮堂)
集會 

第八節課 第八節課 網上
(禮堂)
集會 

第八節課 

13:00-13:30 第九節課 第九節課 第九節課 第九節課 

13:30-15:30  午膳 

15:30-16:30  3/5 至 11/5 下午溫習安排（詳見「附件 1」） 
  

請家長留意，網上課堂的出席率及網課期間的功課都計算平時分數，  貴子弟須依時

出席網上課堂及按老師指示繳交功課。Day F 有網上早會，請學生於上午8:00登入。

如遇困難未能參與網上學習，請盡快致電2713 2772聯絡校務處*，以便安排支援。 

 

 

 

備註:  

1. 由11/5/2022起將按教育局的指示進行半天面授課，避免學生用膳時的感染風險。 

因此學生須於早上7:55或之前返抵學校（校園開放時間：上午7:30），詳見「附件1」。 

2. 如學生接種疫苗達90%或以上，將考慮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稍後會統計學生接種疫苗

的狀況。 

3. 在22/4-10/5香港中學文憑試期間，部份老師負責監考，受影響班別會進行自修。

詳見「附件2」。 

  

2.  定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按教育局指引，學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就

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人士而言，他們在康復日起計的 3 個月內毋須進行測試（有病

徵者除外）。），測試應在每天早上進行，相關人士在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上班／上

課。如測試結果為陽性，他們不得回校，並應盡快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他們亦須盡

快於 24 小時內透過「 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

(https://www.chp.gov.hk/ratp/)向衞生署申報。 

 



  

 因此，請家長務必安排學生於回校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將結果填寫在「《量度體溫

及快速抗原測試紀錄表》」（見「附件 3」）中，經家長簽署確認後，帶回學校供教職員/

班主任檢查。請家長自行將測試結果拍照保存，留作需要時使用。若學生為 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人士，必須於《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紀錄表》夾附相關證明，

未能提供證明者，仍需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若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包括：領取

全津、半津及綜援家庭，可於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登記，待教育局送抵學校後，

再聯絡家長到校領取。 

 

校方將於恢復面授課堂起進行檢查，以及時每天向教育局呈報。校方亦可以抽查個案，
並要求覆檢。學校可考慮在事先獲得家長同意的情況下，協助學生進行檢測。若未能
及時完成檢測，有關學生將不能上課，並通知家長安排學生離校回家。 

  

3.  三月份獎懲紀錄 

 家長可於 202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或以後透過 eClass 學校內聯網「電子通告系統」

(http://eclass.pentecostalschool.edu.hk)查閱 貴子弟的三月份獎懲紀錄，並請於 202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或之前透過 eClass 回覆（編號：Disc190422）通告回條。如有

任何錯漏，請向校務處查詢。 

  

4.  更換夏季校服 

 本年度更換夏季校服安排詳列如下，請各家長留意及預早準備： 

 (1) 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至5月6日（星期五）學生可按天氣情況，選擇穿著

整齊之冬季或夏季校服上學；  

 (2) 由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開始，全體學生必須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上學。 

   

5.  下學期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 

 本校為了鼓勵和評估同學平日溫習所學，特安排各科統一測驗。下學期中一級至中五

級的統一測驗將於2022年5月16至20日舉行。現附上測驗時間表「附件4」以供參考，

科任老師會在課堂公佈統一測驗範圍，家長及學生亦可於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在eClass學校內聯網「校園最新消息」欄 (http://eclass.pentecostalschool.edu.hk) 查閱

中一至中三級各科統一測驗範圍，並請督促 貴子弟勤勉溫習。 

   

6.  防疫安排 

如學生或同住家人確診或初步確診或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請盡快致電27132772通知校務

處*，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如需支援，也可致電校務處向職員尋求協助。 

疫情嚴峻，校方繼續維持加強校內清潔及消毒工作。家長應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學

生應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空氣流通欠佳的地方，並須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

休息以增強免疫力。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回校時必須戴上口罩。若擔心染疫，可自

行安排進行檢測。 

學生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徵狀非常輕微），不應回校及應盡快向醫生求診，以及

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如學生被界定為受檢人士，須作強制檢測的話，請依照學校

通告 21020 的指示跟進。 

政府已於2022年3月20日宣佈調整「疫苗通行證」接種要求，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5」。

請注意，仍未符合接種要求的教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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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鼓勵家長徵詢醫生的意見，在合適的情況下安排學生接

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保護自己和家人，以及為校園和社區築起更有效的保護屏障。 
   

  



   
   

7.  活動及假期安排 

 活動/假期 日期 備註 

勞動節翌日假期 2022年5月2日(星期一) --- 

校慶日 2022年5月8日(星期日) --- 

佛誕翌日假期 2022年5月9日(星期一) --- 

教師發展日(下午) 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 學生12:30放學 

第四十七屆畢業典禮 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 
中六學生及其家長回校參加

畢業典禮，分享喜悅。 

畢業典禮後假期 2022年5月30日(星期一) 當天學生不用上課 
 

  

請家長應依照衛生防護中心的健康指引，為預防冠狀病毒病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詳

情請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ealth-advice.html。家長如欲查詢有關 2019 冠狀

病毒病的資訊，可瀏覽相關網頁（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或致電衛生

防護中心熱線電話 21251111 / 21251122（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運作）。 

 

校方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並視乎教育局的公佈安排恢復面授課堂，如有進一步的

消息，將盡快透過學校網頁及 eClass 發放〔最新消息〕，敬請家長密切留意。 

 

請各家長閱覽本通告內容，並於 202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 或之前透過 eClass 回覆

本通告回條。如有查詢，可致電 2713 2772 聯絡校務處。敬祝生活愉快！ 

 

此致 

貴家長 

   

  五旬節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羅錦城 )   

 

* 

 

校務處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12:30 及 14:00-16:00 

星期六  9:00-12:30 

（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校務處辦公時間或因應疫情而有所變更，請瀏覽學校網頁以獲取最新資訊） 

 



（學校通告 21038-附件 1） 

五旬節中學 

2021-2022 中五級溫習安排 (3/5/2022-11/5/2022) 

班別/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科目/內容 科任/負責老師 

中五 

(選修科目) 
10/5 15:30-16:30 TEAMS 

視覺藝術科 何美燕老師 

生物科(英) 王國晞老師 

中國歷史科 鄒家明老師 

經濟科(英) 馮雪筠老師 

經濟科(中) 馮家駿老師 

物理科 李兆豐老師 

5A 

(核心科目) 

3/5 

15:30-16:30 TEAMS 

中國語文科 陳克強老師 

5/5 英國語文科 鄧詠瑤老師 

11/5 數學科 陳炳明老篩 

5B 

(核心科目) 

3/5 

15:30-16:30 TEAMS 

中國語文科 陸詠章老師 

5/5 英國語文科 陳雪花老師 

11/5 數學科 梁潔盈老師 

5C 

(核心科目) 

3/5 

15:30-16:30 TEAMS 

中國語文科 高綺雯老師 

5/5 英國語文科 黃亮貞老師 

11/5 數學科 楊世榮老師 

5D 

(核心科目) 

3/5 

15:30-16:30 TEAMS 

中國語文科 楊舒翹老師 

5/5 英國語文科 袁美榕副校長 

11/5 數學科 蘇𥖄石老師 

5CD 

(核心科目) 
5/5 15:30-16:30 TEAMS 英國語文科 姚敏儀老師 

 

同學必須按學校指示於上述日期出席課後補課安排，並須遵守下列事項： 

1. 無故缺席的同學將當作曠課處理。 

2. 於指定時間前進入 TEAMS 內的特定房間內，並等候老師點名及上課。 
 

 
五 旬 節 中 學 

半日上課時間表（面授課堂） 

時間 Day A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8:00-8:15 收功課 
操場早會／ 

收功課 
收功課 收功課 收功課 

操場早會／ 

收功課 

8:15-8:45 第一節課 

8:45-9:15 第二節課 

9:15-9:30 小息 

9:30-10:00 第三節課 

10:00-10:30 第四節課 

10:30-10:45 小息 

10:45-11:15 第五節課 

11:15-11:45 第六節課 

11:45-12:00 小息 

12:00-12:30 第七節課 

12:30-13:00 第八節課 

13:00-13:30 第九節課 

 

 



（學校通告 21038-附件 2a） 

五旬節中學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  

中一至中五級受影響班別及課堂  

 

日期  班別  課堂  科目  任教老師  

22/4/2022 

(Fri ,  Day C)  

3B 5-6  英國語文  Putman Mei Kit 

4B 
3-4  公民與社會發展  鄺汝勤老師 

7  班主任節  鄺汝勤老師 

4C 
5-6  英國語文  江雅蘭老師 

7  班主任節  江雅蘭老師 

4CD 5-6  英國語文   馬詠思老師 

25/4/2022 

(Mon, Day D)  

1D 9  數學  楊晉浩老師 

2A 9  數學  楊世榮老師 

2C 5-6  普通電腦  楊世榮老師 

2CD 3-4  體育  楊晉浩老師 

3A 7  數學  梁潔盈老師 

5B 1-2  數學  梁潔盈老師 

5C 1-2  數學  楊世榮老師 

26/4/2022 

(Tue, Day E)  

1A 7  中國語文  袁愷懿老師 

1CD 9  中國語文  袁愷懿老師 

2A 3  數學  楊世榮老師 

2B 5-6  英國語文  譚曉妍老師 

2C 
2  聖經  張斯敏老師 

3 -4  英國語文  譚曉妍老師 

2CD 5-6  中國語文  陳素貞老師 

2D 1  數學  梁潔盈老師 

3A 1  聖經  張靄廉老師 

3C 5  數學  梁潔盈老師 

4ABC 8-9  校本發展科目(中國語文組) 
張靄廉老師/

張斯敏老師 

4B 6  中國語文  張斯敏老師 

4C 5  中國語文  張靄廉老師 

4C 7  閱讀課  張靄廉老師 

5C 8  數學  楊世榮老師 

27/4/2022 

(Wed, Day F)  

1CD 3-4  中國語文  袁愷懿老師 

2B 5-6  生活與社會  王雙亮老師 

2C 7  數學  伍秀薇老師 

2D 3-4  生活與社會  王雙亮老師 

3B 
5-6  數學  伍秀薇老師 

7  聖經  張靄廉老師 

4B 7  中國語文  張斯敏老師 

4C 5-6  中國語文  張靄廉老師 

4ABCD 3-4  生物  魏美娟老師 

5ABCD 3-4  企業會財 (商業管理 )  尹志耀老師 



（學校通告 21038-附件 2b） 

 

日期  班別  課堂  科目  任教老師  

28/4/2022 

(Thu, Day B)  

1A 3-4  地理  鄺汝勤老師 

1C 3-4  生活與社會  王雙亮老師 

2D 
3-4  數學  梁潔盈老師 

5 -6  英國語文  陳雪花老師 

3B 5  綜合人文  馮家駿老師 

3D 1-2  歷史  潘碩聰老師 

4ABCD 7-8  經濟  馮家駿老師 

4CD 3-4  英國語文  馬詠思老師 

5ABCD 7-8  歷史  潘碩聰老師 

5C 5-6  通識教育  梁劍芬老師 

29/4/2022 

(Fri ,  Day A)  

3A 1-2  中國歷史  鄒家明老師 

5D 3-4  通識教育  周偉恒老師 

4/5/2022 

(Wed, Day C)  4B 

3-4  公民與社會發展  鄺汝勤老師 

5 -6  數學  蘇𥖄石老師 

7  班主任節  鄺汝勤老師 

4D 1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蘇𥖄石老師 

5ABCD 
5-6  物理  李兆豐老師 

5 -6  經濟  馮雪筠老師 

5D 
3-4  數學  蘇𥖄石老師 

7  班主任節  蘇𥖄石老師 

5/5/2022 

(Thu, Day D)  
4ABCD 

1-2  企業會財 (商業管理 )  尹志耀老師 

1 -2  企業會財  (會計 )  梁力恒老師 

5ABCD 
7-8  企業會財 (商業管理 )  尹志耀老師 

7 -8  企業會財  (會計 )  梁力恒老師 

6/5/2022 

(Fri ,  Day E)  

1A 5-6  科學  李兆豐老師 

3D 7  綜合人文  王雙亮老師 

4ABCD 
1-2  生物  魏美娟老師 

3 -4  生物  魏美娟老師 

5ABCD 1-2  物理  李兆豐老師 

10/5/2022 

(Tue, Day F)  

1B 7-8  生活與社會  鄺汝勤老師 

3D 5-6  中國歷史  鄒家明老師 

4ABCD 3-4  中國歷史  周偉恒老師 

4AB 9  數學  蘇𥖄石老師 

4B 7-8  中國語文  張斯敏老師 

4D 1-2  公民與社會發展  鄺汝勤老師 

5ABCD 1-2  中國歷史  鄒家明老師 

 

 

 

 

 



 

五旬節中學 

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 

(每月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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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上學前，家長/監護人亦須為學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如果測試結果為陽性，學生

不得回校，並應盡快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學生亦須盡快於 24 小時內透過「2019 冠狀

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https://www.chp.gov.hk/ratp/)向衞生署申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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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放假期間，家長 /監護人亦須填寫「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月份：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快速抗原測試結果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上午     / 下午  ℉/℃ 陽性 / 陰性  

 

 

（學校通告 21038 附件 3） 



（學校通告 21038 附件 4） 

 
          PENTECOSTAL SCHOOL 

        SECOND TERM UNIFORM TEST    
        2021 - 2022 

Timetable 
 

Date 

 

Subject 

 

Time 

16/5/2022 

 

Monday 

17/5/2022 

 

Tuesday 

18/5/2022 

 

Wednesday 

19/5/2022 

 

 Thursday 

 20/5/2022 

 

Friday 

S.1 & S.2 

 

8:30 – 9:30 

   

 

 10:00 – 10:45 

  

 

 

L & S 

(8:30 – 9:15) 

 

Geog. 

(9:45 – 10:30) 

 

 

 

Eng. 

 

 

C. Hist. 

 

 

 

Maths. 

 

 

Hist 

 

 

 

C. Lang. 

 

 

Science 

 

 

 

 

 

/ 

S.3 

  

 8:30 – 9:45 

 

 

 10:15 – 11:00 

 

 

 

C. Lang. 

 

 

Bio. 

 

 

 

Maths. 

 

 

Hist. 

 

 

 

Eng. 

 

 

Econ.  

 

 

 

Geog. 

(8:30 – 9:15) 

 

Chem.  

(9:45 – 10:30) 

 

 

 

Phy. 

(8:30 – 9:15) 

 

C. Hist. 

(9:45 – 10:30) 

 

S.4 

 

8:30 – 9:45 

 

 

 

10:15 – 11:30 

 

 

 

Maths. 

 

 

 

C. Hist. /  

Phy. /Econ. 

 

 

 

C.S. 

(8:30 – 9:30) 

 

 

Bio. 

(10:00 – 11:15) 

 

 

C. Lang. 

 

 

 

M1 / M2 

 

 

 

Eng. 

 

 

 

Geog. 

 

 

Hist. / Chem. / 

BAFS 
(Accounting) / 

BAFS 
(Business) 

/ 

 

S.5 

 

  8:30 – 9:45 

 

 

10:15 – 11:30 

 

 

 

 

 

Eng. 

 

 

Chem. / Hist.  

 

 

C. Lang. 

 

 

Geog. /  

BAFS 
(Accounting) / 

BAFS 
(Business) 

 

 

 

L.S. 

 

 

Bio. 

  

 

 

Maths. 

 

 

Phy. / 

C. Hist. / 

Econ. 

 

 

M1 / M2 

 

 

/ 

 

1. Students must arrive at school 10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test  

2. Students are NOT required to go to school on the day(s) when they do NOT have uniform test(s). 

 

Updated on 

01/03/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