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年終考試試後安排通告 
 

  為配合校務及修繕工程需要，本校自 6月 23日至 7月 11日之試後安排將作以下修訂，煩請 貴家長留意，

並著子女依時出席相關活動： 
 

1.試題講解及分數核對安排（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均須依時出席）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 備註 

24/6(五) 
中一(上午 8:10-12:15) 

中三(下午 1:45- 3:20) 
本校禮堂 

試題講解 

中一級同學須於 8:05前到禮堂點名 

中三級同學須於 1:40前到禮堂點名 

27/6(一)  

中二(上午 8:10-12:15) 

中四(上午 8:10-12:15) 

中一(下午 1:45- 3:00) 

本校禮堂 

本校課室 

本校禮堂 

中二及中四級同學須於 8:05 前分別

到禮堂及 504-507室點名 

中一級同學須於 1:40前到禮堂點名 

28/6(二)  

中三(上午 8:10-12:55) 

中五(上午 8:10-12:15) 

中二(下午 1:45- 3:00) 

本校禮堂 

本校課室 

本校禮堂 

中三及中五級同學須於 8:05 前分別

到禮堂及 504-507室點名 

中二級同學須於 1:40前到禮堂點名 

29/6(三) 

中一、二級(下午 1:00-1:40) 

中四、五級(下午 2:00-2:40) 

  中三級(下午 3:00-3:40) 

本校禮堂 分數核對 
中一至中五級同學須於開始前 5 分

鐘到禮堂點名 

 

2.其他試後安排（所有參加／負責同學均須依時出席，其他同學不須回校）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 備註 

28/6(二) 

下午 1:15-5:45 
大埔鳳園 

蝴蝶保育區 
生態導賞活動 

中二級參加同學將於放學後隨

老師出發，其他級別同學將按原

定時間出發。詳情參閱另行派發

之通告 

下午 3:30-6:30 聖公會靈風堂＊ 
「維也納國際青少年

音樂節之旅」綵排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29/6(三) 

上午 8:30-9:30 本校 506、507室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香港區) 

參加之中四及中五級同學須於

8:20前先到 506室點名 

上午 9:30-11:00 本校禮堂 畢業禮綵排 

須出席同學包括司儀、首席學生

長、後台服務生、音響燈光服務

生、遞送獎品服務生、司琴及表

演生 

上午 11:00-12:00 本校禮堂 舞蹈組練習 畢業禮演出同學（以色列舞） 

下午 4:00-7:00 聖公會靈風堂＊ 
「維也納國際青少年 

音樂節之旅」綵排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30/6(四) 

上午 本校 畢業禮籌備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下午 2:00-4:30 本校 SAC4 畢業禮舞蹈綵排 畢業禮演出同學（以色列舞） 

下午 本校禮堂 畢業禮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30/6 晚上 10:00 集合 

10/7 下午約 3:00 抵港 

維也納、焦爾、 

布拉格等 

「維也納國際青少年 

音樂節之旅」 

參加同學須於晚上 10:00 到香

港國際機場 T1 G區集合 

2/7(六) 

上午 9:00-中午 12:00 
聖公會太和長者 

鄰舍中心＊ 
舞蹈組練習 參與「墨舞娟歌」演出之同學 

晚上 7:00-10:00 香港舞蹈團＊ 
「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

演出練習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3/7(日) 晚上 7:00-10:00 香港舞蹈團＊ 
「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

演出練習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4/7(一) 

4/7 上午 11:30集合 

5/7 下午 1:30 解散 
突破青年村

＊
 福音營 

參加同學須於上午 11:30 前先

到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集合 

下午 2:00-5:00 
聖公會太和長者 

鄰舍中心＊ 
舞蹈組練習 

參與「墨舞娟歌」及「歡騰踏歌」

演出之同學 

5/7(二) 

下午 1:45-4:00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大埔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青蔥學長訓練(1) 2016-2017青蔥學長 

下午 2:00-5:00 
聖公會太和長者 

鄰舍中心＊ 
舞蹈組練習 

參與「墨舞娟歌」及「歡騰踏歌」

演出之同學 

6/7(三) 

中午 12:00-下午 1:00 香港文化博物館
＊
 

參觀「走進莫奈的 

印象世界」畫展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下午 1:45-5:00 本校 504-507室 
5A、5C班英國語文科 

校本評核 

5A 及 5C 班同學須分別於 1:45

前先到 504及 506室點名 

下午 2:00-4:00 康文署場地 女子羽毛球隊練習 場地另行通知 

7/7(四) 

下午 1:45-4:00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大埔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
 

青蔥學長訓練(2) 2016-2017青蔥學長 

下午 1:45-5:00 本校 504-507室 
5B、5D 班英國語文科 

校本評核 

5B 及 5D 班同學須分別於 1:45

前先到 504及 506室點名 

8/7(五) 

下午 1:45-4:00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大埔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
 

青蔥學長訓練(3) 2016-2017青蔥學長 

下午 2:00-4:00 康文署場地 男子羽毛球隊練習 場地另行通知 

晚上 7:00-10:00 香港舞蹈團＊ 
「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

演出練習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9/7(六) 

上午 9:00-中午 12:00 
聖公會太和長者 

鄰舍中心＊ 
舞蹈組練習 

參與「墨舞娟歌」及「歡騰踏歌」

演出之同學 

下午 2:00-4:00 
聖公會阮鄭夢芹 

小學禮堂 
褔音營重聚日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晚上 7:00-10:00 香港舞蹈團
＊
 

「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

演出練習 
詳情參閱另行派發之通告 

11/7(一) 上午 9:00 本校禮堂 散學禮及派發成績表 
中一至中五級同學須於 8:40 前

到禮堂點名 
＊各校外活動場地地址： 
聖公會靈風堂：新界沙田圓洲角路13號 
突破青年村：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33號 
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新界大埔太和邨亨和樓地下113-116室 
香港舞蹈團：香港上環文娛中心8樓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220-229室 
香港文化博物館：新界沙田文林路1號 

 

3.除以上各日程安排外，亦請 貴家長及同學注意以下各項： 

a.6月 23日（四）同學不用回校。惟同學如缺席年終考試，本校將於當日安排補考（詳情將個別通知）； 

b.中三至中五級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口試，以及中二級科學科實驗評估將予取消； 

c.同學必須準時出席，並依老師指示前往活動地點； 

d.同學嚴禁進入工程範圍，於活動結束後亦應盡早回家。 
 

  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校（電話：26567804）與教務主任鄧錦屏老師或課外活動主任鄺明茜老

師聯絡。 
 

  以上通告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2016年 6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