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學生事務通告(2021-2022 年度)第 40 號 

有關中六學生聖誕假期補課事宜 
 
  敬啟者：為讓應屆畢業班學生有充裕時間準備各個科目，科任老師會在十二

月聖誕假期間為同學補課。 

 

  是次假期補課目的是針對公開考試而設，對學生的學習表現，影響十分深遠；

而有關補課出席率亦會計算在學生考勤的表現內。此外，有關畢業資格其中一項

條件為學生全年出席率必須達 80%，因此，請督促 貴子弟穿著整齊冬季校服依

時間返校出席有關補課。如學生無故缺席補課，老師將會嚴肅跟進及處理。 

 

  補課的時間和地點，詳見附件。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150 0135 與教務主

任許景思老師聯絡。 

 

  耑此函達，敬希查照。 

 

 

 

 

 

  此致 

貴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校長 

 張建新謹啟 

二零二一年十二月十日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中六學生聖誕假期補課時間表 

 

日期 班別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科目 地點 負責老師

12 月 20 日(星期一) 

6A 9:00 am 11:00 am 通識教育 E44 陳覺慈 

6A 11:00 am 1:00 pm 英國語文 E44 余靖珊 

6B 9:00 am 11:00 am 通識教育 E45 黎寶珊 

6B 11:00 am 1:00 pm 英國語文 E45 陳淑儀 

6C 9:00 am 11:00 am 通識教育 E46 湯泰方 

6C 11:00 am 1:00 pm 數學 E46 黃敬輝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生物 E46 莊安琪 

12 月 21 日(星期二) 

6A 9:00 am 11:00 am 數學 E44 蕭國亮 

6C 9:00 am 11:00 am 英國語文 E46 許景思 

選修組別 11:00 am 1:00 pm 設計與應用科技 工場 何冠廷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設計與應用科技 工場 何冠廷 

選修組別 11:00 am 1:00 pm 科技與生活 家政室 吳詠欣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體育(中學文憑) E56  楊少娟 

12 月 22 日(星期三) 

6A 11:00 am 1:00 pm 中國語文 E44 李伴陪 

6B 11:00 am 1:00 pm 中國語文 E45 倫佩微 

6C 11:00 am 1:00 pm 中國語文 E46 簡莉華 

選修組別 9:00 am 11:00 am 物理 物理實驗室 饒志彬 

選修組別 9:00 am 11:00 am 化學 化學實驗室 柳志皓 

選修組別 9:00 am 11:00 am 體育(中學文憑) E56  楊少娟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設計與應用科技 工場 何冠廷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視覺藝術 視藝室 賴慧文 

12 月 23 日(星期四) 

6A 9:00 am 11:00 am 數學 E44 蕭國亮 

6A 11:00 am 1:00 pm 英國語文 E44 余靖珊 

6B 9:00 am 11:00 am 數學 E45 黃欣 

6B 11:00 am 1:00 pm 英國語文 E45 陳淑儀 

選修組別 2:00 pm 3:00 pm 經濟 E45 符澤廣 

選修組別 3:00 pm 5:00 pm 企業會財 E44 符澤廣 

12 月 24 日(星期五) 選修組別 9:00 am 11:00 am 資訊及通訊科技 電腦室 100 譚志偉 

12 月 28 日(星期二) 

6C 9:00 am 11:00 am 英國語文 E46 許景思 

6C 11:00 am 1:00 pm 數學 E46 黃敬輝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設計與應用科技 工場 何冠廷 

12 月 29 日(星期三) 

6A 11:00 am 1:00 pm 中國語文 E44 李伴陪 

6B 11:00 am 1:00 pm 中國語文 E45 倫佩微 

6C 11:00 am 1:00 pm 中國語文 E46 簡莉華 

選修組別 2:00 pm 5:00 pm 視覺藝術 視藝室 賴慧文 

12 月 30 日(星期四) 6C 9:00 am 11:00 am 通識教育 E46 湯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