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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後復課、半年試、快速抗原測試及其他事項（中五級）  家長通告 

 
敬啟者： 
 

教育局於 4 月 11 日宣布「有關學校復活假期後恢復面授課堂的安排」，中學可於 5 月 3 日

開始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並容許學校因應校本情況自行決定如何劃分復課階段，包括全校各

級即時恢復面授課堂。現本校決定安排中一至中五級於 5月 3日開始恢復半天面授課堂。此外，

當全校或個別級別學生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百分比達九成或以上，在可行情況下，本校會安排

同學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學校在此再次呼籲同學盡快接種疫苗，防止有關病毒引發嚴重病症，

以及盡快恢復全日授課以提升學習效能。 
 
 
(一) 上課安排 
 
1. 4 月 25 日（一）至 4 月 29 日（五）網課（中四至中五級） 

本校將於復活節假期完結後，開始恢復網上課堂，日期由 4 月 25 日（一）至 4 月 29
日（五）。請中四至中五同學按「半日特別上課時間表」（見附件一）於每天早上 8:15 準

時登入 ZOOM 連結參與網課，每節課為 1 小時 50 分鐘，並於下午 12:45 放學。詳細上課

時間表將於內聯網公布。 
 
2. 5 月 3 日(二) 開始回校進行半天面授課 

本校將於 5 月 3 日（二）起正式恢復半天面授課堂，中一至中五同學必須於每天早上

8:10 前回校。本校沿用半日上課時間表，每節課為 30 分鐘，並於下午 1:30 分放學，下午

3:00 至 4:00 則在家進行網課。詳細上課時間表將於內聯網公布。  
 

5 月 3 日開始，學生每天回校前必須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詳情請參看本通告第五項。 
 
(二) 半年試餘下科目 
 

本校定於5月10日（二）至5月16日（一）舉行半年試餘下科目考試，考試時間表見

附件二。 
 

敬請督促貴子弟勤加溫習，努力應考。 
 
(三)、下學期測驗及年終試 
 

下學期測驗將取消，而年終試將於7月11日（一）開始舉行。全年評核佔分比重將作

調整，詳情容後通知。 
 
 
 
 



(四) 完成接種疫苗的學生彈性安排 
 

教育局容許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學生在放學後進行非學術性的課外

活動（如音樂、體育活動、校隊訓練），亦可在校內（包括上課及課堂外的活動）進行一

些不佩戴口罩的活動（例如吹奏樂器、「接觸式」運動如足球、籃球等），詳情容後通知。 
 
(五) 學生每天回校前必須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按教育局規定，學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已量度體溫及完成一次快速

抗原測試，測試應在每天早上進行，學生獲得陰性結果及沒有出現發燒症狀，才能回校上

課。 
 

1. 學生每天回校前須進行快速檢測，家長須於由學校派發的《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

記錄表》（附件三）進行簽署，回校當天交由學生長檢查。若學生當日的快測結果為

陰性，即可回校上課；若為陽性，學生不得回校及應留在家中，並應盡快通知學校。

家長亦須盡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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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之後回校首天遞交相關證明給學

校。學生須將每個上課日的快測結果拍照以作紀錄。 
 

2. 因學校將於學生首天面授（5 月 3 日）當天派發《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

故當天回校上學前，家長可選擇： 
i. 在學生日誌 P.27 的「家長通訊欄」填寫學生體溫及快測結果並簽署；或 
ii. 自行列印《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附件三），填寫學生體溫及快測結

果並簽署。 
 
 

3. 若學生忘記於回校前在家完成檢測及申報，或忘記攜帶《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試記

錄表》，有關學生回校後將不能上課，並將被安排到特別室，等候家長接回。惟學校

明白家長或未能即時到校，故若家長同意，學校可安排學生自行檢測。學生會在教職

員監察下，使用由學校提供的快速測試包進行檢測，若結果為陰性，則可到課室上課；

若結果為陽性，則會通知家長盡快到校接回子女。 
 

若家長不同意學生自行進行檢測，家長可選擇： 
i.   讓子女自行回家進行檢測，並於獲得陰性結果及家長簽署確認後，再回校上課；或

ii.  到校為學生進行檢測，於獲得陰性結果後，子女可回課室上課；或 
iii.  到校接回子女，於校外為學生進行檢測，於獲得陰性結果後，子女可回課室上課。 

 
4. 學生如因上述第 3 項提及的任何情況而引致考試／小測／上課時間減少，將不獲補回。

惟請各家長及同學配合政策措施，於每天上學前自行完成檢測，以免影響學習。按教

育局指引，學校可能會抽查個案，並要求覆檢。若對結果有疑問，或會請家長到校為

學生進行快速檢測。 
 

＃ 豁免檢測安排  
按教育局指引，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康復者，在康復日起計的 3 個月內毋須進行快速

抗原測試（有病徵者除外）。康復的學生，請把以下文件於復課首天交班主任處理： 
1. 確診證明（例如隔離令或衛生防護中心的短訊）；及 
2. 符合康復條件的文件（例如出院紙、離開隔離中心的文件或連續兩天快速測試呈

陰性的照片〔附上姓名和日期〕）。 
教育局稍後會為個別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包，而其他家長則須預先為

學生預備測試包。學校建議家長必須提醒學生早上預留額外時間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填

https://www.chp.gov.hk/ratp/


妥申報表才回校。 
 
(六) 更換夏季校服 
 
      全體同學須於 4 月 25 日（一）更換夏季校服。 
 
(七) 學校衞生防疫措施 
 

本校嚴格執行教育局發出的《學校健康指引》及衞生防護中心的《預防 2019 冠狀病

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所載的各項衞生防疫措施，包括所有人士在校園內須時刻戴上口

罩，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在校舍出入口為師生量度體溫等，以保障師生健康。學校在復

課前已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為恢復面授課堂做好準備。另外，本校已在教育局指示下，

完成學校的通風檢測，並改善課室的通風設備和防疫優化措施。 
 

若有任何查詢，可與班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文理書院（香港）校長 

 

 

 

 

張麗雯謹啟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復活節假期後復課、半年試、快速抗原測試及其他事項（中五級） 家長回條 

 

敬覆者： 

 

得悉  貴校有關復活節假期後復課、半年試、快速抗原測試及其他事項之安排，本人  

同意／不同意* (請刪去不適用者) 若子女於回校時未能出示已填妥的《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測

試記錄表》，可自行使用由學校提供的快速測試包進行檢測。 
 

如不同意，請在以下適當方格內加✓號及填寫資料： 
□ 讓子女自行離校回家進行檢測 
□ 會到校為子女進行檢測 
□ 會到校接回子女，於校外為子女進行檢測 
□ 其他安排：請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文理書院（香港）校長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四月_____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  學號︰______ 
 
 
請家長於『eClass Parent App』簽妥回條。 
  



附件一 

高中特別時間表 (25/4 至 29/4)     各 Zoom ID 於 內聯網 Eclass 另行公布 

      

  
4 月 25 日(一) 4 月 26 日(二) 4 月 27 日(三) 4 月 28 日(四) 4 月 29 日(五) 

S4 S5 S4 S5 S4 S5 S4 S5 S4 S5 

08:15 - 08:25 課前集會 課前集會 課前集會 課前集會 課前集會 

08:25 - 10:15* 英文 中文 數學 英文 企/化/地/歷/視 數學 中文 英文 中文 通識 

10:15 - 10:55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0:55 - 12:45* 
公民 

(4C,4G,4H) 
史/物/生/經/資 史/物/生/經/資 數學 英文 通識 數學 中文 

公民 (4K) 

M2 (4C) 
企/化/地/歷/視 

*老師可於課堂期間安排 15-20 分鐘小休 
    

12:55 - 14:00 午膳 

        

14:00 - 15:30 
M1 (5C) 

M2 (5C) 

 
  



附件二 
 

文理書院(香港) 
中五級半年試時間表(2021 – 2022) (2022 年 4 月 20 日版本) 

 

 

注意事項： 

考生必須於開考前十分鐘到達試場。 

考試期間，若教育局宣布停課，則當日之考試取消，另定日期重考；其餘科目，依照原定時間表進行。 

考試缺席者復課後首天應交回醫生信及家長信，否則其考試成績當零分計算。 

 

  

日期 時間 5C 
(403 室) 

5G 
(404 室) 

5H 
(405 室) 

5K 
(421 室) 

5 月 10 日 
星期二 8:15 – 10:15 通識教育 (卷一)   (禮堂) 

5 月 11 日 
星期三 8:15 開始 

地理／歷史 
8:15 – 9:45 

(403 室) 

企財 
8:15 – 9:45 

(404 室) 

化學 
8:15 – 10:15 

(405 室) 

視藝 
8:15 – 12:15 

(611 室) 

5 月 12 日 
星期四 

8:15 – 10:15 中國語文(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禮堂) 

10:35 – 12:35 數學延伸部分 (單元一及單元二) (205 室) 

5 月 13 日 
星期五 8:15 – 11:15  English SBA 

(Room 403, 404, 405, 421) 

5 月 16 日 
星期一 

8:15 – 10:15 數學必修部分 (卷一)   (課室) 

10:35 – 11:50 數學必修部分 (卷二)  (課室) 



附件三 

文理書院(香港) 

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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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須為學生每天早上進行快速抗原檢測，學生在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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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結果，並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
負責教職員/班主任查閱。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 學號：________ 月份：______________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快速抗原檢測結果為陰性 
(如適用, 請填上號)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上午 / 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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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