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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暑期及開學日備忘
事項

級別

日期

時間

備註
同學必須繳交以下文件：

舊生註冊
 適用於所有升級及留級
同學
 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
回校所有註冊文件由班
主任查收

升中二至升中六

2021.07.16

⚫

註冊表：如果不依時註冊，當作放棄學
位論。 (中四及中五重考學生暫不獲派
發註冊表)

⚫

暑期及開學日家長通訊：通函第
132/2020-21 號回條。

⚫

中四、中五重考通告 (只適用於中四及
中五須重考同學)：通函第 133/2020-21
號回條。

⚫

選科表 (只適用於 升中四同學、中四重
讀同學)：如同學未能交回表格，當作放
棄選科論，最後由學校安排。

09:00 – 11:00

如 2021.07.16 教育局宣佈停課，註冊文件
繳交日期延至 2021.07.17 相同時間，詳情
請留意學校網頁。
舊生訂購校服及體育服

網上訂購課本

升中五及中六補課

中四、中五重考

網上暑期聖經班

公布升中四選科結果

公布編班結果

升中二至升中六同學

2021.07.16

11:00 – 12:00

如有需要，請自行前往小禮堂訂購。

留中一、升/留
中二至中三

2021.07.16 – 24

升/留中四至中六

2021.08.11 – 14

升/留中五及
升中六同學

2021.07.19 –08.18

請參閱暑期高中補課時間表(詳見附件三)
及學校網頁。

須重考
中四、中五同學

2021.07.26 – 27

重考時間，請參閱通函第 133/2020-21 號。
缺席重考及重考未達標者可能會被飭令
留級。

2021.07.26 – 30

⚫ 在家線上出席 (必須確保視像及相關
對話裝置能操作及使用)
⚫ 同學須穿著指定活動 T 恤 [有關 T 恤
已於 7 月 15 日 (結業日) 派發予同學]
⚫ Zoom 登入會議 ID 及密碼：因每人的
編號不同，故已於 7 月 15 日 (結業日)
個別派發予同學。

升中二同學

請依照訂書表上的指示自行到網站填妥
訂購表格。
網址：www.kaimingbook.com.hk

升/留中四同學

2021.08.11

下午 1:00

選科結果上載學校網頁。

升/留中一至中六

2021.08.11

下午 1:00

編班結果上載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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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公佈中四、中五重考
結果

網上公布暑期班
上課時間表

暑期班

須重考
中四、中五同學

2021.08.11

升中一至中六同學

2021.08.11

升中一至中六

下午 1:00

2021.08.13 (09:30 – 16:00) 到校務處交回
以上文件，逾時作放棄選科/註冊論，選科
結果最後由校方安排。

2021.08.23 –27

下午 1:00

08:00 – 13:25
(27/8:
11:45am 放學)

領取校服及體育服
天寶校服公司
如對校服有任何查詢：
營業時間：10:30– 18:30
地點：將軍澳寶林商場二樓
204 號
電話：2271 0198

升/留中一至中六

2021.08.28

上課時間表上載學校網頁。

⚫ 同學必須按 2021.08.11 校網上公佈之
上課時間表穿著整齊校服，帶備文具
及已完成的暑期作業回校。
⚫ 教育局因天氣惡劣或其他緊急情況下
宣佈所有全日制學校停課，是次上課
將會取消。請留意學校網頁有關最新
的安排。
⚫ 帶同收據及款項
⚫ 地點：本校地下小禮堂
⚫ 時間如下︰
留中一、升/留中二至中三︰09:30 – 11:00
升/留中五至中六︰11:00 – 12:30
升/留中四︰13:30 – 14:30
升中一︰14:30 – 15:30
⚫ 若 8 月 28 日當天遇上黑雨或 8 號風
球，將順延至 8 月 30 日(星期一) 相同
時間回校領取。
⚫ 帶同入數紙或現金及訂書表副本
⚫ 地點：本校地下 G02 室
⚫ 時間如下︰
留中一、升/留中二至中三︰9:30 – 11:00
升/留中五至中六︰11:00 – 12:30
升/留中四︰13:30 – 14:30
升中一︰14:30 – 15:30

繳費及領取課本
啟明書局
電話：2492 2440, 2493 5555
網址：

中四/五試升/重讀生：
2021.08.12 (09:30 – 16:00) 到校務處領取
中四重讀生選科表(如適用)、訂書表、試
升或留級成績表、註冊表及/或試升練習。

留中一、
留/升中二至中六

2021.08.28

http://www.kaimingbook.com.hk

⚫ 如當天未能出席繳費及領取課本，請
自行聯絡啟 明書局 有關安 排 取書事
宜。
⚫ 若 8 月 28 日當天遇上紅雨、黑雨或 8
號或以上風球，是次售賣服務將會取
消。請留意啟明書局網頁有關最新的
安排。

開學禮

班務日第一天

新學年中一至中六

新學年中一至中六

2021.09.01

2021.09.02

09:00 – 10:30

集合時間：09:00
放學時間：10:30
⚫ 同學必須帶備文具及書包回校。
⚫ 如果 2021.09.01 教育局宣佈停課，開
學禮將順延至 2021.09.02 相同時間舉
行。

09:00 – 12:00

集隊時間：09:00
放學時間：12:00
如果 2021.09.02 教育局宣佈停課，班務日
第一天將順延至 2021.09.03 相同時間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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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務日第二天

新學年中一至中六

2021.09.03

新學年中一至中六

2021.09.06
開始

09:00 – 12:00

08:00 – 16:00
上課日

(半日上課
08:00 – 13:25)

集隊時間：09:00
放學時間：12:00
如果 2021.09.03 教育局宣佈停課，班務日
第二天將順延至 2021.09.06 上課日班主任
節舉行。
集隊時間：08:00
放學時間：16:00 (如半日上課為 13:25)
同學必須按時間表帶備課本及文具回校
上課及遞交已完成的暑期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