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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2018/19 年度 

解卷、試後活動、鳳溪公立學校屬校聯合畢業典禮 
 

敬啟者： 

 

(一) 解卷 

為協助學生檢討所學，本校特安排各科任教師於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為學生講解各科試卷答

案，學生必須出席。(詳見校曆表) 

 

(二) 試後活動 

     試後活動將於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十七日進行，學生須按指定日期回校。(請參閱附件) 

 

(三) 鳳溪公立學校屬校聯合畢業典禮 

鳳溪公立學校屬校聯合畢業典禮謹訂於七月四日下午三時於本校禮堂舉行，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部分學生須回校協助典禮進行，屆時另函通知。 

 

 

 敬請 貴家長於五月二十七日或之前以電子形式確認知悉上述事宜。 
 

 

此致 

貴家長 

黃增祥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2018/19 年度 

試後活動 

(14/6/2019 至 17/7/2019) 
*粗體-全校學生需要回校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14/6(五) 

考試後備日 

全日 中三 TSA 練習(9:00-1:00) 

9:00-10:00 中文、10:30-11:30 英文、12:00-1:00 數學 
中三全級 課室 中三學生 

17/6(一)*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9:00) 全校 禮堂 全校 

全校填寫義工紀錄冊及聯課活動問卷(9:15-9:30) 全校 課室 

全校填寫理工大學問卷調查(9:15-9:45) 中二全級 課室 

全校班際及社際室內賽艇比賽(10:00-1:00) 有關學生 有蓋操場 

1A 共融戲劇工作坊(10:30-12:30) 1A 地理室 

中一級攀樹活動(10:00-12:00) 有關學生 籃球場 

中二級護苗基金性教育活動 

2A(10:00-11:30) ；2B(11:30-1:00) 

中二學生 活動中心 

中三培育生涯規劃活動(10:00-1:30) 中三有關學生 生涯規劃室 

中五化學 SBA( 10:30-12:00)  中五化學學生 化學室 

英國遊學團說明會(11:30-1:00) 有關學生 地理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飯盒試食(1:00-2:00) 有關學生 禮堂 

下午 共融戲劇工作坊：1F(2:00-4:00) 1F 地理室 1F 

敢創我夢生涯規劃計劃~行業參觀(1:00-5:00) 中四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中四有關學生 

18/6(二)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中三 TSA 筆試(8:30-12:20) 中三全級 課室 

1C 共融戲劇工作坊(10:30-12:30) 1C 地理室 

中一二暑期功課輔導班(8:30-9:30) 中一二學生 課室 

中二級護苗基金性教育活動 

2C(10:00-11:30) ；2DE(11:30-1:00) 

中二學生 活動中心 

中四英文補課(8:30-9:30) 中四學生 課室 

中五中文補課(8:30-9:30) 中五學生 課室 

My Life 成長計劃 (10:00-11:30) 中一及二有關學生 課室 

Online 達人營前會 (11:30-12:40) 中一有關學生 課室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11:30-12:40) 高中化學科學生 化學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共融戲劇工作坊：1D(2:00-4:00) 1D 地理室 1D 

圖書管理學會期終檢討會暨聯誼活動(1:00-3:30) 圖書管理學會會員 待定 有關同學 

19/6(三)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中一、二、四、五解卷(8:30-12:40) 全校 禮堂、課室 

中三 TSA 筆試(8:30-12:55) 中三全級 課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青少年中心暑期活動宣傳(小息-2:00) 全校 有蓋操場 有關學生 

西畫班(2:00-3:30) 有關學生 視藝室 

20/6(四)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全校解卷(8:30-12:40) 全校 禮堂、課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西畫班(2:00-3:30) 有關學生 視藝室 有關學生 

小提琴學會、豎琴學會、合唱團練習(1:30-2:30) 有關學生 音樂室、3E、輔導 3 室 

21/6(五)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全校解卷(8:30-12:40) 全校 禮堂、課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青少年中心暑期活動宣傳(小息-2:00) 全校 有蓋操場 有關學生 

領袖生訓練日營(1:00-3:30) 有關學生 校內 

話劇學會練習(2:00-4:00) 有關學生 活動中心 

24/6(一)*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名人堂(8:20-9:00)待定 全校 禮堂 全校 

全校知識產權署講座(9:00-10:00) 全校(1E 除外) 禮堂 

靜修活動 

1E(9:00-11:00) 

1B(11:00-1:00) 

1B、1E 地理室 

中三培育生涯規劃活動(9:00-1:00) 中三有關學生 生涯規劃室 

中四課室搬遷行動(10:00-11:00) 中四全級 課室 

全校班際球類比賽(10:00-1:00) 有關學生 球場 

中五遊學團出發前說明會(11:00-12:15) 中五全級 禮堂/活動中心 

台灣體育訓練營出發前說明會(12:15-1:00) 有關學生 禮堂 

台灣童軍訓練營出發前說明會(12:15-1:00) 有關學生 轉導 1 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下午 視藝科校外參觀(2:00-4:00) 有關學生 校外 有關學生 

話劇學會練習(2:00-4:00) 有關學生 活動中心 

全日 敢創我夢生涯規劃計劃行業試讀班(3 小時/兩節) 中四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中四有關學生 

多感官訓練計劃-訓練日營(時間待定) 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有關學生 

初中尖子遊：中文大學(9:45-3:00) 初中尖子 30 學生 中文大學 有關學生 

25/6(二)*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9:00) 全校 禮堂 全校 

校方與學生領袖會面(9:30-10:30) 學生領袖 待定 

中一二暑期功課輔導班(9:00-10:00) 中一二學生 課室 

中三暑期功課輔導班(9:00-10:00)3B、3C、3D 中三學生 課室 

中三數理科參觀香港有機資源中心(10:00-12:30) 3A 及 3E 校外 

中四通識補課(9:00-10:00)4C、4D 4C 及 4D 課室 

中四級護苗基金性教育活動 

4A(9:30-11:00)；4B(11:15-12:45) 

4A 及 4B 活動中心 

化學 SBA( 9:15-10:45)  中五化學學生 化學室 

中五性教育講座(11:00-12:00) 中五全級 禮堂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話劇學會練習(2:00-4:00) 有關學生 活動中心 有關學生 

中四企會科金融及銀行服務體驗活動(2:00-4:00) 中四企會科學生 沙田 IVE 有關學生 

全日 My Life 成長計劃(9:00-5:00) 中一及二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有關學生 

26/6(三)*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9:00) 全校 禮堂 全校 

全校海洋公園校內生態考察成果分享會(9:00-10:00) 全校(1A、1B 及 4C 除外) 禮堂 

中四生物科營養探索之旅工作坊(11:00-1:00) 中四生物學生 生物室 

中一級性教育工作坊 

1A 及 1B(9:00-10:00) 

1C 及 1D(10:15-11:15) 

1E 及 1F(11:30-12:30) 

中一全級 課室 

中三數理科參觀香港有機資源中心(10:00-12:30) 3B、3C 及 3D 校外 

中四級護苗基金性教育活動 

4C(9:30-11:00)；4D(11:15-12:45) 

4C 及 4D 活動中心 

中五校友職業講座(10:00-1:00) 中五全級 禮堂 

中六級第三屆視覺藝術畢業展 

10:00 開幕(展期：26-28/6 (10:00-4:00))  

中四五部份文憑視藝

學生 

待定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下午 話劇學會練習(2:00-4:00) 有關學生 活動中心 有關學生 

小提琴學會、豎琴學會、合唱團、管樂團練習(1:30-2:30) 有關學生 音樂室、3E、輔導 2 室

3 室 

27/6(四)*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9:00) 全校 禮堂 全校 

中一二級生涯規劃課(9:00-10:00) 中一二全級 課室 

中三培育生涯規劃活動(9:00-1:00) 中三有關學生 生涯規劃室 

中三暑期功課輔導班(9:00-10:00) 中三學生 課室 

中四補課(9:00-10:00)4B 通識、4C 中文、4D 中文 中四學生 課室 

中四生物科營養探索之旅工作坊(11:45-1:00) 中四生物學生 生物室 

4A 靜觀活動(9:30-11:30) 4A 活動中心 

話劇學會綵排(11:00-12:00) 有關學生 禮堂 

話劇學會表演(12:00-12:40) 全校 禮堂 

喜樂同行：參觀挪亞方舟生命教育館 中一二三 30 位學生 校外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西畫班(2:00-3:30) 有關學生 視藝室 有關學生 

全日 中五遊學團(27/6-30/6) 中五全級 台灣、新加坡 中五學生 

台灣童軍訓練營(27/6-30/6) 有關學生 台灣 有關學生 

台灣攀樹錦標賽(27/6-1/7) 有關學生 台灣 

台灣體育訓練營(30/6-4/7) 有關學生 台灣 

28/6(五)*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20-9:00) 全校 禮堂 全校 

中一暑期功課輔導班(9:00-10:00) 中一學生 課室 

中二暑期功課輔導班(9:00-10:00)2A、2B、2C、2D 中二學生 課室 

2E 靜觀活動(9:30-11:30) 2E 活動中心 

中三暑期功課輔導班(9:00-10:00) 中三學生 課室 

中三培育生涯規劃活動(9:00-1:00) 中三有關學生 生涯規劃室 

中四數學補課(9:00-10:00) 中四學生 課室 

聯校畢業禮綵排(9:30-11:30) 有關學生 禮堂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西畫班(2:00-3:30) 有關學生 視藝室 有關學生 

全日 Online 達人日營(時間待定) 中一及二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有關學生 

29/6(六) 全日 英國遊學團(29/6-15/7) 有關學生 英國 有關學生 

1/7(一) 全日 山東歷史文化考察團(1/7-5/7) 中四有關學生 山東 中四有關學生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2/7(二)* 上午 中三專題研習(8:20-11:00) 中三全級 課室 中三學生 

英文科舉辦北區小學比賽(9:00-12:00) 有關學生 禮堂 有關學生 

下午 升留班會議(2:30-4:30) --- 音樂室 --- 

3/7(三) 上午 中三專題研習(8:20-11:00) 中三全級 課室 中三學生、學生

會 中三級電腦回收(11:00-11:30) 中三全級 課室 

聯校畢業禮綵排(9:30-11:30) 有關學生 禮堂 

學生會活動綵排(9:00-1:00) 學生會 待定 

下午 西畫班(2:00-3:30) 有關學生 視藝室 有關學生 

4/7(四) 下午 聯校畢業禮(3:00) 有關學生 禮堂 有關學生 

全日 海洋公園工作實錄工作坊(9:30-5:00) 中四五生物科有關學

生 

待定 中四五生物科有

關學生 

九倉參觀(待定) 中二三四有關學生 校外 中二三四有關學生 

5/7(五) 上午 補考(8:20-1:00) 有關學生 課室 有關學生、學生

會 學生會活動綵排(9:00-1:00) 學生會 待定 

體育科舉辦第一屆北區小學球類挑戰賽(9:00-1:00) 有關學生 球場 

下午 英語話劇欣賞(12:00-4:30) 中四有關學生 校外 中四有關學生 

西畫班(2:00-3:30) 有關學生 視藝室 有關學生 

8/7(一) 

慈善便服日 

多元活動日 

上午 升旗禮(8:20-8:40) 全校 有蓋操場 全校 

班主任節(8:40-9:00) 全校 課室 

中五遊學團分享會綵排(9:00-12:00) 有關學生 課室 

My Life 成長計劃 (9:30-10:30) 中一及二有關學生 課室 

歷史科博物館參觀活動(9:30-1:00) 有關學生 文化博物館 

中三培育生涯規劃活動(9:00-1:00) 中三有關學生 生涯規劃室 

九倉 STEM 參觀活動(時間待定) 中四及中五有關學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學生會活動(9:30-11:30) 有關學生 校內 

學生表演綵排(9:30-11:30) 

管樂團、小提琴學會、合唱團、豎琴學會、樂隊 

有關學生 有蓋操場、音樂室、

輔導 2 室 3 室 

學生表演(11:30-12:30) 全校 有蓋操場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田徑隊慶功燒烤午宴(1:00-4:00) 田徑隊隊員 校內 田徑隊隊員 

 

 

 



 

日期 時段 內容 參與學生 地點 回校班級 

9/7(二) 

慈善便服日 

一 Jar 仁班

際活動日 

上午 班主任節(8:20-8:30) 全校 課室 全校 

全校德公活動：認識香港歷史(8:30-9:15) 全校 課室 

學生會活動(9:30-12:40) 有關學生 待定 

中三培育生涯規劃活動(9:00-1:00) 中三有關學生 生涯規劃室 

法庭真相(9:30-12:15) 有關學生 粉嶺法院 

中六放榜前輔導(11:00-12:00) 有關學生 音樂室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下午 多感官訓練計劃- 訓練及服務(時間待定) 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有關學生 

全日 一 Jar 仁獎勵活動：海洋公園一日遊(8:30-5:00) 

2E、3B、5A 

2E、3B、5A 海洋公園 2E、3B、5A 

10/7(三) 上午 文憑試放榜 中六全級 禮堂 中五及中六學生 

中五班主任補課及文憑試體驗(9:00-12:00) 中五全級 課室及禮堂 

11/7(四) 全日 中一新生註冊  課室 --- 

12/7(五)* 上午 敢創我夢生涯規劃計劃嘉許禮(11:00-12:00) 中四有關學生 校外(待定) 中四有關學生 

全日 中一新生註冊  課室 --- 

15/7(一)* 上午 早會及宣布事項(8:30-9:00) 全校 禮堂 全校 

中五遊學團分享會(9:00-9:30) 全校 禮堂 

全校培育講座(9:30-10:00) 全校 禮堂 

全校 Dare2DreamHK 敢追夢專題講座(11:00-12:00) 全校 禮堂 

班主任節(12:40-1:00) 全校 課室 

全日 校友企業參觀(9:00-5:00) 中四及中五化學學生、 

中五物理(英文組) 學生 
校外 有關學生 

16/7(二) 上午 中一新生學科測驗(8:30-1:00)  禮堂  

下午 中一新生體藝日(1:00-5:00) 有關學生 禮堂 有關學生 

17/7(三) 上午 結業禮 全校 禮堂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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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卷、試後活動、鳳溪公立學校屬校聯合畢業典禮 
回條 

 
敬覆者：  貴校來函有關解卷、試後活動及鳳溪公立學校屬校聯合畢業典禮事宜，本人現已知悉。 

  
此覆 

鳳溪第一中學黃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班  號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