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試後活動                           更改日期項目          新加入/修改項目       5/6/2018 版 

 教務 （早上） 早上 午膳 下午 

15/6(五) 中三對卷(中、英、數)    

19/6(二) 中三 TSA      

20/6(三) 中三 TSA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S603) 

 初中環保工作坊(15 位初中學生) 

13:00-14:00 科學實驗室 

圖書館服務員盤點 

10:00-13:00 

  

21/6(四) 中三對卷(其他科)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10:00-13:00 (S603) 

中國舞蹈組慶功聚餐 初中環保工作坊(15 位初中學生) 

13:00-14:00 科學實驗室 

圖書館服務員盤點 

9:00-13:00 

  

22/6(五) 中一、中二對卷 圖書館服務員盤點 

9:00-13:00 

好心情小組結業禮 

(12:00-16:00p.m.) 

  F.1&2 生活與學習 
天際 100 學堂<探索在天際> 

13:00 - 15:30 

  中四藝術科及設計科 
"社區藝術探索"活動 

12:30-15:00 
23/6(六)     

24/6(日)     

25/6(一) 中一、中二對卷 圖書館服務員盤點 

9:00-13:00 

 13:00-16:00 社際音樂比賽「個人及小

組」參賽者綵排 (禮堂) 

中五級 企會財科及經濟科：南沙前海交流 

中四級中文科全級補課  手球、籃球、風紀 珠海澳門文化交流



(9:30-11:30) (禮堂) 體驗團(12:00 出發) 

26/6(二)  初中獎勵—海洋公園一日遊 

暨 合唱團海洋公園遊 9:00-17:00  

中一屏山考察 

(25 名中一同學) 9:00-13:00 

 13:00-16:00 社際音樂比賽「個人及小

組」參賽者綵排 (禮堂) 

中五級中國語文科補課 

(9:00-12:00)   

(禮堂 /+ 一層課室) 

  

手球、籃球、風紀 珠海澳門文化交流體驗團 (晚上回港) 

27/6(三) 中四中五對卷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禮堂) 

 13:00-16:00 社際音樂比賽「社際小組」

參賽者綵排 (禮堂) 

 校園用電審計大使活動(15位初中學生) 

14:00-16:00 科學實驗室 

28/6(四) 中四中五對卷 中四工作實習簡介會

11:30-12:30  

中五通識補課 

13:10-15:00p.m. 

5AB 演講室   5CD S002 室 

青苗活動綵排 

13:00-15:00 (禮堂)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禮堂) 

台灣籃球訓營簡介會 

12:30 - 13:30   203 室 

海峽兩岸夏令營簡介會 

15:00-16:00 (演講室) 

29/6(五)  8:30-12:00 試後活動日(社際

歌唱比賽 - 全體同學出席) 

(禮堂) 

青苗聚會(禮堂) 

(12:00-14:00) 

中四級基本法及通識問答比賽 

(14:00-15:45) (S002) 

(12:00-14:00) 

風紀聯歡 

(S603) 

 

30/6(六)     

1/7(日)     

2/7(一)     

3/7(二) 升留班預備會(下午) F5 Interclass Debate 創藝坊聚餐 中國舞蹈組練習(13:30-15:30pm) 



Competition 

 (10:00 - 12:00 )(Hall) 

12:30-14:00 (禮堂) 

  

合唱團試後活動排練 

9:00-11:00a.m. (音樂室)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S603) 

  

暑期言語治療訓練 (中一至中五約 35 名 SEN 學生) 

9:00-17:00 

4/7(三) 升留班會議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S002) 

  

  4-7/7 深圳聯校創科營 2018 (出發) 

5/7(四) 全體教師會議 

 

  中國舞蹈組練習(1:30-3:30pm) 

(禮堂) 

暑期言語治療訓練 (中一至中五約 35 名 SEN 學生) 

9:00a.m.-5:00p.m. 

6/7(五) 結業頒獎禮籌備日 中五級數學分組試 

(8:30 - 10:30) (S002) 

 6-8/7 香港大學手球邀請賽(賽程未出) 

合唱團試後活動排練 

9:00-11:00 (音樂室) 

 無伴奏合唱組往迦密梁省德學校演出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S603) 

 中國舞蹈組練習(13:30-15:30pm) 

(S603) 

7/7(六)  視藝科全港戶外寫生比賽 

4-7/7 深圳聯校創科營 2018 (回港)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S602) 

 6-8/7 香港大學手球邀請賽(賽程未出) 

8/7(日)  紅十字會步操考試 

 

 6-8/7 香港大學手球邀請賽(賽程未出) 



9/7(一) 結業頒獎禮 

商務賣書 

  中國舞蹈組練習(15:30-17:30pm) 

(S603) 

10/7(二) 收成續表 

商務賣書 

  中國舞蹈組練習(13:30-15:30) 

(S603) 

「再攀高峰」：新興運動初探、自助午餐、英語電影欣賞 

(上午校內禮堂進行活動，中午後外出) 

暑期言語治療訓練 (中一至中五約 35 名 SEN 學生) 

9:00-17:00 

11/7(三) DSE 放榜 籃球隊—台灣籃球訓練營(11-14/7)啟動  

  創藝訓練營 

(北潭涌戶外康樂營) (下午入營) 

12/7(四) 中一註冊   中國舞蹈組練習(13:30-15:30) 

(S603) 

創藝訓練營 

(北潭涌戶外康樂營) (中午離營) 

 

暑期言語治療訓練 (中一至中五約 35 名 SEN 學生) 

9:00-17:00 

13/7(五) 中一註冊 中五級中國語文科補課 

(9:00-12:00) 

(一層課室) 

  

紅十字會步操練習 

9:00-12:00 (S603) 

  

14/7(六)    籃球隊—台灣籃球訓練營(11-14/7)回港 

15/7(日)     

16/7(一) 升中二、中三暑期功

課輔導班開始

(16-27/7 9:00-12:00) 

兩岸三地學生交流夏令營啟

動 

  



17/7(二) 中一新生學科測驗  

商務賣書 

   

18/7(三)     

19/7(四)  約 45 位中一至中三學生參加聖雅各福群會及新閱會主辦

「2018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 11:00-18:00 

 

20/7(五)    兩岸三地學生交流夏令營完結 

7 月 

下旬 

  

8 月份  21、23、28、30/8 中國舞蹈組練習(13:30-15:30pm S603) 

24-26/8 惠港澳國際籃球邀請賽 (在惠州進行) 

校隊 / 隊際訓練： 

籃球訓練   

長跑訓練       

男子手球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