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會館中學 

2020-2021 年度   學校通告(2020-S116) 

《下學期試後上課時間及特別活動》 

 

各位家長： 

 

    本校於學期考試後，舉辦試後活動，時間表如下，敬請留意 。 

 

日   期 活   動 對   象 返校時間 離校時間 

24/6 

(星期四) 
上課 中四至中五級 上午 8:10 下午 1:00 

25/6 

(星期五) 
上課 

中一至中三級 
上午 8:10 

下午 12:20 

中四至中五級 下午 1:00 

28/6 

(星期一) 
上課 全校 上午 8:10 下午 1:00 

29/6 

(星期二) 

STEAM 歷史工作坊及跳繩比賽 中二級 上午 8:10 下午 12:15 

跳繩比賽及 STEAM(AI) 課程 中三級 上午 8:10 下午 12:30 

參觀海上珍珠養殖場 

4A 及 5A 班 上午 8:10 上午 11:40 

4B 及 5B 班 上午 10:10 下午 1:40 

4C 及 5C 班 下午 1:00 下午 4:30 

30/6 

(星期三) 

青年獎勵計劃日營 1B 班 上午 8:10 下午 2:00 

無伴奏合唱團練習* 合唱團成員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中國文化互動劇場及英文科活動 中二級 上午 8:30 上午 11:45 

參觀海上珍珠養殖場 

3A 班 上午 8:10 上午 11:40 

3B 班 上午 10:10 下午 1:40 

3C 班 下午 1:00 下午 4:30 

中國文化互動劇場及繪畫藝術工作坊 中五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1/7(星期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2/7 

(星期五) 

 

青年獎勵計劃日營 1A 班 上午 8:10 下午 2:00 

參觀海上珍珠養殖場 

1C 班 上午 8:10 上午 11:40 

1D 班 上午 10:10 下午 1:40 

2A 班 下午 1:00 下午 4:30 

「毒來獨往」音樂劇及 STEAM(AI)課程 中三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新興運動 中四及中五級 上午 9:30 下午 12:45 

5/7 

(星期一) 

數學遊蹤 中一級 上午 8:30 上午 11:30 

無伴奏合唱團練習* 合唱團成員 上午 11:45 下午 1:00 

新興運動 中二級 上午 8:30 中午 12:00 

STEAM(AI) 課程 中三級 上午 8:30 上午 11:30 

姆指琴 DIY 工作坊 中四級 上午 8:30 上午 11:30 

 

 



 

6/7 

(星期二) 

 

 

青年獎勵計劃日營 1C 班 上午 8:10 下午 2:00 

參觀海上珍珠場養殖 

1A 班 上午 8:10 上午 11:40 

1B 班 上午 10:10 下午 1:40 

2B 班 下午 1:00 下午 4:30 

園藝、藝術及家政/設計與科技科活動 中三級  上午 8:30 下午 1:00 

知識產權互動劇場及繪畫藝術工作坊 中四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知識產權互動劇場及數字遊戲潛規則 中五級 上午 8:30 上午 11:00 

7/7 

(星期三) 

 

青年獎勵計劃日營 1D 班 上午 8:10 下午 2:00 

無伴奏合唱團練習* 合唱團成員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參觀海上珍珠養殖場 2C 班 上午 8:10 上午 11:40 

「大館築跡」網上講座及模擬人生 中三級  上午 8:30 下午 12:45 

上課 中四及中五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8/7 – 9/7 

(星期四至五) 

上課 中四至中五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跆拳道學會練習* 會員 下午 12:30 下午 1:30 

10/7 

(星期六) 
家長日  

12/7 

(星期一) 

STEAM(AI) 課程 中一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STEAM 專題研習 中二級  上午 8:30 上午 10:30 

上課 中四及中五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跆拳道學會升級考試* 會員 下午 12:30 下午 1:30 

13/7 

(星期二) 

STEAM(AI) 課程 中一級 上午 8:30 下午 12:30 

藝術工作坊 中二級  上午 8:30 上午 11:30 

領袖訓練日營* 已報名同學  上午 8:30 下午 2:00 

「老有所為」肥皂工作坊* 已報名同學  下午 2:00 下午 4:00 

14/7 

(星期三) 
頒獎禮 全校 上午 9:00 上午 11:30 

        

 有關活動將另有通告，知會家長活動詳情  

* 非全級性活動，參加同學另有家長信通知  

 

                                                                                                                                                                  

                                                  

                                            校長                      謹啟                                                                                                                           

                                          _____________________                                                                                                             

                                          梁鳳兒  

                                                                                

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