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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申請豁免第一期冷氣費
本校將於 11 月 30 日收取第一期冷氣費 $150(中一至中三學生將於 11 月 30 日早會
時段繳費；中四至中六學生則須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5 日前自行繳費)。為照顧有經濟
困難的同學，凡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的學生，均可自動獲校方豁免(領取
半額津貼的學生仍須繳費)。
凡領取綜援的學生亦可向校方申請豁免，但基於私隱條例，校方並不擁有領取「綜
援」之學生名單，若有需要提出上述豁免之申請者，請於 11 月 17 日(星期五)或之前，
把「綜援」證明文件之副本通過班主任交蘇小姐，以便校方審批。另外，若有特殊經濟
困難而欲申請豁免者，亦須向蘇小姐索取「冷氣費豁免申請表」，填妥後須於 11 月 17
日或之前，通過班主任交回蘇小姐，校方將按個別情況考慮。逾期申請，恕不接納。

(二) 中六級升學資訊
1. 本地大學聯招(JUPAS)
中六學生須於 11 月 27 日前於聯招系統內初步填報 20 項課程志願。負責升學及就業
輔導的老師將向學生提供有關選擇課程志願的意見。家長如欲了解更多聯招的資
訊，可瀏覽大學聯招網頁 www.jupas.edu.hk；如有任何疑問，亦歡迎致電查詢。
2. 台灣升大申請
本年度中六學生如有興趣於 2017 年秋季到台灣升讀大學，可透過「海外聯合招生」
申請。
「個人申請制」上網填報時間為 11 月 1 日上午 9 時至 12 月 22 日下午 5 時止；
收件時間自 12 月 9 日至 22 日止；「聯合分發制」上網填報時間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24 日下午 5 時止，收件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4
日止。 在「個人申請制」中，申請者可填寫三個入學志願，有關院校將審核申請人
所遞交資料，以決定申請者是否獲得「預取錄資格」（即指在文憑試考獲某成績水
平便立即取錄）；不獲「預取錄資格」的申請將自動轉交「聯合分發制」處理。家
長如欲了解有關詳情，可瀏覽台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www.overseas.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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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五級生涯規劃活動日 (11 月 24 日星期五)
為協助學生反思其學習情況及訂立目標，從而激發其學習動機，並為將來升學作好
準備，我校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五)為中五級同學舉辦「生涯規劃活動日」。當日為旅
行後假期，中五級學生必須全體出席，詳情如下:
1. 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8 時 45 分前到學校禮堂點名)
2. 地點: 本校禮堂
3. 服飾: 體育上衣、深藍或黑色長褲(包括牛仔褲)，配以任何款式或顏色之外套

(四) 「生命歷情」體驗活動(11 月 27 日)
11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本校中五級三十二位同學將出席「生命歷情」體驗活
動，目的是讓同學體驗人生的不同階段。期望同學能重新思索，領略時間的寶貴，學習
珍惜身邊人和事，並「轉個角度睇長者」，將跨代感情拉近。活動詳情將容後公佈。

(五) 中五級「升學目標及攻略」資優培訓課程
本校將於 11 月期間 (6/11、10/11、13/11 共三節課，時間 3:45 – 5:15 )，為中五級
資優同學舉辦「升學目標及攻略」資優培訓課程。是次課程旨在幫助同學盡早訂定升學
目標，加強他們的學習技巧，讓同學積極地裝備自己，為升學及公開考試作好準備。課
程由專業培訓機構 Edvenue® Limited 舉辦，學校全數資助有關課程費用。報名程序已
經完成，符合資格並已經報名的同學，敬請依上課日期準時出席。

(六) 「一家一網 e 學習」
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助的「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已於 2011
年推出。本計劃旨在協助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選購價格相宜的上網服務和電腦設備，並
為他們及其家長提供使用和技術上的支援，讓他們在家中上網學習。本計劃不僅能協助
有需要的學生在家中利用互聯網搜尋資訊、完成家課、與他人保持聯繫、增廣見聞和認
識世界，更可配合學校推行的電子學習措施。所有符合資格申領學校書簿津貼或綜合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的 家 庭 ， 均 可 參 加 本 計 劃 。 申 請 辦 法 可 瀏 覽
http://theme.gov.hk/tc/theme/ilearnathome/tips/ 。

(七) 捐血日
十一月十日為本校一年一度之捐血日，凡十六歲或以上身體健康之學生，均可參與
是項活動，捐血助人。

2

(八) 修業旅行
本校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舉行每年一度的修業旅行。此項活動
旨在加深學生對大自然的認識，培養同學的團隊精神，是極富教育意義之活動。校方期
望家長能支持及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活動詳情如下：
級別

旅行地點

集合地點(集合時間)

解散地點(解散時間)

車費

中一級

大棠郊野公園

本校 ( 8 時 30 分)

本校 (3 時 30 分)

$30

中二級

大帽山郊野公園

本校 ( 8 時 30 分)

本校 (3 時 30 分)

$45

中三級

大美督郊野公園

本校 ( 8 時 30 分)

本校 (3 時 30 分)

$41

中四級

大棠郊野公園

本校 ( 8 時 30 分)

本校 (3 時 30 分)

$30

中五級

降下坳郊野公園

安定郵局舊址 ( 8 時 30 分)

本校 (3 時 30 分)

$47

中六級

新娘潭郊野公園

安定郵局舊址 ( 8 時 30 分)

本校 (3 時 30 分)

$45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須於十一月七日(日三早會時間)透過八達通繳費系統收取，中四至
中六級學生將於同日任何時間內透過八達通繳費系統收取，請各位家長確保貴子女之八
達通存有足夠的款項。若學生已獲書簿費半額或全額津貼，已獲豁免繳交此費用，無需
拍卡繳費。此外，旅行日學生因病缺席，須出示醫生證明書。

(九) 家長教師會家長講座
本會將於 1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4 時)舉行家長講座，是項活動將於家教
會就職典禮後隨即舉行。本會誠邀資深傳媒人張笑容女士，主持名為「正能量家長，提
升子女抗逆力」講座。張女士曾主持及監製電台、電視時事、教育、親子節目等。家長
如有興趣，請填妥回條，並於當日下午 1：45 --2：00 到達本校。有關的活動詳情，亦
可見於隨函附上的《十一月號家教會快訊》。

(十) 家長義工招募
家長教師會現招募家長義工。工作主要是協助活動之進行，如敬師日、買賣舊書；
於學校測驗及考試日，進入禮堂或課室擔任監考員。家長如有興趣(包括中一級家長已
於註冊日登記為義工)，請填妥回條，並著 貴子弟交回，以便安排。請家長積極支持自
己的團體，發揮服務精神。

(十一) 順德交流團
本校老師將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率領中四級四十位同學前赴廣東順德進
行考察，並於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接待四十名順德區學生到香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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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英德助學團 (修訂)
本校原定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舉辦的「英德助學交流團」活動，因
遇上不可預測的因素(英德當地政府因近期的中港學生交流活動發生事故，突然
收緊交流活動之審批)，以致活動必須取消。校方將安排有關的同學參與十一月
二十二日的修業旅行，時間上午 8:30 至下午 3:30，地點為大棠郊野公園。而十
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為學校假期，請家長自行為同學安排學習或課餘活動。基
於取消活動事出突然，家長及同學感到失望在所難免，校方深感抱歉，稍後將會
向同學退回三百元團費，有關安排將會另行通知。

(十三) 星期五早上田徑隊練習
為加強學生練習，田徑隊將於十一月三日、十日及十七日早上七時十五分至八時十
五分進行訓練，隊員當天可穿著整齊冬季體育服回校(帶備短褲)參加訓練，並不須出席
當天早會活動。

(十四)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辦中五、六級班際排球及足球比賽，歡迎同學到場觀戰。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辦譚伯羽之夜歌唱組預賽，有關活動之詳情請留意學生會宣佈

 學生會將為同學於陸運會第一天(6/12)中午代訂飯盒及飲品，並以八達通繳費，詳
情留意學生會宣佈。


學生會將於陸運會舉行班際臂章設計比賽及師生接力賽，詳情留意學生會宣佈。

(十五) 小六家長簡介會暨參觀日
為使區內小學生對我校有更多認識，本校將於十二月二日（星期六）上午舉辦小六
家長簡介會暨參觀日。歡迎家長及同學轉告親友，並邀請應屆小六學生及其家長到校參
觀，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

(十六) 初中數學比賽及數學講座
本校數學科將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為初中學生舉辦一次數學活動，活動分為兩個
項目，初中學生必須出席其中一個項目，詳情如下：
1. 數學比賽

時間
個人賽事 3:45  4:15
隊際比賽 4:15  4:45

地點

帶備物品

演講室

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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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講座
為提高學生對統計的興趣，本校邀請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計處來校舉行講座，除
參加初中數學比賽的同學外，同學必須出席。

時間
3:45  4:45

地點
禮堂

(十七) 「帽子日」籌款活動
本校擬於 201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舉辦「帽子日」為兒童癌病基金籌款，所得
善款將全數撥捐該基金，以改善癌症兒童的健康和生活質素。凡捐贈 10 元或以上的同
學，將獲贈貼紙一張，並可於當天戴帽子或頭巾回校。同學可於 11 月 6 日至 9 日午膳
時間，前往學校地下大堂捐款。希望同學慷慨解囊，幫助患病的兒童。
另外，11 月 10 日下午 3 時 45 分至 5 時，將有「生命‧新命」生命教育講座，屆
時將有兒童癌症康復者來校分享其心路歷程，同學可於班內壁報板填寫報名表格，希望
同學踴躍參與。

(十八) 英文科校本評核(SBA)
上學期英文科 SBA 之舉行日期及時間如下：
級別：中四
日期：十二月四及五日
時間：3:30－6:00
級別：中五
日期：十一月十六及十七日
時間：3:30─6:00

(十九) 比賽殊榮
1.

2.

游泳隊參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7-2018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獲得以下獎項：
 男子丙組獲團體第五名，隊員包括 1B 吳嘉杰、2B 彭裕楓、2C 林俊熹、2D 戴
啟東、2D 謝俊邦。
 女子丙組獲團體第八名，隊員包括 2D 陳柏如、2C 郭婉情。
 男子丙組獲 4X50 米自由米接力季軍，隊員包括 1B 吳嘉杰、2B 彭裕楓、2C
林俊熹、2D 戴啟東、2D 謝俊邦。
 2D 陳柏如獲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冠軍及 200 米蛙泳亞軍。
 1B 吳嘉杰獲男子丙組 100 米背泳亞軍及 200 米自由泳亞軍。
 2C 郭婉情獲女子丙組 100 米蛙泳季軍。
參加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主辦之「TheatresportsTM 勁爆劇
場大比拼」校際賽 2017，獲決賽全場亞軍，參賽同學：2B 郭樂謙、2C 劉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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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梁妙心、3B 池傲婷、3C 戴俊烺、5B 陳家熙。
3.

參加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之「2017-18 年度
TheatresportsTM 勁爆劇場大比拼」屯門區比賽，獲決賽全場亞軍，參賽同學：3B
高潔平、3C 伍紀諾、3D 盧欣宜、3D 楊沛怡。另外，獲初賽「勁爆華麗造型大獎」
及「勁爆多朋友大獎」，參賽同學：2B 郭樂謙、2C 劉之恒、3B 梁妙心、3B 池傲
婷、3C 戴俊烺、5B 陳家熙。

家教會家長教育講座
學號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號
出席 12 月 16 日(星期六)的家長講座。並盡量於當日下午

本人將 □會/ □不會

1：45 --2：00 到達本校。
中 _________班 _______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出席的家長 (* □父/

□母/ □父及母)

請以清晰字體寫上出席者姓名，方便日後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父/ □母)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日
家長教師會招募家長義工回條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號
本人願意*

/

不願意

成為家長教師會家長義工。
中 _________班 _______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參與者請以楷書寫下姓名，方便日後聯絡：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父親/母親)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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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回條】

學號

本人已收閱 貴校「十一月份家長通知書」，並已知悉所載各項活動之情況。
中 _______ 班 _______ 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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