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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班主任交流會/中三級升高中課程簡介會
/中六級升學途徑簡介會
家教會將於 10 月 20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會員大會。內容
包括會務報告、選舉新一屆家長執委會及家長校董。為達致家校合作的目的，活動結
束後，將安排各班主任老師與家長小聚，更特別為中三級學生家長設「中三級升高中
課程簡介會」、中六級設「多元升學途徑簡介會」，藉此加強各方面的溝通，共同協助
孩子們成長。敬請各位家長填妥回條，並著 貴子女交回校方，以便安排。有關的活動
詳情、候選委員及候選校董等資料，請見隨函附有的十月號家教會快訊。

(二) 校本處理投訴機制
根據校本管理精神，《教育條例》已授予學校法團校董會管理學校的權力和職能，
因此學校已經制訂校本機制及程序，處理學校事務，包括與學校有關的查詢和投訴。校
方已按校本機制，安排不同職級的人員處理外來的查詢和投訴。學校已經制定明確有效
的校本機制和程序，以便迅速及適當處理查詢、意見或投訴。

(三) 中六升學資訊
本年度「大學招生辦法(JUPAS)」之申請程序經已展開，請中六級同學按 9 月 22
日週會所派發之「中六學生升學重要日程」，於限期前完成不同升學途徑的申請手續。
本年度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將通過電郵發放升學資訊，請中六級同學保持「e-class」
郵箱有足夠容量接收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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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升中四選修科目及教學語言 (本年度中三級同學適用)
自 09/10 年度開始全港實施新高中課程，學生除修讀四個核心科目(中、英、數、
通識)外，可選讀兩至三個選修科。總結首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及大學聯招程序的經驗，
及各大學課程不斷公布最新的收生準則後，學校重新修訂開設的科目組合，以期為同學
創造更理想的升學空間。新修訂的選修科目組合由 2014/15 年度開始實施，現詳列如
下。請各位中三級的家長及同學細心閱讀，20/10 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中將有「中三
升高中課程簡介會」，為各位中三級家長作更詳細的講解。
1. 開設科目：
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通識
班別
必修科目

A*
化學、數學單元
二

B

C

D

---

---

---

選修一

化學、物理、經濟、歷史、視藝

選修二

生物、經濟、中史、地理、資通

*A 班須修讀三個選修科目及數學科單元二課程，數學科成績欠佳的同學可於中四級上
學期考試後向科任老師提出不修讀單元二的申請，並由科主任審批。中四級下學期考試
或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後，亦可提出退修一個「非核心科目」的申請，也須經該科科主任
審批。
2. 教學語言：
2.1 學生可自行決定選用中文或英文學習數理科目(包括：數學、數學單元二、物理、
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
2.2 學生須於中四上學期第一個循環周內選定數理科目的教學語言，教學語言一經選
定，中四上學期考試完結前不准改變，故此學生可於中四學年開學期間選定數理
科目的教學語言後，方購買英文或中文版本之教科書。
2.3 中四至中五級期間，學生只可改選一次教學語言。如學生轉用中文學習，須重新
購買中文版本之教科書。
3. 各選修科人數之上限︰
3.1各個選修科目人數將按比例平均分配。
3.2視覺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兩科的修讀人數比例約為其他各科的2/3。
4. 選科原則︰
4.1 各班每班人數由校方訂定。
4.2 按學生全年總成績排列選科之優先次序，成績較佳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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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六級面試技巧培訓班
為了加強同學在面試準備層面的技巧，讓同學積極裝備自己，有充足準備去面對升
學的面試，本校將為中六級資優學生舉辦「中六級面試技巧培訓班」。本培訓班為資優
課程，本校將會根據同學的中五級學年總成績排序，選出全級成績前列 50 名學生，並
個別派發家長信邀請同學參與培訓班，培訓班的詳情如下：
對象：中六級資優學生
堂數：2 堂，每堂 1.5 小時
日期：27/10(星期五)及 31/10(星期二)
時間：15:45 – 17:15
費用：全數由學校資助

(六) 中六中學文憑考試
中六級同學將於十月初進行中學文憑考試報名，截止繳交考試費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1 時 59 分或之前，同學可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法繳交考試費：
（a）使用網上理財；
（b）使用「繳費靈」服務；或
（c）於任何一間香港境內的 7-Eleven 或 OK 便利店以現金付款。

(七) 上學期測驗日
十月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及三十一日為上學期測驗日。請家長督促子女認真溫
習，做好測驗準備。

(八) 【香港教育城】閱讀約章
為了鼓勵同學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中一至中二的同學可憑個人戶口登入【香港教
育城】的網上平台，參加閱讀約章計劃，學生可於閱讀完圖書後，登入【閱讀約章】網
上平台，紀錄閱讀的成果，學期末，學校會於每級選出優秀的五名同學，給予書券作為
獎勵，完成這些計劃的同學，每人亦可獲頒發證書。戶口及密碼稍後經班主任老師分發
予各同學，務請家長鼓勵

貴子弟依時完成此項計劃。

(九) 閱讀獎勵推薦獎
中一至中五的學生均可參與此計劃，於每年五月下旬，由中、英、通識科老師提名，
獲獎學生必須同時獲得中、英、通識科老師提名，獲獎學生可得$50 書券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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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校內書評比賽
中一至中五的學生均可參與此計劃，於每年五月下旬，由中、英文科老師提名，比
賽獎項設冠、亞、季及優異獎二名，以書券作為獎勵，獎項將於學期末頒發。

(十一) 借書龍虎榜比賽
中一至中六的學生均可參與此計劃，全年共分九期舉行，每期會選出個人借書量最
多之首二名同學，獲獎學生可得$50 書券獎勵。由本年度開始，每人獲獎次數將設置上
限，每位學生在一學年最多可獲獎三次，其餘獎項會分配給下一名較高得分者。

(十二) 處理逾期歸還圖書新規例
為了改善學生的欠書情況，本學年圖書館將會有新安排，規例訂定如下：
1. 每個循環週次會向欠書學生發出「逾期還書通知單」
，如果學生於一學期共收到
5 次「逾期還書通知單」，其借書戶口將會被罰停用一個月。
2. 當學生收到「逾期還書通知單」後，於限期前仍然未歸還圖書，接下來將會收
到「逾期還書警告信」，如果學生於一學期共收到 2 次「逾期還書警告信」，其
借書戶口將會被罰停用一個月。
3. 當學生收到「逾期還書警告信」2 次後，於限期前仍然未歸還圖書，將會把欠書
情況紀錄在學生手冊內，並通知其家長。

(十三) 學生會選舉結果
九月十三日為第二十六屆學生會選舉投票日。本年有三個內閣角逐。九月六日，選
舉委員會召開低年級諮詢大會，而高年級之諮詢大會則安排於投票前舉行。結果「凌魂
SPIRIT」以 288 信任票，成為本校第二十六屆學生會幹事會。

(十四) 手機短訊通知家長
校方已於 2017 年 9 月 14 日透過「手機短訊」服務發出一個測試短訊予全體中一級
及部分中二至中六級家長(只供本年度有修改電話號碼者)，若未能收到有關短訊請聯絡
校方。

(十五) 3A 及 3B 傷健共融活動
本校 3A 及 3B 同學將分別於十月十二日及十月廿四日下午前往屯門匡智會晨曦學校
與該校學生進行「傷健共融活動」，是項活動旨在培養同學關懷弱勢社群的精神。學生
將乘坐旅遊巴往返本校及晨曦學校，其他活動詳情將稍後由班主任公布。
4

(十六) 中一至中三級禁煙講座
為讓學生認識吸煙的禍害，本校於十月十八日（星期三）放學後三時四十五分至四
時三十分舉行講座，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必須出席。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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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2017-2018 年度樂器班繳交學費通知
樂器班全年課節為四十課，全年學費為二千百元正。學費分二期繳交，分別在十
月及三月繳付，每期為一千元正。樂器班學員須在十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內繳交第
一期學費，學費為一千元正。學員可以現金或支票繳付，如用支票抬頭請寫上：順德
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法團校董會，而支票背面寫上學員的姓名、班別及學號。學員可
於小息、午膳或放學後(四時前)到教員室(三)將學費交予蘇小姐或何秀瓊老師，屆時會
發回收條。如有任何問題可向本人查詢。

(十九) 收取高中堂費
根據規定，高中學生每學年必須繳交堂費。本年度按政府規定為 310 元。中四至
中六級同學必須於 17/10 至 20/10 (星期二至星期五) 到校務處門外之收費亭透過八達
通繳費。若同學未能依期繳費，將可能被記缺點。

(二十) 購買冬季校服
金綸服裝有限公司將於 11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00 - 4:00 派員到校，即場現售冬
季校服，訂購表格將派發予所有中一學生，稍後其他學生亦可於學校大門接待處自行
領取訂購表格。

(二十一) 世界精神衛生日
為響應每年 10 月 10 日的世界精神衛生日，本校將於該日在地下食堂舉行即影即
有拍照以及划艇機試玩活動，時間為下午 3 時 45 分至 5 時 30 分。活動旨在讓同學共
享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希望同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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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辦中五、六級班際籃球比賽，歡迎同學到場觀戰。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辦萬聖節活動，有關活動之詳情請留意學生會宣佈。
 學生會代表會將於本月初召開，每班必須派班會主席或副主席出席會議，有關
會議之詳情請留意學生會宣佈。

(二十三) 星期五早上田徑隊練習
為加強學生練習，田徑隊將於十月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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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需出席當天早會活動。

(二十四) 比賽殊榮
1.

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之香港學界毛筆書法比賽， 2A 陳偉華獲中學初級組
亞軍；2B 陳嘉盛獲季軍。

2.

由順德聯誼總會主辦之書法比賽，2A 陳偉華獲中學硬筆組季軍和中學毛筆組入圍
優異獎﹔6A 趙曉榆獲中學硬筆組優異獎。
由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辦之全港青年中文書法比賽，2A 陳偉華及 6B 姚樂謙
均獲得中學毛筆組入圍優異獎。
2A 陳偉華參加孔教學院主辦之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獲中學毛筆組亞軍。
6D 班盧昕䈣同學於 2017 年暑期修讀香港大學數學系的大學本科課程「University
MathematicsI」，取得優異成績，獲得「Award of Excellence」並獲發獎學金。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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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回條

學號

本人已收閱 貴校「十月份家長通知書」，並已知悉所載各項活動之情況。
中 _______ 班 _______ 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十月

日

家長與班主任交流會/中三級「選科簡介會」/中六級「升學簡介會」
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回條
學號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號
本人將 □會/ □不會 出席十月二十日(星期五)的大會。
中 _________班 _______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出席家長：□父/

□母/ □父及母

請以楷書寫下出席者姓名，方便日後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父親/母親)

二零一七年十月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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