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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19-000-SEPT 

 

九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校方有關「學生罷課」之立場 

最近有社會人士策動「學生罷課」，有關討論已經蔓延至中學。校方的一貫立場是

關心學生的身心平衡發展和人身安全，我們鼓勵學生關心社會，懂得明辨是非和獨立思

考，在強調個人自由權利之餘，也要尊重別人的自由，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學校的

層面上，我們盡力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所有學校活動必頇合法。若學生參加政

治活動及公眾集會，事前必頇與家長商討，請家長加強與子女溝通，確保子女參與安全

的活動，並叮囑在活動期間應保持冷靜及留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遠離暴力及混亂地點，

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若學生進行校外罷課，必頇先取得家長同意，並頇向學校呈交家長

信，家長在信函內必頇表明同意其子女在校外罷課。 

校方期望家校攜手以保護學生安全及穩定學習環境，家長如需協助，可以聯絡學

校，學校必定盡力提供可能的支援或建議。校方將繼續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跟進教育局

發出的指引，同時參考中學校長會及其他中學議會的建議，向家長發布最新訊息。 

 

(二) 訓育事宜 

 學校一貫要求學生必頇保持樸素端莊的形象，故校規明文規定「學生不得電髮、

染髮」。若  貴子女自出生起已經是曲髮或有不同顏色，請叮囑同學開學後盡快向黎敏

儀老師登記，以免產生誤會。 

 

(三) 學生請假規則之修訂  

按校規規定:學生請事假，頇事先向班主任呈交由家長填寫及簽署載於學生手冊內

之請假表‚經班主任轉交校方批准後才作實。原則上‚校方只接納學生至親紅、白二事之

事假申請‚凡未獲校方事先批准而強行缺席之學生，學年成績表上將會記錄為「未經批

核的事假」。學生如請假旅遊與探親‚校方未能予以批核，屬於「未經批核的事假」。此

外，學校活動(包括陸運會、活動日、旅行日及詴後活動等)學生因病缺席，亦頇出示醫

生證明書，否則可作曠課、逃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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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學聯合招生」資訊 

凡中學文憑詴考生皆可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入讀來年本地獲政府資助之

學士、副學位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將於 9 月 23 日週

會時段為中六學生介紹「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詳情，並於 10 月 4 日週會時段指導各

中六學生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個人戶口。本校呼籲各位中六級家長多與 貴子弟

討論未來升學就業前景，本校網頁亦設有升學資訊專頁，歡迎各位家長、同學瀏覽。 

 

(五) 「學生活動津貼」(中一至中六級) 

為鼓勵學生全方位學習，自本年度起教育局將向學校發放「學生活動津貼」取代以

往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學生參加在香港境內或境外進行的課外活動。現在凡領

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書簿津貼」、「半額書簿津貼」或領取「綜援」的中一至中六級

學生，均可向校方申請撥款。稍後班主任將各同學派發「學生活動津貼匯報表」，供同

學填報本學年所參加之活動名稱及所繳費用，請同學妥善保管表格。中一至中五同學請

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前把匯報表呈交校方審批，中六同學請於 2020 年 2 月 7 日前呈交

校方。(領取「綜援」者必頇同時呈交「綜援」證明文件副本)。批核之款項將於 2020

年 6、7 月發放。 

為確保相關款項能準時發放，請家長提醒 貴子弟務必於限期前遞交相關申請。除

非有合理解釋，逾時遞交申請表者，其申請將不獲受理。 
 

(六) 「譚伯羽活動津貼」 

本年度「譚伯羽活動津貼」已經開始接受申請，此項津貼是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資

助有經濟困難的同學參加由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有需要的同學可向蘇小姐索取申請表

格，填妥後交回蘇小姐，學校會盡快進行批核。如有任何疑問，可向廖世文老師查詢。 

 

(七) 初中奮進班 

為協助有需要的同學在中文、英文、數學及科學四科達到應有的水平，本學年繼續

開設初中奮進班。班主任將於九月中下旬派發有關家長函給需要參加奮進班的同學。奮

進班不收費，但參加同學頇繳交二百元保證金以確保出席率達 80%。奮進班逢星期六

上午上課，上學期共七課。同學必頇穿著學校所規定之假期服式，並帶備所需用品準時

回校，進入校門及離校時必頇拍八達通卡。上學期奮進班上課日期如下： 5/10、12/10、

19/10、9/11、16/11、23/11、30/11 (共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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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四級教學語言選擇 

本校初中實施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數學、科學(中三為物理、化學、生物)及電腦等

科均以英語授課。為照顧同學學習之多樣性，發揮最理想的學與教效果，學校接受高中

同學申請相關科目轉用中文為教學語言。請各位中四級同學及家長認真考慮，填寫班主

任派發的「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言」申請表格，於 9 月 11 日(日六/星期三)或之

前交回班主任，逾期恕不受理。 

是次申請後，同學可在中四下學期或中五上學期開始時再次申請，惟每位同學只可

再申請多一次。(即第二次申請後不再接受教學語言之改變) 

 

(九) 中五級「升學目標及攻略」資優培訓課程 

本校將於 9-10 月期間 (30/9 及 3/10 共兩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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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升學及公開考詴作好準備。課程由校

外專業培訓機構舉辦，學校全數資助有關課程費用。報名程序即將展開，符合資格並已

經報名的同學，敬請依上課日期準時出席。 

 

(十) 八達通更新身分 

由 2015 – 16 年度開始, 八達通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改為網上申請或填表申請。有需要

同學(申請 ―學生身分‖ 個人八達通、 啟動/延續 ―學生身分‖)可於 9 月 2 日起於門口櫃檯

索取有關資料或申請表◦ 整個網上申請程序亦於本月上載至學校網頁， 同學如有疑問，

可聯絡歐子強老師。 

 

(十一) 電腦室開放時間 

2019-2020 學生電腦戶口密碼將於 9 月派發，223 室課餘開放日期為 13/9/2019 並

於 28/5/2020 完結。每日開放時間為下午 1:30 至 2:00(午膳)及 3:40 至 5:00(放學)。 

 

(十二) 學生會選舉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已定於 9 月 12 日(日七、星期四)舉行。候選內閣正在展開宣傳

攻勢，努力拉票。9 月 11 日(日六、星期三)放學後三時半至五時正，選舉委員會將召開

中一至中三級的諮詢大會，讓同學向內閣作公開諮詢。至於高年級之諮詢大會則安排於

9 月 12 日(日七、星期四)第七、八節投票之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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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屬會活動、屬會日安排 

本校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另類學習經驗」。本年度安排 28 個屬

會及校隊讓同學參與，詳情請參閱附表。大部份星期三進行之屬會(A 組及 B 組)，活動

時間由 3 時 45 分至 5 時正。而各屬會將於 9 月 17 日(日三早會時間)作宣傳活動或活動

簡介。 

各家長請按學生的興趣及能力，報名參加有關屬會。屬會日(屬會活動報名日)將於

9 月 25 日(星期三)放學後在禮堂進行，中一級至中三級為下午 3 時 45 分至 4 時 15 分，

而中四級及中五級時間為 4時 15分至 4時 30 分。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必頇出席有關活動。

若學生未能出席屬會或校隊活動，頇預先向有關老師申請。 

 
 

(十四) 豁免參加課外活動 

若同學以健康為理由不參加課外活動，請家長於活動前向校方遞交申請信。又同學

於陸運會、活動日、旅行日及詴後活動當天因病缺席，必頇出示醫生證明書。 

 

(十五)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與東星文具公司將於 9 月 25 及 27 日在校內舉行文具展銷，詳情請留意學生

會宣傳單張。 

 

(十六) 體育活動校隊選拔 

以下為各項體育活動校隊之選拔時間，請有興趣參加校隊之同學，屆時到指定場地

聯絡有關老師 / 導師。 

項  目 日  期(星期) 時  間 地  點 負責老師 

游泳隊 
9 月 6 日(五)、10 日(二) 

 
下午 5:00-6:00 屯門泳池 李德強 

田徑隊 9 月 9 日(一) 下午 4:00-5:30 學校操場 
蔡永威、李德強 

李慧康、劉頌恩 

籃球隊 9 月 14 日(六) 下午 2:00-4:00 學校操場 李德強 

足球隊 9 月 17 日(二) 下午 4:00-6:00 友愛足球場 蔡永威 

羽毛球隊 9 月 17 日(二) 下午 4:00-5:30 禮 堂 李德強 

排球隊 9 月 19 日(四) 下午 4:00-6:00 學校排球場 李德強 

乒乓球隊 9 月 19 日(四) 下午 4:00-5:00 
學校新翼 

有蓋操場 
李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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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欠交家長電子通告回條之處理 

    學校已經實施電子通告，每當學生家長收取學校的電子通告後(包括每月份的《家

長通知書》)，家長必頇在指定日期前簽覆電子回條。若家長未有如期簽覆電子回條，

學生有責任提醒家長盡快簽覆，如經過再三催促後，家長仍未簽覆回條，學生將被記

一個缺點。 

 

(十八) 英文科高中奮進班 

    為協助有需要的中四及中五同學應付日後之公開考詴，英文科將開辦高中英文奮進

班。同學頇繳交保證金二百元正，穿著學校規定之假期服式，並帶備所需用品準時回校，

詳情由英文老師公布。 
 

(十九) 箭藝活動安全守則 

本校設有射箭隊、箭藝訓練班及體育堂射箭課等箭藝活動。凡參加之同學必頇嚴格

遵守教練或體育老師之安全指引，不可作出危害他人之行為或蓄意破壞學校公物。蓄意

違反者必頇負上法律責任，除需要賠償學校一切財物損失外(包括修理/補購該項目的全

費)，還頇接受校方之紀律處分。如情況嚴重，校方將報警處理。 

 

(二十) 有關英文科 SBA評核事宜 

若中四及中五同學缺考英文科校本評核詴，回校後頇立刻呈交醫生證明。缺考同學

只可獲一次補考機會，若同學仍然缺席補考，是次評核將作零分計算。 

 

(二十一) 初中英文拔尖課程 

為鼓勵同學精益求精，提升英語水平，初中各級英文科學年成績最佳之 20 名同學

將可免費參加由外籍老師任教之英語拔尖課程，課程將於本年度暑假進行，而有關費用

合共約港幣四萬元，悉數由校方支付。校方期望同學可以自勉自勵，努力學好英文。 

 

(二十二) 英文科初中英文寫作班 

為協助有需要的中一及中二同學打好英文基礎，英文科將開辦中一及中二英文寫作

班。同學頇繳交保證金二百元正，於編訂日期上課，詳情由英文老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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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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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將於十月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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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資料可見網頁或十月快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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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特設「中三級升

高中課程及升學簡介會」、「中六級多元升學途徑簡介會」，讓家長們了解有關資訊，加

強各方面的溝通。報名表格將列於十月份家長通知書內，敬請各位家長預留有關時間，

踴躍參加。家長如有疑問，請逢星期五下午 1:30-4:00 致電家教會 2457 1311 查詢。 

 

(二十四) 低年級「課後課業支援計劃」 

此計劃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理想的環境，讓學生於課後補做欠交的家課，藉以培

養學生準時交功課的習慣。計劃詳情如下： 

1. 對  象：初中各級欠交功課學生。 

2. 施行日期：第二循環周至第十九循環周，星期一、二、四、五。 

3. 時  間：3:45—5:00 

4. 地    點：課後課業支援室（106室） 

5. 計劃內容：a.學生頇於課後補做欠交之家課，做畢後可做其他家課或背誦/      

背默中英課文。 

b.為讓同學能專心完成功課，學生頇保持安靜，不准睡覺、飲食 

(清水除外)、談話、傳紙及文具。 

6. 備  註： a.學生如頇留校補做欠交的家課，校方將以手機短訊通知家長。      

           b.學生無故缺席，頇記缺點一次。 

 

(二十五) 中四中五暑期新加坡通識遊學團 

通識科及英文科將於本年度六月至七月期間舉辦新加坡遊學團，主題為「新加坡生

活質素研究」。中四及中五級上學期英文科成績全級首三名同學將獲全額資助免費參

加，其他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若有經濟困難，亦可申請補助，以津貼部分團費，詳情將於

稍後公布。 

 

(二十六) 班會自治計劃實施 

為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及生活技巧，一如既往，由第二個循環週 (九月十三日) 開

始，各班頇於放學後分組清潔課室。自治計劃實施的第一天，領袖生將到中一級各班指

導同學打掃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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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中一活動日 

1. 十月四日(星期五)放學後，領袖生與中一 A 及 B 班同學將於禮堂進行活動，藉以加

強彼此溝通及聯繫。詳情將透過班主任老師公佈。 

2.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放學後，領袖生與中一 C 及 D 同學將於禮堂進行活動，藉以加

強彼此溝通及聯繫。詳情將透過班主任老師公佈。 

 

(二十八) 中四學生申請轉科 

中四同學可於第一循環週日四前申請轉科。申請轉科的學生頇親自向學生支援組老

師索取申請表格，填妥並經家長簽署後最遲於 9 月 9 日(日四、星期一)下午二時前交予

廖世文老師。逾時遞交申請表，或申請表欠缺家長簽署者，其申請將不獲受理。 

 

(二十九) 班長及班會幹事訓練 

九月二十日放學後，學生發展組將為新任的班長及班會幹事舉辦訓練班。除班長及

主席一職以外‚若同學出任同一職位一次或以上，可以書面申請豁免出席班會幹事訓練

班。其他有關同學務必準時出席。 

 

(三十) 領袖生與中一學生聚餐活動 

本校將安排領袖生與中一新生進行聚餐活動，目的為協助中一同學適應及投入校園

生活，讓不同年級同學互相交流切磋，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日期：1A 班及 1B 班：23/9(星期一、日七) 

      1C 班及 1D 班：25/9(星期三、日二) 

時間：下午 1：05 至 1：55 

地點：小禮堂 

費用：30 元至 40 元 

註：1. 中一同學和各負責領袖生當日必頇留校用膳，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2. 所有繳交之款項將不獲退回。 
 

(三十一) 【香港教育城】閱讀約章 

為了鼓勵同學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中一至中二的同學必頇於本學年參加網上平台

【香港教育城】的【閱讀約章】計劃，學生可於閱讀完圖書後，憑個人戶口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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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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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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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老師提名，獲

獎學生必頇同時獲得中、英文科老師提名，獲獎學生可得$50 書券獎勵。 

 

(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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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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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其餘獎項會分配給下一名較高得分者。 

 

(三十五) 中一至中三級購買英文書籍 

為培養學生的良好閱讀習慣，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必頇購買以下英文小說於課堂上使

用。由於重讀學生已於去年購買其中一本書籍，有關學生只頇付款購買本學年新選書籍。 

書目及價格如下： 

年級 書名、作者及出版社 ISBN 價格 應繳

總額 

中一 上學期 A Boy Called Bat by Elana K. 

Arnold 

9780545270120 $60 $120 

下學期 Pie by Sarah Weeks 9780062445827 $60 

中二 上學期 Walls within Walls by Maureen 

Sherry 

9780375871146 

 

$70 

 

$130 

下學期  The Fourteenth Goldfish by 

Jennifer L. Holm 

9780061767036 $60 

中三 上學期 The One and Only Ivan  

by Katherine Applegate 

9780061992278 $80 $240 

下學期 

 

Life Sucks: How to Deal with 

the Way Life Is, Was, and 

Always Will Be Unfair by 

Michael Bennett (Author), 

Sarah Bennett (Author), 

Bridget Gibson (Illustrator) 

9781524787905 $160 

同學頇於 9 月 24 日之前以八達通付款，以完成購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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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星期三放學後之課外活動 

校方於星期三放學後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同學參與，請督促 貴子弟準時出席以下的

課後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地點) 負責組別 

星期三 

11/9 學生會選舉初中諮詢大會(*禮堂) 課外活動組 

11/9 校隊訓練 及 屬會幹事訓練 課外活動組 

18/9 屬會幹事訓練 課外活動組 

25/9 屬會日(*禮堂) 課外活動組 

2/10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9/10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16/10 德育講座(中一至中三級) (*禮堂) 學生發展組 

6/11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13/11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27/11 數學科聯課活動(中一至中三級)(*禮堂) 數學科 

4/12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11/12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18/12 後備活動日 課外活動組 

5/2 德育講座(中一至中三級) (*禮堂) 學生發展組 

12/2 英文科聯課活動(中一至中三級)(*禮堂) 英文科 

19/2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26/2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4/3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11/3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18/3 中文科聯課活動(中一至中三級) (*禮堂) 

屬會幹事訓練 

中文科 

課外活動組 

1/4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8/4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22/4 A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29/4 B 組屬會活動 課外活動組 

6/5 後備活動日 課外活動組 

13/5 STEM 活動/屬會幹事訓練  STEM 小組/課外活動組 

20/5 屬會幹事訓練—繳交工作報告 課外活動組 

27/5 屬會幹事訓練—繳交工作報告 課外活動組 

屬會活動日期(19-20)： 

A 組屬會： 2/10, 6/11, 4/12, 19/2, 4/3, 1/4, 22/4  (共 7 次) 

B 組屬會： 9/10, 13/11, 11/12, 26/2, 11/3, 8/4, 29/4  (共 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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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比賽殊榮 (2018-2019 年度獲獎) 

1. 由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辦的 2018-19年度全港青年對聯比賽，5A何采霖獲  學

生組殿軍，2A 陳朗謙、5A 顧樂鈞及 5A 蔡家恩獲優異獎。 

2. 參加由順順德聯誼總會舉辦之 2019 青少年暑期活動 繪畫比賽，成績如下： 

高中組： 

5C 何佩霖獲冠軍；4A 李芓嬈、4B 劉鎧彤、5A 李曉欣、5B 林寶汶、5B 黃國瑜及

5B 潘靖文獲優異獎；4A 黎正恩、4A 馮雅裴及 4D 戴韻希獲良好獎。 

初中組： 

1B 林靖希、1B 關敏希、1B 趙祉琦及 3B 甄雪霖獲優異獎；3C 吳映彤、3A 卓軒羽、

3A 莫紫晴、3A 鍾羨桐及 1C 梁恩妍獲良好獎。 

3. 參加賽馬會育藝菁英青少年繪畫計劃: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2019，4A 黎正恩及 5A 李

曉欣獲優異獎。 

4. 由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暨南區長跑會主辦的南區越野賽 2019，2A 黃卓彥獲男子

10-13 歲組第 9 名。 

5. 2018-19年度 1D石鈞濠參加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成績優異，獲銅獎。 

6. 2018-19 年度 1D 石鈞濠參加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成績優異，獲中學一年級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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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2020 年度屬會名稱、顧問老師、活動地點、人數上限、活動時間  

編號 屬 會 顧 問 老 師 地 點 
會員

人數

上限 

活動組別 

(時間) 
活 動 日 期 

1 英文學會 何妙怡 黃湯妙嬋 

蔡倩兒 Gini 

209 室 40 A 屬會活動簡介 

17/9 日三早會時間 

 

屬會日  

(屬會報名活動)： 

25/9 放學後 

15:35-16:30 

 

A 組活動日期： 

2/10、6/11、 

4/12、19/2、 

4/3、1/4、22/4 

(共 7 次) 

 

 

B 組活動日期： 

9/10、13/11、 

11/12、26/2、 

11/3、8/4、29/4 

(共 7 次) 

 

 

 

 

C 組活動日期： 

非指定活動時間 

 

 

 

 

2 中文學會 羅葆筠 周念慈 方嘉俊 地理室 35 A 

3 數學學會 袁凱玲 王榮雅 阮加悅 102 室 30 A 

4 通識學會 陳子聰 林穎欣 地理室 30 B 

5 理科學會 周碧玉 麥國榮 科學室 

(5 樓) 

20 A 

6 歷史學會 廖世文 103 室 40 A 

7 科技創意學會 歐子強 陳加進 阮加悅 211 室 20 B 

8 美術學會 羅  登 美術室 20 A 

9 園藝學會 陳淑儀 生物室或 

五樓天台 

20 A 

10 書法學會 周念慈 301 室 20 B 

11 合唱團 何秀瓊 音樂室 50 C：星期三 

12 管樂團 / 

樂器班 

何秀瓊 校外導師 小禮堂 

或音樂室 

110 C：星期三 /  

星期一至六(按各樂

器班上課時間) 

13 紅十字會青年團 高麗華 509 室 30 C：星期三 

14 女童軍 黃愛華 家政室 20 B 

15 戲劇學會 鄧淑霞 林穎欣 

校外導師 

演講室或

禮堂 

30 C：星期三 
訓練班： 

日期容後公佈 

16 英語辯論隊 蔡倩兒 袁鳳儀 202 室 20 C：日期容後公佈 

17 舞蹈學會 林綺華 校外導師 105 室 25 C：日期容後公佈 

18 攝影學會 廖影文 501 室 20  B 

19 中文辯論學會 張潔儀 方嘉俊 104 室 20 C：日期容後公佈 

20 陶藝學會 冼瑞怡 美術室 20  B 

21 橋牌學會 盧榮強 物理室 36  B 

22 射箭隊 李慧康 校外導師 禮堂 15 

40 

訓練班：上學期星期三(A 及 B 組時間) 

C(校隊)：星期三、五 

23 游泳隊 李德強 屯門泳池 30 C：星期二、五 

24 排球隊 李德強 校外導師 排球場  30 C：星期四 

25 羽毛球及 

乒乓球隊 

李德強 校外導師 禮堂 40 C：星期二(羽毛球隊) 

C：星期四(乒乓球隊) 

26 足球隊 蔡永威 校外導師 友愛足球場 50 C：星期二、五               

27 籃球隊 李德強 校外導師 操場 30 C：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 4 時 

28 田徑隊 蔡永威 李德強 李慧康

劉頌恩 

操場 100 C：星期一、三 

 註：部份項目實際活動時間、地點或會修訂，詳情以顧問老師公佈為實。      8 月 27 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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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回條                      學號 

  
本人已收閱  貴校「九月份家長通知書」，並已知悉所載各項活動之情況。 

 

 

 

中 _______ 班 _______ 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