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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19-000-DEC&JAN 
 

十二月及一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上學期考試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15 日為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考試時間表將上載於學校

網頁，各級學生頇自行於學校網頁下載，校方並以電郵 e-Class 通知學生。請家長督促

子女善用假期溫習，準備考試。考試期間，中六級將按校曆表所編循環日上課，而上

課之課室編排資料亦會存放於學校網頁，並以電郵 e-Class 通知學生。 

 

(二) 中六級升學資訊 

1. 本地大學聯招(JUPAS) 

中六學生頇於 1 月 8日前於「大學聯招辦法」帳戶遞交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

資料及個人自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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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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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報截止日期為 12月 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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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帄台 

 E-APP 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系統，所有參加 2020年文憑試的考

生均可使用 E-APP 預先申請自資學士及副學士課程，首輪申請日期由 12月 5日起

至 5月 15日；次輪申請日期由 5月 22日起均 6月 30日。經 E-APP 申請課程，考

生有機會在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前獲得院校的有條件取錄或暫取錄資格。E-APP 之

首輪申請已開始，詳情可瀏覽 https://www.eapp.gov.hk/ 

 

(三) 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言安排 

「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言」將於 1月 16日開始再次接受申請，截止期限定

為 2 月 3 日(日五/星期一)。中四及中五兩級有需要的同學請自行向班主任索取表格申

請 (中四級同學於下學期考試後及明年中五上學期考試後仍可申請)；而今年的中五級

同學是最後一次機會，中五下學期之後不再接受申請。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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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4A及 5A班退修科目安排 

除了修讀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外，新高中 4A至 6A班學生另頇修讀三

個科目，同時頇兼讀數學科單元二。其目的是讓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將來有機會升讀

各間大學的大部分科目。惟考慮到有部分學生未必能兼顧各科，因此校方容許 5A 班

學生經科任老師批准後退修其中一個非核心科目，及/或退修數學科單元二；而 4A 班

學生可退修數學科單元二。今年下學期退修申請的程序將於 1月 16 日開始，截止期限

定為 2 月 3 日(日五/星期一)。申請成功的同學由 2 月 4 日開始，退修科目的上課時間

必頇到圖書館自修，如退修了的科目有第九節課(上課時間 3:30-4:10)，同學可於 3:30

後放學。 

註︰這次是 5A班最後一次申請退修機會，而 4A班同學可於下學期考試後申請下

學年退修一個非核心科目及/或數學科單元二。 

 

(五) 中四中五級英文科校本評核新安排 

 因教學進度受停課影響，原定於 12 月進行的中四及中五級英文科校本評核將

順延至 2020年 2月進行，確實日期由科任老師另行公布。基於是次調動，中四及中五

級英文科上學期考試各卷別的比重有所更改（如下述），而下學期及全年總成績各卷別

的比重則維持不變。 

卷別 上學期各卷別之比重 

卷一閱讀 14%  17% 

卷二寫作 25%  29% 

卷三聆聽 30%  36% 

卷四說話 10%  12% 

卷五校本評核 15%  0% 

  

(六) 中四中五暑期新加坡遊學團 

通識科及英文科將於本年度 2/7-5/7 舉辦 4日 3夜新加坡遊學團，探究主題為「新

加坡生活質素研究」。除了進行專題探究，行程亦包括參觀名勝景點、市内遊蹤等。 

中四及中五級上學期英文科總成績全級首三名同學將獲全額資助免費參加，而在

去年已獲全額資助參加本團的學生如在今年上學期再次考獲全級首三名，其遊學團名

額將由其後名次的學生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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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通

告將於稍後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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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旅行日 

原定 11月 20日之旅行日因社會動盪而頇延期，現定於 2020年 1月 17日 (星期五)

舉行，當日之「日二」將會取消。更新的旅行地點、集合地點及費用如下：         

級別 旅行地點 集合地點(集合時間) 解散地點(解散時間) 費用 

中一級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本校 (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86 

中二級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本校 (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86 

中三級 大美督郊野公園 本校 (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40 

中四級 涌背郊野公園 安定邨定龍樓(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44 

中五級 降下坳郊野公園 安定邨定龍樓(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48 

中六級 大棠郊野公園 安定邨定龍樓(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38 

    *  包營舍入場費及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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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生因病缺席，頇出示醫生證明書。 

 

(八) 地理科考察活動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中五及中六級選修地理科之同學將到大嶼山梅窩及長洲

進行一天之戶外考察。所有同學頇於當天早上於學校集合，考察活動完結後，同學於

中環港外線碼頭解散。詳情由地理科老師向有關同學發放。 

 

(九) 活動日聯歡會 

本年度的活動日聯歡會將安排於十二月二十日舉行，時間為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三十分。當天同學頇穿著整齊冬季校服、體育服或體育上衣/本年度班衫、深藍或黑色

長褲（包括牛仔褲）。當天校門開放時間為八時正，請各家長及同學留意。 

 

(十) 聯校陸運會 

2020 年 1 月 22 日為順德聯誼總會聯校陸運會，除運動員外，學校選派 1A、1D、

2A、3A及 4A 共 5班同學出席觀賞賽事，而 1A及 1D班擔任啦啦隊。其他無特別安排

的同學，放假一天。 

當日比賽地點為荃灣城門谷運動場，學校將安排旅遊巴士接送學生往返比賽場地。

由於運動場附近食肆不多，校方將為同學安排午膳。代表學校參與比賽的運動員，需於

上午 7:30 回校集合；若當天因病未能出席，必頇盡早通知負責老師或教練，並頇提交

醫生證明書。而啦啦隊及其他觀賽同學，則於 7:50 回校集合。當日比賽大約於下午 5

時在運動場完結，同學將乘旅遊巴士回校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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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一及中四級義工服務 (探訪獨居長者) 

本校全級中一及部分中四同學將於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探訪區內獨居長者，是

項活動旨在培養同學關懷長者及服務社群的精神。 

參與同學頇於當天穿著整齊冬季體育服或體育上衣配牛仔褲（或純藍、純黑色長

褲），並於上午九時十五分回校，活動約於十二時十五分完結。 

 

(十二) 中四級義工服務 (清潔小先鋒) 

部分中四同學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六）參與「清潔小先鋒」義工服務

活動，協助區內獨居長者清潔家居，其他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十三) 中一至中三級德育講座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頇於 2月 5日（星期三）放學後留校出席德育講座。是次講座為

「好笑融」楝篤笑互動劇場，由香港傷健協會主講，約於 4:30pm 完結。 

 

(十四) 中一活動日  

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星期五）放學後，領袖生與中一同學將於禮堂進行活動，

藉此加強彼此溝通及聯繫。詳情將透過班主任老師公佈。 

 

(十五)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行中五及中六級班際排球比賽，歡迎同學到場觀戰。 

 

(十六) 比賽殊榮 

1. 田徑隊參與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成績 

 個人成績： 

 2B許英傑獲男子丙組鉛球第 4 名 

 2D黃文禧獲女子丙組跳高第 3 名 

 4B郭婉情獲女子乙組 1500 米第 4名 

 團體成績： 

 女子乙組獲團體第 6名 

 女子丙組獲團體第 7名 

2. 參加星島第三十五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第二回合初賽)，5C 尹少均獲最佳辯論員

及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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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書法組參加各項比賽，獲獎如下： 

 

------------------------------------------------------------------------------------------------------------ 

                  通訊  回條            學號 

                     

本人已收閱  貴校「十二月及一月份家長通知書」，並已知悉所載各項活動之情況。 

 

中 _______ 班 _______ 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日  

班別 姓名 書法比賽 獎項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9（中學組）（道教

香港青松觀主辦） 

總冠軍 

1C 羅筠頤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2019（初中組）（道教

香港青松觀主辦） 

亞軍 

2B 羅秋華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2019（初中組）（道教

香港青松觀主辦） 

優異獎 

第三屆全港聖經經文書法比賽（初中組）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語蜜工房合辦） 

優異獎 

4A 

 

陳偉華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9（高中組）（道教

香港青松觀主辦） 
冠軍 

第十四屆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賽 (青少

年組) 

(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舉辦) 

季軍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

賽-中文硬筆書法 (高中組)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硬筆書法家

協會合辦) 

優秀入圍獎 

4D 陳嘉盛 

屯元區毛筆書法比賽 2019（高中組）（道教

香港青松觀主辦） 
季軍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

賽 -中文硬筆書法 (高中組) (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合辦) 

優秀入圍獎 

5D 孫睿宏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

賽 -中文硬筆書法 (高中組)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硬筆書法家

協會合辦) 

優秀入圍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