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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19-000-NOV 

 

十一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繳交「建設校園設施費」及豁免申請 

教育局向學校發放「空調設備津貼」，但政府之撥款不資助非標準冷氣設施，另維

修保養以及更換冷氣機之費用仍頇由學校負責。因此，本校將於 12月 4日收取「建設

校園設施費」一百元(鑒於中六級於三月後離校參加公開考試，故只頇繳交五十元)。 

 

中一至中三學生將於 12月 4日早會時段內繳費；中四至中六學生則頇於 12月 4

日至 1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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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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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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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經濟困難而欲

申請豁免者，亦頇向蘇小姐索取「建設校園設施費豁免申請表」，填妥後頇於 11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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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級生涯規劃活動日 (11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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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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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學生頇全體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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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收取高中堂費 

根據規定，高中學生每學年必頇繳交堂費。本年度按政府規定為 310 元。中四至

中六級同學必頇於 11月 12日至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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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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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六級升學資訊 

1. 本地大學聯招(JUPAS) 

中六學生頇於 11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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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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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報時間為 2019年 11月 1日起至 12月 20 日；收件時間自

12月 7日至 20日止；「聯合分發制」上網填報時間為元 2020 年 2 月 10日至 3 月 21 

日，收件時間為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21 日止。 在「個人申請制」中，申請者

可填寫四個入學志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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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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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計劃」）已於 2018年 8月 31日正式結束。兩間非牟利機構的服務中心已停止提供與「支

援計劃」有關的服務。至於在「支援計劃」下訂立並仍然生效的合約，非牟利機構及

其上網服務供應商會繼續提供有關服務，直至合約完成為止，不會受計劃完結所影響。

為協助低收入家庭學生在家上網學習，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學生資助處及

社會福利署會繼續向合資格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讓他們能善用上網費津貼及在家上

網 學 習 的 機 會 。 有 關 參 加 資 格 、 最 新 優 惠 及 服 務 詳 情 ， 請 瀏 覽

https://www.ogcio.gov.hk/tc/our_work/community/past_di_initiatives/internet_learning/，直

接向兩間機構查詢。 

 

(六) 家長教師會家長講座 

本會將於 11月 30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30 分至 12時 30分)舉行家長講座，是項

活動將於就職典禮後隨即舉行。本會誠邀獲銅紫荊星章，榮譽勳章的資深電台節目主持

人麥潤壽先生，主持名為「如何關愛子女新世代」講座。麥 Sir曾主持電台及電視節目；

並熱心青少年輔導工作，於 2002年成立永不放棄同學會。家長如有興趣，請填妥電子

通告末端的回條，並於當日上午 10:15-10:30到達本校。有關的活動詳情，亦可見於《家

教會 11月快訊》電子通告。(如活動當日早上情況有變，校方將於當日上午 7時前於學

校網頁公布最新安排。)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s://www.ogcio.gov.hk/tc/our_work/community/past_di_initiatives/internet_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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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初中數學比賽及數學講座 

本校數學科將於 2019年 11月 27日為初中學生舉辦一次數學活動，活動分為兩個

項目，除參加「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比賽的同學外，初中學生必頇出席其中

一個項目，詳情如下： 

1. 數學比賽 

時間 地點 帶備物品 

個人賽事 3:45  4:15 

隊際比賽 4:15  4:45 
小禮堂 文具 

2. 數學影片觀賞 

為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本校將於禮堂安排數學影片觀賞，除參加初中數學比賽

的同學外，同學必頇出席。 

時間 地點 

3:45  4:45 禮堂 

 

(八) 區議會投票日校舍不開放 

由於 11月 24日校舍被借用作區議會選舉票站，當日校舍不開放。 

 

(九) 3A及 3B 長者服務中心探訪活動 

3A及 3B班同學將分別於以下日期前往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進行探訪活動，是項

活動旨在培養同學關懷長者、熱心服務的精神。活動詳情如下︰ 

 

 

 

 

(十) 捐血日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二、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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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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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電子通告末端的回條，以便安排。請家長積極支持自己

的團體，發揮服務精神。 

 

班別 日期 時間 服飾 

3A 十一月廿七日 (星期三) 1:50 pm – 4:00 pm 冬季體育服 

3B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五) 1:50 pm – 4:00 pm 冬季體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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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南京歷史文化考察團 

本校二十名(以修讀中國歷史科為主)中四級學生將在負責老師的帶領下，於十一月

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到江蘇省南京巿進行歷史文化考察。是次活動目的希望透過實地參觀

和考察，親身接觸在南京保留了的歷代重要文化遺產，了解南京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

重要性；考察活動除了與中國歷史科高中課程緊密扣連，也嘗試讓同學作跨科學習，例

如英文科會探究「英語在南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作為學習英語的參考。通識教

育科則觀察「南京的生活素質」，為「現代中國」單元作好準備，認識改革開放後中國

社會與經濟發展，觀察「十三‧五規劃」下國內人民生活水平與生活模式的改變。 

 

(十三) 順德交流團 

本校原訂於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赴廣東順德進行交流，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

消。除了獲選南京考察團的學生外，其餘中四級學生均頇參加學校旅行日活動。 

 

(十四)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行中五及中六級班際籃球及足球比賽，歡迎同學到場觀戰。 

 學生會將於 11 月 14 日放學後舉辦譚伯羽之夜初賽，有關活動之詳情請留意學

生會宣佈。 

 

(十五) 修業旅行 

本校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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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中一級 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本校 ( 8 時 30分) 本校 (3 時 30分)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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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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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頇於十一月十八日(日一早會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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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出示醫生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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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學校圖書展銷日 

本年度第一次學校圖書展銷日訂於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星期三至星期五)舉

行，展銷地點在三樓新翼大堂，是次書展商為樂文書店，屆時所有圖書將會提供折扣優

惠，歡迎老師、同學到場選購 

 

(十七) 中六級英文科測驗 (11 月 21 日星期四) 

為協助中六級學生應考中學文憑試，我校將於 11月 21日(星期四)進行中六級英文

科測驗。當日為旅行後假期，中六級學生必頇全體參與，詳情如下: 

時間： 

卷一 8:30am - 10:00am 

卷二 10:30am – 12:30pm 

卷三 2:15pm – 4:30pm 

地點：本校禮堂 

服飾：整齊校服 

 

(十八) 比賽殊榮 

1. 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通善壇、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及香港大學

職員協會合辦的 2019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4D陳嘉盛獲中學毛筆書法組優異獎。 

2. 由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舉辦的第十四屆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賽，4D陳嘉盛獲青少

年組優異獎。  

3. 越野隊參加屯門區學界越野賽，成績如下： 

 2A梁雋翹獲男子丙組個人第 9名 

 4B郭婉情獲女子乙組個人第 9名 

 女子丙組獲團體獎第 7名，隊員包括：1A陳欣意、1C 盧芍嵐、2A林映彤、2B

吳焯瑶、2D張康愉、2D林寶然、2D黃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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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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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家長教育講座 

                                   學號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號 

本人將 會/ 不會  出席 11月 30日(星期六)上午的家長講座；並於當日上午 10：15 -- 

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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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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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父親/母親)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