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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19-000-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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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選科簡介會/中六

級升學簡介會 

近日社會狀況急劇轉壞，家教會會員大會現修訂於 10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正至 12 時，在本校禮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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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中選科簡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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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位家長填妥電子通告末端的回條，

以便本會安排。有關的活動詳情、候選委員及候選校董等資料，請見《家教會 10 月快

訊》電子通告。如當日早上情況有變，校方將於當日上午 7 時前於學校網頁公布最新

安排。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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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立法會已於 2019-20 年度批

出撥款為參加 2020 年文憑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因此考生毋須繳付任何考試費

用(逾期報名/更改報考科目附加費用除外)，考生只須自行保存考試繳費單，考生如遺

失考試繳費單，將不會獲得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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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中六同學按 9 月 23 日

週會所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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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老師將通過電郵發放升學資訊，請中六同學保持「e-class」郵箱有足夠容量接收郵件。 

 

(四) 手機短訊通知家長 

校方分別於 2019 年 9 月 16 日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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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 「一校兩社工」服務 

本學年開始，社會福利署推行「一校兩社工」服務，香港家庭福利會為本校安排

2 位社工駐校，歡迎同學及家長與她們聯絡。 

駐校社工 
服務時間 

(上午 9：00-下午 5：30) 

學校電話 

(直線) 
中心電話 

社工室位置 

(121 室內) 

陳碧茜姑娘 星期一，三，四及五 2458 1986 
2348 3733 

社工室 (一) 

梁曉炘姑娘 星期一，二，三及五 2714 1479 社工室 (二) 
 

(六) 學生會選舉結果 

九月十二日為第二十八屆學生會選舉投票日。本年有一個內閣角逐。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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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崢

嶸(Ethereal)」以 353 信任票，成為本校第二十八屆學生會幹事會。 

 

(七) 上學期測驗日 

十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日及十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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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行中五及中六級班際籃球比賽，歡迎同學到場觀戰。 

 學生會將為同學於陸運會第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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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中四級體育科網球課 

十月開始，中四級體育課堂將會進行網球課，上課地點為青善網球場。同學須自行

前往，並須於中午十二時正到達場地；課堂於下午一時完畢，並於該處解散。 

 

(十) 學校體育活動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級別達 10+級」時之安排 

根據教育局學校活動指引，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級別達 10+級時，學童應避免戶外

及室內體力消耗，以及避免在戶外逗留，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 

 如同學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遇到上述情況時，有關老師或校外導師可能會按實際

情況提早結束活動，而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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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校周年陸運會 

本年度學校周年陸運會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假屯門鄧肇堅運動

場進行，同學需於早上 8:00 前到達運動場(輕鐵銀圍、澤豐站)，點名時間為 8:05；午

膳後的報到時間有待大會宣佈。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日)賽事約於下午三時三十分完

結，而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日)賽事約於中午十二時正完結；比賽完畢後，各同學將在

運動場解散。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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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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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 C D 

必修科目 化學、數學單元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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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上學

期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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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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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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教師研修日 

10 月 30 日(星期三)為學校的教師研修日，當日全校的教師及職員均需到學校以外

的場地進修，故是日校舍暫停開放，同學請勿回校，如需溫習請使用其他公共自修室。 

 

(十四) 中一至中三級禁毒講座 

為讓學生認識大麻及電子煙的禍害，本校於十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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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星期二)及 6/11(星期三) 

時間：15:45 – 17:15 

費用：全數由學校資助 (參加同學需繳交$100 保證金，出席率達 80%便發還) 

 

(十六) 2019-2020 年度樂器班繳交學費通知 

樂器班全年課節為四十課，全年學費為二千二百元正，學費分兩期繳交。

樂器班學員須在十月十日至十月十七日內繳交第一期學費，學費為一千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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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問題可向何秀瓊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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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得獎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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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陳偉華獲中學毛筆書法組冠軍，2B 羅秋華

獲同組別優異獎。 

2. 由順德聯誼總會舉辦的順德聯誼總會 2019 青少年書法比賽，4A 陳偉華、4A 莫紫晴及

4D 陳嘉盛獲中學原子筆組優異獎。另外，4A陳偉華、4D 陳嘉盛及 2B 羅秋華獲中學毛

筆組優異獎。 

3. 由香港孟子學院舉辦的全港中小學生孟子篇章書法比賽，4A陳偉華及 2B羅秋華獲中學

毛筆組優異獎。 

4. 由孔教學院及香港孔教總會聯合主辦的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4A陳偉華及 2B羅秋華

獲中學毛筆組優異獎。 

5. 參加南聯教育基金舉辦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全港中學組比賽，5A 黎正恩、4A 陳

智賢及 4B 周希潼獲優異獎。 

6. 游泳隊參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2019-2020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獲得

以下獎項： 

 女子丙組獲團體第四名，隊員包括 2D 林寶然、1A 余子凝、1B 林子琦、1B 甘

藝彤。 

 女子乙組獲團體第七名，隊員包括 4B 郭婉情、4A 陳柏如。 

 女子丙組獲 4X50 米自由泳接力第 5 名，隊員包括 2D 林寶然、1A 余子凝、1B

林子琦、1B 甘藝彤。 

 4B 郭婉情獲女子乙組 50 米蛙泳冠軍、100 米蛙泳第 5 名。 

 5B 賴俊希獲男子甲組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50 米蝶泳第 6 名。 

 1B 林子琦獲女子丙組 100 米背泳季軍及 200 米個人四式季軍。 

 4A 陳柏如獲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季軍及 100 米蛙泳第 4 名。 

 2A 黃卓彥獲男子丙組 50 米蛙泳第 4 名及 100 米自由泳第 5 名。 

 2D 林寶然獲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第 5 名及 50 米蝶泳第 6 名。 

 3B 吳嘉杰獲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第 5 名。 

 6D 黎文諾獲男子甲組 100 蛙第 7 名。 

 全隊只有 17 名隊員，共獲 1 金、1 銀、3 銅及 2 鐵獎項；達標率達 81%，共 26

項次。 

7. 善德基金會主辦「屯門區學生奬勵計劃」(1819 年度)選舉結果：1C 劉鎧齊、2B 曾崇希、

3D 麥禮堡、4B 梁穎汶、5C 范前信及 6C 伍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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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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十月十九日(星期六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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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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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十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