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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0-000-SEPT 

 

九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正式面授課堂復課開學日安排 

教育局已經宣布正式恢復面授課堂，每一級學生返校首天將定為該級開學日， 

主要辦理開學事宜，開學後第二天立即按時間表上課。 

  中一、中五、中六級開學日為 9 月 23 日(星期三)。9 月 24 日至 9 月 29 日按特別

時間表上課。9 月 30 日起按正式時間表上課。 

  中二、中三、中四級開學日為 9 月 29 日(星期二)。9 月 30 日起按正式時間表上課。 

  各級開學日首天，學生的上學時間為上午 8 時 05 分至 10 時正。 

 「添記校服公司」將於以上兩個開學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到校，為中一級新生和各

級學生售賣冬季體育服，請學生帶備款項到食堂購買，已訂購新款冬季體育服的

中一學生可備餘款於當日領取體育服。中二或以上各級學生亦可以即場購買夏季

體育服及購買冬季體育服。 

   同學須交相片 2 張 (近照，穿著校服拍攝，藍色背景，女生須束好長髮)，以備

印製學生證膠咭及體育紀錄表之用。 

   中六級同學須多交 2 張相片以作公開考試之用。(即合共 4 張) 

   開學日首天每位同學必須繳交以下各項費用，請家長叮囑同學帶備有足夠儲值額

的八達通回校，當日須到校務處拍卡繳交以下費用： 

級   別 

項  目 

金額 ( $ )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 學生手冊費用 5.20 5.20 5.20 5.20 5.20 5.20 

2. 學生證費用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3. 學生會費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4. 家教會費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5. 保險費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6. 講義及印刷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 訂閱英文報紙費 17.00 17.00 31.00 38.00 73.00 42.00 

8. 簿費 (每份) 85.30 71.00 67.80 52.60 41.40 23.90 

9.eClass電子通告系統服務費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0.中文科校本文言文練習 50.00 50.00 50.00 ─ ─ ─ 

11. 家課備忘 4.20 4.20 ─ ─ ─ ─ 

12.個人學習概覽  

電子平台服務費  
60.00 ─ ─ ─ ─ ─ 

合計： 424.70 350.40 357.00 298.80 322.60 2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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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訓育事宜 

      學校一貫要求學生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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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叮囑同學於復課 

  開學後盡快向訓導主任黎敏儀老師登記，以免產生誤會。 

 

 

(三) 補交暑期功課日期及時間 

凡有任何暑期功課未完成者，須於 9 月 7 日(星期一)下列指定時間內回校補交。(跨

境之同學未能回校交暑期習作，稍後再作跟進。) 

補交功課日期 級別 時間 地點 

7/9 (星期一) 

中一級 
9:00-10:00 

101 室 

中二級 102 室 

中三級 
10:00-11:00 

102 室 

中四級 101 室 

中五級 
11:00-12:00 

101 室 

中六級 102 室 

 

(四) 學生請假規則之修訂  

按校規規定:學生請事假，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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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及試後活動等)學生因病缺席，亦須

出示醫生證明書，否則可作曠課、逃學論。 

 

 

(五) 使用學生肖像權及作品事宜 

鑑於紀錄及發放資訊的需要，本校學生及家長在參與本校各項活動時，校方可能會拍攝

照片或進行錄影用作紀錄活動、製作刊物或上載學校網頁等用途。此外學生在校內的作品，

包括習作、活動成果及比賽作品，本校可能會挑選並複製用作學習、教學交流、刊載或展覽

等用途，以肯定學生的努力及成果。為此，本校望家長同意  貴子弟的肖像及作品出現在上

述各項教育活動及推廣上。如家長不同意  貴子弟的肖像及作品作公開展示，煩請書面通知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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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津貼事宣 

校方將向符合書簿津貼、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資格的學生提供全部或部份活動津

貼，校方已知悉上述資助學生的津貼資格；至於領取「綜援」 的學生，由於校方沒有

相關資料，煩請家長為資格證明書（粉紅紙）拍攝成清晰的照片，通過 e-Class 於 9 月

11 日(星期五)前電郵予冼小姐，以便學校跟進相關津貼工作。 

 

 

(七) 「學生活動津貼」(中一至中六級) 

教育局將向學校發放「學生活動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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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宣佈復課後，班主任將向各同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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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21 日前把匯報表呈交校方審批，中六

同學請於 2021 年 2 月 5 前呈交校方。(領取「綜援」者必須同時呈交「綜援」證明文件

副本)。批核之款項將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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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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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同學可在復課後向冼小姐索

取申請表格，填妥後交回冼小姐，學校會盡快進行批核。如有任何疑問，可向廖世文老

師查詢。 

 

 

(九) 「大學聯合招生」資訊 

凡中學文憑試考生皆可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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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六學生介紹「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及指導各同學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個人戶口。因疫情關係，上

述資訊將改以網上平台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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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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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取消上學期初中奮進班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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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開

設初中奮進班(周六上午)。不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尚未明朗，面授課堂仍未能開

始，校方未能全面掌握初中同學在上述各科最新的學習表現，因此校方經考慮後決定取

消本年度上學期的初中奮進班活動。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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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月

11 日(日六/星期五)或之前完成填寫獨立派發的「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言」申請

表格(中四上學期適用)，逾期恕不受理。 

注意每位中四級家長都必須填寫並交回有關表格，即使各科教學語言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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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中五級同學及家長可申請數理科目轉用中文為教學語言 

「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言」申請表格(中五上學期適用)已經透過 e-class 電郵

給中五級同學，有需要申請的同學及家長請自行列印表格，填寫並經家長簽名後，可掃

瞄表格或拍攝照片，於 9 月 11 日(日六/星期五)或之前，經 e-class 電郵傳送給董兆祥老

師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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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網上申請程序將於本月上載至學校網頁， 同學如有疑

問，可聯絡陳加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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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學生會選舉 

原定於 9 月 14 日進行之學生會選舉將會延期至所有級別回校復課後最少 2 循環周

次後才會進行，確實日期及活動詳情容後公布。而有關候選內閣之宣傳活動，也需要待

最少 2 個班級回校復課後才會展開。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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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安排 28

個屬會及校隊讓同學參與，而大部份屬會活動時間為星期三放學後。惟近日疫情嚴重而

學生未能在放學後進行正常集會，故需暫停放學後的屬會活動至所有級別回校復課為

止，確實日期容後公布。而部份校隊進行網上學習或屬會進行網上分享活動，不受此限。 

 

 

(十六) 取消本年度陸運會 

原定於 10 月 29、30 日進行之陸運會，因應疫情反覆，學體會亦已取消 9 月和 10

月份的體育比賽，加上正式復課後一段時間內仍須保持社交距離，校方決定取消本年度

之陸運會。 

 

 

(十七) 有關學生「適宜上體育課」及收集學生傷病記錄 

 體育課是本校課程的一部份，每一學生均須參加體育課。如學生患有任何疾病，則

應徵詢醫生之意見，是否適宜上體育課(包括網上課堂)。如學生需要暫時或長期豁免上體

育課，必須呈示註冊醫生證明書。 

 請於 9 月 18 日或之前完成網上電子問卷，以便收集學生傷病記錄並加以存案。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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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及試後活動當天因病缺席，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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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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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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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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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低年級「課後課業支援計劃」(待恢復全日課堂後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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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計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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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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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保持安靜，不准睡覺、飲食 

(清水除外)、談話、傳紙及文具。 

6. 備  註：a.學生如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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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記缺點一次。 

 

 

(二十二) 中四中五暑期新加坡通識遊學團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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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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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中一至中三級《初中文言文閱讀理解練習》 

 為加強學生的文言文閱讀能力，初中學生均須購買該級別適用的《初中文言文閱

讀理解練習》乙本。學生已於 27/8 回校繳交暑作的同時，領取是項練習乙本；而是

項練習的款項（五十元正）將於面授復課後的第一天，與其他開學雜費一併繳交。 

 

 

(二十四)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網上授課期間安排) 

本校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由香港家庭福利會派駐 (中心電話 ：2348 3733) 

社工 駐校時間 學校直線電話 社工室地點 

陳碧茜姑娘 
星期一，三，四，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5：30) 
2458 1986 121室內社工室 (一) 

梁曉炘姑娘 
星期一，二，三，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5：30) 
2714 1479 121室內社工室 (二) 

學校社工於學校開展面授課程前，駐校時間會因應疫情而調節。如有服務需要，同學及家長

請先致電社工，以作安排。 

 

 

 

(二十五) 比賽殊榮 

1. 2D 張康愉和 6A 盧芸鈺榮獲屯門區中學校長會所舉辦的《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9-2020) 》。 

 

2. 為嘉許校內尊重師長，有良好品格之同學，學生發展組特意舉辦《尊師重道模範生》

選舉，由 3A 陳朗謙和 5C 尹少均榮獲殊榮。 

 

3. 為表揚學業、品德及課外活動表現優異之同學，學生發展組特意舉辦《最傑出學生》

選舉，由 3B 吳以心、4A 劉明鋒、5C 蘇倩暉和 6A 布心儀當選各級最傑出學生。 

 

4. 2019-2020 年度學生發展組舉辦之《最佳群育、藝術及運動員獎》選舉結果如下： 

˙ 5C 蘇倩暉獲《最佳群育表現獎》; 

˙ 4A 陳偉華獲《最佳藝術表現獎》; 

˙ 4C 孔俊賢獲《最佳運動員獎(男子組)》; 

˙ 4B 郭婉情獲《最佳運動員獎(女子組)》。 

 

5. 2019-2020 年度學生發展組舉辦之《初中自我管理獎勵計劃》獲獎學生如下： 

1A 班：李栢深、陳希銣、陳洛晴、陳子晴、李靖怡、盧曉姸、冼海晴、   

       陶莉姿、嚴美琪; 

1B 班：陳卓瑶、甘藝彤、練晞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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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班：周曉恩、劉依玟、盧芍嵐、盧予希、伍洛霖、堵嘉怡、葉潁希; 

1D 班：黃曦朗、高瑋琦、林靖希、楊雯雅、葉嘉熙; 

       2A 班：郭子杰、吳俊言、黃卓彥、蔡巧瑜、陳晞如、張唯嫣、莊子淇、  

              何詠琪、林映彤、利卓怡、李懿芯、吳嘉慧、蕭凱晴; 

       2B 班：葉樂康、陳卓妍、梁毓昕、文銪莉; 

       2C 班：石鈞濠、江翠頤、郭志馨、梁恩妍、譚雅勵、陶樂琳、蔡雯希; 

       2D 班：蔡  豫、張康愉、黃文禧、袁沅琪、曾詩澄; 

       3A 班：陳朗謙、梁日朗、陳嘉珮、張澤茜、趙海澄、葉栩彤、施詠桐、  

              胡珈熙、余思柔; 

       3B 班：關卓棋、鄧浚干、文穎昕、吳以心、戴鈺縈; 

       3C 班：楊松峰、李冠業、陳栩彤、鄭慶炘、周煦晴、羅詠霞、李綽瑩、 

              黃琛堯、阮  祺; 

       3D 班：羅彥斌、卓曉湄、許漪彤、賴穎琪、廖諾兒、彭珈琳、楊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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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