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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1-000-JUL 

 

七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下學期考試 

本校定於 7 月 12 日至 7 月 26 日舉行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考試。請家長督促

子女認真溫習，做好考試準備。7 月 20 日(星期三)為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日，當天中三

至中五級的考試會安排於下午進行(中一至中二級當天不設考試)，有關詳情請參閱下學

期考試時間表。 

 

 

(二) 高中選科組合改變對現屆中四留級生可能構成之影響 

2022-23 年度中四級將增設一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學習範疇)」選修科

目，而經濟科將由三組變為兩組，相關轉變有可能影響到今年中四的留級生。原則上

中四學生留級將安排留在原班，選科也與往年相同；然而留級同學若因來年選科組合

的改變而無法繼續修讀往年所有選修科，學校保證同學至少保留兩個往年修讀的選修

科目，並盡力支援同學改選其中一個選修科目或/及調班。 

留級學生如基於其他理由要求調班或/及重選選修科目，須向校方申請，校方將視

乎其選擇之科目是否仍有名額作考慮，有關名額亦按中四留級學生的全年總成績名次

排列先後為選科之優先次序。 

如對以上資訊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教學發展組董兆祥老師。 

 

 

(三) 中三級「高中選科安排」 

中三學生如合乎升讀本校中四資格，將於 8 月 5 日(星期五)獲發「中四選科表」，

學生須於 8 月 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前將已填妥的選科表親身交回校務處，來年

編班結果將於 8 月 12 日(星期五)在學校大堂展示。貴  家長如希望進一步了解本校高

中之選科安排，亦可瀏覽本校網頁「升學就業資訊」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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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後活動安排 

7 月 27 日至 8 月 12 日為試後活動週，相關時間表列於本函後頁。各級學生必

須按指定時間回校(跨境生須登入網上學習平台參與相關活動)。試後活動週（包括回

校活動及網上進行的活動）與日常上課日相同，均須遵守學校的請假規定，如學生無

故缺席可作曠課論。 

 

 

(五) 舊課本買賣活動 

 收集舊課本 購買舊課本 取回舊課本/書金 

日期 

及 

時間 

 8 月 2 日（星期二） 

中四、中五、中六 

中午 12：15 –下午 2：15 

 

 8 月 3（星期三） 

中一、中二、中三 

上午 11：15 –下午 1：15 

 8 月 9 日（星期二） 

中三 9：00 –10：00  

中二 10：15-11：15 

中一 11：30 –12：30 

 

 *8 月 10 日（星期三） 

升中一  9：30 - 10：30 

中四至中五 *10：45 -12：45 

 8 月 19 日（星期五） 

中一、中二:上午 9：30 –10：30  

中三至中五:上午 10：30-12：30 

(逾期者可於 9 月 9 日星期五   

向書記或根據家教會安排   

取回） 

地點 小禮堂（新翼大樓 4 樓） 

備註 

有意參加是次活動的同學

(中一至中六)，請整理好舊

課本，並於上述日期內親自

交到收書地點。因應人流控

制問題，*參加者務必先按

(活動前已派發)指示須知，

填寫「寄售舊課本表格」

及「label 紙」的資料。 

初中同學如有需要於*10/8(三) 

購買舊課本，可於 10:45-12:45

前往小禮堂。 

因應疫情關係，*10/8(三)活動

只予升中一的新生由家長陪

同，其他級別的學生請自行到

場購買。 

各級學生宜於以上指定時間

回校領取，免輪候費時。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繼續舉辦舊課本買賣活動，因應疫情影響，一切以最新發佈(於校務處

門外告示板)的消息作準。 

可供買賣的書目、詳情將於 7 月中旬張貼於校務處的告示板、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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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四級中文科寫作課程 

校方將於今年邀請作家劉綺華小姐，為中四中文科寫作卷別學年成績最佳之十五

名同學，提供寫作課程，內容以訓練學生文藝創作及片段描寫為主。課程舉辦日期為

8 月 2 日、5 日及 9 日，學年考試結束後將公布詳情及邀請有關同學參與。課程費用由

校方悉數支付（參加者須先繳交保證金二百元，出席率達八成可獲全數發還）。 

 

 

(七) 中五級中文科拔尖及奮進課程 

為提升學生在文憑試中文科的應試技巧，校方將分別為中五級中文科學年成績最佳

及成績有待提升的各三十名同學，提供拔尖及奮進課程。以上課程由校外專業中文科

導師任教，並以文憑試中文科卷二寫作能力考核之相關訓練為主。課程舉辦日期為 8

月 2 日、5 日及 9 日，學年考試結束後將公布詳情及邀請有關同學參與。課程費用由

校方悉數支付（參加者須先繳交保證金二百元，出席率達八成可獲全數發還）。 

 

 

(八) 各級訂購課本安排 

以下為訂購下學年課本的安排，敬請留意： 

升中一、升中二、升中三、升中五及升中六 

7 月 28 日、7 月 29 日 

中一新生註冊日 

9:00 – 16:00 

商務印書館員工到校收集訂書表格 

(主要對象：升中一新生) 

8 月 3 日 學校派發書單及訂書表格。 

8 月 16 日之前 同學可將訂書表格投入「校內訂購收集箱」。 

8 月 29 日 

9:00-12:45 (升中一至中三) 

13:15-16:00(升中四至中六) 

商務印書館員工到校派書。 

（請帶備足夠款項即場認購早前所訂課本。） 

 

升中四 

8 月 3 日 學校派發書單。 

8 月 12 日 學校公布中四編班及選修科安排。 

升中四同學可於 8 月 16 日或之前將訂書表格投

入「校內訂購收集箱」。 

8 月 29 日 

13:15-16:00(升中四至中六) 

商務印書館員工到校派書。 

（請帶備足夠款項即場認購早前所訂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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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售賣夏季體育服及校服 

添記校服公司將於 7 月 28 日及 7 月 29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及 8 月 10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到校售賣夏季體育服。而金綸服裝公司會於 8 月 10 日上午 9:00 至下

午 4:00 到校售賣校服。如有需要的同學屆時可即場購買。 

 

 

(十) 學生會活動 

 第三十一屆學生會選舉於 7 月 4 日開始正式接受內閣提名，提名表格及選舉細則可

於學校網頁內下載。 

 本年度第二次代表會將於 7 月 6 日放學 3:20-3:45 在 106 室舉行，各班班主席、領袖

生代表請依時出席有關會議。 

 8 月 4 日下午學生會將舉辦躲避盤比賽，學生可自由報名參加，詳情留意學生會宣

布。 

 

 

(十一) 比賽殊榮 

1. 由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主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2B 鍾智健獲初賽二

等獎、決賽三等獎。 

2. 第六屆頌和平徵文比賽中，3A 歐陽恩彤獲初中組優異獎。 

3.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4A 蕭凱晴、4C 蔡沛芯，獲二人朗誦（粵語）優良 

 4A 蕭凱晴、4C 蔡沛芯、4C 李婉菁，獲詩詞或散文獨誦（粵語）優良 

 2B 李袁孝睿、1D 游睿敏，獲詩詞或散文獨誦（普通話）優良 

 2B 葉翔、2B 鄭穎榆、1A 鄢語晨，獲詩詞或散文獨誦（普通話）良好 

4. 屯門區華服(漢/唐)設計及演繹比賽 

 初中組亞軍：3A 戴珺雯  

 初中組優異奬：3B 李靖怡 

 初中組最佳姿態神情獎：3A 戴珺雯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季軍 

5. 游泳隊參與「屯門區學界游泳賽 2021-2022」，獲得以下獎項： 

 3D 李曉童獲女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冠軍 

 3D 林子琦獲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亞軍。 

 4C 林寶然獲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季軍。 

 3C 余子凝獲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季軍。 

 3A 陳欣意獲女子乙組 200 米蛙泳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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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C 班王譽澄同學參與校外舞蹈比賽獲以下獎項 

 Dance World Cup 2022 (香港區初賽） 

 少年爵士舞獨舞組冠軍及最佳女舞蹈員 

 少年抒情舞獨舞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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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號                                                

     通訊  回條 

 

本人已收閱  貴校「七月份家長通知書」，並已知悉所載各項活動之情況。 

 

 

中 _______ 班 _______ 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七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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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年度 試後活動安排  

 

日期 時間 班級 活動項目 地點 負責組別 備註 

27/7 

(星期三) 

8:30 - 10:30 中二 新興運動日 

禮堂 

操場 

小禮堂 

課外活動組 

中二級同學須穿著整齊

體育服(長褲)於 8:15 前

回校並到基本室等候點

名 

11:00-13:00 中三 新興運動日 

禮堂 

操場 

小禮堂 

課外活動組 

中三級同學須穿著整齊

體育服(長褲)於 10:45

前回校並到基本室等候

點名 

28/7 

(星期四) 

8:30 - 16:00 ------ 中一新生註冊 禮堂 教務組 

其他學生不須回校 
9:00 - 16:00 ------ 

訂購運動服(添記) 
食堂 

校務處 

訂書(商務印書館) 圖書館 

29/7 

(星期五) 

8:30-13:00 全校 #試卷講解  基本室 教務組 

全校各級須穿著整齊校

服於 8:30 前回校 

8:30 - 16:00 ------ 中一新生註冊 食堂 教務組 

9:00 - 16:00 ------ 
訂購運動服(添記) 

食堂 
校務處 

訂書(商務印書館) 圖書館 

14:15 ------ 校務委員會會議 校長室 助理校長 

1/8 

(星期一) 
8:30-13:00 全校 #試卷講解  基本室 教務組 

全校各級須穿著整齊校

服於 8:30 前回校 

2/8 

(星期二) 

8:15 – 13:00 新生 學科測驗 禮堂 教務組 (1) 中四及中五中文拔

尖及奮進班同學須

穿著整齊校服於

10:00 前回校 

(2) 其他學生不須回校 

10:00-12:00 
中四 

中五 
#中文拔尖及奮進班 基本室 中文科 

12:15-14:15 ----- 收購舊課本 小禮堂 家教會 

3/8 

(星期三) 

9:00-9:30 全校 
#核對考試分數 

派發暑期須知 
基本室 教務組 

全校各級學生須穿著整

齊校服於 9:00 前回校 

(校方向家長發出暑期

須知家長信電子通告) 

10:00-11:30 

中一 

中四 

中五 

線上團隊解謎活

動 TEAM UNLOCK 
基本室 課外活動組 

10:00-11:00 
中二 

中三 

#以中學理科知識理

解中醫藥食同源觀念 
禮堂 

STEM 

專責小組 

11:15 - 13:15 ------ 收購舊課本 小禮堂 家教會 

4/8 

(星期四) 

8:00-8:30 ------ 中五升留級會議 會議室 教學發展組 領袖生須穿著整齊體育

服(長褲)於 9:00 前回校 

 9:00 -13:00 領袖生 領袖生訓練活動 禮堂 學生發展組 

15:00-17:00 全校 躲避盤 禮堂 學生會 

學生自由參加，須向學

生會報名，學生須穿著

整齊體育服(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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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班級 活動項目 地點 負責組別 備註 

5/8 

(星期五) 

8:00-8:30 ------ 中三升留級會議 會議室 教學發展組 (1) 中三級學生須穿著

整齊校服於 9:00 前

回校 

(2) 家長須完成簽覆暑

期須知電子回條(全

體同學) 

(3) 中四及中五中文拔

尖及奮進班同學須

穿著整齊校服於

10:00 前回校 

(4) 其他學生不須回校 

10:00  ------ 中一二四升留級會議 會議室 教學發展組 

9:00-9:30 中三 #中三公布成績及選科 基本室 
教務組/ 

學生支援組 

10:00-12:00 中三 
#高中學習技巧 

培訓班 
基本室 教學發展組 

10:00-12:00 
中四 

中五 
#中文拔尖及奮進班 基本室 中文科 

8/8 

(星期一) 

9:00-17:00 

中一 

中二 

中三 

英文科拔尖日營 

廸士尼樂園青少年學

習系列 – 

迪士尼的物理世界 
廸士尼 

樂園 
英文科 只供報名同學參加 

9:00-17:00 
中四 

中五 

英文科拔尖日營 

廸士尼樂園青少年學

習系列 – 

廸士尼款客服務 

體驗坊 

9:00-12:30 中五 
「推薦試升」計劃 

中文、通識 
201 室 教學發展組 

有關學生須穿著整齊校

服於 9:00 前回校 

9/8 

(星期二) 

9:00-10:00 中一 
#中電「校園工程師」

講座 
禮堂 

STEM 

專責小組 

(1) 中一級學生須穿著

整齊體育服(長褲)

於 9:00 前回校到基

本室點名。 

(2) 中四及中五中文拔

尖及奮進班同學須

穿著整齊校服於

10:00 前回校 

(3) 中三級同學須穿著

整齊校服並於12:30

前親身將選科表交

回校務處 

10:15-11:15 中一 中一活動日 基本室 學生發展組 

10:00-12:00 
中四 

中五 
#中文拔尖及奮進班 基本室 中文科 

9:00-12:30 中三 交回選科表 校務處 學生支援組 

9:00-10:00 中三 

售賣舊課本 小禮堂 家教會 10:15-11:15 中二 

11:30-12:30 中一 

9:00-12:30 中五 

「推薦試升」計劃 

英文、物理 / 歷史 / 

視藝 / 化學 / 經濟 

201 室 教學發展組 
有關學生須穿著整齊校

服於 9:00 前回校 

下午 ------ 校務會議 會議室 全體老師 學生下午不須回校 

10/8 

(星期三) 

9:00-10:30 中五 生涯規劃活動 禮堂 學生支援組 

中五級學生須穿著整齊

校服於9:00前回校到基

本室點名。 

11:00-12:00 中五 

學生綜藝表演 

表演單位： 

Para. 及 199 

禮堂 學生發展組 

9:30-10:30 升中一 

售賣舊課本 小禮堂 家教會 
10:45-12:45 

中四 

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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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30 中五 

「推薦試升」計劃 

數學、生物 / 中史 / 

經濟 / 地理 / 資通 

201 室 教學發展組 
有關學生須穿著整齊校

服於 9:00 前回校 

9:00-16:00 

9:00-13:00 
------ 

訂購校服(金綸) 

訂購運動服(添記) 
食堂 校務處  

11/8 

(星期四) 

9:00- 10:00 中四 #生涯規劃活動 禮堂 學生支援組 

中四級學生須穿著整齊

校服於9:00前回校到基

本室點名 

10:30-11:30 中四 

學生綜藝表演 

表演單位： 

Para. 及 199 

禮堂 學生發展組 

9:00 ------ 
中文、英文、數學、 

通識/公社/生社科務會議 
各科 

自定 
科主任 

12/8 

(星期五) 

9:00 - 11:00 
中一至 

中五 

#結業禮 

派發成績表及 

學年終結安排 

禮堂 

基本室 
--------- 全校各級學生須穿著整

齊校服於9:00前回校到

基本室點名 
11:30-12:30 升中五 

學生會選舉籌備會議

(有意參選學生) 
106 室 課外活動組 

備註： 1. 試卷講解日(29/7, 1/8)學生須於 8:30前回校，學生可於 8:00進入校舍。 

而 8月 3日往後的試後活動，學校正門開放時間為 8:30，按上表備註指示有關

同學須於 9:00前回校。 

    2.  # 跨境生必須透過 TEAMS平台一同出席有關活動。 

    3.   如教育局宣布 12/8停課，結業禮將順延至 13/8星期六 9：00舉行。 

4. 如教育局宣布其他日子停課，請留意學校網頁公布最新安排。 

5. 試後活動期間，除備註所示的指定活動外，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否則 

不會獲准進入學校。 

6. 「商務印書館」會於大門櫃枱設置訂購收集箱，各級交回「訂書表」期限為 

8月 16日(星期二)，而到校付款及領取課本為於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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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 譚伯羽中學   講解試卷 時間表 (21 - 22)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時間 1A（101） 1B（102） 1C（103） 1D（104） 2A（201） 2B（202） 2C（203） 2D（204） 3A（301） 3B（302） 

08:30-09:00 
數學 普通話 地理 普通話 電腦(211) 數學 科學 中文 數學 地理 

C7 B8 D5 B6 C14 C13 C9 B9 C1 D3 

09:00-09:30 
數學 地理 生社 中史 生社 數學 電腦(211) 中文 數學 生社(二) 

C7 D5 D4 D11 B5 C13 C14 B9 C1 D8 

09:30-09:45 小  息 

09:45-10:15 
音樂(521) 音樂(521) 數學 生社 普通話 普通話 英文 科學 英文 英文 

D9 D9 C16 B5 B6 B8 A6 C9 A11 A5 

10:15-10:45 
英文 數學 數學 中文 中文 電腦(211) 中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A7 C4 C16 B10 B1 C14 B9 A8 A11 A5 

10:45-11:15 
地理 數學 班主任時間 中文 中文 中史 中文 電腦(211) 生社(一) 中史 

D5 C4 C16 B10 B1 D7 B9 C14 D1 D15 

11:15-11:30 小  息 

11:30-12:00 
中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音樂(521) 音樂(521) 中文 化學 

B8 B2 B6 A5 B1 B7 D9 D9 B4 C11 

12:00-12:30 
中文 中文 中文 科學 科學 中文 數學 班主任時間 中文 中文 

B8 B2 B6 C9 C8 B7 C13 B9 B4 B10 

12:30-13:00 
中文 中文 中文 地理 音樂(521) 音樂(521) 數學 普通話 班主任時間 中文 

B8 B2 B6 D5 D9 D9 C13 B7 A11 B10 

           
時間 3C（303） 3D（304） 4A（401） 4B(402) 4C(403) 4D(404) 5A（405） 5B（406） 5C（305） 5D（306） 

08:30-09:00 
化學 中文 公社(521) 公社(521)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化學 英文 英文 英文 

C11 B4 D15 D10 A2 A8 C5 A7 A4 A3 

09:00-09:30 
班主任時間 中文 公社(521) 公社(521)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數學 英文 英文 英文 

B11 B4 D15 D10 A2 A8 C6 A7 A4 A3 

09:30-09:45 小  息 

09:45-10:15 
中史 地理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經濟(305)/歷史(306)/物理(411)/視憑(110)/化學(406) 

D7 D5 C10 C11 C7 C8 D8 D1 C1 B11/C5/ 

10:15-10:45 
生社(一) 英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521)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通識(521) 

D15 A9 C10 C11 C7 C8 D12 B7 A4 D13 

10:45-11:15 
物理 英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521)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通識(521) 

C9 A9 C10 C11 C7 C8 D12 B7 A4 D13 

11:15-11:30 小  息 

11:30-12:00 
地理 數學 經濟(403)/歷史(404)/物理(411)/視憑(110)/化學(401) 英文 數學 數學 中文 

D5 C14 D8 D1 C1 C16/C5/ A1 C6 C3 B5 

12:00-12:30 
中文 數學 生物(409)/中史(403)/經濟(404)/地理(321)/資通(211)/數二

(401) 

英文 數學 數學 中文 

B11 C14 C2 D15 D6/D3/ C12/C10/ A1 C6 C3 B5 

12:30-13:00 
中文 班主任時間 化學 地理 生物 經濟 英文 數學 數學 中文 

B11 C14 C5 D3 C2 D6 A1 C6 C3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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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星期一） 

 

時間 1A（101） 1B（102） 1C（103） 1D（104） 2A（201） 2B（202） 2C（203） 2D（204） 3A（301） 3B（302） 

08:30-09:00 
生社 中史 科學 數學 地理 科學 班主任時間 生社 生物 物理 

D13 D11 C2 C4 D9 C8 A6 D5 C13 C9 

09:00-09:30 
中史 科學 電腦(211) 數學 班主任時間 中文 生社 地理 物理 生物 

D11 C2 C14 C4 C8 B7 D5 D9 C9 C13 

09:30-09:45 小  息 

09:45-10:15 
普通話 生社 英文 電腦(211) 數學 生社 英文 中文 音樂(521) 音樂(521) 

B8 D4 A5 C14 C8 D5 A6 B9 D9 D9 

10:15-10:45 
英文 班主任時間 英文 班主任時間 數學 地理 英文 中史 中史 生社(一) 

A7 D4 A5 B10 C8 D5 A6 D7 D10 D15 

10:45-11:15 
英文 電腦(211) 英文 中文 英文 班主任時間 中文 數學 生社(二) 班主任時間 

A7 C14 A5 B10 A12 D5 B9 C3 D8 D15 

11:15-11:30 小  息 

11:30-12:00 
科學 英文 音樂(521) 音樂(521) 英文 英文 中史 數學 地理 數學 

C9 A9 D9 D9 A12 A10 D7 C3 D3 C7 

12:00-12:30 
電腦 英文 中史 英文 英文 英文 普通話 英文 電腦(211) 數學 

D2 A9 D11 A5 A12 A10 B7 A8 C14 C7 

12:30-13:00 
班主任時間 英文 普通話 英文 中史 英文 地理 英文 化學 電腦(211) 

A7 A9 B6 A5 D15 A10 D9 A8 C11 C14 

           
時間 3C（303） 3D（304） 4A（401） 4B(402) 4C(403) 4D(404) 5A（405） 5B（406） 5C（305） 5D（306） 

08:30-09:00 
電腦(211) 生社(二)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公社(521) 公社(521) 班主任時間 英文 英文 英文 

C14 D8 B8 C11 D10 D15 B6 A7 A4 A3 

09:00-09:30 
生社(二) 中史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公社(521) 公社(521) 班主任時間 英文 英文 英文 

D8 D7 B8 C11 D10 D15 B6 A7 A4 A3 

09:30-09:45 小  息 

09:45-10:15 
數學 生社(一)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C7 D15 A1 A11 A2 A8 B6 B7 B5 C12 

10:15-10:45 
數學 電腦(21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C7 C14 A1 A11 A2 A8 B6 B7 B5 C12 

10:45-11:15 
音樂(521) 音樂(521)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D9 D9 A1 A11 A2 A8 B6 B7 B5 C12 

11:15-11:30 小  息 

11:30-12:00 
生物 化學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生物(409)/中史(305)/經濟(306)/地理(321)/資通(211) 

 C13 C11 B8 B9 B2 B10 C2 D10 D8 D5/C12/ 

12:00-12:30 
英文 生物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通識(521) 通識(521) 班主任時間 

A4 C13 B8 B9 B2 B10 C6 D12 D13 B5 

12:30-13:00 
英文 物理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數學 通識(521) 通識(521) 班主任時間 

A4 C9 B8 B9 B2 B10 C6 D12 D13 B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