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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1-000-NOV 

 

十一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聯校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坊 

聯校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坊將於 12月10日(星期五、日二)下午舉行，由於全體老

師均須前往有關場地出席工作坊，故當天下午所有課堂(包括面授及網上形式)及課外

活動將會取消。當天全部班別的第四節上課時間將縮短至半小時，放學時間為12時30

分，敬請家長及同學注意。 

 

 

(二) 家長教師會家長講座 

本會將於 12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12時)舉行家教會執委會就職典禮及   

家長講座。本會誠邀黃亞保伉儷，主持名為「成長餐單」講座。黃亞保先生為中華廚

藝學院校友會主席，曾任多個電視烹飪節目主持及中餐廳的行政總廚；而黃太為小學

家教會委員。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請見下星期《家教會 11月快訊》電子通告。座

位有限，敬請各位家長把握報名機會，並預留當天時間出席。 

 

 

(三) 中六級英文科統一測驗 

為協助中六級學生應考中學文憑試，我校將進行中六級英文科統一測驗，全體中

六級學生必須參與。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服飾 

卷一 11 月 18 日(星期四) 8:30am - 10:00am 本校禮堂 整齊校服 

卷二 上課時間進行 

卷三 11 月 18 日(星期四) 10:30am - 12:30pm 本校禮堂 整齊校服 

卷四 12 月 2 日(星期四) 2:15pm – 4:30pm 稍後公佈 整齊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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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六級數學科統一測驗 

為協助中六級學生應付中學文憑考試，我校將進行中六級數學科統一測驗，全體

中六級學生必須參與。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服飾 

卷二 11 月 19 日(星期五) 08:30 am – 09:45 am 五樓演講室 整齊校服 

卷一 11 月 19 日(星期五) 10:15 am – 12:30 pm 五樓演講室 整齊校服 

 

 

(五) 旅行日安排(低年級旅行日將改為 11月 18日進行) 

1 本年度旅行日將安排各級同學到海洋公園進行生態學習及園區活動，活動日期如下： 

 11月 17日(星期三) 11月 18日(星期四) 

中四至中六級 
旅行日(海洋公園) 

如未被安排其他活動，學生不

用回校。 

中一至中三級 如未被安排其他活動，學生不用

回校。 
旅行日(海洋公園) 

2 同學須於上午 8時 30分回校集合及在基本室點名(同學可於 8時進入校門)，並 

於下午 2時在海洋公園內集合回程，預算約下午 3時 30分回校解散。所有同學必須

乘搭旅遊巴回程，並且在校門前解散。 

出發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回程在海洋公園內集合  

(集合時間) 

解散地點 

(解散時間) 

本校 ( 8 時 30分) 海洋公園(下午 2時正) 本校 (約下午 3 時 30分) 

3服飾：冬季體育服運動套裝，或體育服短袖 T恤及深藍或黑色長褲(包括牛仔褲)。

若學生服飾不符合校方要求，會受紀律處分。 

4 午膳：同學可自備午膳或使用園區內膳食服務(自費)。 

5 同學可帶備電話，以便聯絡園區服務站或學校。學校電話號碼：24501402 

6 同學可自備相機，以便拍攝園內動植物生態，並可參與由攝影學會、視藝科及課外

活動組聯合主辦之攝影比賽。 

7 同學須遵守園區內的使用守則，並需留意社交距離及其他防疫安排。(學校已向園

區提交參與活動的師生名單；同學進入園區時，可減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8 其他活動詳情及學生注意事項，將會透過 ECLASS 電郵給學生。 

9 同學如活動當日因病請假，需提交醫生證明。 

 

 

(六) 小六家長簡介會 

為使區內小學生及家長對我校有更多認識，本校將於 12月 4日（星期六）上午

舉辦小六家長簡介會。本年度簡介會將設現場及網上直播兩種形式，歡迎家長及同學

轉告親友，並邀請應屆小六學生及其家長參加，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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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全校大合照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三、日十四）將拍攝畢業班照片及各班班照，拍照時

同學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各班同學勿穿毛衣。而當日有體育課的同學，請帶備運動服

回校更換。受疫情影響，學生拍照時仍須戴上口罩。為美觀計，各位同學在拍照班照時

須佩戴淺藍色口罩，請各位及早準備。如有任何疑難，請聯絡各班班主任。 

 

 

(八) 屬會活動安排 

各初中同學均已分配最少一個學會，分配名單已於 11月 1日公布。由於 11月份

仍未能恢復全校全日面授課堂，故 11月份星期三 A、B組的屬會活動將會取消。首次

A、B組屬會活動將於 12月 8及 15日舉行，若當日仍未能恢復全校全日面授課堂，

活動將改為透過 TEAMS於網上進行。網上活動時間由 3時 45分至 4時 15分或至 4

時 45分，詳情由個別屬會再通知各會員。 

 

 

(九) 奧運健兒訪校 

為發揚「譚中人精神」，本校邀請了 2020東京奧運女子乒乓球團體項目銅牌得主

蘇慧音小姐到校，與同學分享她的成長經歷及參加奧運的趣事。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21年 11月 16日（星期二） 

 時間：2:15pm – 3:15pm 

 地點：本校禮堂 

當天下午的實體課、網上授課及補課將會取消，屆時已恢復全日授課的班別需前

往禮堂出席以上活動。已簽署回條報名參加活動的同學可穿著整齊體育服回校，並須

於活動舉行十四天前已接種第一針新冠肺炎疫苗，並將疫苗接種紀錄副本交予班主任

（如早前已將疫苗接種紀錄副本交回，則不需重複繳交）。 

 

 

(十) 中五級生涯規劃活動日 (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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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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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學生須全體參與，詳情如下:  

 時間: 上午 8時 45分至中午 12時(8時 45分前到學校禮堂點名) 

 地點: 本校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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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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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四訂購數學科必修部分之補充練習 

為鞏固學生的數學知識及強化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應付新高中文憑試，校

方將為中四級同學訂購勤達出版有限公司《多項選擇題應試通》必修部分之選擇題

(2022 年版)，以供課餘練習或課堂教學之用，而該書將使用至中六級。每本原價 190

元，集體訂購優惠價 140 元。 

 

 

(十二)  中六級升學資訊 

1. 本地大學聯招(JUPAS) 

中六學生須於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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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升大申請 

本年度中六學生如有興趣於 2022 年秋季到台灣地區升讀大學，可透過「海外聯

合招生」申請。「個人申請制」上網填報時間為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15 日；「聯

合分發制」上網填報時間為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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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中五級「升學目標及攻略」資優培訓課程 (網上課程) 

本校將於 11 月期間 (12/11、15/11 共兩節課，時間 15:15 – 16:45 )，為中五級資

優同學舉辦「升學目標及攻略」培訓課程。是次課程旨在幫助同學盡早訂定升學目標，

加強學習技巧，讓同學積極裝備自己，為升學及公開考試作好準備。課程由專業培訓

機構 Edvenue®  Limited 舉辦，學校全數資助有關課程費用(參加同學需繳交$100 保證

金，出席率達 80%便發還)。報名程序正在進行之中，符合資格並已經報名的同學，

敬請依上課日期準時出席。 

 

 

(十四)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開始舉辦不同活動，如同學欲參與下午的活動，需符合學校規定

的下午回校守則(十八歲以下同學須於活動舉行十四天前已接種一針新冠肺炎疫苗；

十八歲或以上同學須於活動舉行十四天前已接種兩針新冠肺炎疫苗，並將疫苗接種紀

錄副本交予學校存檔。)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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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捐血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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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中文科初中聯課活動 

中文科將於 12 月 1 日(星期三)放學後 3:45 – 4:45 舉辦一次網上文化常識比賽，

所有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必須出席及參賽。同學屆時在家中登入相關 Teams 課室，

具體安排將於稍後公布。 

 

 

(十七)  地理科考察活動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五選修地理科之同學將到白泥進行一天之戶外考

察。所有同學須於當天早上 8 時 30 分於學校大門集合，考察活動完結後，將會乘

座旅遊巴回校解散。詳情將由地理科老師向有關同學發放。 

 

 

(十八)  乒乓球大滿貫比賽 

為延續「譚中人奧運精神」，本校學生會將舉辦以下一系列乒乓球大滿貫比賽。

資料如下: 

日期：23-11-21  單打比賽 

日期：30-11-21  雙打比賽 

日期：07-12-21  師生雙打比賽 

時間：3:45–6:00  

地點：小禮堂 

有關參賽規則，學生會將稍後公佈。參加比賽的同學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十八

歲以下同學須於活動舉行十四天前已接種一針新冠肺炎疫苗；十八歲或以上同學須

於活動舉行十四天前已接種兩針新冠肺炎疫苗，並將疫苗接種紀錄副本交予班主任

（如早前已將疫苗接種紀錄副本交回，則不需重複繳交）。 

 

(十九)  有機上網 - 基層家庭學童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資訊科技資源中心「有機上網」為正接受學生資助、綜援或

基層學童家庭提供上網服務優惠。家長可就服務詳情、申請手續等致電 2922 9200

或電郵至 info@weborganic.hk 與「有機上網」聯絡。 

計劃網址︰http://www.weborganic.hk/ 

http://www.weborgan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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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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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