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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1-000-OCT 

 

 

十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 中三級選科簡介會/中六級升學途徑

簡介會 

家教會將於十月十六日（星期六）早上十時至十時半，透過網上直播在本校舉

行的會員大會。內容包括會務報告、選舉新一屆家長執委會及家長校董(候選資料

見於本會網頁或十月快訊)。為達致家校合作的目的，活動結束後(約於十時半至十

一時半)，將繼續直播「中三級升高中課程及升學簡介會」、「中六級多元升學途徑

簡介會」，藉此加強雙方面的溝通，共同協助孩子們成長。敬請各位家長填妥電子

通告末的回條，以便本會傳送 zoom 的連結。有關的活動詳情請見《家教會 10 月

快訊》電子通告。敬請各位家長預留當天時間，踴躍參加。 

 

 

 

(二) 上學期測驗日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及二十六日為上學期測驗日。請家長督促子女認

真溫習，做好測驗準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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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立法會已於較早前批出撥

款為參加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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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收取高中堂費 

根據規定，高中學生每學年必須繳交堂費。本年度按政府規定為310元。中四

至中六級同學必須於10月11日至15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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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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陸運會（28/10、29/10）改為在校舉行同樂日「譚中人奧運會」 

根據政府防疫指引，本校師生接種疫苗人數未達可舉辦陸運會的要求，故此原

定在鄧肇堅運動場進行的陸運會，本年度將會取消。該兩日將改為在校分級分時段

舉行同樂日，以提升師生的團結精神及讓學生體驗趣味式遊戲活動。以下為各級回

校活動時間，當日同學需穿著整齊體育服(必須穿著長褲進入校門)，並按時回校參

與活動。活動完結便即時在校解散，並建議同學即時回家休息。同學可在點名時間

前 15 分鐘進入校門，並到各班基本室等候點名。非活動時段的同學，不需回校，

亦不可在學校逗留。此活動為學校指定活動，同學如因病請假需向校方提交醫生證

明書(需按一般請假程序辦理)，敬請各家長留意。 

級 別 日 期 點名時間 活 動 時 間 

10月 28日(星期四) 中一級 8:30 8:30 – 10:00 

10月 28日(星期四) 中四級 10:30 10:30 – 12:00 

10月 28日(星期四) 中二級 下午 1:30 下午 1:30 – 3:00 

10月 29日(星期五) 中三級 8:30 8:30 – 10:00 

10月 29日(星期五) 中五級 10:30 10:30 – 12:00 

10月 29日(星期五) 中六級 下午 1:30 下午 1:30 – 3:00 

 

 

(六) 旅行日安排(低年級旅行日將改為11月18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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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訂購

門票所限，中四至中六級可按原定日期(11月 17日星期三)舉行，而中一至中三級

則需改為 11月 18日星期四(原本為學校假期)才可舉行。若同學因特別情況未能出

席此活動，請於 10月 12日前以書面通知學校，以便學校確定出席人數。學校已為

同學申請特別津貼，各同學可免費參與活動。惟確定出席人數後，當日無故缺席的

同學，需支付相關費用，包括門票費用及旅遊巴費用。活動詳情，將於 11月份家

長通訊再作公布。 

更新的旅行日日期及放假安排如下： 

 11月 17日(星期三) 11月 18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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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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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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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六級升學資訊 

本年度「大學招生辦法(JUPAS)」之申請程序經已展開，請中六級同學按學校

派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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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度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將通過電郵發放升學資訊，請中六級同學保持「e-class」

郵箱有足夠容量接收郵件。 

 

 

(八) 手機短訊通知家長 

校方已於 2021年 9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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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學生會選舉結果 

九月二十三日為第三十屆學生會選舉投票日。本年有 2個內閣角逐。當日第

四節，選舉委員會於投票前召開全校諮詢大會，結果「晟炚(Lighter)」以 298信

任票，成為本校第三十屆學生會幹事會。 

 

 

(十) 學生會代表會會議 

學生會代表會會議訂於 10月 11日(星期一)放學後下午 1時 05分至 1時 30

分於 105室進行。各班班會主席、領袖生代表以及本屆學生會主席及副主席均需

出席有關會議。 

如未能出席的同學，請於 10月 8日(星期五)前聯絡李德強老師。 

 

 

(十一) 中一至中三級購買英文書籍 

校方將替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訂購以下英文小說於下學期課堂上使用，請簽

署回條確認購買。如同學已有該本小說，必須呈交書籍予英文老師，以作核實。 

書目及價格如下： 

 書名 ISBN 價格 

中一 Pie  9780545270120 $60 

中二 Trailblazers: J.K. Rowling 9780593124611 $60 

中三 The Fourteenth Goldfish  978037587114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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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有關英文科校本評核事宜 

若中四及中五同學缺考英文科校本評核試 (SBA)，須呈交醫生證明。缺考同學

只可獲一次補考機會，若同學仍然缺席補考，是次評核將作零分計算。本年度進

行校本評核的確實日期及時間將稍後由科任老師公布。 

 

 

 

(十三) 中四及中五級之英文科校本評核 (SBA) 

為及早準備本學年英文科校本評核(SBA)，中四及中五級同學須預先閱讀有關書

籍，而學校將為同學集體訂購。如同學已採用其他途徑購書，則必須在回覆前將已經

自行購買之書籍交給英文科老師。 

下學期英文科 SBA 書目如下︰ 

 中四 中五 

指定 

授課讀本 

 Princess Diana – Cherry Gilchrist 

(Penguin PR3) 

選讀文本 

(只須選

其中一

本) 

Chinese Cinderella – Adeline 

Yen Mah  

Chinese Cinderella – Adeline Yen 

Mah  

Michael Jordan: Legends in 

Sports – Matt Christopher 

Michael Jordan: Legends in 

Sports – Matt Christopher 

Steve Jobs: Insanely Great – 

Jessie Hartland 

Steve Jobs: Insanely Great – 

Jessie Hartland 

The Story of My Life – Helen 

Keller (Signet Book) 

The Story of My Life – Helen 

Keller (Signet Book) 

Unlocking the Universe – 

Stephen & Lucy Hawking 

(Penguin PR5) 

 

The Survival Guide to Bullying 

Written by a Teen – Aija Mayrock 
 

Virus and Pandemics – Ros 

Wright (Penguin PR6) 
 

不論訂購與否，敬請各位家長於十月十三日或之前回覆。 

購書同學須於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內以八達通方式自行繳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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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升中四選修科目及教學語言 (本年度中三級同學適用)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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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外，

可選讀兩至三個選修科。總結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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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斷完善開設的科目組合，以期為同學創造更

理想的升學空間。現行的選修科目組合詳列如下，請各位中三級的家長及同學細心閱

讀，10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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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留意並踴躍參加。 

 

1. 開設科目： 

    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 

選修組合 科目 

選修一 化學；經濟；地理；生物 

選修二 化學；物理；歷史；視藝；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選修三 生物；經濟；中史；地理；資通；數學延伸單元二* 

 

 如在「選修一」獲派「化學」、「經濟」、「地理」或「生物」科，其「選修二」及「選

修三」內之相同科目將不被考慮，並由次一意願取代； 

 

＊ 有關「數學延伸單元二」之說明： 

 「數學延伸單元二」課程設計的對象為數學能力較高及對數學有興趣的學生，為高

中數學科「必修課程」以外的延伸學習。 

 「數學延伸單元二」不是獨立學科，但在文憑試的成績公布中，「數學延伸單元」的

成績將獨立顯示，而在大學收生程序中，已普遍視為一個獨立「選修科」計算。 

 由於「數學延伸單元二」只適合有興趣及數學能力較佳的學生修讀，因此： 

 以「數學延伸單元二」為選修科的學生，其中三級數學科全年級名次必須於全

級總人數一半或以上； 

 此外，「數學延伸單元二」必須是其「選修三」組合內的首三項意願。 

 學校不會安排沒有滿足以上兩項條件的學生修讀「數學延伸單元二」。 

 如該學年合乎以上條件修讀「數學延伸單元二」的人數不及學校開設選修科之人數

下限，該學年將不會開設「數學延伸單元二」。屆時學生在「選修三」的「數學延伸

單元二」的選擇意願次序將取消，並由次項意願填上。 

 

2. 編排選修科原則︰ 

 各班每班人數由校方訂定。 

 按學生全年總成績排列選科之優先次序，成績較佳者優先。 

 

3. 在教育局「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措施於 21-22學年於中四級落實後，本校高中學生

將不可退修任何選修科。請各位同學慎重編排選科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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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選修科人數之上限︰ 

4.1 各個選修科目人數將按比例平均分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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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學語言： 

5.1 學生可自行決定選用中文或英文學習數理科目(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  

物、資訊及通訊科技)。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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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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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低年級「課後課業支援計劃」(只適用於半天授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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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半天授課日的時間表，計劃詳情修訂如下： 

1. 對  象：初中各級欠交功課學生。 

2. 施行日期：2021 年 10月 12日(日十二、星期二) 開始，逢星期二、五進行。 

3. 時  間：3:00—4:00 (遲到學生須於四時後繼續留下，補回遲到的時間。) 

4. 形    式：登入 Microsoft Teams內「課後課業支援計劃」團隊。 

5. 須    知： a. 學生必須開啟鏡頭，以方便老師點名及維持秩序。如學生不 

開啟鏡頭，會被視為缺席留堂。 

b. 學生無故缺席，須記缺點一次。(學生如於 3:15後才進入會議，

須補罰留堂一次，累積達五次記缺點一個。) 

6. 備  註： a. 學生如須留堂補做欠交的家課，校方將於當天以手機短訊通知 

家長。  

      b. 為確保同學認真完成功課，留堂期間將會進行錄影，有需要時供

校方查看。 

 

 

 

(十六)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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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須在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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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半前)到教

員室(三)將學費交予冼小姐，屆時會發回收據。如有任何問題可向葉秋瑩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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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中六級面試技巧培訓班(網上課程) 

為了讓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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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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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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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星期五)及 26/10(星期二) 

時間：15:00 – 16:30 (網上課程，這兩天其他科目的補課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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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初中數學比賽及數學講座 

本校數學科將於 2021 年 11 月 3 日為初中學生舉辦一次數學網上活動，該活動分為

兩個項目，同學必須出席，詳情如下： 

1. 中一及中二級：數學比賽 

2. 中三級：數學講座 

為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本校特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講師為中三級學生舉行

講座。 

 

 

 

 

註：同學須於 3:40 或之前登入相關 Teams 課室 

 

 

 

(十九) 香港小童群益會 - 智能助你上網易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會計劃為正接受學生資助或綜援學童家庭提供上門電腦技術支援

服務，以協助同學更有效在家進行電子學習活動。詳情可參閱「智能助你上網易」手

機應用程式或致電查詢熱線 25205820。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bgca.bgcaAssistant 

iOS: 

https://apps.apple.com/hk/app/id1560618011 

 

時間 地點 

3:45  4:15 
在家中登入相關 Teams 課室，具體安排將於稍後

透過 eClass 通知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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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中四級公民科用書 

本年度始，在高中核心科目優化措施下，中四級通識科將轉為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本校將會為同學集體訂購以下課本 : 新視野通識教育 2020年修訂版銜接

教材（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費用為 140元正。同學如欲訂購，請於十月十

九日前將款項交任教老師。 

 

 

 

(二十一) 「信望愛慈善基金中國歷史科獎」 

本校獲得「信望愛慈善基金中國歷史科獎」頒贈五千元正，作為獎勵每級(中

一級至中五級)中史科成績全年最優秀同學，每人可獲頒$1,000 元作獎學金，有

關獎項會於學年結束時頒發。上學期測驗即將來臨，期望同學以此獎項為目標，

積極溫習中國歷史科並取得佳績。 

 

 

 

(二十二) 教師研修日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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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

故是日校舍暫停開放，同學請勿回校。 

 

 

 

(二十三) 購買冬季校服 

            金綸服裝有限公司將於 11 月 2 日(星期二、日五)中午 12:00–下午 2:00 派員到

校，即場現售冬季校服，訂購表格將派發予所有中一級學生，稍後其他學生亦可於

學校大門接待處自行領取訂購表格。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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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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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中一級家長於註冊日已登記的)，請填妥電子通告末的回條，以便本會安排。請

家長積極支持自己的團體，發揮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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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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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英文科校本評核用書回條】 

「中一至中三級購買英文書籍」     

回條                       

  
(    ) 本人同意 貴校代買於課上使用的英文小說。 

(    ) 由於敝子弟已有所選書籍，本人毋須 貴校代買，並將著敝子弟呈交小說予英文老師

核實。 

 

 

 

中 _______ 班 _______ 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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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已知悉有關來年英文科校本評核之事宜。並為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學

號___)  
 

1. SBA 授課讀本(只供中五級)。 

□ 已循其他途徑購買 SBA 授課讀本。 

□ 經學校訂購 SBA 授課讀本。 

Princess Diana (PR3) (只供中五級) $87 

 

2. SBA 選讀文本 

□ 已循其他途徑購買 SBA 選讀文本。 

□ 經學校訂購 SBA 選讀文本(並以下選一)。 

 中四，中五 Chinese Cinderella – Adeline Yen Mah  $83 

 中四，中五 
Michael Jordan: Legends in Sports – Matt 

Christopher 
$53 

 中四，中五 Steve Jobs: Insanely Great – Jessie Hartland $84 

 中四，中五 The Story of My Life – Helen Keller (Signet Book) $45 

 中四 Unlocking the Universe – Stephen & Lucy Hawking $78 

 中四 
The Survival Guide to Bullying Written by a Teen – 

Aija Mayrock 
$83 

 中四 Virus and Pandemics – Ros Wright $78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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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 

中三級「選科簡介會」/中六級「升學簡介會」 

回條               

                                     學號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號 

本人將 □會/ □不會  出席十月十六日(星期六 早上)的會員大會。 

(註：出席會員大會的中三級家長將被安排繼續出席中三級「選科簡介會」會議 ;而出席

會員大會的中六級家長則會收到另一條關於中六級「升學簡介會」zoom 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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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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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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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月   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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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