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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2-000-SEPT 

 

九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訓育事宜 

         學校一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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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貴子女自出生起已是曲髮或有不同髮色，請叮囑同學開學後盡快向樊偉

滔老師登記，以免產生誤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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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惡劣天氣下之上課及停課安排 

若在學校上午上課之前，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而

教育局又宣布全日制學校停課，學生不須回校。學校將保持開放，照顧已經返抵學校

的學生，並照顧學生直至其離校返家。若在學校上課期間，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本校將會： 

   繼續上課，直至午飯時間。若屆時紅色或黑色之暴雨警告仍然生效，而天氣及學

校附近道路交通情況許可，校方會解散學生離校；若天氣及附近道路情況不許

可，校方會繼續下午的課節，直至課節完畢方才解散學生。 

 若午飯時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已經除下，本校將會按正常時間表上課，同學可於

午飯後，依照下午之上課時間回校。 

   任何情況下，校方只在天氣及學校附近道路或交通情況容許下，才會解散學生離

校；     

   若有需要，學生可利用校內電話與家長聯絡，以安排接送學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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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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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津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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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請家長拍攝相關「綜援」資格證明文件，並透過 e-class 電郵予冼小姐，

以便學校跟進。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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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班主任向各同學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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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 月 25 日前把匯報表呈交校方審批，中六同學請於 2023 年

2 月 3 日前呈交校方。(領取「綜援」者必須同時呈交「綜援」證明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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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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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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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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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大學學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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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

訊亦將同時透過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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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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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中數學、數學單元二、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及企

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等科目均預設以英語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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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日七/星期三)或之前將「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

言」申請表格(中四上學期適用)交給班主任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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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將以 e-class 電郵表格給跨境同學，請跨境同學於 9 月 14 日前將已填妥之表格電郵

給董兆祥老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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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透過班主任派發

給有需要之中五級同學，有需要申請的同學請填寫並經家長簽名後，於 9 月 14 日(日七

/星期三)或之前，將「高中科目改用中文為教學語言」申請表格交給班主任老師，逾期

恕不受理。 

 
 

(十一) 八達通更新身分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的申請程序已全面電子化，涵蓋新申請及延續申請。為減少

用紙，八達通公司已停止派送實體申請表到校。同學可於 9 月 1 日起經港鐵網站或經

MTR Mobile 申請附相片的新個人八達通或延續學生身份。整個網上申請程序已於本月

初上載至學校網頁，同學如有疑問，可聯絡陳加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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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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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呈交註冊醫生證明書。 

 

 

(十三) 學生會選舉及跨境生模擬網上投票安排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已定於 9 月 14 日（日七、星期三）第七、八節舉行，而原本該

節之課堂將會取消。候選內閣正在展開宣傳攻勢，努力拉票。選舉委員會安排於當日該

時段投票之前召開諮詢大會，讓同學向內閣作公開諮詢，詳情稍後公布。跨境生因未能

在港進行實體投票，故需參與 9 月 13 日（星期二）放學後下午 3:45 至 4:15 的模擬網上

投票及網上 TEAMS 課室系統測試，詳情稍後公布。 

 

 

(十四)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與東星文具公司將於九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在校內舉行文具展銷，詳情請留意

學生會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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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將安排 32 個屬

會及校隊讓學生參與，詳情請參閱附表。 

各家長請協助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報名參加有關屬會。本年度由於受疫情影

響，屬會的報名活動改為透過網上 Google Form 報名，時間由 9 月 28 日（星期三）至

10 月 1 日（星期六）。每位學生可選 5 個志願，各學生將最少獲分派一項屬會或校隊活

動，有關名單將於 10 月底公布。 

如家長或同學對屬會報名安排有任何疑問，可透過 e-Class 電郵系統，聯絡各屬會

顧問老師，亦可向課外活動組蔡永威老師或李德強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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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星期三放學後之課外活動 

校方於星期三放學後（下午 3 時 45 分開始）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同學參與，請督

促 貴子弟準時出席以下的課後活動，日期如下。由於活動需按教育局的防疫指引進

行，部份活動或會安排於網上進行，活動時限亦會修訂。各活動之最終安排，請同學

留意各組別的公布。 

 日期 活動 (*地點) 負責組別 

 

 

 

 

 

 

 

 

 

 

 

星期三 

14/9 學生會選舉 課外活動組 

21/9 屬會日幹事訓練 課外活動組 

28/9 屬會日幹事訓練 課外活動組 

5/10  校隊訓練 / 入境事務處青少年領袖團招幕講座 

(中一至中三級) 

課外活動組 

學生支援組 

12/10  校隊訓練 課外活動組 

26/10  校隊訓練 課外活動組 

2/11 A 組屬會活動 (1) 課外活動組 

9/11 B 組屬會活動 (1) 課外活動組 

23/11 數學科聯課活動(中一至中三級) (*禮堂)  數學科 

30/11 A 組屬會活動 (2) 課外活動組 

7/12 B 組屬會活動 (2) 課外活動組 

14/12  校隊訓練 課外活動組 

18/1 德育講座(中一至中三級) (*禮堂) 學生發展組 

1/2 中文科聯課活動(中一至中三級) (*禮堂)  中文科 

8/2 A 組屬會活動 (3) 課外活動組 

15/2 B 組屬會活動 (3)  課外活動組 

22/2 A 組屬會活動 (4) 課外活動組 

1/3 英文科聯課活動(中一至中三級)(*禮堂) 英文科 

8/3 B 組屬會活動 (4) 課外活動組 

15/3 A 組屬會活動 (5) 課外活動組 

22/3  校隊訓練 課外活動組 

19/4 B 組屬會活動 (5) 課外活動組 

26/4 A 組屬會活動 (6) 課外活動組 

3/5 B 組屬會活動 (6) 課外活動組 

10/5 後備活動日 課外活動組 

17/5 屬會幹事訓練 課外活動組 

24/5 屬會幹事訓練—繳交工作報告 課外活動組 

 

屬會活動日期(22-23)： 

1) A 組屬會： 2/11, 30/11, 8/2, 22/2, 15/3, 26/4  (共 6 次) 

2)  B 組屬會： 9/11, 7/12, 15/2, 8/3, 19/4, 3/5  (共 6 次)   

如未能進行面授活動，活動將改為網上進行或取消，活動時間亦由 1 小時 15 分鐘改為 30-60

分鐘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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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豁免參加課外活動 

若同學以健康為理由不能參加課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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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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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英文拔尖課程 

為鼓勵同學精益求精，提升英語水平，英文科每年均於暑期舉辦以下拔尖活動： 

級別 措施 

中一至中三級 英文科學年成績首 20 名同學免費參加由外籍老

師教授的英文課程。 

中四至中五級 若疫情許可，中四及中五級英文科學年成績首 3

名同學可免費參加新加坡遊學團。若屆時境外旅

遊仍未能回復正常，則免費參加本地的英語沉浸

活動。 

期望同學盡早訂立目標，自勉自勵，努力學好英文。 

 

 

(二十) 高中同學訂購英文生字參考書 

為協助同學學習英文生字，中四至中六級同學須訂購以下英文參考書，費用為

$148.5，詳情由英文老師稍後公布。 

Title Publisher 

Effective Usage of Vocabulary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Pilot Publishers Servic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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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初中奮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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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將

開辦初中奮進班。學校將於九月下旬發放有關的電子家長函給需要參加奮進班的同學

家長。奮進班不收費，但參加同學須繳交二百元保證金以確保出席率達 80%。奮進

班逢星期六上午上課(實體面授，跨境同學以 Teams 上課)，上學期共七課。同學必須

穿著學校所規定之假期服式，並帶備所需用品準時回校，進入校門及離校時必須拍八

達通卡。上學期奮進班上課日期如下：8/10、15/10、5/11、12/11、26/11、10/12、17/12 

(共 7 次) 

 

 

(二十二)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 中三級升高中課程簡介會/中六

級升學途徑簡介會 
 

家教會將於十月十四日（星期五）晚上七時正，暫定在本校禮堂舉行會員大會（如

因禮堂工程延誤則改於基本室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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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特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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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長們了解有關資訊，加強各方面的溝通。報名表格將於九月

尾透過電子通告發出，敬請各位家長預留有關時間，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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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跨境學生已到校領取或將收到郵遞該練習乙本；而其他學生

的練習則於上課日由科任老師派發。是項練習的款項（五十元正）將於 9 月 2 日與其

他開學雜費一併繳交。 

 

 

(二十四) 中一活動日 

1. 十月六日（星期四）放學後，領袖生與中一 A 及 B 班同學將進行活動，藉以

加強彼此溝通及聯繫。詳情將透過班主任老師公佈。 

2. 十月十日（星期一）放學後，領袖生與中一 C 及 D 班同學將進行活動，藉以

加強彼此溝通及聯繫。詳情將透過班主任老師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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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班長及班會幹事訓練 

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日四)放學後，學生發展組將為新任的班長及班會幹事舉辦

訓練班，請所有有關同學務必準時出席。 

 

 

(二十六) 班會自治計劃實施 

為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及生活技巧，一如既往，由第二個循環周（九月十五日） 開

始，各班須於放學後分組清潔課室。自治計劃實施的第一天，領袖生將到中一級各班

指導同學打掃課室。 

 

 

(二十七) 體育活動校隊選拔 

以下為各項體育活動校隊之選拔時間，請有興趣參加校隊之同學，屆時到指定場

地聯絡有關老師 / 導師。 

項  目 日  期(星期) 時  間 地  點 負責老師 

游泳隊 9 月 9 日(五) 下午 5:00-6:00  屯門泳池 李德強 

羽毛球隊 9 月 13 日(二) 下午 4:00-6:00 學校排球場 李德強 

排球隊 9 月 15 日(四) 下午 4:00-6:00 學校排球場 李德強 

乒乓球隊 9 月 15 日(四) 下午 4:00-6:00 小禮堂 李德強 

籃球隊 9 月 19 日(一) 下午 4:00-6:00 學校籃球場 李德強 

 

 

(二十八) 旅行日安排 

本年度旅行日定於 11月 16日(星期三)進行，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將安排到烏溪沙

青年新村參與日營活動，而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將安排到香港迪士尼主題公園進行園區

活動。若同學因特別情況未能出席此活動，請於 9月 9日(星期五)或之前以書面通知

學校，以便學校確定出席人數。學校已為同學申請特別津貼，各同學可獲免費門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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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將

於日後再作公布。 

另外，按現時防疫政策，同學在活動當日進入各康樂營地或主題公園均需符合疫

苗通行證第三階段相關要求。故此，如同學現時未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或只接種 2

針及即將超過 180日，請把握時間安排疫苗接種。如未能達標的同學，旅行當日需回

校進行其他指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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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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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須在九月十四日至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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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前)

到教員室(三)將學費交予冼小姐，屆時會發回收據。如有任何問題可向胡思珩老師查

詢。 

 

(三十) 箭藝活動安全守則 

本校設有射箭隊、箭藝訓練班及體育堂射箭課等箭藝活動。凡參加之同學必須嚴

格遵守教練或體育老師之安全指引，不可作出危害他人之行為或蓄意破壞學校公物。

蓄意違反者必須負上法律責任，除需要賠償學校一切財物損失外（包括修理/補購該

項目的全費），還須接受校方之紀律處分。如情況嚴重，校方將報警處理。 

 

 

(三十一) 新學年駐校服務安排如下 

社工 辦公時間 駐校時間 聯絡電話 社工室地點 

謝崇詩姑娘 上午 9時 

至 

下午 5時 30分 

星期一，三，

四，五 
2458 1986 

121 室內 

社工室 (一) 

梁曉炘姑娘 
星期一，二，

三，五 
2714 1479 

121 室內 

社工室 (二) 

提供服務機構 ：香港家庭福利會 (中心電話 ：2348 3733) 

 

 

(三十二) 比賽殊榮 

1. 3C班王譽澄同學參與校外舞蹈比賽獲以下獎項： 

 世界盃舞蹈賽 2022 (Dance World Cup) (香港區初賽) 

 少年爵士舞獨舞組冠軍及最佳女舞蹈員 

 少年現代舞獨舞組冠軍及最佳女舞蹈員  

 Inspired Dance Education Abecedarain (IDEA)主辦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國際組) 

 最佳表演獎(高級組) 

 爵士舞獨舞 13-15 歲組金獎 

 現代舞獨舞 16-19 歲組金獎(越級賽) 

 夢想盃 (Dream Cup) 舞蹈比賽 2022 

 追夢者獎—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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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舞獨舞金獎 

 現代舞獨舞金獎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中學組 2022 

 爵士舞獨舞優等獎 

 現代舞獨舞優等獎 

 International Dance Organization 及香港舞蹈總會 IDO International Dance 

Organization 

 現代舞獨舞冠軍 

 爵士舞獨舞冠軍  

 中國舞獨舞冠軍  

 信義會 x 中電 [Super Teen 拉闊生命嘉許計劃] 

 優越體藝獎 

 屈臣氏集團[學生運動員獎]2022 獎項 

2. 由教育局主辦之中小學數學應用創意信息圖設計比賽(2021/22)，5B葉嘉琪同學榮

獲高中組銅獎。 

3. 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賽 2022」， 5A 許英傑、5B 蔡

坤熹、5C林韋憲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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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2023 年度屬會名稱及顧問老師      

 

1. 英文學會：鍾茵茵 盧韻思 文淑玲 Gini                         2. 中文學會：羅葆筠 鄧詩婷           

3. 數學學會：袁凱玲 黎敏儀 4. 社會科學學會：陳子聰 陳嘉欣 葉志乘   

5. 理科學會：周碧玉 麥國榮   6. 歷史學會：廖世文  

7. 科技創意學會：陳加進 阮加悅 陳浩任  8. 美術學會﹕冼瑞怡 

9. 園藝學會：陳淑儀 10. 書法學會：周念慈 

11. 合唱團：胡思珩   12. 管樂團：胡思珩     

13. 紅十字會青年團：洪佩華 14. 女童軍﹕梁倩怡 

15. 少年警訊：關嘉麗 16. 戲劇學會：鄧淑霞 林穎欣 

17. 舞蹈學會：林綺華 18. 攝影學會：廖影文 

19. 中文辯論學會：梁紅珊 施杏兒   20. 英語辯論隊：黃湯妙嬋 袁鳳儀 

21. 橋牌學會：盧榮強 22. 繪畫班：李紫文 

23. 家政學會：陳嘉欣 24. 升旗隊：程梓恒 

25. 游泳隊：李德強 26. 射箭隊：李慧康 

27. 羽毛球隊：李德強 28. 乒乓球隊：李德強 

29. 足球隊：蔡永威 30. 排球隊：李德強 

31. 籃球隊：李德強 32. 田徑隊：蔡永威 李德強 李慧康 程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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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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