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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2-000-NOV 

 

十一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小六家長簡介會暨參觀日 

為使區內小學生對我校有更多認識，本校將於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上午舉辦小

六家長簡介會暨參觀日。歡迎家長及同學轉告親友，並邀請應屆小六學生及其家長到

校參觀，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 

 

 

(二) 繳交「建設校園設施費」及豁免申請 

教育局向學校發放「空調設備津貼」，但政府之撥款不資助非標準冷氣設施，另維

修保養以及更換冷氣機之費用仍須由學校負責。因此，本校將於 12 月 2 日收取「建設

校園設施費」一百元(鑒於中六級於三月後離校參加公開考試，故只須繳交五十元)。 

 

中一至中三學生將於 12 月 2 日早會時段內繳費；中四至中六學生則須於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前自行繳費)。為照顧有經濟困難的同學，凡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

津貼」的學生，均可自動獲校方豁免(領取半額津貼的學生仍須繳費)。 

 

領取綜援的學生亦可向校方申請豁免，但基於私隱條例，校方並不擁有領取「綜援」

之學生名單，若有需要提出上述豁免之申請者，請於 11 月 21 日(星期一)或之前，把「綜

援」證明文件之副本通過班主任交冼小姐，以便校方審批。另外，有特殊經濟困難而欲

申請豁免者，亦須向冼小姐索取「建設校園設施費豁免申請表」，填妥後須於 11 月 21

日或之前，通過班主任交回冼小姐，校方將按個別情況考慮。逾期申請，恕不接納。 

 

 

(三) 中五級生涯規劃活動日 (1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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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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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  中六級升學資訊 

1.本地大學聯招(JUPAS) 

中六學生須於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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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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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15 日；「聯

合分發制」上網填報時間為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家長如欲了解有關詳情，

可瀏覽「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www.overseas.ncnu.edu.tw。 

 

 

(五)  中五級「升學目標及攻略」資優培訓課程 

本校將於 11 月期間 (10/11、14/11 共兩節課，時間 15:45 –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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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序己經完成，符合資格並已經報名的同學，

敬請依上課日期準時出席。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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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11 月 17 日(星期四) 08:30 am – 10:45 am 五樓演講室 整齊校服 

卷二 11 月 17 日(星期四) 11:15 am – 12:30 pm 五樓演講室 整齊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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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六級英文科統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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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08:30 am – 10:00 am 

五樓演講室 整齊校服 卷二 11 月 18 日(星期五) 10:30 am – 12:30 pm 

卷三 11 月 18 日(星期五) 2:00pm – 4:00pm 

 

卷四的考核時間將於上課日進行： 

班別 日期 時間 地點 

6A、6B 11 月 25 日(星期五、日五) 2:50pm – 5:00pm 基本室 

6C、6D 11 月 23 日(星期三、日三) 2:50pm – 5:00pm 基本室 

 

 

(八) 初中數學比賽及數學講座 

本校數學科將於 202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為初中學生舉辦兩項數學活動，詳

情如下： 

 數學比賽 

 

 

 

1.  

 數學講座 

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本校特邀請互聯網專業協會為中三級學生舉行大數

據思維及能力培育講座。除參加上述奧數比賽的同學外，其他中三級同學必須出

席。 

時間 地點 

3:45  4:45 禮堂 

註：除參加上述奧數比賽的同學外，其他中二級同學放學後不須留校。 

 

 

(九)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本月舉行譚伯羽之夜歌唱比賽，有關活動之詳情請留意學生會宣佈 

 

 

參與同學 比賽 地點 時間 

中一至中三級各班代表 奧數比賽 小禮堂 3:45  4:45 

中一級其他同學 合 24 比賽 基本室 3:45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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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六級女生體育科箭藝課 

中六級女生於十一月至十二月的體育課，部份課堂將會進行箭藝訓練，上課地

點為本校禮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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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捐血日 

十一月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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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比賽殊榮 

 參加香港學界（英文）辯論會(HKSS Debating Competition) 舉辨之校際辯論比

賽，本校英文辯論隊，4A 歐陽恩彤，4C 羅穎揚及 3C 柯鎧澄，於本學期第一

回合初賽勝出。資料搜集團隊成員為：3A 陳朗軒，3A 周卓賢，3A 賴心悅，

3A 林紫君，3A 廖詠恩及 3C 陳祈因。 

 1D 李焯嵐同學獲得以下舞蹈獎項： 

 由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及 More Dance & Crystal Dance 1st More 

Cup 主辦之全港精英拉丁舞公開賽 20022 暨第十九屆會長盃女子雙人組

冠軍。 

 由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世界舞蹈總會(WDC)香港分會主辦之 2022

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暨 全港青少年及兒童精英種子選手大賽 青

少年高級單項喳喳喳組 季軍 及青少年高級單項倫巴組 季軍。 

 1D 祝銘希獲後由香港獨木舟總會主辦之 2022 年校際獨木舟比賽男子(11-12

歲)T1-200 米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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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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