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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編號：2022-000-OCT 

 

 

十月份家長通知書 
 

(一) 學生缺席統測及考試的成績估算安排 

由本學年上學期測驗起，學生如因病缺席學校的統一測驗、學期考試及學年

考試（中六），其缺席應考卷別，學生家長可向校方申請估算成績。具體安排列下： 

1.1 如學生缺席學校統一測驗及考試，而稍後能出示缺考當日醫生證明，將安排估 

算其缺考卷別的分數，該卷別的估算分數會再作「七折」計算。 

1.2 申請成績估算程序： 

如學生因病缺席測考，學生家長必須於上午 8:15 前向學校請病假（按日常請 

病假程序致電學校），並必須於病假後首個上課日向班主任提交「申請估算成 

績家長信」及「醫生證明」。 

如學生放取病假但沒有完整執行上述程序，其估算分數安排將不予進行，該生 

缺考卷別將列為零分處理。 

1.3 學生申請分數估算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3.1 學生出席率 

測考 出席率最低要求 

上學期測驗 上學期測驗前上課日之 70% 

上學期考試 上學期考試前上課日之 70% 

下學期測驗 上學期考試後至下學期測驗前上課日之 70% 

下學期考試 上學期考試後至下學期考試前上課日之 70% 

1.3.2 能按上述規定及時向校方提交估算成績申請。 

1.4 以上安排適用於所有級別（包括中三級，以後中三級學生申請估算成績將與其 

他級別一樣以「七折」計算）。 

1.5 一般情況下，為學生估算成績需要通過學生於其他學段的成績作參考。因此學 

校在接受學生家長的估算成績申請後，其相關卷別之估算分數只會在學年終結 

時的「全年總成績」中呈現，其估算分數並不會在其該次缺考的成績單中呈現 

（即仍以「零分」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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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成績表「級名次」及「班名次」顯示安排 
    學校將修定全年各測考成績表顯示學生「級名次」及「班名次」的安排。由

本學年起，學生成績表內只會列出每級成績最前 85%學生的級名次及班名次。如學

生的級名次位列於該級的最後 15%，則其級名次及班名次將不會在成績表上顯示，

（成績表上會標示該生的級名次位於全級最後 15%）。 

     

    根據本校《學生須知》所示，凡中一至中五級不符合升班標準的學生，除非

其成績排在全級最前之 85%，或經老師推薦並於升留級會議通過予以「試升」的學

生外，其餘均須留級。因此，成績位列全級最後 15%的學生，均有可能於下學年留

級。校方於學年終的升留級會議上，將檢視各不符合升班標準學生的整體學習表

現，以決定各級之升留班名單。冀同學均能自勉自勵，力求上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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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已於上星期透過電子通告，歡迎家長們報名參加會員大會及之後話動。

活動定於十月十四日（星期五）晚上七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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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活動前亦將有「健康校園計劃」主辦單位，親臨簡述有關校園

禁毒活動的安排。如已報名的家長，請於是日晚上 6:45-7:00 蒞臨本校。如有疑問，

歡迎於星期五下午 1:30-4:00 致電家教會 2457 1311 查詢。 

 

 

 

(四) 上學期測驗日 
十月二十、二十一、二十四及二十五日為上學期測驗日。請家長督促子女認真

溫習，做好測驗準備。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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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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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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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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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至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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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陸運會安排 

本年度陸運會定於10月28、29日(星期五、六)兩個早上假鄧肇堅運動場進行， 

同學需於8時15分或之前到達運動場(備註：早上8時前為場地供公眾人仕使用時

段，若同學早於8時到達運動場，切勿進入田徑跑道)。若同學因特別情況未能出席

此活動，請於10月12日(星期三)或之前以書面通知學校，以便學校確定出席人數。

另外，按現時防疫政策，同學在活動當日需符合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相關要求，才

可進入運動場。如個別同學於活動前兩日仍未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學校將發家長

通知書，並要求同學於陸運會當日回校進行其他指定活動(自修或完成指定課外閱

讀習作)。跨境生及密切接觸者需於當天早上8時15分透過登入TEAMS「22-23全校

禮堂早會」團隊，進行網上指定活動(自修)。 

而10月28日(星期五)第一日賽事預算於下午1時完結，而10月29日(星期六)第二

日賽事將於中午12時前完結。同學完成上午的賽事，將會在運動場解散，下午無需

回校。10月31日(星期一)為陸運會後補假，學生無需回校。(個別班別同學由科任老

師安排補課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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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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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 

按現時防疫政策，同學在活動當日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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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校需預早購買學生門票，如個別同學於10月底前仍未

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同學將被安排於旅行日當日回校進行其他指定活動(自修或

完成指定課外閱讀習作)。跨境生及密切接觸者需於當天早上8時30分透過登入

TEAMS「22-23全校禮堂早會」團隊，進行網上指定活動(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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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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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手機短訊通知家長 

校方已於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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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學生會選舉結果 

九月十四日為第三十一屆學生會選舉投票日。本年只有一個內閣角逐。當日

第七、八節，選舉委員會於投票前召開全校諮詢大會，結果「昇昀(Nebula)」以

441信任票，成為本校第三十一屆學生會幹事會。 

 

 

(十二) 學生會代表會會議 

學生會代表會會議訂於 10月 12日(星期三)放學後下午 3時 45分至 4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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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星期一)前聯絡李德強老師。 

 

 

(十三) 學生會活動 

學生會將於 10月 11日星期二放學後舉辦中五、六級班際排球比賽，參加者可

穿著體育服短袖 T恤、長褲及運動鞋回校參與活動。 

 

 

 

 

 



5 

(十四) 有關英文科校本評核事宜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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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屬會活動安排 

本年度屬會報名程序已完成，各初中同學最少分配一項學會，分配名單將於11

月1日或之前公布。首次A、B組屬會活動將於11月2及9日舉行，時間為下午3時45

分至5時。若活動當日未能進行面授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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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將由個別屬會再通知各會

員。 

 

 

(十六) 升中四選修科目及教學語言 (本年度中三級同學適用) 

自新高中課程修訂後，學生除修讀四個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

發展)外，須選讀三個選修科目。總結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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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中將有「中三升高中選科組合簡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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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提供下列之科目組合供升中四學生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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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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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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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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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措施已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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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填寫選科表前，學生應先與家長、老師商討，經過充份考慮後，才填寫選科表。 

 

5. 教學語言： 

5.1 本校初中實施教學語言微調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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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科目轉

用中文為教學語言。 

5.2 學生及家長須於中四上學期第一個循環周內選定上述預設以英語授課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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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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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中六級面試技巧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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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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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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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星期五)及 25/10(星期二) 

時間：15:45 – 17:15 (實體課程，如因天氣或疫情而停課，會改為網課形式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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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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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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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學後為初中學生舉辦一次

數學活動(如於十一月未能全校全日面授，將改為網上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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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安排將於十一月份家長通知書公佈。 

 

 

(二十) 教師研修日 

10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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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購買冬季校服 

            金綸服裝有限公司將於 11 月 7 日(星期一、日一)放學後派員到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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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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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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跨境學童家長微信群組 

家長教師會早在兩年前，透過微信帳號跟跨境學童家長聯絡，以發揮學校與家

長之間的橋樑角色。如跨境生家長有興趣，請填妥電子通告末的回條，以便本會

跟進。 

 

 

(二十四) 比賽殊榮 

 4A 歐陽恩彤同學參加 2022 年度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獲得初中組傑出學

生，以及參加 2022 年度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獲得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 

 乒乓球隊參與屯門區學界乒乓球比賽(21-22 年度)獲得女子乙組殿軍，隊員

包括 5C 梁毓昕、5B 黃玨澄、5A 劉慧琪、5D 陳嘉芙 

 排球隊參與屯門區學界排球比賽(21-22 年度)獲得女子殿軍，隊員包括 6A

周天欣、6A 李幗穎、6A 李伽寶、6A 區巧樺、6D 黎湘玲、5C 程敬婷、5D

曾詩澄、4B 馬泳瑜、4D 楊星晴、霍詩蕙。 

 籃球隊參與 FOCUSLAND 主辦之學界籃球邀請賽 2022 獲得男子組季軍，

隊員包括 5B 李梓俊、5B、唐誌珞、5B 黃家柏、5B 崔民熙、5B 蔡坤熹、

6B 曾崇希、6C 陳家輝、6D 余振杰、6D 蔡家俊、6D 梁展榮 

 游泳隊參與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成績： 

 女子甲組獲得團體殿軍及 4x50 米自由泳亞軍：隊員包括 4D 林子琦、

4B 李曉童、4D 吳焯瑤、5C 林寶然。 

 個人獎項： 

 4D 林子琦獲女子甲組 100 米背泳亞軍及 50 米背泳季軍。 

 4D 吳焯瑤獲女子甲組 200 米蛙泳季軍。 

 5C 林寶然獲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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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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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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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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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家教會跨境學童家長微信群組回條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號 
 

本人 願意*  /  不願意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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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帳號：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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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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十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