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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的話
《信仰標記 - 十字聖號》
應常歡樂，不斷禱告，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
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得前 5︰16-18)
感謝天主於過去一年對余振強紀念中學師生職工和各家長
的眷顧和祝福。孩子成長充滿著無數誘惑、挑戰和考驗，除了
人的作為，我們有時候更需尋求天主的引導。一年復始、萬像
更新，祝願新一年我們有一個更好、更美滿的開始！
基督徒相信最好的開始，是始於呼求天主聖三聖名，我們
常以十字聖號，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開始一天的祈禱和行
動。十字聖號提醒我們藉耶穌於十字架的聖死我們得到救恩。「因父，及子， 及聖神」的禱文提醒我們，天主是三位
一體共融的天主，這個奧祕提醒我們更應和諧共處，常存感恩。
教會初期基督徒即把祈禱和劃十字聖號結合。劃十字聖號是教友們的一種祈禱方式。表示我們對三位一體，以及
我們的主耶穌的崇高信仰。每一天，我們都應為光榮天主，並呼求救主的恩寵，使我們能在聖神內行動，一如天父的
子女。我們在誘惑和困難中，十字聖號堅強我們。
教會早期教父戴都良曾說︰「在我們的所有旅途和行動中，或出門，或回家，或穿鞋，或洗澡，進餐前，點燈
時，或睡覺，或休息，在一切工作時，都要在我們額上劃上十字聖號。」十字聖號提醒我們的生命屬神，幫助我們面
對誘惑，加強我們的信心和力量。
「愛主樂群」是我們的校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服務見證同學於「樂群」的
實踐，「愛主」的實踐則見於同學於宗教禮儀或活動上的共同參與，我們在每天早
會、放學、宗教與社會訓練和宗教課前的祈禱中都邀請同工和同學一起劃十字聖
號，劃十字聖號這共同的行動亦象徵了我們認同天主教的辦學價值。

最後，亦邀請即使未歸信的天主的家長尚試多為家庭和子女祈禱，求主降福
我們的家庭「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聖化我們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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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7-18 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本校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接獲超額申請。除了多謝小學家長的支持外，學校亦多謝各位同學、家長及老師的共同
努力，令學校在多方面均獲取驕人成績，使本校成為區內其中一所受家長及學生歡迎及認同的學校。
三、 派發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成績表
上述成績表將於 18/2 家長日由班主任派發給家長。如有查詢，請與班主任聯絡。
四、 中五級學生申請退修選修科
中五級學生如有意退修選修科，可於校務處領取申請表，並於 20/2 前把已獲家長及科任老師簽署同意的申請表交
回校務處再轉交校長作最後審批。
五、下年度中四級編班準則
1. 主要按學生的全年總成績編班；
2
學校將首先遴選有意額外修讀「數學延伸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的學生入讀 4D 班，其中學生的數學科
成績會以 2 倍計算(即以 400 分為總分)，而英文科成績則會以 1.5 倍計算(即以 450 分為總分)；
3. 餘下全年總成績較佳的學生將被編入 4C 班；
4. 其餘學生將按全年總成績被平均編入 4A 班及 4B 班。
六、 下學期初中中英數多元增值課程
下學期初中中英數多元增值課程包括中、英、數三科，每班約十數人，於星期六上午上課，課堂共八次(3月4、
18日；4月1、29日；5月6、13、20、27日)。由於名額有限，獲科任老師推薦的學生將獲優先考慮。獲取錄的學
生只需繳交$200按金，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者可獲全數退回按金，以示鼓勵。詳情請參閱已派發的家長信或向林
振樺老師查詢。
七、 中六級學生文憑考試期間回校溫習的服飾要求
3 月 1 日為中六級派發成績表日子。在 3 月 1 日之前，不論回校補課或自修，中六學生於中一至中五級上課日回
校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包括黑色皮鞋)，否則不能進入學校。
八、 班級獎勵計劃 (ALPHA TEAM)
2016-2017 年度班級獎勵計劃已經開始。全方位類以各班準時上課、課室清潔情況、準時交功課以及課堂表現等
資料作統計；課外活動類則以全年各項班際活動表現作統計，全方位類會每月計算、課外活動類則半年計算一
次。得獎班別將獲得由校友基金資助的班會費，贊助各班推展各項有助班風的活動。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全方
位類：
11 月份
12-1 月份
雙倍計分項目
突擊清潔評分
準時上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B

1A

1D

冠軍
1B

亞軍
1A

季軍
1C

中二至中三級

2B

3A

2A/3C

2A

3A

3B

中四至中五級

4D
4C/5C
/
5C/5D
4D
/
----------------------------------------------------------------------------------------------------------------------------- --------------------家 長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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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資優教育

1. 校內增益/尖子課程
上學期增益課程已順利完成，出席率達標的學生將安排退款。學校將根據中四及中五學生上學期總成績及個別科
目成績，遴選學生參加下學期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科增益/尖子課程，費用全免。詳情可向邱舜賢老師查詢。
2. 校外資優課程
以下學生經學校推薦，通過入學試後已獲得錄取：
3A 王子謙(香港中文大學–Understanding Chemistry from Principle to Experiment)
4D 王鉦皓(香港中文大學–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athematics – Algebra, Geometry and Calculus)
5C 何兆彤(香港中文大學–Genes, Cells and Biotechnology)
5D 王鎮灝(香港中文大學–Applied Biochemistry I)(Ophthalmic research: From Basic to Clinical)
5D 黃文俊(香港中文大學–Genes, Cells and Biotechnology)
5D 李兆康(香港大學–數學博達通課程)
學生完成資優課程後獲益良多，也擴闊視野，望日後更多同學積極參與相關課程、增長知識。
十、 全方位學習日(3 月 9 日)
1. 目
標：創造課堂以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從實際體驗中協作學習，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2. 日
期：09/03/2017(星期四)
3. 活動內容：以分級進行，詳見下表：
籌備會議
項
目
目
的
詳
情
(學生必須出席)
促進學生自我瞭解及與他人合
由「歷行會」承辦訓練，內容
野外體驗黃
時間：3/3, 3:20-4:00
中一
作的能力，以正面態度面對問
包括：歷奇活動、黑夜定向任
昏營
地點：禮堂
題。
務及自煮晚餐等。
透過實際服務經驗，培養學生
認識坪洲風土人情及進行社區
時間：3/3, 3:20-4:00
中二 服務學習
的同理心、責任感及承擔精
服務。
地點：雨天操場
神。
團隊訓練活 培養學生的溝通及協作能力，
由「學友社」承辦訓練，地點
時間：8/3, 3:20-4:00
中三
動
提昇自信及領導才能。
為粉嶺浸信園。
地點：禮堂
藝術及文化 增加學生對藝術及對香港歷史
參加藝術工作坊及參觀香港文
時間：8/3, 3:20-4:00
中四
活動
的認識。
化博物館
地點：中四級課室
協助同學認識自己，立定志
上午：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時間：3/3, 3:20-4:00
中五 生涯規劃
向，以確定個人生涯規劃的方
課程體驗
地點：雨天操場
向和目標。
下午：模擬放榜(校內)
十一、 圖書館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同學名單(2016-17)
冠軍
亞軍
季軍
關永軒(5C)
黃德揚(6D)
羅英洛(5C)

優異獎
李家怡(4B) 、朱佩穎(4D)、梁至鏦(5D)

十二、 第四十二期校刊
第四十二期校刊出版在即，除記載校園生活點滴外，亦回顧本校一年來的發展，彌足珍貴。校刊每本三十元，
其中二十六元已在第二期雜費繳交，餘額將於中一至中五級第三期雜費收取，而中六級班主任亦已代收中六級
同學的款項。如兄弟姊妹同讀本校，訂購一本便可。
十三、 16-17 明報校園記者培訓計劃
經選拔，本校 2016-17 年度 F4C 黃詠欣、4D 羅詠妍、劉凱欣、王鉦皓當選為「2016-17 明報校園記者培訓計
劃」學員，將接受由「明報」主辦的各項培訓活動。
十四、 九龍城區中學生防罪標語創作比賽
4C 徐啟明的參賽標語「一生前途無限量，何必犯罪毀一生」，獲選為「九龍城區中學生防罪標語創作比賽」得
獎作品，並刊登於「九龍城區滅罪委員會」掛牆月曆上。已於 2017 年 1 月 8 日舉行的頒獎典禮上獲授獎狀和
頒發書劵以茲鼓勵。
十五、 班際英語話劇比賽
由二月二十四日開始，所有中二同學需於中一級課後專題研習課(T9 時間表 3:30 - 4:10)，參加英語話劇課程，
以準備五月於宗教及社會訓練課的班際英語話劇比賽，日期可參考學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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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中六級各班全年 (1/9/2016 - 23/1/2017) 影印及油印費通知
請各班於 27/1/2017 前將影印及油印費繳交予班主任轉交校務處。費用如下:班別
6A
6B
6C
6D
全班金額
$1,999.70
$1,283.90
$2,273.20
$1,575.10
十七、 中六畢業典禮及畢業聚餐日期
本年度中六畢業典禮及畢業聚餐將於 15/06/2017(四)下午及晚上舉行，詳情容後再公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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