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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的話
《天主教學校》
新學年，新開始，感謝天主於上學年對我校各方面的眷顧和祝福，希望天主繼續祝福我們的老師、家長和
同學，於各方面精益求精，不斷進步。過往三年特別感謝前校監李志源神父的帶領，祝願他在新堂區的工作順
利，主寵滿盈。另外，亦求主讓我們在新校監李敬志先生的帶領下，繼續邁步向前。
李校監曾與同工分享一段常掛於外國天主教學校門外的句子，謹藉此和大家分享。
“Be it known to all who enter here that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this school. He is the unseen but ever present teacher in
its classes.
He is the model of its faculty and the inspiration of its
students.”
以下為上句翻譯：
「告之所有進入此地者，耶穌基督是學校存在的原因。
他是班房中看不見，但常臨在當中。
他是學院的模範，也是學生靈感智慧的泉源。」
這提醒了我們天主教學校的初心，天主教會百多
年前英國殖民時期已於香港辦學，由當初服務殖民者的天主教子女，及後至孤兒、少年犯，以後漸多華人信主，
不少他們的子女亦同時入教，教會為滿足天主教學童接受天主教教育需求，拓展辦學，戰後香港人口增加，教
會更積極為非公教學童提供接受天主教教育機會，至今天主教仍是香港最大辦學團體，教區及修會為不同階層
的兒童及青年提供教育。雖今日天主教學校的學生大多為非教友，天主教學校初心依舊，那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蒙召入教，得嘗福音，乃藉基督於十架為我們無償犧牲，基督徒自當以愛還愛，將白白得來，也白
白分施（瑪 10：8），教育學生明理及掌握生活技能固然重要，但我們更重視學生德育及靈性的培育，關心人
靈魂的得救。因此，作為天主教學校的校長，自己以耶穌為師，亦向同工及學生介紹福音，更是首要之舉。求
主繼續引領我們，幫助我們的同學找到生命的方向，幫助同工延續教育的心火，幫助家長建立共融的家庭。人
的力量有限，我更誠邀同學和家長參與慕道班，更進一步認識我們的信仰，因為找到天主是福中之福。願主祝
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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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參與堂區慕道班，更進一步認識天主教信仰。

居住地區︰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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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9 月 28 日前把回條交班主任彙集)

)星期日(

)平日晚上(

)其他(請註明)︰________

二、 本學年學校總體目標及關注事項
總體目標：以「全人教育」及「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為依歸，實踐校訓「愛主樂群」的精神。通過整個中
學教育過程，發掘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對自身、家庭、教會、學校、社會及國家民族的責任心，使學生成為一
個愛主愛人、服務人群的好青年。本學年學校關注事項：1.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2.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3. 培養
學生自律精神、建構學生生涯規劃。
三、 教務報告
1. 提升學業表現的措施
學校於本學年實施下列措施，以提昇學生的學業水平及學習風氣：
(a)
(b)
(c)
(d)
(e)
(f)
(g)

提昇英文語境計劃
資優培育計畫
中六級早讀時間小測 (逢星期一)
中六級第九節補課 (逢星期一至四)
中五級第九節補課 (下學期星期一至四)
中三級中英數第九節補課 (下學期星期二至四))
初中統一收功課措施

(h)
(i)
(j)
(k)
(l)
(m)
(n)

中一課後功課時間 (九月)
「人人可進步」獎勵計劃
初中星期六中英數鞏固課程
開放課後溫習室及晚間自修室
五月份中一級應試溫習班
暑期班及升中四銜接課程
升中六學生暑期統一補課

2. 「學業成績試升生」(POT A) 的準則
於上學期或下學期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將被列作「學業成績暫定試升生」
。學校會為學生提供適當的輔導，以協助學
生改善學習上遇到的問題。以下為列作「學業成績暫定試升生」的準則 (於同一學期計)：
級 別
中一、二

中三

1.
2.
3.
1.
2.
3.
1.
2.

中四至中六
3.

列作「學業成績暫定試升生」的準則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三科均不合格；或
共有 4 科或以上不合格；或
其總成績排名是全級最後的 20%。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三科均不合格；或
共有 5 科或以上不合格；或
其總成績排名是全級最後的 20%。
中文及英文科二科均不合格；或
*修讀 6 或 7 科：共有 4 科或以上不合格；或
*修讀 4 或 5 科：共有 3 科或以上不合格；或
其總成績平均分小於 35 分。
(*註：數學(單元一)作一科計算，且不包括應用學習)

若學生於下學期成績及全年成績皆不理想，該學生將於下學年被列為「學業成績試升生」，藉此提醒學生於下學年
要加倍努力學習。
3. 中四學位安排
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可在同一學校完成六年中學教育。本校將按中三學生的整體成績、個別科目成績、選科意願
及老師的推薦等準則，為中三學生編配中四班級及選修科目；若中三學生的成績未達標準，則需留級。
--------------------------------------------------------------------------------------------------------------------------------------------------家 長 意 見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初中統一收功課措施
由 6/9 開始，所有初中學生必須於上午班主任課時間 (即上午 8:40-8:50) 呈交當天功課，未能呈交功課的學生則須
於即日放學後留堂(時間為：夏令 3:25-4:25；冬令 4:05-5:05)，補做有關功課或完成當天的功課，且欠交功課每三次
將另記缺點一次，詳情請參閱稍後刋載於學校網頁內「家長手冊」上的「初中呈交功課措施」
。
5. 中一中二CD班中英數分組上課安排
為了更有效照顧學生學習，本校優化了中一中二 CD 班同學學習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安排。本學年中一和中二
級 中英數 CD 班分成績較好的學生编入 CD1 組，其餘學生按成績平均編入 CD2 及 CD3 兩組。CD2 和 CD3 兩
組為調適及剪裁課程，期望 CD2 和 CD3 兩組學生能打好基礎，能應付中三基本能力要求。此外，因應課程有所
轉變，CD2 和 CD3 學生會進行調適版試卷，安排有助同學提昇作答動機，繼而提昇他們學習上的信心，「調適
版」試卷的實施詳情如下：
級別及科目
中一及中二級的中文、英文及數學
對象
中一及中二 CD2 及 CD3 的同學
「調適版」試卷部份 (a) 中文及英文科的閱讀理解；
(b) 數學科
試卷形式
一般試卷 (A、B、CD1 組學生作答)
核心課題約佔 70 分；延展課題或程度較深的題目約佔 30 分
調適試卷(CD2、CD3 組學生作答)
約 70 分與一般試卷的核心課題相同；再加約 15 分核心課題且程
度一般的題目；全卷滿分為 85 分
中一級及中二級ＣＤ班中英數分組名單將可到學校網頁「家長通訊 – 功課查閱」中查詢。
6. 中四中英數S組安排
為了進一步提昇學生中英數公開試成績，中、英、數成績優異的學生將分別安排同一組上課(4S 中文、4S 英文及
4S 數學)。 S 組會有獨立課程進度、教材、試卷，課業頻次及質素要求亦相對提高，務求裝備同學未來有更好的
公開試表現。由 13/9 開始(星期五除外)，中英數學科安排 S 組同學進行第 9 節補課，時間安排如下：
Day 1
Day 2
Day 6
數學 (4D 班同學出席)
英文(英文 S 組同學出席)
中文 (中文 S 組同學出席)
中英數S組學生名單，可到學校網頁「家長通訊 – 功課查閱」中查詢。
7. 語文政策及英語延展活動
學校將於本年度透過下列措施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a.

1A、2A及3A全班學生的數學科的教學語言為英語；

b.

1A全班學生的綜合科學科的教學語言為英語；

c.

4D、5D及6D的數學科及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一(M1)的教學語言均為英語；

d.

英文科於中一及中二級和綜合科學科及生活與社會科合作，推行提昇學生英文寫作能力的跨科寫作計畫；

e.

初中設英語增潤活動，詳情如下：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本校於中一至中三級的數學、綜合科學、生活與社會、科技與生活、物理、化學、生
物、地理及歷史等科目設有英語增潤活動，各級參與學科如下：
綜合科 生活與社 科技與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理
歷史
會
活
學




中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中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中三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英文科與數學、綜合科學、生活與社會、科技與生活科合作，於午膳時間舉行英語活動日 (English Fun Day)，
透過攤位遊戲，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年級

f.
g.

科目

數學

逢星期三的祈禱及宣佈均以英語進行，且於早讀時間設有英文文章朗讀及分享，讓學生沉浸在英語環境中。

8. 欠交功課問題即日留堂班
為培養同學養成勤學的習慣，凡欠交功課的學生須即日留堂完成功課，而學校亦會即日通知家長。留堂班的時間為：
3時20分至4時25分(夏令)；4時00分至5時05分(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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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一課後功課節
為培養學生每天及早完成功課的習慣，所有中一學生將於12-13, 17-20/9 放學後留校四十分鐘 (即3:20-4:00)，由班
主任指導下於課室做功課。

10. 「人人可進步」成績進步獎勵計劃
本校於中一至中五級推行「人人可進步」獎勵計劃，以獎勵每級進步最多的3名學生(其總平均分須達40分且比前次
測考進步超過4分)。
11. 113 溫習室及圖書館晚間自修室
為鼓勵同學善用課餘時間，努力溫習，學校將開放溫習室及圖書館晚間自修室供同學使用，請家長鼓勵同學善用有
關資源。詳情如下：
113 溫習室
圖書館晚間自修室
對象
自願留校溫習的全校學生
自願留校溫習的全校學生
1
地點
113 室
圖書館
2
開放時間
夏令時間 下午 3 : 30 至 晚上 6 : 00
下午 6:00 至 晚上 9:00
3
冬令時間 下午 4 : 00 至 晚上 6 : 00
日期
由 12/9 起，逢星期一至四的教學日 (不包括測 由 3/9 起，逢星期一至五的教學日或測考日
4
考日)
當值人員
就讀大專院校的校友
就讀大專院校的校友
5
提供服務
指導同學解決功課上的難題
6
--使用守則
(1) 同學必須遵守紀律，保持地方整潔，聽從當值人員的指示；
7
(2) 同學必須在出席紀錄冊上填寫抵達及離開 (包括前往洗手間) 的時間；
(3) 同學必須帶備學生證及學生手冊；如暫時離開「溫習室」
，須將學生證交予當值人員；
(4) 如有需要，同學可把學生手冊交予當值人員以填上離開時間。
12. 中六級補課安排
為協助中六級學生預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安排補課及測驗，詳情如下：
(a) 暑期統一補課；
(b) 早讀時間小測：逢星期一；
(c) 課後補課：5/9 至 24/1，逢星期一至四下午 4:10-4:50(夏令時間為 3:30-4:10) 增設第九節課堂進行補課。
13. 暑期班
由校方與家長教師會聯合主辦的暑期班，經已圓滿結束。本年有 149 名學生參加暑期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
對暑期班導師教學表現的滿意度評分為 3.79，反映暑期班質素普遍得到學生認同 (評分註解： 5=極同意, 4=十分同
意, 3 =同意, 2 =不同意, 1 =十分不同意, 0 =極不同意)。
14. 中英數多元增值課程
中文、英文和數學是新高中的主科，為了幫助同學打穩基礎，學校特別調配資源，於星期六舉辦中英數多元增值課程，
日期為 10 月 13、20 日；11 月 3、10、17、24 日；12 月 1、15 日。其中成績較佳的班別會以英語教授數學科，為加
強課程效能，本課程會採用小班教學，每班人數約 15 人，歡迎各位學生報讀。
四、 學生事務報告
1. 家長手冊
家長可於學校網頁的家長資訊欄內瀏覽或下載本學年的「家長手冊」
。
「家長手冊」詳載家長須知、獎罰制度、課程
及班級結構、編班制度、 升留級制度等重要內容，請家長細閱，以增進家長與校方之溝通。
2. 本學年班主任名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甲班
李智忠, 呂廣業
聶偉漢, 伍麗明
冼鈴彬, 林俊杰
薛子瑜
陳文強
潘智衛

乙班
謝進恩, 江倩瑩
潘蘭珍, 蕭仲宜
顏文輝, 陳婉華
唐曉濤
何少廣
林振樺

丙班
王名儉, 陳憲潮
張耀華, 王美婷
洪智聰, 葉柏亨
許振威
李鈞偉
邱家偉

丁班
區家勳, 鄒嘉華
吳慧雯, 奚達陽
吳志浩, 樊桂英
邱舜賢
趙家欣
林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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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早上進入學校的時間
學生可於早上 7:15 分進入學校。如同學早到，請於學校外牆排隊等候；若遇天雨，請按老師指示，進入校園，在雨
天操場等候。
4. 學生請假
(a) 病假：請家長於上課前致電校務處向職員告假及簡述病情，並著貴子弟於復課日向班主任呈交由註冊醫生發出
的病假證明書和具家長簽署及詳列告假理由之病假信。因病缺席三天或以上者，必須於復課日呈交由註冊醫生
發出的病假證明書。
(b) 事假：請於事前最少三個上課日向班主任呈交具家長簽署及詳列告假理由之請假信。學校將因應事假原因及對
學生學習及成長發展的影響，審批事假申請。
所有病假及事假的請假信必須於復課後一星期內呈交給班主任，否則將作違規處理。
5. 遲到
根據學生守則，學生於早上8:17後及午膳時間完結(夏令及冬令時間分別為12:37及12:57)後才進入校園，及於早上8:20
及第五課節開始(夏令及冬令時間分別為12:40及13:00)後進入課室，均作遲到處理。
6. 遲到 / 紀律問題即日留堂班
為培養同學養成守時及守規的習慣，凡遲到及違規的學生須即日留堂，以作自我檢討或完成功課，而學校亦會即日
通知相關的家長。留堂班的時間為：3時20分至4時25分(夏令)；4時00分至5時05分(冬令)。
7. 學生早退或送院事宜
學生若因事必須早退，應於事前向班主任呈交具家長簽署及詳列早退理由之請假信，並於早退當日到校務處辦理早
退手續後方可離校。學生若因身體不適而須早退者，學校將致電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並由家長或監護人到校接
回子女；若未能聯絡家長或監護人，學生必須留校直至下午放學。為了學生的安全及健康著想，若有學生因意外或
突發疾病而需要立即診治時，學校會即時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送學生往急症室，唯診症費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支付。
8. 學生午膳
(a) 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必須留校午膳，地點分別為有蓋操場及課室，膳食可自行攜帶或向小食部訂購。小食部於每
月下旬派發下月份餐單，請於截止日期前把訂餐表連同支票或銀行入數紙交回班主任轉交小食部。
(b) 中三至中六學生外出午膳時，宜選擇有營養及健康的食物，切勿光顧流動無牌小販。
(c) 同學可於午膳後到學校圖書館閱讀或向班會/學生會借用康樂用品。
9. 擺放手提電話守則
(a) 學生於校園內必須關上手提電話，並須在第一課堂前把手提電話存放於課室內的電話儲存櫃。學生須利用自備
的鎖頭把儲存櫃上鎖，直至放學後方可取回電話。詳情請留意於九月初派發的【有關學生攜帶手提電話政策家
長通知書】
。
(b) 學生未有把手提電話存放於校方指定之地點為違規行為，有關學生將會受紀律處分。
10. 非上課日服飾要求
學生於非上課日(例如：星期六、學校假期)回校進行活動或補課，如老師沒有特別要求，學生可以穿便服回校。服
飾要求與公益金服飾日的服飾要求相同。請參考本通訊內有關「公益金服飾日」的內容。
11. 冬季上課時間
由 2/10 (星期二)起，學生須按冬季時間表上課。所有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七分前返回學校，下午四時正放學。另外，
學生不需要立刻改穿冬季校服。校方將於天氣轉冷後另行公佈改穿冬季校服的日期。
12. 校園開放及辦公時間
校園開放時間*
校務處
圖書館
星期一至五
07:15-18:30
07:30-17:30
08:50-18:00
上學日
星期六
08:00-17:30
08:00-12:30
09:00-12:30 (拔尖補底班)
星期一至五
08:30-17:30
08:00-17:00
09:00-12:00, 13:30-16:30
學校假期
星期六
08:30-17:30
08:30-12: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休 息
休 息
*開放時間會按學校活動需要而變動，請家長留意有關活動的家長信
如不在圖書館溫習，學生必須於下午6:30前(上學日) 或下午5:30前(星期六或學校假期) 離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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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學校社工服務
學校社工除為有需要之學生提供輔導服務外，亦會籌辦活動以切合學生的發展需要。歡迎學生及家長致電 27144161
與社工吳楚君姑娘或霍家禮先生聯絡。
(a) 駐校日期：星期一至五, 8:30 a.m.- 4:30 p.m.
點：一樓社工室
(b) 地
14. 學生意外及急症處理
(a) 為保障學生安全，如學生發生輕微意外，受傷學生或知悉意外人士應盡快通知校務處，以便學校安排職員進行
基本護理或急救，直至該學生的情況明顯改善或已轉交醫護人員治理為止。
(b) 如發生嚴重或危及生命的意外，知悉意外人士應立即致電999要求緊急援助，並留意該學生情況，以及早察覺他
/她的傷勢變化。學校將啟動危機處理機制以作出專業判斷及決定適當的跟進行動。相關指引已上載於學校網頁
的家長資訊欄內。
15. 學生儲物櫃「剪鎖」程序
(a) 若學生需要「剪鎖」，可到校務處領取「儲物櫃剪鎖申請表」。
(b) 學生把已填妥及簽署的申請表交班主任簽署核實。
(c) 學生把已由班主任簽署核實的申請表交予校務處。
(d) 校務處會於核實學生身份後安排工友剪鎖。
(e) 工友剪鎖後，學生須自行保管儲物櫃內之物品。
16. 書包重量
根據衛生署的建議，學童不應長時間背負重量超過體重百分之十五的書包。為減輕學生書包的重量，學校已設置儲
物櫃供學生存放物品，亦請家長培養學生每天收拾書包的習慣，避免帶不必要的物品回校。
17.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為促進學生交流及提高學生學習效果，學校會引用部份學生作品(如功課、圖畫)、校園生活相片或錄影片段等，以
供課堂學習、刊登於學校刊物或在校園展覽及上載學校網頁等，讓同學有觀摩欣賞的機會。
家長向學校提供的資料如學生學籍紀錄等，學校可向教育局或其他政府部門披露。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家長
有權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學校定必謹慎處理所有個人資料及學生作品與影像。
18.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 及 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
學校本著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服務的宗旨，致力與各持分者保持良好的溝通，並確保所有人(包括全體學生、教職員、
義務工作者、合約員工/服務供應商/代理人)能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工作或提供服務，本校已制定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及「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有關指引及政策已上載於學校網頁的家長資訊欄內。
19. 學生人身意外保險
本著為學生提供更多保障，除購買由教育局規定的學生保險外，學校亦額外購買「學生人身意外保險」。「學生人
身意外保險」保障範圍包括在香港境內由學校舉辦的活動而引致的意外。如有查詢，請聯絡梁景強副校長。
20. 注意交通安全
過去本校曾多次接到師生報告，指他們於「綠色人像」燈號亮定時橫過培正道，卻險被不依照交通燈號行駛的汽車
撞倒。本校就有關情況已向警務處交通組反映，部分肇事司機事後亦被成功票控。學校呼籲同學必須遵守交通規則，
不但要於「綠色人像」燈號亮定時才在「綠色人像」過路處過馬路，橫過馬路時亦要小心環顧四周交通情況。
五、 周年頒獎典禮
本校於 10 月 19 日 (星期五) 下午六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 2017/2018 年度頒獎典禮，歡迎各家長撥冗出席。為了方便
佈置場地及綵排典禮，當天上課六節，至下午一時十分放學，中途不設午膳時間。
早 讀
08:2008:40

班主任課 第一節
08:4008:50

08:5009:25

第二節

小 息

第三節

第四節

小 息

第五節

第六節 班主任課

09:2510:00

10:0010:20

10:2010:55

10:5511:30

11:3011:50

11:5012:25

12:251:00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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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手冊收費
學生手冊由教區服務中心負責印刷，每本手冊連膠套共$25.90。請同學於 10 月 2 日前將費用交班主任，集齊後款項
將繳予教區服務中心。
七、 青少年互聯網社交注意事項
青少年喜歡在互聯網進行社交活動，唯當中有不少交友陷阱，請家長留意子女網上交友情況，提醒子女：
1. 切勿隨便跟互聯網上結交的陌生人會面；
2. 不要隨便在互聯網上披露個人資料及照片；
3. 不要接受網上結交的陌生人所提出的要求，如借錢、在私人地方會面，或傳送個人私密照片；
4. 設立網絡私隱管制，保障個人資料。
如有任何疑難，可找社工或老師協助。
八、 黃錦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及黃錦明校友成績進步獎學金
承蒙黃錦明校友（1985 中七畢業）慷慨捐助，本校校友會得以成立黃錦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及黃錦明校友成績進
步獎學金。以下是有關獎學金的詳情：
獎學金
對象學生
金額
黃錦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
成績優異 及 家庭經濟有需要
$1000 – 2000
黃錦明校友成績進步獎學金
成績進步 及 家庭經濟有需要
$500 – 1000
合乎申請資格的學生，會由遴選委員會進行審批，並於 10 月初公佈結果。家長及學生如有疑問，請與林頌禧老師
或蔡宗協老師聯絡。
九、 敬師日
為發揚「尊師重道」精神，並向老師表達敬師心意，本校學生會及家長敎師會將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舉辦敬師
日，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
負責組別
27/9
學生會向班主席派發向班主任致謝卡，班主席需安排同學寫上敬師字句並即 學生會
日交回呂廣業老師。
27/9
午膳時間
敬師點唱
學生會
28/9
8:20-8:40
學生會獻上敬師心聲
學生會
播放敬師歌曲
學生會
班主席獻上敬師心聲，並向班主任及早讀老師致送敬師致謝卡及敬師早餐券 班會
學生填寫敬師心意咭，並由班主席把心意咭交到校務處
班會
小息時間
敬師義賣
學生會
12:00
敬師聚餐 (詳情見家長教師會的相關通告)
家長敎師會
於聚餐場地展示學生敬師心意咭
學生會
敬師日當天第一至第四課節為上課，放學時間提早至上午十一時四十分，中途不設午膳時間：
08:20- 08:40

08:40- 08:50

08:50- 09:25

09:25- 10:00

10:00- 10:20

10:20- 10:55

10:55- 11:30

11:30- 11:40

敬師活動

班主任課

第一節課堂

第二節課堂

小 息

第三節課堂

第四節課堂

班主任課

十、 銷售明愛慈善獎券
「明愛」為天主教香港教區的社會服務機構，以「扶助弱勢社群，發展人的才能，致力溝通和解，建立回饋精神」
為宗旨，致力建立一個關愛的社會，其服務單位超過二百八十多個，每年所需經費超過十六億港元，除政府資助
外，日常運作有賴社會各界人士的捐助。本年度各同學將獲分發每人五張慈善抽獎券，每券二十元，期望學生向
其親友推銷，使更多弱勢社群受惠。為了鼓勵多銷，各同學每銷售一張獎券可得 0.5服務積點，最高積點為 8。希
望各同學踴躍推銷，共襄善舉；如需額外獎券，請向班主任索取。請各同學將善款及未售出獎券於十月十八日前
繳交班主任。
十一、 雜費
根據P01/18/19，第二期雜費將於10月19日前透過電子繳費系統繳交。各級第二期雜費：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第二期雜費
$421.90
$352.90
$352.90
$472.90
$372.90
有關電子繳費的詳情，請參考於九月派發的家長通告：「第一期及第二期雜費」。

中六
$702.90

第 7 頁

十二、 「學費」、「特定用途收費」及「堂費」
1. 政府已全面資助公營中學的學生至高中畢業，故此本校所有學生均無須繳交學費；
2. 本學年特定用途收費 (非標準傢具建設及維修) 為每位同學每月$30，請彙集；
班級
詳情
繳費日期
中一至中五 全年每位同學付 300 元 上學期(150 元)費用於雜費中繳交。2019 年繳交下學期(150 元)費用。
中六
全年每位同學付 180 元 全年(180 元)費用於雜費中繳交。
3 . 本學年中四至中六級學生的全年堂費為$300，費用於雜費中繳交。以上收費，校方將另發收據予家長。
十三、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是學生透過參與「服務」而獲得「學習」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機會。為此「服務組」於學生推廣「服
務學習」
，盼望他們透過參與「社會服務」
，以實際行動服務社區，滿足社區需求的同時，亦能從反思中學習成長，
培養樂觀進取、積極奉獻及關愛社會的人生觀。
「服務學習」的推行如下：
1.「一人一職」服務學習計劃
透過班會「一人一職」服務學習計劃，提升學生的服務精神、領導能力、歸屬感及責任感。
2.中二級「中二級貧窮體驗」
讓學生到社區親身體驗貧窮，增加學生對貧富懸殊的認知、學會珍惜及分享。
3.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長幼共融在坪洲」社區服務
學生於上午為坪洲長者進行健康教育推廣活動及探訪坪洲獨居長者；下午學生將進行歷史景點野外定向。
4.中三學生每學期須參與最少一次賣旗籌款服務
學校將舉辦班際賣旗籌款，為非牟利慈善機構籌募經費，使學生了解社會上弱勢社群的需要。
5.中四學生參與「其他學習經歷」的「社會服務」課程
由楊震機構策劃及推行上述課程；為滿足新高中要求，學生須參加此課程。課程包括服務學習理念、服務策劃技巧、
服務機構簡介、服務綵排、探訪服務、服務後反思分享。
十四、 第四十屆學生會代表會
第四十屆學生會代表會會議已於 13/9/2018 召開，會上選出 4C 班楊卓昇同學為新一屆代表會主席，而 4C 魏朗兒同學
則擔任代表會秘書。另有意籌組學生會幹事會的內閣由 4D 劉耀鴻同學率領之「US」得到足夠的代表會成員投票支
持成為候選內閣，學生會候選內閣宣傳期隨即展開。候選內閣 「US」將於 2/10/2018 進行幹事會競選諮詢大會及於
8/10/2018 進行學生會幹事會選舉。代表會名單如下：
主席 楊卓昇
1A
方穎恩
2C
彭傑泓
4A
何海林
5C
江宇軒
秘書 魏朗兒
1B
蘇詩琪
2D 林弈志
4B
趙鍵壕
5D 彭學猷
愛社社長 魏朗兒
1C
陸詩雨
3A 王璟揚
4C
葉文威
6A 黃家煒
主社社長 楊卓昇
1D
鄺念欣
3B
卓恩愛
4D
黃梓浩
6B
楊毅
樂社社長 余啟正
2A
呂溢朗
3C
李德炫
5A
張宏傑
6C
盧柏皓
群社社長 楊邵清
2B
李潤東
3D 鍾皓晉
5B
施永亮
6D 楊子鋒
十五、 公益金便服日
為響應公益金的呼籲，並培養同學的愛心，學生會將於 9 月 24 日 (星期一) 舉行「公益金便服日」
。同學只要捐款
不少於港幣十元，便可於活動當日穿著便服回校上課。活動詳情如下：
1. 參加辦法：
(a) 於便服日早上進校時捐款並把「便服日標貼」貼於衣袖或上衣左上方，學生若遺失標貼須再捐款以補領標貼。
(b) 不參加服飾日活動的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2. 捐款額： 不少於 港幣十元 ，並必須以紙幣繳付。
3. 服飾要求：
(a) 須穿著 有袖上衣 ；
(b) 須穿著 襪子 及 皮鞋 /球鞋 (不可穿著涼鞋或拖鞋)；
(c) 不可穿超短褲或短裙；
(d) 不可帶帽、染髮、配戴飾物、或將定型水/啫喱膏塗於頭髮上；
(e) 儀容服飾須整潔端莊，不可標奇立異，否則作違規論；
(f) 若當天有體育堂，學生必須於體育堂內穿著學校指定的體育服。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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