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3 月號
本期重要消息：
1. 統一測驗（中一至中五）
3. 學生資助申請辦法（2017-18）
5. 統一測驗成績表派發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2.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4. 校巴收費

統一測驗 (中一至中五)
統一測驗將於3月13日至17日舉行，統測前一天（3月10日）的全日課節如常安排。詳情請參閱附
件的統測時間表（附件一）。如教育局因天氣關係宣佈停課，當日的考核將會改至後備日舉行。其他
日子的考核則按原訂日期舉行。
務請各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温習，以在統測中取得更佳成績。統測期間，同學均必須準時出席。
缺席者須於翌日呈上註冊醫生所簽發的病假證明書（病假證明書內必須列明所有缺席日期）及家長
信，否則當曠課論，除紀律處分外，其缺席之科目亦以零分計。

考試 / 測驗期間注意事項：
考測之科目及時間，可參閱相關的時間表。考生須準時回校，參加考測。考測完畢後，
便可回家温習。
2. 考生須帶備考試時所需的文具及儀器，監考老師將不會借用該等東西給考生。除在試
卷上特別指示外，同學須使用藍色或黑色原子筆回答試題，而填寫電腦選擇答題紙
時，同學則必使用 HB 鉛筆，否則可能會被扣分（注意：考生不可攜帶隱形墨水筆、
可擦掉的原子筆、平板電腦、電子手帳（PDA）、手提電話、傳呼機、MP3 機、電子
字典、具文字顯示功能的手錶、裝有流動應用程式或支援無線技術的智能手錶等，否
則會被處分）。
3. 考生必須聽從監考老師指示。
4. 進入試場後，考生必須保持肅靜，不得東張西望、發出不必要的聲浪、談話或干擾他
人；考生間之一切接觸，包括言語或行動等之聯絡將被視為擾亂考測秩序或作弊論。
5. 除應用文具外，其他物品一律不得攜帶入座，否則當作弊論。所有課本、筆記或講義
等須放入書包並將書包扣好或拉上拉鍊。書包必須放在試場內的指定地方。
6. 進入試場後，考生須把手提電話關掉及放在座位椅下的當眼處，讓老師清楚看見（基
於衛生問題，同學可使用完全透明的膠袋承載電話）。
7. 未經監考老師指示，考生不得翻閱試卷；當宣佈考試結束時，必須立即停止書寫，否
則可被扣分及遭受紀律處分。
8. 如無正式批准，考生須待考試完畢後方可離場。
9. 考生在測驗或考測時被發現作弊、意圖作弊或協助他人作弊，將被嚴重紀律處分；其
科目成績亦會視乎情況而被扣分，甚或作零分計算。
10. 考測終結後，考生須根據指示安靜地離開試場，不得在走廊逗留。
11. 除時間表內註明午膳的情況下，早上考節完結前，考生不得離開校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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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考測期間缺席之考生須由監護人向校方辦理請假手續，並須於翌日呈上家長信及註冊
醫生所簽發的病假證明書正本（病假證明書內必須列明所有缺席日期），否則當曠課
論，除紀律處分外，其缺席之科目亦當作零分計算。
13. 如考生在未開卷情況下申請早退，其成績將根據病假缺席方式處理；但考生若在開卷
後（包括聆聽試卷）申請早退，其試卷將與其他考生的考卷一併處理。
14. 考測期內如遇風暴或無可預計之意外時，考生應密切注意電台宣佈有關消息。當天之
考測亦將會改期至考測後備日舉行。

應試用品：
1.

2.
3.
4.
5.

文具：深色（藍或黑色）原子筆數支、HB 鉛筆數支（或筆芯鉛筆）、直尺、橡皮擦、
塗改液／改錯帶（刪改字句宜只用簡單斜線）、繪圖儀尺、圓規、顏色筆等。以上文
具用筆袋或筆盒盛載。
手錶：須運作正常。
計數機（按級別及科目需要）：要有充足電池，並符合規格要求，機面有考評局核准
「HKEAA APPROVED」標記。
紙巾／手帕：隨身攜帶，可用作抺汗等用途。
雨具：下雨天或陽光過猛時使用，免致天氣影響身體及考試表現。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評估部分）將於 4 月 25 日舉行，屆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下稱考評局）
將會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部份的中三同學參加該次的評估。此評估的目的旨在讓學校了解整體中三同
學在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的部份能力的表現。中三同學亦有機會於當天由考評局所委派的說話能力主
考員評核。如因惡劣的天氣而取消當天的評估，說話評估將於後備日舉行（4 月 26 日），敬請家長留
意。

香港中學文憑特別考試安排的申請時間表
(一) 有特殊需要的考生（例如肢體活動能力障礙、視障、聽障、語障、特殊學習障礙（即讀寫障礙）、
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長期病患等）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試，可申請特別考試安排（例
如：在特別考室應考、延長作答時間、休息時間、獲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使用電腦讀屏軟件閱
讀試卷）或豁免應考部分卷別/試題。學校考生須經學校遞交申請予考評局。
(二) 為使考生在校內有足夠時間試行獲批准的特別考試安排，一般而言，學校考生應在應考公開試的
前一年的 9 月（即於中五學年的 9 月）向班主任遞交申請，俾能在該學年內獲知申請結果。
倘若考生的殘障情況並不穩定，則可在應考公開試的該年的 9 月（即於中六學年的 9 月）遞
交申請。
(三) 為配合校本評核（SBA）的推行，就讀中四的同學亦應向班主任提出申請。
(四) 所有向考評局提出的申請均須按當局「申請指引」的要求（http://www.hkeaa.edu.hk），附有近
期由醫院管理局、衛生署、教育局、註冊醫生或專業人士（例如：聽力學家、言治療師或心理學
家等）簽發的診斷／評估報告，其有效期須覆蓋整個考試時期，以證明考生有特殊需要。一般而
言，讀寫障礙學生宜於中三學年時尋找具備專業實務訓練的合資格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
撰寫評估報告；而其他特殊需要的學生宜於中四學年時尋找相關的專業人士或註冊醫生撰寫評估
報告。評估需時，故請家長及學生按時尋找適當的評估，以免延誤申請。
(五) 申請結果通知日期
考生將於該申請學年的 1 月底前獲通知申請結果。如有疑問，可向本校考試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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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預告
4月7日至4月17日為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共11天，學生無須回校上課。假期間學生若回校補課，
須穿整齊校服，並依時出席。請 貴家長屆時留意 貴子弟之補課時間。
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請同學努力認真完成假期家課。4月18日（Day E）帶齊回校繳交。

 換季過渡期
由 4 月 3 日至 4 月 21 日爲換季過度期，同學可穿著整齊夏季或冬季校服，4 月 24 日(星期一)開始
全體同學必須更換整齊夏季校服。

校巴收費事宜
返校校巴
學校已於二月份開設一條新的校巴返學路線，由新入伙的安達邨到校，而有意於乘坐新路線的同
學可直接聯絡 102 教員室潘偉健老師以查詢候車時間及地點，校方為支援所有新生適應返校交通需
要，特提供免費返校校巴服務，其餘同學單程收費為每月$250。
有意乘坐四月至五月份校巴（包括將軍澳各港鐵站及安達邨站）的同學留意，四月至五月校巴收費日
期如下：
月份

繳費日期

4

3 月 9 日及 10 日

5

4 月 5 日及 4 月 6 日

注意：同學必須於繳費日下午 1:30 至 2:00（午膳時間）到學校正門向本校負責員工繳費。同學必須
以現金繳交車費。



統一測驗成績表派發
暨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預告
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為本校派發統一測驗成績表的日子，各位家長請於當日 9 時 30 分到
學校參加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為子女領取成績表。
至於當日程序與細節，則會再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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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申請辦法(2017-18) 
2017 - 18 學年學生資助（包括：書簿津貼、車船津貼和上網費津貼）申請手續如下︰
申請分為兩類：甲和乙
(甲) 首次申請學生資助或在 2016 / 17 學年申請不成功者。
（家長可於5月起向學校或各民政事務處索取申請表 (表格A)。）【註一】
(一) 家長可直接郵寄申請表給學生資助辦事處統一處理；
(二) 申請以家庭為單位；即家長只須為所有就讀中、小學子女提交一份申請表及一份證明文件。
(三) 家長填妥表格，預備所有證明文件，利用回郵信封，於2017年5月內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註
二】
(四)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 2017 - 18 年度開學前以郵寄方式將申請結果通知申請家庭。並將『資格證明
書』寄給成功批核家庭每一名就讀中、小學子女，列明資助幅度。
開學後，申請人在其子女的『資格證明書』上選出想參與的資助計劃，將『資格證明書』交回子
女就讀學校，以確定在學情況及讓學生資助辦事處跟進，經核證後，學生資助辦事處便會最早於
10月發放學校書簿津貼予合資格的申請人。
(乙) 曾於2016 / 17學年獲發學校書簿津貼者（包括全額和半額津貼）
（可於 2017 / 18學年開學前提早發放學校書簿津貼。）
學資處會在 2017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分批向在 2016 / 17學年曾獲發學校書簿津貼的學生家庭一
併發出以家庭為單位的 2017 / 18 學年資格評估申請表格Ｂ（淺黃色），和以學生為單位的 2017
/ 18 學年資助計劃申請表格Ｒ（橙色）（每位合資格的學生一張）。
請注意：所有表格Ｂ和表格Ｒ均毋須交回子女就讀學校辦理。
申請人須於 2017年5月底前遞交齊備資料給學資處。申請人如能通過新學年入息審查，學生資助
辦事處會提早在8月發放書簿津貼和上網費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亦會提早在10月起發放。
至於確認學生資料的程序，學資處會於 2017 / 18 學年開始後進行。學資處會透過與教育局電腦
系統資料庫作資料配對，來核證有關學生的就學資料，並在有需要時（例如：家庭收入改變）調
整津貼額。
若申請家庭於4月底仍未收到表格B和表格R，可向學資處查詢。如申請家庭己獲發表格B，請不
要再遞交表格Ａ，以免申請人因提交重覆申請而引致其申請進度被拖延。
未能受惠提早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的學生
例如：已遞交了表格Ｂ的家長，而有其他子女不獲發表格Ｒ（包括在 2017 / 18 新學年升讀小一
的新生或在 2016 / 17 學年未有領取書簿津貼的學生）
學資處會按過往的安排，於8月底起發出『資格證明書』給家長，讓家長進行資助計劃申請。一
如以往，申請人需將填妥的證明書給子女交回學校處理，經核證後，學資處便會最早於10月發放
書簿津貼及上網費津貼予合資格的申請人。
【註一】
資格評估申請是以家庭為單位，每個家庭只需填寫一份表格。為免因重覆遞交申請以致拖延處理
申請的時間，同一家庭請勿重覆遞交多於一份的申請表（ 表格Ａ或表格B）
【註二】
為確保申請人於 2017 – 18 學年開始前獲知申請結果，申請人必須於五月底前直接把申請表郵
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人如欲申請學校書簿津貼，必須於 2017年10月31日以前遞交資格評
估申請，否則，該類申請即使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申請人亦不會獲發學校書簿津貼。在2017年
11月1日或以後遞交資格評估申請及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其子女的學生車船津貼（如適
用）會由批核日期起生效。在2018年2月1日或以後（即 2017 / 18 學年的下半學年）遞交「資助
評估申請」及通過入息審查，可獲發部分上網費津貼。在一般情況下，學生資助辦事處不會接受
在 2018 年 3 月 1 日或以後遞交的資格評估申請。如欲更瞭解申請程序可向學生資助辦事處查
詢。查詢熱線： 2802 2345
＊

甲類和乙類申請人，資助額均是一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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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高中同學

提升學習效能

本校於 1 月 9 日邀請校外導師為中六級成績優秀的同學舉辦「策略性思維工作坊」。是次增潤課程有兩班，
共 30 位同學參與。大部份參加的同學均認同此工作坊有助利用 4Q 學習技巧去理解問題、利用 3A-Analyze,
Arrange 及 Associate 強化短期記億及利用強弱機危(SWOT)概念有策略地分配各科溫習時間，從而提升學習自
信心應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一及中二級區本課後功課輔導班(第三期) 
為幫助中一及中二學生適應初中生活，跟上學習進度並解決學生在家課上的疑難，本校與「校聯支援協會」
合辦區本計劃，提供小班形式的課後功課輔導班，希望培養學生交齊家課的良好習慣和責任心，以改善其英文
及數學考測的成績，並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第三期區本課後功課輔導班由 4 月 18 日至 6 月 1 日，逢星期二、
四舉行，時間是放學後 4:00-5:30。煩請 貴家長留意區本課後功課輔導班第三期通告，協助貴子弟參加此項
計劃。

高中課程簡介週講座
1 月 9，10 日及 14－15 日，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為中三同學安排了為期四日的高中課程簡介週。同
學於第七和第八堂齊集禮堂，由列志佳副校長介紹新高
中課程架構、科目組合及分班分科機制，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主任楊啟耀老師介紹選科指引，而各科主任則講解
新高中課程內容及評估安排。此外，「高中課程指南」
亦已派發，供同學及家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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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2016 酒店及旅遊學院開放日

2017 年 2 月 16
日，15 位同學參加
了酒店及旅遊學院
開放日。當天，職
業訓練局的學生向
同學介紹酒店的接
待處、廚師、服務
員等職位的工作，
同學了解到酒店行
業的工作、出路及
升學的路徑。此
外，透過簡單的遊
戲，同學亦了解更
多學科的內容，讓
他們及早規劃自己
的前途。

24/02/2017 教育及職業博覽參觀

2017 年 2 月 24
日，本組帶領了中
五全級同學參觀教
育及職業博覽，當
天的展覽提供了本
地及海外升學資訊
以及不同的職業招
聘資訊，有助同學
於規劃未來時有更
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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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聯課活動日
奇

妙

的

旅

程
本年度各學會及興趣小組幹事完成一系列領
袖訓練後，聯手於 2 月 17 日及 2 月 24 日舉辦中一
及中二級聯課活動日──「奇妙的旅程」，為中
一及中二同學提供活動，讓他們有一個開心而難
忘的回憶。同學可以選擇參加 14 項不同活動。在
過程中，參與的同學都非常投入，笑聲充滿校園。
最後，大會更透過投票活動選出最喜歡的活動組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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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濕地慈善環保行‧生態遊蹤」
公益少年團西貢區分會「濕地慈善環保行‧
生態遊蹤」籌款活動已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於香港濕地
公園順利舉行。本校派出同學擔任司儀，以及參與籌款
活動。同學表現積極，獲得中學組優異獎，同時為公益
金籌得港幣 8,850.5 元。
本校公益少年團謹代表公益金向慷慨贊助是次活
動之家長及參與善舉之同學，致以萬二分謝意。



童軍
童軍活動分享－「原野烹飪」
2017 年 1 月 7 日，本校童軍於校園舉辦了「原野烹飪」體驗活動。在原野烹飪過程中，講求各隊
員學懂運用原始方法製作食物，例如燒雞、薯仔蛋等，從而掌握野外求生的重要技能。是次活動既是
各隊員的寶貴經歷，同時亦能促進隊員間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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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活動分享－「童軍宣誓及委任小隊正副隊長」
本校新加入的童軍在完成基本訓練後，於 2017 年 1 月 7 日，在本童團旅長及團長帶領下，藉簡
單而隆重的宣誓儀式，表明願對神明、國家盡責任，並立志律己助人。
另外，本童軍團旅長及團長亦於當日委任本年度的小隊正副隊長，邀請他們盡己所能，一同帶領
團隊。
本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希望同學能於各個團隊當中有所學習，盼望新加入的童軍能繼續
努力，律己助人。



便服日
學生會幹事會 Palette 於 1 月 24 日舉辦便服日。當日同學踴躍參與，有超過七成同學穿便服回校，
共籌得 5,587 元正。是次活動所籌得的款項，將會用作慈善用途，至於受惠慈善機構，將會透過民意
調查，由同學選出。
Palette 設有兩項大獎 ― 最踴躍大獎及熱心公益獎，以獎勵參與率最高和捐款最多的班別，本年
度最踴躍大獎由 3C 班奪得(參與率為 92.3%)，而熱心公益獎則由 2B 班奪得 (捐款為 330 元正) 。
Palette 在此感謝所有協助是次活動的老師和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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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2016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六級組
2016 年 12 月 25 日

2A

優異獎）

冼俊泓

體育組
學界田徑比賽
2017 年 1 月 19、20、23 日

3A

何子正

男子乙組 4X400 米

季軍

3C

黃喆甡

男子乙組 4X400 米

季軍

4B

周浚煒

男子甲組 5000 米

亞軍

4D

石港峰

男子乙組铅球

季軍

男子乙組 4X400 米

季軍

4D

黃柏津

男子乙組 4X400 米

季軍

5B

李綺諾

女子甲組標槍

亞軍

5C

石浩榮

男子甲組 800 米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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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及 公益少年團主辦

水仙花工作坊及義賣籌款活動

為鼓勵本校師生及家長參與社會服務，同時亦為
香港公益金籌募更多善款，造福社會，本會與校
內公益少年團於 1 月 24 日舉辦了「義賣活動」。
義賣日當天家長到校協助售賣各種食品及花
卉。是次活動為香港公益金籌得 1,311 元。本校
公益少年團謹代表香港公益金向義務協助是次
活動之家長，以及慷慨參與之校長、老師、工友
及同學，致以萬二分謝意。

義賣活動

2017 年 3 月號．頁 11

Outward Bound Experience Prepares me for life challenges
4A 巫紀嶢
From 26th to 30th December, 2016, I joined an
Outward Bound course.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to challenge my
limits. During the five days and four nights course, I
learnt many new things such as hiking, sailing, and
cooking in the wild. Most importantly, I learnt how
to become a leader and met a group of new friends.
In fact, I have always had a great interest in joining
the progamme and I was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e
team this time. After the briefing session, I grew
more excited for the trip and could not wait to meet
with my new friends and take up the new challenges
in my life. To get in my best shape, I started doing
exercise every day before the journey started.

different way to our destination – a trip that
required us to climb rocks! Sinc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go ‘hiking’ in this way, I was filled with
fear and excitement. In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that
I could make it and accomplished the task with my
teammates. That feeling was marvelous.
We stayed on the mountain that freezing night (It
was only 9°C, but feeling like -9°C!). While
trembling uncontrollably under the cold weather,
we felt lucky as we were not wet and we wouldn’t
become smelly in this cold weather. I guessed we
all learnt to think positively no matter how hard we
felt. By the way, it was the first night I stayed
outdoors with such a fantastic view and with
someone I met for no longer than 48 hours.

On the third day, we started our trip heading back to
the Outward Bound School campus for our sea trip.
We spent our night at Yim Tin Tsai Village. That
night was the most relaxing day in the trip. We had
plenty of time to chat which enabled us to know
more about one another. The sense of unity seemed
to be stronger, too.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trip, although I was quite
confident in my English, I was still worried that I
could not communicate well with the instructors.
Luckily, both my instructors were nice and
humorous. I met my teammates and soon we
created an inseparable bond with one another. Then
we learnt how to put on the gears and pack our bags.
We played a game that required us to climb a very
high place and walk along narrow wood planks.
Many of us were nervous while standing on such a
high place off the ground. We kept shaking for a
long time. This showed me, as a lead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individual ability of each
teammate. Planning a trip that fits all is also the
vital role of a leader.

The next day, we headed for Whiskey Beach. We
had our lunch and played some group games there.
My team spent the fourth night there and we arrived
at the campus the following morning. When we
arrived, we put everything back and prepared
ourselves for our last mission – ‘Jumping into the
sea’,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he trip.
For me, not only have I got a wonderful memory in
my life, but I have also made a lot friends. Most
importantly, through this trip, I know myself better
and clearer; I also know the clues to become a good
leader – to be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Thanks to
my instructors and teammates, I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trusting others.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precious moments we had been through in this trip.

Disappointment emerged on the second day.
Originally, we planned to go sailing but the windy
weather made it impossible to set off. After
discussion, we changed our plan and we decided to
re-pack our bags for another journey up the hill. On
our way, we stopped by a beautiful pond to have
lunch. With the beautiful view and humorous
chitchatting among teammates, we forgot the bad
luck in the morning. After lunch, we cho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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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領袖訓練計劃-香港外展訓練學校主辦
4A 黃玉琳
我被班主任推薦參加外展特訓營 Outward Bound 的
時候，沒有對活動有很多的瞭解，只幻想是具趣味
的四夜五日營會，就開開心心的簽名參加了。
誰知道營會初開始便感到後悔了。我是一個
很怕污穢的人，也是一個特別怕冷的人，活動期
間，是沒有機會沖涼──只可以帶兩套衣服，兩對
襪子，一套乾身用，一套濕身用……在那涼颼颼的
11℃的天氣下，要穿著濕衣服被海風吹上一天，直
到睡的那刻，才可換回乾衣服，非常辛苦。但是在
五日四夜的課程結束時，我內心所充斥的，除了不
捨，還是不捨。
到底是為什麼呢？在編分組時，我很幸運，
被分配到最辛苦的那一組。全組十一個人，包括我
只有兩個女生；當其他組別都用新的獨木舟，穿上
防水衣的時候，我們則是用舊的獨木舟，和終日濕
衣，凍得像只企鵝的走姿；我們的行程也是最辛苦
的，每天都累得熟熟入睡。當課程結束時，每個組
員都累得筋疲力盡，而我的手臂，居然出現了「小
老鼠」！
團隊中的隊員新來乍到的時候，都是非常被
動的。那一刻，大家都在疑惑自己需要做什麼事，
做事的速度往往是非常緩慢。而我和另一個女生，
是在第一天的行程結束時，才開始找到自己的職
務，就是做飯。因為組裏的男生太多，我們在力氣
活上幫不上忙，但在做飯這個環節，卻可以擔任重
要的位置。在缺乏衣服保暖的日子裏，有飯菜飽
腹，是十分重要的事情，為了保持暖和，我們堅持
在早上和晚上，都煮一鍋可以暖身的飲品，或者熱
湯，我們必須確保每一個人都可以吃飽，有足夠的
能量以供消耗。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五天的時光裏，一隊
十一個人，從戰戰兢兢，到主動助人，互相配合，
因合作令我們的工作效率有所提升。我們常言：
「要
學習合作技巧、溝通技巧、領導才能、包容……」
其實，這些真的不是說說而已，只有親身去體驗，
去盡力，才能真的有所感悟。
要說這些天來最深刻的活動，那莫過於：
是搬了數次艇，撐了數千米路？
是花盡心思的準備好每一頓飯？
是穿著濕衣被風吹得瑟瑟發抖？
是努力攀上釣魚翁並站在山頂忍淚也要堅持下
山？
是翻艇時喝了一大口海水？
是一起紥營？
是一起睡涼亭？
是朦眼依靠互相信任的遊戲？
是在海上迷失方向時的驚慌？
是被打風大浪打得無法前進？

是無法準時完成任務時的星星跳？
還是走路走到感覺腿已經不屬於自己了？
......
太多太多，數之不盡，道之不完。這些這些，
都令我有了勇氣，都讓我知道，那段時間，我們什
麼都沒有，就算沒有錢、沒有電話、沒有別人的幫
忙，但是，我們十一個人，成功生還了。我曾以為
以我的體能根本無法完成，途中，我不得不硬著頭
皮去做，而隊友的鼓勵，給了我很多的勇氣，都教
我勝過了這一切「不可能」。
在這個隊伍中，大家來自不同學校，要在短短
的五日內訓練出合作精神和默契，並不簡單。大家
在背景和體力上都有所不同，也有意見不同的時
候，但要使一件事辦得好，就要統一意見，並遷就
能力較低的隊友。
而在這幾天中，我也明白到方向感的重要性。人們
常說，要為自己定立一個方向。最初聽過，卻不曾
深究含義。在這次活動中，我身處海上，導航的隊
友因為艇進水而遠遠落後，航行路線又是逆風，我
們在停一下退十下的情況下，感到慌忙無助。即使
在導航的眼中，那條路線是那麽簡單，只要繞過前
方島旁的路就好。但無論他指導多少次，我們依然
像無頭蒼蠅，盯著前面的幾座島，不知道走那一條
路。找不到路線，在茫茫大海中，大風大浪中漂浮，
才深感方向的重要性。只因導航心中有地圖，早已
訂好了路線，知道前行的方向，而我們心中無圖，
不知方向。人生亦是如此，如果不定好方向，制訂
路線，也許那些看似簡單的事，往往會不知道如何
去完成，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陷入迷茫
的困境。
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天，但過程帶給我太多不一樣的
感受和經歷、美好的回憶和真摯的友誼。雖然我們
那組也許是最辛苦，但在辛苦中，每個人都真心投
入，真心的相待，也結交了朋友，這讓我獲益良多。
我很感謝自己進了那一組，也很感謝校方讓我們有
機會參與這個活動。雖然過程很辛苦，但是參與過
後，我真心感到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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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之《家校通訊》經已印備，內容豐富，敬希察閱。閣下倘有查詢，請與

貴子弟之班

主任聯絡，通訊電話為 2719 8598。
此致
貴家長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校長
李 瑞 英
二零一七年三月七日
------------------------------------------------------------

回

啟

條 ----------------------------------------------------03/ 17

家校通訊3月號

/

通訊編號 / 學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17 年 3 月號共 14 頁，對其中內容業已知悉。
此覆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家長
覆
(中
二零一七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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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學生

)

(附件一)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統測時間表 (2016-2017)
日期

13/3
(一)
.

F.1

F.2

F.3

8:15 – 8:45
Geography
地理

8:15 – 8:45
History
歷史

8:15 – 8:45
Chemistry
化學

8:55 – 9:25
PTH
普通話
(沒有聆聽部份)

8:55 – 9:25
Revision
溫習時間

8:55 – 9:25
Liberal Studies
通識

10:00 – 10:30
History
歷史

10:00 –11:10

10:00 – 10:30
PTH
普通話
(沒有聆聽部份)

Mathematics 數學

F.4
8:15 – 9:25
English I (Reading)
&
English III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tasks
ONLY)

8:15 – 9:25
中國語文能力考核

10:00 – 11:10
Physics 物理

10:00 – 11:10
Chemistry 化學/
中國歷史/
BAFS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ICT 資訊及通訊科
技

8:15 – 9:25
Liberal Studies 通識

8:15 – 9:25
Mathematics 數學

10:00 – 11:10
Economics 經濟

10:00 - 11:10
Algebra & Calculus
(M2)
代數與微積分 /
Biology 生物 /
Geography 地理 /
History 歷史

8:15 – 9:25
中國語文能力考核

8:15 – 9:25
English I (Reading)
&
English III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tasks
ONLY)

10:00 – 11:10
Chemistry 化學/
中國歷史/
BAFS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ICT 資訊及通訊科
技

10:00 – 11:10
Economics 經濟

10:40 – 11:10
中國語文能力考核

8:15 – 8:45
中國語文能力考核

14/3
(二)
.

8:55 – 9:25
Revision
溫習時間

10:00 – 10:30
中國歷史

8:15 – 8:45
English III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8:15 – 9:25

Mathematics 數學
8:55 – 9:25
English I
(Reading & Usage)

10:00 – 10:30
PTH
普通話
(沒有聆聽部份)

10:00 – 10:30
中國歷史

10:40 – 11:10
Physics
物理

16/3
(四)

8:15 – 9:25

8:15 – 8:45
中國語文能力考核

Mathematics 數學

8:55 – 9:25
Revision
溫習時間

.

10:00 – 10:30
Science
科學

F.5

10:00 – 10:30
Liberal Studies
通識

10:40 – 11:10
Geography
地理

8:15 – 8:45
Geography
地理

8:55 – 9:25
Biology
生物

10:00 – 10:30
History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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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五)
.

8:15 – 8:45
English III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8:55 – 9:25
English I
(Reading & Usage)

8:15 – 8:45
中國歷史

8:55 – 9:25
Science
科學

10:00 – 11:40
(由語文科老師通知確
實時間)
中國語文卷四 (說話能
力）#

(C3 – C11 課室)

20/3
(一)
.

Normal school day /
Fallback day for UT.
正常上課日 /
統測後備日

8:15 – 8:45
English III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8:15 – 9:25
Mathematics 數學

8:15 – 9:25
Liberal Studies 通識

10:00 - 11:10
Algebra & Calculus
(M2)
代數與微積分 /
Biology 生物 /
Geography 地理 /
History 歷史

10:00 – 11:10
Physics 物理

8:55 – 9:25
English I
(Reading & Usage)

10:00 – 10:30
Economics 經濟

10:40 – 11:10
Computer
普通電腦

Normal school day / Fallback Normal school day / Fallback Normal school day / Fallback
day for UT.
day for UT.
day for UT.
正常上課日 /
正常上課日 /
正常上課日 /
統測後備日
統測後備日
統測後備日

Normal school day / Fallback
day for UT.
正常上課日 /
統測後備日

備註 1：如因惡劣天氣而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該天的考試科目將改於考試後備日進行，其他考試日的科目則維持不變。
Remark 1: If EDB announces schools are to be closed due to bad weathe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ay will be rescheduled to the FALLBACK DAY for the examination.
The examinations in the following days will NOT be changed.
備註 2：除不須參與當天的考測外、所有同學必須於 8:00 a.m. 前回校（並於集會後到圖書館自修準備）
。
Remark 2: ALL students (except for those who have no assessment taken on that day) have to return to school by 8:00 a.m. (They may go to the library for self-study
afterwards).
備註 3：# 此科目的考試細則將由該科有關老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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