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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號 

 

本期重要消息： 

1. 本校 2018 香港中學文憑試增值概況      2.  第一學期考試         3. 校巴收費 

 

本校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增值表現十分理想 

教育局已公佈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增值資料，本校「最佳五科」及合共有 9 科﹝註﹞達「正增

值」或「合乎預期增值」。其中「經濟科」及「歷史科」更達 7 級增值，成績十分理想！ 

校方將繼續努力，專心致志做好教學工作，務求  貴子弟能在公開試中取得理想的成績。 

註：系統沒有提供數學延伸單元二、中國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藝術及應用學習各科的增值資料 

第一學期考試 

第一學期考試將於 12 月 6 日至 19 日舉行。考試期間，中六同學仍須上課。詳情請參閱附件一的考

試及上課時間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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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測期間，學生須繼續使用「學生拍卡點名系統」點名。 

務請各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以在考試中取得更佳成績。無論上課或考測，同學均必須準

時出席。缺席者須於翌日呈上註冊醫生（不是表列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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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前一上課天（12 月 5 日），全校同學將暫時轉用「夏令時間表」上課，下午毋須上課，讓同

學回家溫習，放學時間為下午一時正。 

考試 / 測驗期間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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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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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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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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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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手錶：須運作正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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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紙巾／手帕：隨身攜帶，可用作抺汗等用途。 

5. 雨具：下兩天或陽光過猛時使用，免致天氣影響身體及考試表現。 

 

英文口試須知 
英文科口試即將舉行，為了確保本校的英語口試能夠客觀和公正地進行，現將「考生須知」刊於

（附件二）內，供 貴家長參閱，希望能家校合作，對學生循循善誘，令他們認識並尊重一個嚴謹的

考試的重要性。 

班級 考試日期 

中一級 2018年11月19日及20日 

中二級 2018年11月21日及23日 

中三級 2018年11月26日及28日 

中四級 2018年11月27日 

中五級 2018年12月3日及4日 

中六級 2019年1月9日及11日 

 

校巴收費事宜 

返校校巴繳費詳情 : 

十二月及一月校巴收費日期如下 :  

月份 繳費日期 

十二月份 11 月 7 日及 8 日 

一月份 12 月 3 日及 4 日 

* 同學須注意十二月份開始，各級在考試期間及某些特別上課天 (例如：考試 及 試後活動等)的返

學日子及時間不盡相同，校車的接載時間會儘量配合，但會以低年班同學為優先考慮。同學亦可到

食物部的校車告示板查閱每月特別日子的候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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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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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每月收費 $250。 

(三) 為支援新生適應返校交通需要，校方提供免費返校校巴服務給有需要的新生。 

(四) 同學須妥善保管校巴證，所有同學上車時出示有效之月票/全年校巴證，校巴司機有權拒絶未能

出示有效月票/全年校巴證的同學乘車。 

(五) 未能出示有效的月票/全年校巴證的同學會交由學校訓導組處罰。 

(六) 同學遺失校巴證須盡快通知朱鳳萍老師。 

(七) 若有新生仍想申請免費校巴服務，可攜同家長信向潘偉健老師申請。 

 

冷氣費去年收支表及本年預算 

上述文件經已準備妥當，並夾附於本期通訊中，請 貴家長省覽 (附件三)。 

 

  
2018/09/24-2018/09/26 職業電影播放 

 

2018/10/02 JUPAS 簡介會 

 

 

 

 

 

 

 

臺灣 11 所大學聯校招生 

除了本地大學，近年不少學生都選擇到外地升讀大學，台灣便是一個熱門地點。現在為鼓勵更

多優秀的海外學生前往台灣就讀大學，在今學年，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會聯同其他九

間院校共同辦理推薦入讀學士學位，本校今年共有十位同學申請。同學也可在 11 月 2 日參觀台灣升

學展覽。 

     中六升學講座 

 

 

 

 

本組將於 11 月 22 日星期四第八堂 (3:05pm-3:45pm) 在本校禮堂為中六同學安排大學聯招及其他

升學講座，亦會於 11 月 2 日星期三於放學後 (4:00pm-4:45pm) 在本校禮堂為中六同學安排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 (IVE) 升學講座，歡迎各家長到場參加。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每月會在小食部舉行職

業電影播放，向同學介紹不同的職業和各地升

學資訊。同時也安排了有獎問答遊戲，讓同學

積極投入，活動反應良好。 

2018 年 10 月 2 日，本組在本校禮堂為中六

同學舉行 JUPAS 簡介會，讓同學了解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和重要事項，及早做好準備。最後，

會上亦播放了國內升學的片段，讓同學認識近

年其中一個熱門升學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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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學巡禮----圓滿舉行」 

「2018 中學巡禮暨全方位學習體驗日」已於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圓滿舉行，當日本校安排了多

達 16 項的教學活動讓嘉賓一同參與，老師和同學攜手教學，深入淺出的講解，生動地把課本知識融

入生活，令嘉賓留下深刻的印象。嘉賓的讚賞、同學的自信表現和歡笑聲，為「中學巡禮」畫上一

個圓滿的句號。 

 

 

 

聖約翰救傷少年隊少青團週年隊際比賽 

本校聖約翰救傷隊隊員分別於 9 月 9 日和 23 日，參加了「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和「步操及制

服檢閱比賽」。兩次比賽主要希望提升同學對急救及家居護理知識的認識，以及提升同學的自信心

和紀律性。隊員經過整個暑假的艱辛訓練後，都能夠盡自己最大的能力，發揮自己最佳的水平，亦

透過觀摩其他支隊的表現，互相切磋和學習。 

 

 

音樂科 

 
2018 台灣國際管樂節國際管樂菁英大賽 

長笛小組(銅獎) 蘇永達、王依婷、王依琳、黃浩賢、賴灝鈴 

單簧管小組(銅獎) 李靜茹、盧曉璇、譚曉慧、王榕、盧姵樺、冼晴怡、劉樂遙、黃泳霖、曾天恩 

薩克斯風小組(銀獎) 方梓瀠、黃馨儀、黃美欣、羅景超、黃泳霖 

銅管樂小組(銅獎) 宋宛玲、林芷茵、譚卓男、劉竣曦、盧逸軒、何琛妍、何紫瑤、陳詩祈、 

曾皓珊、陳焯楠、 

公開組小組合奏 

(敲擊樂組銅獎) 

蔡溢賢、林若希、姚煒鏘、陳立恒 

團體銀獎 王依琳、王依婷、賴灝鈴、林芷茵、譚卓男、劉竣曦、盧逸軒、何琛妍、黃馨

儀、黃美欣、羅景超、黃浩賢、蘇永達、李靜茹、盧曉璇、譚曉慧、王榕、 

盧姵樺、冼晴怡、曾天恩、劉樂遙、黃泳霖、方梓瀠、宋宛玲、林芷茵、何紫

瑤、陳詩祈、曾皓珊、陳焯楠、蔡溢賢、林若希、姚煒鏘、陳立恒、曾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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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 

  
 

與香港科技大學協辦 

『探討本校空氣污染情況』 

優秀表現獎 張晉、張從羔、秦磊雄、成智杰、孫嘉澧、梁雅穎、

顏珮如、杜學柔及王莉棋 

 

體育科 

 

 

 

 

 

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季軍) 5D 黃彥能 

 

STEAM 小組 

全港中小學 STEM 機械人大戰 2018 

冠軍 孫慶幸 

亞軍 梁耀恒 

季軍 成里謙 

一等獎 林昆逸 

全場總冠軍 本校 

 

模型氣墊船創作大賽 

初中組直線賽中獲得季軍 林昆逸、蘇豊雋、卓嘉文 

 

香港浸會大學 - 創科究未來比賽 

入圍作品 曾煒熹、鄭傑迅、馬藝月、董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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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福利組 

 

 

 

第十七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及第一屆西貢區才藝文化傑出學生選舉 

「第十七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嘉許狀」 4B 樊思圻 

「第一屆西貢區才藝文化傑出學生獎」 6D 馬明欣 

「證書」 5A 鄭傑迅，5A 黃玥珈，3A 辛睿縈 

視覺藝術科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2018-19 

初級組 高級組 

冠軍 

3A 

亞軍 

2A 

季軍 

1D 

優異獎 

2C，2D 

冠軍 

5B 

亞軍 

5C 

季軍 

4A 

優異獎 

4D 

 

陸運會場刊設計比賽 2018-19 

冠軍 4D 侯欣潼 

亞軍 4C 鄭芷晴 

季軍 4D 曾天恩 

優異 4C 魏采婷，4D 蔡承浩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急救及家居護理比賽 2018  

高級組急救季軍 6A 梁雅穎 

初級組家居護理比賽季軍 

初級組家居護理比賽全場總季軍 
5D 陳俊宇 

 

 

「領袖生團隊」 

本年度領袖生團隊已於 10 月 8 日正式交接完成，並由校長親手為他們授章，正式展開本年度的

執勤工作。領袖生團隊是校內服務學生的重要組織，包括領袖生長、黃章領袖生、綠章領袖生及藍

章領袖生，接近 40 人的團隊，為學校服務。每個學年，領袖生除了日常的當值工作以及特別日子的

秩序管理工作之外，亦會舉行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會議、多次訓練及聯誼活動，目的除了加強領袖生

之間的溝通之外，更可以促進師生及生生的分享和交流，讓同學得到全方位的學習機會。領袖生團

隊表現出色，除了負責老師的悉心安排及指導之外，更重要的是各領袖生均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主動、自發、積極投入工作、每事力臻完美的態度所至，在此學校十分感謝同學的付出，協助了老

師維持全校的秩序，成為老師不可多得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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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領袖生名單 

 

領袖生長及黃章(12 人) 

領袖生長︰5A 曾煒熹  5A 鄭傑迅 

監察 ︰5A 成文巧  5A 黃愷怡 

編更 ︰4B 張穎妍 

宣傳 ︰4A 蘇豊雋  5C 外岡信太郎  

康樂 ︰5B 吳雪嵐  4C 梁婉怡 

藍章組長︰4A 韋詩琪  4B 黎翠婷  4D 何紫瑤 

綠章(12 人) 

Group 1 綠章 Group 2 綠章 Group 3 綠章  

3D 吳曉桐 4B 石敬添 3C 成頌賢 

3A 盧曉璇 3A 王依琳 3A 陳道德 

4C 石敬聰 3C 廖創偉 3A 邱恆建 

3D 潘泳豪 3A 林曉淘 3B  陳柏靜 

藍章(15 人) 

2A 2B 2C 2D 

2A 施展聰 (7) 2B 莊暉順 (2) 2C 馮俊賢 (3) 2D 張嘉浚 (1) 

2A 譚凱瞳 (21) 2B 林溢塱 (5) 2C 羅子良 (8) 2D 蘇永達 (11) 

 2B 林欣希 (16) 2C 彭卓嶠 (13) 2D 黃奕懋 (13) 

 2B 林若希 (17)  2D 卓嘉進 (16) 

 2B 李詩渟 (19)   

 2B 衛雅琦 (22)   

 

2018-2019 年度 小導師計劃 

經過一輪面試後，新一屆小導師終於誕生了！輔導組的「小導師計劃」乃透過定期聚會和入班

活動，讓高年級的小導師與中一同學建立關係，幫助他們適應中學校園生活，加強自我認識，建立

健康正面自我形象，肯定自我價值。 

小導師的訓練日已於 2018 年 10 月 5 日順利完成。小導師透過訓練日的不同活動，培養領導才

能及合作精神，學習發掘自己及別人的優點和缺點，立志成為中一同學的同行者。 

小導師的授章儀式：                 

小導師名單 

4B 樊思圻 5A 鄭傑迅 5A 宋宛玲 5C 梁凱楠 

4B 黎翠婷 5A 鄧浩星 5A 伍英雯 5C 吳國珍 

4C 梁婉怡 5A 羅巧明 5A 黃玥珈 5C 陳沚澄 

4D 黃煒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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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日的活動剪影: 

 

 

 

 

 

中一同樂日 

「中一同樂日」已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順利舉行。是次活動由本校輔導組、訓導組及西貢區社區

中心聯合舉辦，目的是透過連串集體遊戲，增進同學之間的朋輩關係，並建立師生快樂的共同回憶。 

活動中，同學需要互相合作完成三個分組任務，包括「齊心傳」、「蜻蜓點水」及「信心互扣」。所

有同學均表現得積極投入，令操場及禮堂洋溢著歡樂的氣氛；他們亦能發揮團隊精神，互相扶持，成

功完成所有挑戰。 

最後，同學更合力創造出屬於自己班的獨特畫作，並在作品寫上他們本學年的個人目標，以提醒

自己時刻要努力向目標進發。完成作品後，同學都十分雀躍，爭相與畫作拍照留念。 

祝願全體中一同學能盡快適應中學生活，並在未來的日子能互勉互勵、彼此扶持，共同創造更多

美好的回憶。 

 

 Soar 翱翔 完成任期 感謝各位踴躍支持 

在過去的一年間，Soar 有幸得到各位老師及同學的協助、支持及踴躍參與，成功舉辦了共十項文

娛、康樂及福利活動，並就表達同學意見兩次與校方舉行正式會議。 

  經過一年來的磨練，我們 8 位幹事成長不少，辦事變得更為成熟穩重，不單勇於面對未來的挑

戰，而且啟發我們的創新的精神及理念。 Soar 衷心感謝同學的支持，令我們在過去一年能夠為各

位鄭記的同學服務。 

  如今 Soar 功成身退，各位幹事快將離開學校，面對中學生涯另一個重大挑戰──文憑試，Soar 在

此謹祝校內各位教職員、學弟妹及學會學業進步，校園生活愉快! 並祝願現任幹事會 Meteor 及 編

委會 Milestone 會務蒸蒸日上，繼續為美好校園打拼，秉承學生會為同學盡心服務的精神! 

 

 

 

 

 

 

                 

                                              本年度學生會編委會【 Milestone】  

  

 

 

 

 

                 

總編輯 5D 李雅晴 

第一副總編輯 5C 郭佳怡 

第二副總編輯 5D 姜國雄 

上年度學生會編委會【Polaris】(左起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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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生會幹事會 【Meteor】 

 

 

 

 

 

 

 

最後，多謝 30 多位新任的評議員，他們來自各級、各學會及學生服務組織，代表全校同學審批

學生會的活動、財政，以及參與不同的工作小組收集同學的意見、為同學服務。 

 

  

 

 

       四十周年校慶開幕典禮暨音樂劇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四十周年校慶開幕典禮暨音樂劇表演已於 9 月 15 日順利舉行及演

出。本校校監、校董、前校長、校長、一眾嘉賓、家長、老師及學生均一起出席此項活動，是日慶

典超過 500 多人參與，共同慶賀我校踏進四十周年。典禮中，首先由本校校監鄭建雄先生致歡迎

辭，其後播放學校發展回顧與展望的短片。在四十周年校慶剪綵環節，校監、校董、前校長、校長

及嘉賓為我校剪綵，學生代表在旁鳴放花炮，主禮嘉賓温漢璋 MBE 太平紳士更為我們致辭，恭賀學

校邁進四十周年。音樂劇表演完畢後，由列志佳校長致謝辭，感謝各方對學校多年來的支持。 

 

在音樂劇表演環節中，我校有 20 多位同學參與表演，音樂劇名稱《植致．四十》，寓意向鄭植

之中學四十周年致敬。《植致．四十》講述一名神秘的「劇院話事人」，適逢學校四十周年，藉此

為由舉辦了一場性質特別的比賽，讓不同背景、性格及才華的同學，參加一場「最有價值同學爭奪

戰」。各位表演同學，均以音樂、歌聲及舞蹈等，把多月的訓練及學習成果展示出來，為鄭植之中

學四十周年慶典增添動人熾熱的氣氛。表演完畢後，不少來賓均對同學落力及充滿自信的演出有高

度讚賞，相信參演同學均能展示學習成果及發揮潛能，為我校四十周年揭開序幕。 

 

 

 

 

 

    1.會長 5D 蘇瑋晴      6.文化秘書 5B 林加希 

2.第一副會長 5D 吳明朗      7.福利秘書   5A 歐陽梓健 

3.第二副會長 5D 鄭梓軒      8.康體秘書 5C 周子杰 

    4.常務秘書 5B 鍾穎琪 9.物品管理秘書 5C 邱文廸 

    5.財務秘書 5A 何宗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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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                           _______ 

 

本月之《家校通訊》經已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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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志 佳      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  回    條 ------------------------------------------------------------- 

 

家校通訊11月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18 年 11 月號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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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學生                )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11/18  /       

通訊編號  /  學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