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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號 

 

本期重要消息 :  

1. 統一測驗 (中一至中五) 2.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3.學生資助申請辦法 (2019-20) 

4. 校巴收費 5. 統一測驗成績表派發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統一測驗 (中一至中五)  

統一測驗將於 3 月 21 日至 26 日舉行。詳情請參閱附件的統測時間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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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請各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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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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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測前一上課天（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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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測期間，學生須繼續使用「學生拍卡點名系統」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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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及合乎考測標準計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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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則必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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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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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表列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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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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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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級別及科目需要使用）： 

 計算機必須以乾電池為能源、操作時不發出聲響及沒有印刷或顯示圖表／語文字句設

備。 

 考生不得使用備有點陣顯示模式的計算機。 

 計算機必須已印上「H.K.E.A.A. APPROVED」或「H.K.E.A. APPROVED」的標籤。倘

若計算機經長期使用以致機上的標籤褪色，考生必須在考試前攜同該計算機前往考評

局重新加印標籤。考生攜帶未有印上指定標籤的計算機應試，有可被處分。 

 計算機背後不可寫上名字 / 附有貼紙 / 文字。 

 考測期間，考生必須將計算機蓋 / 封套放置於書包內或座位下。 

4. 紙巾/手帕：隨身攜帶，可用作抹汗等用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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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或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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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評估如因惡劣天氣取消，將會順延於後備日舉行（5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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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師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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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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本校欣逢四十周年校慶，於 2019 年 1 月 5 日成功舉辦校慶開放日，當天有 20 多項攤位活動，

包括科目展覽、學生、畢業生及管樂團才藝表演等等。另外，校園更設有拍攝區、禮物區、小食區、

爆谷及棉花糖製作區，除本校學生外，更吸引了許多的小學生、家長，校友及來賓到校參與，令活動

生色不少。 

本校的家長教師會的家長更悉心製作窩心而溫暖的特飲，供全校的師生及來賓享用。西貢區社區

中心社工亦為我們送上爆谷及棉花糖，為活動增添多一份暖意。 

早上十時，學校舉辦了一項簡單而隆重的校慶開放日開幕典禮，以誠、敬、勤、健的辦學精神帶

出創校的宗旨，繼以校長致詞及鳴放花炮儀式展開序幕。 

當天很多學生及來賓均積極參與本校的各項攤位活動，換取禮物。本校師生更為是次校慶開放日

精心設計不同的學科活動，讓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發揮潛能。當中我校工作人員及學生大使均以積極

及熱誠的態度，全日不停講解，令參加活動的學生、校友、訪客和來賓感受到我校的熱情，更讓校內

及校外人士更了解學校四十年來的各項成就，留下美好和快樂的回憶。 

此外，本校同學才藝超凡，能歌善舞。當中拉丁舞及粤曲的表現非常超卓，引來不少的目光及掌

聲。本校管樂團及校友表演亦相當出眾，令整個校慶開放日的氣氛非常熾熱。 

下午四時，學校舉辦了 40 周年校慶生日會，學生代表以一副對聯向學校致意，「孜孜辦學四十

載、欣欣桃李百千行」，總結學校 40 年來辦學的成果，全校師生及來賓一齊合唱生日歌，祝賀學校

踏進 40 周年。校長致謝詞後，再由校監、校長、副校長及助理校長切生日蛋糕，與在場所有學生及

來賓慶祝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踏進四十周年的喜悅，並順祝校譽日隆，廣栽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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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預告 

4月12日至4月22日為復活節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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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家課，請同學努力認真完成，並於4月23日（Day C）帶齊回校呈交。 

 

校巴收費事宜  
返校校巴 

4 月及 5 月校巴收費日期如下 :  

月份 繳費日期 

4 3月 13日及 14日 

5 4月 9日及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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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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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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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測驗成績表派發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預告 

2019年 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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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另函通知。 

 

學生資助申請辦法(2019-20)  

2019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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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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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內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註

二】 

(四)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 2019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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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9學年獲發學校書簿津貼者（包括全額和半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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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 2019 / 20學年開學前提早發放學校書簿津貼。） 

學資處會在 2019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分批向在 2018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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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 20 學年資格評估申請表格Ｂ（淺黃色），和以學生為單位的 20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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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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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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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家庭已獲發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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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 20 新學年升讀小一

的新生或在 20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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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 20 學年開始前獲知申請結果，申請人必須於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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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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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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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日或以後（即 2019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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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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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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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

澳基督教鍚安堂暨安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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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至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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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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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5 教育及職業博覽 

 

2019 年 1月 25日，中五同學參加了教育及職業博覽。博覽提供了本地及海外升學資訊以及不同的職

業的招聘資訊，有助同學於規劃未來時有更合適的選擇。 

 

2019/01/31 中五升學講座 

 

為了讓中五同學了解不同的升學途徑，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在週會時間由陳珮琪老師向中五學生講

解 JUPAS(大學聯招)、EAPP(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和介紹不同行業，使他們日後規劃升學出路

時，有所參考。 

 

         

海洋公園「連繫學生與大自然－STEAM 學習計劃」 

海洋公園本年度推出「連繫學生與大自然－STEAM 學習計劃」，把公園變成活學教室，讓老師

運用園內遊戲、展館和保育資源，鼓勵同學學習，全面探索 STEAM。計劃共收到 262 間小學及 243

間中學申請。經評審後，共有 43 間小學及 37 間中學申請成功，本校是其中一所成功申請的學校之一。 

計劃分為兩個部份，分別有一天海洋公園 STEAM 活動日及一個生態講座。2019 年 1 月 18 日的

海洋公園 STEAM 活動日，當日本校全級中三同學前往香港海洋公園，出席一小時的 STEAM 職業互

動講座，其後各人參與了一項名為五元素任務的 4 小時大型活動，分別在園內各處體驗 SCIENCE 科

學、TECHNOLOGY 科技、ENGINNEERING 工程、ART 美術及 MATHEMATICS 數學相關的活動，了

解在日常生活動中，STEAM 的發展及相關的職業。第二個活動是生態講座，1 月 25 日放學時間，全

級中三同學，參與了一個以生態普查為主題的環境保育講座，我們邀請了海洋公園的導師，來到本校

講解。一個小時的講座中，同學都認真投入，學習新知識。特別是最後的猜猜估估環節，同學都十分

熱烈回應導師的提問，爭取精美小禮物。學校希望透過以上的 STEAM 活動，讓同學更加明白 STEAM

的可持續性及發展，從而為將來投身職場有更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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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西貢區分會「濕地慈善環保行‧生態遊蹤」 
 

「生態遊蹤」籌款活動已於 2019 年 1 月 25 日於香港濕地公園順利舉行。本校派出同學擔任司儀，

以及二十位中二同學參與籌款活動。同學表現積極，同時為公益金籌得港幣 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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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Halloween活動 

獎狀及 

一百元書券 

1A  Jeremy 1B Theo 

獎狀 1A  Jimmy 

1A  Carson 

1A   Matto 

 

1B Jess 

1B Tom 

1B Mathew 

1B  Chloe 

1B  Keri 

Loi Krathong 活動 

獎狀 1A Jimmy 

1A Hilton 

1A Carson 

1A Jeremy 

1A  Larizza 

1A Vanessa 

1A Ruth Chan 

1A Se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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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跆拳組 

2018仁愛跆拳道大賽 色帶搏擊組 

冠軍 5D 薛頌晴 

 

 

 

視覺藝術科 

西貢區 圖書館禮儀書籤 設計比賽(中學組) 

優異獎 5C 郭佳怡 

 

 

 

 

 

數學能力大比拼 (初級組) 

第一名 1B曾亦聰  

第一名 1A陳泓曆  

第三名 1B楊偉圳  

第四名 3D唐卓毅  

第五名 1A周曉楠 

第五名 1A楊曉晴 

第七名 3A余俊皓  

 

第八名 1B李景錕  

第九名 1B葉子康  

第十名 1B曾啟聰 

第十一名 1B何蔣謙  

第十二名 1B張睿翹 

第十三名 1C何旻麒 

數學能力大比拼 (高級組) 

第一名 6A巫紀嶢  

第一名 6A何國鴻  

第一名 6A 成俊恒 

第一名 6A 葉康怡  

第五名 5A 鄭傑迅  

第五名 5A 何宗儒  

 

第七名 4A 何文基  

第八名 4A 王耀杉  

第九名 4A 卓嘉文  

2019香港學界跆拳道大賽 色帶搏擊組 

冠軍 

女子色帶搏擊組，49至 52公斤 

5D 薛頌晴 

季軍 

男子色帶搏擊組，68至 73公斤 

5A 何展皓 

季軍 

男子色帶搏擊組，55至 59公斤 

3A 黃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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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拔河比賽 

冠軍 

亞軍 

師生拔河比賽優勝隊伍 

5D 

5B 

老師隊 

 

便服日 

熱心公益獎 

最踴躍大獎 

1A班(捐款為 390元正) 

1A、 2A、3A班 

(參與率為 100%) 

 

學生福利組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周卓堯 

2B 蔡俞婷 

2C 馮俊賢 

2D 方凱怡 

3B 陳柏靜 

4A  彭  樂 

4C 成樂怡 

4D 許雅琳 

5B 譚皓堅 

5D 薛頌晴 

6A 溫毅桐 

 

 

            便服日 

學生會幹事會 Meteor 於 1 月 31 舉辦便服日，為同學籌劃一個可穿著輕鬆便服的上課天。當日同

學踴躍參與，有 85.22%同學穿便服回校，共籌得 6025 元正。學生會將根據民意調查的結果，決定是

次活動所籌得款項的用途。 

是次活動設有兩項大獎 ― 最踴躍參與大獎及熱心公益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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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2A 及 3A 班奪得(參與率為 100%)，而熱心公益獎則由 1A 班奪得 (捐

款為 390 元正) 。 

Meteor 在此感謝所有協助是次活動的老師和工作人員以及同學的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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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全港賣旗日 2019－校內募捐  

香港家庭福利會多年來一直為本校提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及融合教育社會工作服務。駐校社工透

過與校方及家長的合作，協助同學面對求學及成長過程遇到的困難，讓同學能有更健康的發展。為拓

展創新服務以回應社會需要，家福會將於 2019年 3 月 16日（星期六）進行全港賣旗籌款活動，收

益將用於發展非政府資助項目，包括家庭退修中心、家庭照顧支援服務、家福傳愛創新服務。有關家

福會全港賣旗日之校內募捐詳情將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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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仙花工作坊(2019 年 1 月 12 日) 

 

義賣籌款活動(2019 年 1 月 30 日) 

 

         換季過渡期  

由 4月 8日至 4月 26日爲換季過度期，同學可穿著整齊夏季或冬季校服，4月 29日(星期一)開始，

全體同學必須更換整齊夏季校服。 

另外，每年春夏之間，蚊蟲滋生較為嚴重，因此，學校讓女同學每年 5月至 8月期間，可穿著體

育服回校上課或參加課外活動，但於特別日子如畢業典禮和結業禮，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女同學

亦必須穿校裙出席。 

《預防大麻風》攤位遊戲  
 近年報章及網上與大麻相關的報導愈來愈多，爲了讓同學明白濫用藥物所帶出的嚴重後果，提高

同學在節日的危機意識，學習抗拒吸毒的誘惑，學校於農曆年假期前夕邀請了路德會青彩中心到校擺

放有獎抗毒攤位遊戲《預防大麻風》。同學可參加有獎問答遊戲，以特製眼罩模擬大麻對視覺擾亂之

影響，以提高抗毒意識。最後，同學都帶著滿滿的防毒意識與獎品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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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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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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通訊3月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19 年 3 月號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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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03/19 /       

通訊編號  /  學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