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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要消息： 

1.  40周年校慶盆菜宴 

4.  試後活動時間表 
7.  校巴事宜 

 
2.  期終考試 
5.  中三升中四事宜                    

 
3.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筆試 
6.  飯商退款事宜  
 

40 周年校慶盆菜宴 

 
為慶祝創校 40周年，本校於 2019年 2月 23日 (星期六)舉辦了 40周年校慶盆菜宴，讓老師、

舊同事、校友聚首一堂，細說昔日點滴。 

活動宣傳甫一開始，反應非常熱烈，需由原初計劃的 40 席，擴至筵開 89 席，超過 900 人參與，

場面熱鬧，亦為學校締造創舉！ 

當天校園 3 時已開放，讓來賓及校友自由到不同課室、圖書館、禮堂、知新亭及校園各處參觀及

拍照，留下美好的回憶。晚上 6 時盆菜宴正式開始，首先是全體大合唱校歌，播放學校發展回顧與前

瞻的短片，繼而進行一項簡單而隆重的祝酒儀式，包括鄭建雄校監伉儷、前校監温漢璋先生、成漢强

先生、家長校董歐陽彥珍女士、王育晶女士、校友校董余大為先生、前校長李瑞英女士、列志佳校長、

副校長和助理校長上台祝酒，亦邀請不同屆別的校友在旁鳴放花炮，氣氛歡騰。 

晚宴進行期間，校友會加插抽獎環節，更誠邀母校資深的舊同事上台抽獎，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

大會接近尾聲時，列校長致謝感激各方友好的來臨，共同參與 40 周年校慶盆菜宴，對校友們作出鼓

勵勸勉。校長更送上「朋友」一曲，讓全體合唱，不少來賓及校友更開啟手機電筒，按拍子揮動，場

面温馨感人。最後，校友會及盆菜宴負責人——楊啟耀老師亦同時送上勵志的說話，鼓舞人心，盆菜

宴亦在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2019 年 5 月號．頁 2 

 

 
 

 

第二學期考試 

第二學期考試將於 6 月 3 日至 17 日舉行。詳情請參閱附件的考試時間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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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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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前一上課天（5 月 31 日）如常以夏令時間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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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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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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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被處分。 

 計算機背後不可寫上文字 / 附有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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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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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4日及15日 

中二級 2019年5月16日及17日 

中三級 2019年5月22日及24日 

中四級 2019年5月21日及23日 

中五級 2019年5月27日及28日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筆試事宜 

教育局規定所有中三級同學須參加全港性系統評估，作研究及發展全港中三學生中、英、數三科

的水平之用。本學年中三級 TSA 評估（筆試）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6 月 18 日 8:00 集隊及點名 操場（集隊後進入禮堂） 

(星期二) 8:30 - 9:45 中文寫作(75 分鐘) 禮堂 

 10:20 - 10:50 中文閱讀(30 分鐘) 禮堂 

 11:25 - 12:10 中文視聽資訊(約 15 分鐘)  

中文聆聽(約 20 分鐘) 

中三級課室 

6 月 19 日 8:00 集隊及點名 禮堂 

(星期三) 8:30-9:10 英文寫作(40分鐘) 禮堂 

 9:45–11:05 英文閱讀(35分鐘) 
英文聆聽(約 35 分鐘) 

中三級課室 

 

 11:40-12:45 數學(65分鐘) 禮堂 
 

同學須於上午 8 時 00 分前回校，並帶備手冊。如因病缺席，請於翌日攜同請假信及註冊醫生

簽發之病假證明書辦理請假手續。如受惡劣天氣或其他突發事情影響，評估日期將改期至 6 月 21 日

（星期五）。 

2018年學習及活動周學生上課時間表 

學年將盡，特別是期考之後，一些家長或會向學校要求讓子女提早放暑假，以便安排旅行。但學

期終結前的「學習及活動週」及派發成績表其實是學校課程一部份，希望家長配合學校的時間表和紀

律守則，督促學生根據附上的時間表（附件三），準時出席學校各項活動。 

又基於課程進度不同，老師可能會要求部份班別回校補課或進行其他活動，如屬課外活動，將會

個別派發家長通告，有關同學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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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香港中學文憑特別考試安排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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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升中四各項事宜 

(一) 7月 13日校方會公佈中四分科及選修科目的結果。 

(二) 報讀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中心或高中學校的同學若被取錄，必須按指定日期回校，直至學期
結束為止。無故缺課者，將當作未能完成中三課程論，並會被取消入學資格。 

 

飯商退款安排 
有關飯商美利飲食退款事宜 

中一至中五同學的午膳飯商退款安排如下： 

日期及時間：6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 10 : 30 – 下午 1 : 30 
                6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 10 : 30 – 下午 1 : 30 

地點：學校食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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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巴收費事宜 

返校校巴 

六月份校巴收費日期如下 :  

月份 繳費日期 

6 5月 15日及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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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申請有關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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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同學上車時須出示有效之月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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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校巴證而又乘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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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儲物櫃 / 抽屜             
第二學期考試將於六月初舉行。一如以往，考試前夕，懇請家長叮囑 貴子弟及早清理儲物櫃 / 

抽屜，將書本帶回家溫習，爭取佳績。現特列出同學清理儲物櫃 / 抽屜的最後限期，以供家長參考： 

中一至中五：5月31日(星期五)  

 

「由鄭記啟航 向世界出發」 

我校鼓勵學生放眼世界，各科組亦會舉辦不同的交流及考察活動，豐富學生的個人學習經歷，擴

闊視野。同時，畢業生也會定時回校，把自己的人生閱歷向師弟妹分享。今次我們邀請了「師兄」─

─香港古典結他演奏家莫迪輝，和同學分享經歷。詳情可細閱稍後派發的《由鄭記啟航 向世界出發》
特刊或附件四。 

 

 

參觀非常作：時尚職業首選化妝師 

 

2019年 4月 11日，數位中四同學參加了「參觀非常作：時尚職業首選化妝師」，活動介紹化妝
行業的不同發展範圍，專業化妝師在現場示範化妝技巧，讓同學觀摩和體驗化妝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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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組 
 

 

IT 常識問答比賽 

第一名 5C 范錦銘 

第二名 5C 雲衛星 

第三名 3B陳駱賢 
第四名 5C 陳沚澄  
第四名 5C 陸宗怡 

第六名 5C 邱文迪 
第七名 5C 曾華軒  
 

 

數學科 

數學能力大比拼 (初級組) 
第一名 3B 黃景轅 

第二名 1B 楊偉圳 

第三名 1C 何旻麒 

第四名 1B 曾亦聰 

第五名 1A 楊曉晴 

第六名 1B 葉子康 

第七名 1A 陳泓曆 

第八名 1B 何蔣謙 

 

數學能力大比拼 (高級組) 
第一名 4A 王耀彬 

第二名 5A 鄭傑迅 

第三名 4A 何文基 

第四名 4A 馮卓立 

第五名 4A 韋詩琪 

 

 

聖約翰救傷隊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非撞式欖球挑戰賽 2018 

總監杯賽季軍 成員包括: 
2A 施展聰 
2B麥寶恩 
2D 黃奕懋 
3B鄭業輯 
4A 蘇豊雋 
4B王穎麒 
5A 歐陽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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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軍 
 

拓展女童軍運動慈善籌款獎券 2018/2019年度 
東九龍第 56女童軍隊 
女童軍組全港最佳進步獎第二名 
 

 

 

 

 

校際朗誦節 

中文獨誦 

(粵語) 

 

1A 陳晞桐 優良 

1A 張莉錤 優良 

4B 莫啟謙 優良 

6D  優良 

6D 鄭家晴 優良 

 

 

 

 

 

 

 

 

 

 

普通話獨誦 

 

1A 羅鎂圻 優良 

1A 楊曉晴 優良 

1D 陳珵 優良 

1D 朱煒媛 優良 

1D 梁珞怡 優良 

1D 吳佚欣 良好 

英語獨誦 Merit Proficiency 

1A 簡善美 3A 辛睿縈 3B 陳佩怡 1A 楊盛豪 

2A 吳明珠 3A 陳道德 3B 石巧潼 2A 董鑑賢 

2A 施展聰 3A 黃浩賢 4B 黃淑儀 2A 劉卓輝 

2C 徐浩然 3A 譚暐澄 4B 樊思圻 5A 鄭傑迅 

  3A 楊濠儀 4D 黃保祺 5B 庾釔菲 

    5A 張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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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 

本校戲劇學會憑劇目<白色謊言>，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19」比賽，並取得美滿成績。本
校戲劇學會的成員，擔任台前幕後的工作，經過多個月來的努力排練，齊心合力順利完成演出，最終

獲得了「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各獎項得主如下： 
1. 傑出導演獎：陳珮琪老師 

 

2. 傑出演員獎： 5A 張恩齊、5D 蘇瑋程、5D 蔡詩穎、4D 黃美欣、4D 侯欣潼、4A 伍家瑩、 

1C 周芷慧、3A 辛睿縈、2B 蔡俞婷 

 

3. 傑出舞台效果獎：戲劇學會 

 

4. 傑出合作獎﹕ 

1A 林晉樂 林逸滔 楊曉晴 

1B 黎譪樂 黃嘉瑩 

1C 陳賞俊 周芷慧 

1D 梁珞怡 朱煒媛 

2A 何凱螢 譚凱瞳 

2B 蔡俞婷 林欣希 吳婥盈 

3A 辛睿縈 

3B 黃景轅 

4A 伍家瑩 

4B 劉竣曦 

4D 侯欣潼 黃美欣 

5A 張恩齊 何宗儒 

5B 周展韜 

5C 外岡信太郎 郭佳怡 楊靖柔 

5D 劉健熙 蘇瑋程 黃彥能 蔡詩穎 

戲劇學會在此鳴謝協助及支持是次演出的校長、各位老師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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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磚屋跳蚤市場及穿越紫禁城一日遊」 

家長教師會於四月舉辦了「紅磚屋跳蚤市場及穿越紫禁城一日遊」，承蒙各家長踴躍參與，活動

當天大家聚首一堂，互相交流，並盡興而歸。期望日後舉辦的活動能繼續獲得家長的支持。 

 

 

 

       

 

班際秩序及清潔比賽 
一年一度的班際秩序及清潔比賽將於 5 月 2 日至 5 月 21 舉行。活動目的是爲了鼓勵同學關注自

己的學習環境，維持良好的課室秩序及清潔狀況。訓導組會於每週公佈比賽結果、製作壁報、表揚表

現優秀的班別、亦會要求表現欠佳的班別有所改善，希望家長們能鼓勵子女做好本份，努力爲本班建

立理想的學習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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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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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 

家校通訊5月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1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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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九年      月       日 

  05/19 /       

通訊編號  /  學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