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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號 

本期重要消息 :  

1. 公開試成績                2. 疫情下各項上課安排      3. 各項收費及行政事宜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   

第九屆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已於 7月 22日公佈，本校同學表現理想，包括： 

  1.  在 19科次中(包括甲類及乙類學科)，以科目計，取得第二級/達標〔註〕或以上之平均合格

率為 82.2%。 

2.  經濟科、歷史科及物理科所達到第二級/達標或以上之百分率為 90%或以上。 

3. 中國歷史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視覺藝術科、幼兒教育科、酒店服務營運科及西式食品製

作科所達到第二級/達標或以上之百分率更達 100%。〔註〕 

4. 本校共 11科次所達到第二級/達標或以上之百分率達 80%或以上。 

5. 多位同學取得非常優異的成績如「5**5**5**5*5*53」、「5**5**5*443」、「5**55442」… 

本校會繼續秉承過往的傳統，致力改善教學工作，讓學生在公開試取得佳績。 

   〔註〕:「達標」之等級適用於應用學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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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年是學校新三年發展計劃的起步點，學校聚焦以下關注事項 : 

關注事項一： 激發教學思維，共享學習樂趣 

關注事項二： 自律愛人，顯我潛能 

學校注重學生學習，致力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昇學習興趣 ; 另一方面亦著重學生品德和身

心發展，期望學生建立自律愛人的精神，盡顯各方潛能。 

 開學禮 

由於疫情持續，本校今年之開學禮將於 2020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網上舉行，請同學留意學 

校的信息發放，準時參加。 

 上課時間及安排 

（一）週會/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時間表 2020 - 2021

Timetable of Assemblies/ Class Periods/ Life Education Periods 

Cycle Date F.1 F.2 F.3 F.4 F.5 F.6

1. 2.9.20(Wed) Class Period 班主任課 

(School administration 學校行政) 

2. 14.9.20(Mon) Class Club Election 班會選舉 

(S.U. 學生會) 

3. 24.9.20(Thu) Filling in Record Card D & Self-actualization Scheme 填寫紀錄卡 D 及自我實踐獎勵計劃 

(C.C. & CCAC 輔導組及聯課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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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課時間表  

 

 

A. 網上授課期間校曆及其上課時間表 

 

由於疫情嚴峻，教育局已宣佈所有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將會暫停，學校可以用其他模式，包

括網上課堂進行教學，讓學生在家學習。故此，由 9 月開始，學校的課堂以網上授課形式進

行學習。 

 

這段期間，學校會使用特別的校曆及網上授課時間表，每循環周有 8 日(Day A-Day H)。每日

有 6 堂。每堂 40 分鐘上課及 10 分鐘小息。這段時期的循環周日期及上課時間跟手冊是不同

的，請家長留意。 

 

當教育局宣佈全港中學(包括中一至中六級)均可復課及進行面授課堂，此校曆及時間表則停

用。 

 

1) 網上授課期間校曆安排如下(9 月及 10 月份)  

 

 

 

 

  
Sun 
日 

Mon 
一 

Tue 
二 

Wed 
三 

Thu 
四 

Fri 
五 

Sat 
六 

Holidays 
假期 

Examinations / Activities 
考試 / 活動 

S 
E 
P 
T 
E 
M 
B 
E 
R 

九

月 

  1 s2A s3B s4C 5 
 
 
 
 
 
 
 
 
 

28.9  PTA AGM Holiday 

     (Compensation)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補假 

1.9  School Reopens 開學禮 

2.9  No Further ECA for F.6  
中六停止課外活動 

 
 
 
 
 
27.9  PTA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6 s7D s8E s9F s10G 11H 12 

13 14A 15B 16C 17D 18E 19 

20 21F 22G 23H 24A 25B 26 

27 28 29C 30D    

O 
C 
T 
O 
B 
E 
R 

十

月 

    1* 2* 3 
1.10  National Day 

 國慶日(1) 

2.10  The Day Following Chinese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節翌日(1) 

 
 
 
26.10  The Day Following  

Chung Yeung Festival 
  重陽節翌日(1) 

 
 
9.10  Student Union Election Day 

學生會選舉日 

 
 
 
 
 
30.10  Picnic Day 旅行日 

4 5E 6F 7G 8H 9 10 

11 12A 13B 14C 15D 16E 17 

18 19F 20G 21H 22A 23B 24 

25 26* 27C 28D 29E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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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上授課期間上課時間表安排如下： 

 

 

 

 

 

 

 

 

 學生可按校方派發網上授課時間表，登入網上課堂。 

 請同學必須準時出席，老師每節課堂均會進行點名。 

 若無故缺席，會有紀律處分。 

B. 實體授課 

冬令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四十七分； 

夏令時間    ：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本校各級冬令及夏令時間之每日流程，請參閱下表。 

全校的每日流程 

冬令時間 夏令時間 

8:00-8:15 早會 8:00-8:10 早會 

8:15-8:30 齊齊讀 / / 

8:30-8:40 點名及收家課 8:10-8:20 點名及收家課 

8:40-9:20 第一堂 8:20-8:50 第一堂 

9:20-10:00 第二堂 8:50-9:20 第二堂 

10:00-10:10 小息 9:20-9:30 小息 

10:10-10:50 第三堂 9:30-10:00 第三堂 

10:50-11:30 第四堂 10:00-10:30 第四堂 

11:30-11:45 小息 10:30-10:40 小息 

11:45-12:25 第五堂 10:40-11:10 第五堂 

12:25-1:05 第六堂 11:10-11:40 第六堂 

1:05-1:30 午膳 11:40-12:00 小息 

1:30-2:15 多元活動 / / 

2:15-2:25 點名 / / 

2:25-3:05 第七堂 12:00-12:30 第七堂 

3:05-3:45 第八堂 12:30-1:00 第八堂 

 上課時間 小息 

第一節 8:20am – 9:00am (40 分鐘) 9:00 am–9:10am (10 分鐘) 

第二節 9:10 am– 9:50 am (40 分鐘) 9:50 am–10:00 am (10 分鐘) 

第三節 10:00 am – 10:40am (40 分鐘) 10:40 am–10:50am (10 分鐘) 

第四節 10:50 am – 11:30am (40 分鐘) 11:30 am–11:40am (10 分鐘) 

第五節 11:40am – 12:20pm (40 分鐘) 12:20 pm –12:30pm (10 分鐘) 

第六節 12:30pm–1:10pm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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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47 整理 / / 

※第一學期考試前一天、第二學期統一測驗前一天、第二學期考試前三天，將以夏令時間上課。 

※手冊中「每月計劃表」會顯示夏令時間上課，另校曆表亦會用“S”顯示夏令時間 

（三）「加油站」及會話班一覽表 (2020-2021) 

  

本學年各加油站及會話班將繼續舉辦，以加強對學生的學術訓練，各班細項茲列如下： 

 

名稱 對象/班

別 

時段 上課日期 

中六英文

加油站 

中六各班 9:00AM-12:00NOON 12/9，19/9，10/10，17/10，21/10，7/11，14/11，28/11，

5/12，每班出席其中四次課堂及參與一次校本評核。* 

中五英文

加油站 

中五各班 9:00AM-12:00NOON 9/1，16/1，23/1，30/1，27/2，8/5，15/5，22/5，29/5，每

班出席其中四次課堂及參與一次校本評核。* 

中四英文

加油站 

中四各班 9:00AM-12:00NOON 6/3，13/3，17/4，24/4，每班出席其中兩次課堂。* 

中三英文

加油站 

中三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完結日期:18/5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

班一星期一次) 

中三英文

會話班 

中三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8/5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中四中文

會話班 

中四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8/5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中四英文

會話班 

中四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8/5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中五中文

會話班 

中五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8/5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中五英文

會話班 

中五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8/5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中六中文

會話班 

中六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12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中六英文

會話班 

中六各班

(小組) 

1:30PM-2:10PM 開課日期:29/9    完結日期:1/12  

星期一及星期二(各班不同，每班一星期一次) 

以上各班均屬正式課堂，各有關同學務必準時出席，如無故缺席可視作曠課論。 

*各班出席日期將另函通知。 



 

2020 年 9 月號．頁 6 

 

 

 

 

(四) 防治蚊患措施  

 

 

 

 學校地處郊外，樹木環繞，故此防治蚊患是學校關注事項之一。以下為學校的滅蚊措施： 

(1)按食環署滅蚊指引，每周清除積水，避免蚊蟲滋生。 

(2)在大堂、有蓋操場、禮堂、知新亭、食物部、G05AB及 10號課安裝滅蚊燈。 

(3)在前門山坡、日新園、知新亭對上山坡、食物部後面白蘭樹草坡，裝設户外大型石油氣滅蚊機。

全校共安裝 23部滅蚊燈及 4部大型石油氣滅蚊機。 

(4)學校亦會於有需要時聘請私人滅蟲公司，在上籃球場、知新亭及禮堂對出斜坡、外圍私家路對開

山坡、足球場外圍及停車場噴灑滅蚊劑，進行特別滅蚊行動。 

同學亦可按需要購買一些驅蚊用品在回校前使用，以免被蚊子叮咬。但請注意同學會否對驅蚊劑敏感，

宜按用品說明先將小劑量塗抹在小面積皮膚上，測試有否過敏反應，方可使用。 

 

 

               

(五) 香港中學文憑申請特別考試安排時間表  

 

(1)有特殊需要的考生(例如殘障或長期病患)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試，可申請特別考試安排(例如：安

排在特別考室應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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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考生的申請須經由學校遞交予考評局。 

(2)學校需要有足夠時間讓考生在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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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讀中五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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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在應考公開試該學年的 9月遞交申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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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請結果通知日期：考生將於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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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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體育服裝(冬季及夏季) 

(1) 本年度之冬季及夏季體育服裝供應商為： 

供應商： 卓麗成衣公司 

地址： 九龍旺角洗衣街39號金雞廣場1009-1010室 

電話： 2388 1128 

訂價： 

 冬季 夏季 

運動衫 $99 $55 

運動褲 $83 $50 

體育服裝尺碼樣本已掛在校務處門外之壁報板上。 

(2) 部份中一同學已於7月註冊日時購買體育服，惟當時部份中一同學的體育服未有現貨，現卓麗公

司已於八月底將同學已訂購的體育服送到學校，學校會稍後安排分發給相關同學。 

(3)  由於疫情影響，卓麗成衣公司會於全體學生復課後才安排職員到校售賣體育服，日期將 

 另行通告。 

(4)  同學亦可自行到卓麗成衣公司門市部購買。 

 

(七) 留校午膳事宜 

 

為了適應中學的生活，學習與同學相處，並增強對學校的歸屬感本校會替同學安排午膳。 

 本年度「留校午膳」計劃將於復課後首個全日上課天正式開展，屆時中一至中三同學須在指

定的時間留在班房用膳。校方歡迎  貴子弟攜帶飯盒或三文治等食物回校享用。學生亦可向

校外飯盒供應商定期訂購飯盒。 

 本年度之午膳服務承辦商為「丹尼食品有限公司」，全校同學均可整月或散訂餐盒。中四至

中六同學除預訂餐盒外，亦可選擇即場購買，預訂飯盒每盒價錢為 $22，即場購買每盒價錢

為 $23。有關訂飯細節，同學可詳細閱讀復課後派發的「留校午膳」學生須知。 

1. 每天上學時要自備紙巾，提醒他們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2. 同學亦可自備消毒搓手液，於午膳前使用； 

3. 不應與同學分享食物及食水； 

4. 同學須每天用膳後，將環保餐具帶回家中清洗，並於下一次有訂飯的日子帶回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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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簿費用 

此費用連同其他費用將會透過智能卡電子收費系統收取： 

級 別 費 用(HK$) 

中一 75.90 

中二 73.80 

中三 80.10 

中四 63.90 

中五 66.00 

中六 57.60 

(二)學費 

本校中一至中六學生毋須繳交學費。 

(1) 在校本管理的精神下，本校仍會向中四至中六同學收取堂費(全年$340)以支援教育開支，用以

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此費用連同其他費用將會透過智能卡電子收費系統收取。 

(2) 有關堂費的開支情況會於學校周年報告交代。 

(3) 對於清貧學生，學校會盡量提供協助。同學可於繳交堂費限期前向班主任遞交家長信，闡述其

困難，學校會考慮作出特別安排。 

(三)書簿津貼、減免學費、車船津貼及上網津貼 
 

凡於上年度（即2019/20）獲批書簿津貼半額或全額者，學生資助辦事處已於2020年3月發出「表格B」

和「表格R」（橙色）。家長若在5月底前將有關資料交回或寄回辦事處（毋須交回學校），並通過審

查，資助辦事處已於8月中發出資助，請家長查閱銀行過數戶口。若有問題可直接與辦事處聯絡，電

話號碼為2802 2345。 

於2020年5月後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家庭資格評估｣的家庭，如經評定為合資格者，每一名子女應

獲發給｢資格證明書｣。有意申請上述資助計劃者，請於復課後將填妥之｢資格證明書｣交班主任跟進處

理，逾期遞交者，可能影響學生獲得資助額、學費減免生效日期及豁免考試費申請。此外，無論申請

結果如何，家長均可申請｢校長酌情批准的資助｣，詳情可向班主任查詢。 

 

(四)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同學必須持有｢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卡方可以優惠價乘搭港鐵，有需要的同學可於九月開始

申請，如已持有「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卡者，亦須於卡內｢學生身份｣到期前向地鐵公司申

請延續其「學生身份」。有關申請方法，同學可參閱已傳送給各位的電郵。詳情亦可向洪穎

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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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鄭樹國關懷基金 

 

鄭樹國關懷基金現正接受同學申請，申請對象為希望得到經濟支援及没有申請綜援的家庭。申請表

已電郵給全校同學。申請以家庭為單位，捐款用罄即停止接受申請。申請詳情可向洪穎老師查詢。 

    

                   校巴安排 

 

(一) 費用及服務 

1. 已繳付 2019-2020 學年七月份車費的同學稍後會獲全數退款。 

2. 已繳交九月份車費的同學可將費用用作復課後的車資或申請退款。 

3. 19-20 年度的全年乘車證於 2020 年九月份無效。 

4. 校巴服務會隨中一級復課開始。包括返學及放學校巴。惟放學校巴 (只提供將軍澳線)只會在中

一復課後起計提供服務兩個月。 

5. 因疫情帶來很多突如其來的變化，引致隨時停課。故同學如需繼續使用校巴服務，需每月交車資，

單程$250，雙程$500。為支援新生適應返校交通需要，特提供免費返校校巴服務與所有有需要

的新生。惟必須先向校方登記，預留座位。 

6. 需要於 2020-2021 年度復課後乘坐校巴而仍未購買月票的同學須於復課前一星期內致電回校登

記， 並於復課後於指定時間付款及領取月票。 

7. 遇有停課，學校會按比例退款給已繳付車資的同學，並於學期終結時退還，每月退還金額的計算

方法如下： 

因停課而不能返學的日數 

每月原有的上課天
 x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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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九月有 21 個上課天，但 9 月 21 日開始停課(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共有 7 個上課天)，學生可

得回退款：
7

21
× 250 元 

= 83 元(準確至整數) 

(二) 路線 

路線安排：  

(1) 將軍澳線    : 寶琳港鐵站、坑口港鐵站、調景嶺港鐵站、將軍澳港鐵站  

(2) 坪石安達邨線 : 坪石邨、安達邨、安泰邨 

 

候車站、候車時間及上/落車地點 

 

 

 

 

 

 

 

 

*同學需早 5 分鐘到 車站/食物部 候車 

        *放學開車時間，正常上課天 : 4:15 P.M. 

                       夏令時間  :  1:30 P.M. 

 

(三) 乘搭校巴注意事項：             

(1)  同學需於車站(返學)或食物部 候車處(放學)排隊等候，等候時應守秩序，不得插

隊(打尖)或代同學預留位置，離隊後應到隊尾重新再排； 

(2)  同學於上車時出示有效的月票，否則司機有權拒絶未能出示月票的同學乘車。查證

時未能出示有效的月票而又乘坐校巴的同學會交由學校訓導組處罰； 

(3)  上車後不應選位坐，請依照司機指示安靜坐下，不可大聲喧嘩、尖叫、騷擾別人、

甚至影響司機駕駛；不依指示者將被記名及交訓導組處分。為讓其他同學能盡快上

車，書包不應佔座位或阻塞通道； 

路線 候車站 上/落車地點 上車 

時間 

將軍澳線 

 

調景嶺港鐵站 

寶琳港鐵站 

將軍澳港鐵站 

坑口港鐵站 

景嶺路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避車處 

欣明苑欣景路巴士站 

寶邑路 

名成街 

7:05 

7:10 

7:05 

7:10 

坪安線 

 

坪石邨 

安達邨 

安泰邨 

金石樓對出 

正達樓避車處 

和泰樓對出 

07:15 

07:30 

07:35 



 

2020 年 9 月號．頁 11 

 

 

 

 

(4)  要注意公徳及公眾衞生，保持車廂淸潔，不亂拋垃圾；車廂內嚴禁飲食； 

(5)  校車如未停定，不可上車或下車； 

(6) 月票不得轉讓或轉借他人使用； 

(7) 如同學在繳交車費後遺失月票，家長應盡早寫家長信交予校方負責老師(朱鳳萍老

師)報失，經核實後校方會發出遺失證明書作該月登車證明； 

 

(8)  校巴缺車或誤時處理方法 : 

 學生應在候車站多等候10分鐘，才致電校巴協調中心 (電話 : 61700202 ) 尋求

指示。在聯絡後，若校巴公司或學校指示同學校巴會稍遲到站，同學仍然需要留

在候車站等候校巴。若校巴協調中心或學校確認學生應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

校，方可自行乘車回校(如乘坐的士回校，則需要有單據作實及儘量集合5人一起

乘車)，而校巴公司或校方則會按個別情況而決定是否發還車資予受影響的學生。

倘遇上校巴不能控制的情況，如路面發生意外或路面封路而阻礙校巴往候車站接

載學生等情況，則同學不會獲發還車資。  

 

(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如有學校主辦的活動引致返學或放學時間有改變，校方只會儘量配合中一級同學的 

返學或放學時間。 

(2)   特別上課日子期間，班次將另行通告，學生需留意早會宣佈及食物部校車告示板。 

(3)   各個車站(停車位置)為校方與校巴公司磋商後訂定的，同學不得隨意要求司機在已 

訂定的車站以外地方下車。 

(4)    已確認會乘搭免費返學校巴的新生，如果於學期中不再乘搭的話，須於一個月前交家長

信給校巴負責老師(朱鳳萍老師)並交還校巴證。 

 

查詢有關校巴之運作及服務，可聯絡本校校巴負責人朱鳳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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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 

由於校本評核（School-based Assessment-SBA）在公開試中佔一定比重，為確保公平和公正，

現請高年級（中四至中六）家長與學校攜手合作，督促同學切勿在校本評核中抄襲，亦應準時遞交各

項校本評核、個人習作評核及作品集等。未能準時遞交者，其校本評核成績有機會會被減分，敬請各

家長留意。  

 

與時並進的課程及政策 

    為配合本港各項教育改革的大趨勢及新高中學制的正式實施，本校已於多年前開始深入檢討全校

的課程、教學語言政策、評估制度及分班辦法，期望進一步深化六育均衡的教育目標，繼續提升學生

的學習質素。不少改革項目已於過去數年內實施，效果甚為理想。  

(一) 新高中學制事宜  

    本校早於2005年已成立「三三四新高中學制工作小組」，為各項新舊兩制的過渡安排作出深入

的討論與籌備，務求規劃出適切本校的落實方案。  

在課程方面，本校開設下列各科，期望能適切到不同學生的能力與性向。各科包括四科核心科目：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份及可供選修之延伸單元二）及通識教育；十五科選修科目：中國

歷史、經濟、地理、歷史、生物、物理、化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技、視覺

藝術、「酒店服務營運」、「運動及體適能教練」、「西式食品製作」、「電影及超媒體」及「幼兒

教育」。(「酒店服務營運」由「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主辦；「運動及體適能教練」則由「香

港專業進修學校」舉辦；其餘三科包括「西式食品製作」、「電影及超媒體」及「幼兒教育」由「職

業訓練局」主辦，學生可於高中二選修)。另外有四個必修校本課程/科目：音樂、視覺藝術欣賞、體

育及「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週會」。學生還需要體驗學業以外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

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以達至全人發展。 

由於本年度會檢視高中選修課目及其結構，有最新資料會再通知家長。  

    學生在高中三畢業時，校方會依教育局之要求，向各畢業生發出一份詳細的「學生學習概覽」，

記錄各同學在高中一至高中三期間的學術及非學術表現，當中包括各科三年內校內總成績、主要作品

名稱、其他學習經歷項目、校內頒發的主要獎項及成就、校外的表現/獎項及重要參與。深信這份「學

生學習概覽」一方面能展示到各同學在高中階段的成就，肯定其努力，另一方面有助學生升學及就業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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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  

本校在本學年共有二十四班，新制中四至中六已沒有文理商之分，以讓學生有多元的選擇。另

外中一至中二級同學須在同一學年內修讀設計與科技科及家政科，每科修讀半學年，中三級則選修其

中一科，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  

    另外，為發展初中學生在科技教育領域的學習知識，中一級下學期共有三堂普通電腦堂，主要學

習基本電腦概念及編寫程式。校方亦會持續推行一系列STEAM教育課程，讓學生在科學(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視覺藝術(Art)及數學(Mathematics)等各範疇具備應有的

知識、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例如：中一級的「魚菜共生及有機種植」及中二級的「編程及電

子實務課程」等。  

 

(三) 教學語言安排  

為加強學生的英語學習環境，本校已於中一至中三級內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英語延

展教學活動」的課時比重會依教育局安排而作出規劃。 

在新高中內，本校讓學生於數學(包括數學延伸單元二)、物理、化學、生物、經濟及「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各科內選擇以母語或英語作為應考語言。有關申請轉變應考語言機制、校內試等安

排，已向新高中同學作詳細的解說。  

 

(四) 「齊齊讀」早讀計劃  

本校深信培養學生有良好的閱讀習慣，對學生的個人修養及各科目的學習均有莫大的裨益，自

2003-04年度起已實施「齊齊讀」早讀計劃，在早會約十五分鐘全校師生安靜地閱讀自選讀物，計劃

實施至今，效果良好，獲師生支持。計劃中，同學可經校內圖書館、公立圖書館、班內圖書閣(如有)

或從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的藏書中先行借閱有關書本，中英文不限。此計劃能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家長亦可鼓勵 貴子女在家中閱讀，以達雙管齊下之效。 

(五) 分班政策  

為減低標籤效應，全校的分班政策如下：中一至中三級的A/B兩班乃編排該級學業程度較理想

的首兩班學生就讀，至於其他同學則入讀於 C/D班內，兩班程度相若。至於中四或以上各級已全部

以選修科目來分班，並不以學生程度分班。此分班法實施了數年，效果理想，老師亦可因材施教。另

外，為了讓中一學生更容易適應中學生活，建立良好的支援網絡，本校實施中一級同學原班升上中二

級政策，其中只會預留少量中二A/B班學位讓成績優異的中一C/D班同學申請升讀，希望各同學在適

應學習生活之餘，亦能全力以赴，在學業上爭取佳績。  

 

(六) 家課政策及措施事宜  

本校向來十分關注同學的學業成績，我們深信同學惟有透過認真學習，好好充實自己，日後才

能面對社會各方面的需求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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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科老師要求同學完成的家課，都與同學的學習成效息息相關。而老師會以同學部份的家課

表現，計算在全年的學業成績內。故此，如同學屢欠家課，會直接影響其學業成績。此外，校方亦嚴

禁同學抄襲家課，如同學被發現借家課予同學或抄襲家課，將會受到嚴懲，請家長留意。  

校方推行家課措施，並配合獎罰制度，為培養同學每天準時交齊家課的習慣，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有關措施如下：  

(1) 獎勵制度  

a. 定時派發「家課盡責獎勵咭」予交齊家課的同學。  

b. 如同學能於一學期內交齊家課，而家課表現認真，經所有任教老師評審後，將獲發「家課盡

責」優點，並記錄在成績表上。  

c. 如同學於全年(上、下學期)均交齊家課及表現認真，年終結業禮時將獲發獎狀及書券。  

(2) 懲罰制度  

a. 如同學於一個學期內每累積欠交十次家課，班主任將發警告信通知家長留意同學屢欠家課情 

   況。  

b. 如同學於一個學期內每累積欠交十五次家課，校方將會即時記該學生缺點一次。  

    c. 如同學欠交一項家課會被記名一次；如同學遞交「空簿」則被記名兩次；如同學被發現抄襲      

家課或借家課給同學抄襲，雙方均會即時被記名三次，再犯者將會受到嚴懲。  

d. 如科任老師認為有其他方法，能有效教導屢勸不改的同學，將會同時執行。  

 

  當同學因家課問題而被記缺點，一方面會影響學業成績，另一方面亦會影響其操行等第。我們深  

信良好的學習態度是學業成績的基礎，而準時呈交家課是同學的基本責任。希望透過學校和家庭的

合作，以幫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行為，並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品格。 

 

(3) 支援措施  

    本校教務組針對不同學習動機的學生，在下學期推行「功課改進班」。此支援措施分別照顧較

常欠交家課的同學，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並鼓勵他們積極面對學業，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

建立自律學習的習慣。  

(4) 家課政策「洗底計劃」  

      同學可自願參加校方的家課政策的「洗底計劃」，只要同學於最後一次欠交家課日起，兩個循

環週內沒有欠交家課，其欠交家課記錄會被取消。  

(5) 區本課後功課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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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上的疑難，本校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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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澳基督教錫安堂有限公司(安臨中心)」合辦區本計劃，提供三期小班形式的課後功課輔導班，協助

初中同學完成家課及鞏固英文及數學基礎。煩請 貴家長留意區本課後功課輔導班日後派發之通告，

鼓勵 貴子第參加此項計劃。  

 

(七) 考核  

   為配合教育界強調的全方位評估策略，希望學校着重學生平日持續的表現，減少一試定生死的考

核模式，校方已於早年開始取消上學期的統一測驗，期望能進一步創造空間，讓師生更靈活地運用

教學時間。經過多年的推行，效果良好，整個教學過程更為流暢及連貫。在新制度下，持續評估的

分數亦得到更靈活的運用。現在中一至中五全學年共有一次統一測驗及兩次期考，中六有一次模擬

試，各級考試的次數與日期、各科分數比重等資料已刊印於手冊內，可供各位參考。此外，各級之

及格分數如下: 中一至中四級：50%，中五至中六級：40%。 

 

 

 

（一）拍卡點名系統 

學校已全面實施學生上學及放學拍卡點名手續，學生必須利用學生証返校時拍卡點名，並即時量度

體溫。爲確保出席紀錄無誤，請家長提醒同學準時上學，並遵守拍卡點名安排。 

 （二）放學品行改善班 

為協助同學建立責任感，學校常設有「品行改善班」。若同學欠交功課或行為表現欠佳，老師會要求

同學出席於放學後舉行的「品行改善班」。同學必須準時出席該班，期間並須盡力完成欠交之功課或

老師安排之工作。有需要時，老師亦會從旁協助，務求同學能改善學習態度，不再拖欠功課，亦希

望他們藉此深刻反省，知錯能改，承擔責任。「品行改善班」下課時間為放學後 4:45p.m. ，請家長

留意。 

   （三）勿讓同學養成遲到習慣 

   
若同學遲到，學校會於即日以電話短訊或 Parents App 通知家長子女遲到情況，以便家長獲得最新消

息，從而避免同學養成遲到的習慣。為使計劃推行時更有效率，學校將利用家長緊急聯絡電話作為

通訊。如家長早前填報之緊急聯絡電話有任何更改或並非手提電話號碼，請儘快聯絡班主任，更新

有關資料，以確保能適時收到正確無誤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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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學生手冊內紀律處分列明，同學如累積遲到紀錄達五次，須記缺點一個；如同學無故嚴重

遲到，於 8:40a.m.後回校屬大遲到，按規定需即時記缺點一個，故請督促貴子弟準時上學。如因事故

遲到，請儘快交家長信予班主任解釋遲到原因。 

 

（四）學生行為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在學校內外的行為表現。學生若有在校外違規犯過，學校也會不嫌勞苦，跟進處理。

開學伊始，希望家長細閱刊於手冊內的校規，向子女講解，並加指導。日後家長如發現子女行為有異

或想進一步了解其在校表現，請利用學生手冊或直接致電與學校聯絡。古有修身明訓：「勿以惡小而

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小善即賞，小惡即懲」是我們的辦學方針之一，希望家長能支持學校，

共同締造一個健康的環境讓青少年成長。 

學生 

  （五）學生健康服務  
 

因為疫情，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於 2020 年 1 月起已停止學童保健服務。2020 至 2021 年度暫時只安排

中一同學接受相關服務。家長收到申請表後先填寫妥當，待復課後立即交回班主任。若十月仍未復

課，學校會另作安排，到時再通知家長，請家長留意相關訊息。 

 

   （六）學生輔導  

 

新學年代表著一個新開始，每個人面對轉變或新的挑戰都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本校輔導組老師及

駐校社工均樂意與同學分擔及分享各種苦與樂，協助同學解決學習、情緒、交友等問題。 貴子弟

如有任何疑難，可隨時聯絡輔導組老師或學校社工，愈早尋求協助，愈易解決難題。 

本校社工為香港家庭福利會之陳堯欣姑娘及劉苑盈姑娘，駐校時間如下： 

陳堯欣姑娘（逢星期一、三、四、五    9:00AM - 5:30PM） 

劉苑盈姑娘（逢星期一、二、三、五   9:00AM - 5:30PM） 

(非駐校日請致電家福會牛頭角服務中心：2798 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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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  

(一)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9-2020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9-2020是一項全港性作文比賽，目的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創作交流，

以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和寫作能力。本校 6位同學分別於初中組及高中組獲得優異獎，得獎名單

如下：  

 

 

 

 

a)     比賽/活動名稱： 2019-2020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b)     舉辦日期： 2019年 11月 

c)     領獎名單及名次/獎項名稱 : 

 

 

2019-2020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高中組優異獎：4C陳天欣 

              5B張穎研 

              5C黃偉高 

初中組優異獎：F.2D  張津楠 

              F.3A  徐浩然 

              F.3A  衞雅琦 

 

**學生班別全為 2019-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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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2020「年度作家」讀後感比賽 

 

「年度作家」是中文科為推廣閱讀風氣而舉辦的活動，繼介紹西西(2013-2014)、董啟章(2014-2015)、

也斯(2015-2016)、陳慧(2016-2017)、胡燕青(2017-2018)、袁兆昌(2018-2019)後，2019-2020年

度推介的香港作家為陳志堅先生。為了令學生了解更多有關作家之生平、作品及成就，本組舉辦了

「年度作家」讀後感比賽。經老師評選後，得獎名單如下： 

 

a)     比賽/活動名稱： 2019-2020年度中文科年度作家讀後感比賽 

b)     舉辦日期： 2019年 10月 至 2019年 7月 

 

 

c)     得獎人: 

 

 

冠軍：Ｆ3B 關富麗  

亞軍：Ｆ1A  陳智彤  

季軍：Ｆ2A  楊曉晴  

優異獎：F1A 蘇莎 

        F2A張穎欣 

        F2A黃國昌 

        F2B周凱晴 

        F2C 蔡詩羽 

        F2D曹雅詩 

**學生班別全為 2019-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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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ｅ悅讀學校計劃 

 

本校上學年參與由香港教育城舉辦的「ｅ悅讀學校計劃」，讓學生透過上網閱讀電子圖書，與時

並進，從而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培養他們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本校榮獲「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肯定了本校推動閱讀文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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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花絮 

 

（一）使用學生活動肖像  
 校方會於學年期間為不同活動進行拍攝及錄像，以作紀錄，並可能把相關資料上載於學校網

頁或刊登於校方的印刷品、刊物或不同傳播媒體作公開展示。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吳少

芳老師。     

（二）便服日 

學生會幹事會 Jigsaw 於 1 月 21 日舉辦了便服日，當日同學踴躍參與，有超過一半同學穿便服回校，

共籌得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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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g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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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班奪得(參與率為 100%)及熱心公益獎分別由 1A、2B 奪得(捐款均為 380 元正)。 
Jigsaw 在此感謝所有協助是次活動的老師和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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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校聯絡有辦法 

本會於本學年將舉辦家長活動及教育講座，有關詳情將不時透過家長教師會網頁

（http://www.cccss.edu.hk/PTA/）及通告發佈。另外，本會亦將透過網頁提供有關親子教育的資料

供家長參考。 

各家長如欲聯絡本會，可透過電郵 cccsspta@gmail.com 或來電 27198598 留言或留下聯絡方法。 

 

（二）給家長的開學小貼士 

開學的壓力，在新學年的幾個星期是較大的，包括面對疫情持續、新的學習環境、新的人際關係和

新的責任等。所以在新學期初，家長要適時觀察子女的需要，把握時機關懷子女： 

      主動關心子女上學的感受，每天多抽時間與子女傾談，給他們適時與適切的安慰和支持。

 彈性處理子女在適應期的表現，應給子女和自己一段時間，逐漸習慣新的學習生活。  

與學校保持聯繫，與老師多溝通，了解子女在學校的表現。  

適當地安排輕鬆活動，讓子女紓緩讀書的壓力。 

留意子女缺席及遲到情況，及早聯絡學校處理，千萬別簽署家長信替子女圓謊。 

 新的學年意味著新的開始和希望，只要家長和子女一同為開學做好準備，就是壓力也可以轉化成動

力。當子女能得著父母的支持、鼓勵和體諒，親子關係就會更和諧，孩子們在關愛中更能愉快地成

長，學習成效更高。 

 

                                                    

(三）家長教師會會費調整  

本校家長教師會幹事會日前議決，由 2020 至 2021 新學年開始，會費將由每年 20 元調整至 30

元，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家長會員只需繳交一份會費，由較年長子女於學期初按通告指示繳

交。 

本會自九十年代創立至今，二十多年來，會費一直維持不變，惟近年籌備活動，百物騰貴下，難

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是次調整將更有利於本會舉辦及支援更多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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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之《家校通訊》經已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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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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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通訊9月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20 年 9 月號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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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09/20  /       

通訊編號  /  學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