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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換冬季校服           2. 校巴收費           3.駐校社工時間更動            

  

 

 

更換冬季校服 

踏進 10 月，天氣漸涼，學生應注意保暖。由 11 月 7 日起至 11 月 25 日，學生可選擇穿著夏季或冬季校

服上課；惟 11 月 28 日（星期一）開始，所有學生必須換上整齊冬季校服。校褸及校服的式樣已掛在校

務處門外之壁佈板供家長及學生參考。凡欲購買新校服者，可自行往校服公司訂購，而校徽和校呔則可

在校務處購買。 

 

校褸、裇衫、西褲及校裙供應商為： 

 

校服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營業時間 

豐昌順校服公司 將軍澳寶林商場寶勤樓 

304-305號舖 

2702 7066 7-12月: 7天營業 

1-6月 : 星期日休息 

10:30-6:30 

天寶校服公司 將軍澳寶林商場 204號舖 2271 0198 7-11月: 7天營業 

12-6月: 星期日休息  

10: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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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服裝(冬季/夏季)供應商為： 

 

上列為校方認可的校服供應商，各同學宜向該等供應商購買合規格的校服或體育服裝，同時亦可於校服

供應商處購買灰色冷衫。 

每位同學都應備有一套完整的冬季校服(包括校褸)及體育服裝。所有學生必須穿著符合校方要求的校服

及體育服裝，若發現學生所穿的校服或體育服裝不合規格，校方有權要求同學更換或作出改善，直至符

合校方要求為止。 

各供應商之冬季校服報價單已張貼於校務處門外之壁佈板上供同學參考，中一同學則獲班主任派給各校

服商之報價表，其他同學有需要亦可到校務處索取有關報價表。 

 

 

 教育局呼籲家校合作減輕書包重量  

 

新學年已展開了，教育局呼籲學校及家長加強合作，儘量減輕學生書包的重量。為達到此目的，本校已

採取下列措施： 

1. 學校已於中一級至中六級各班的課室設置儲物櫃，並購置新書桌供學生利用抽屜作儲物之用。 

2. 培養學生每天寫「家課日誌」之良好習慣。教師在下課前會清楚指示下一課要用哪些學習材料或用品，

以免學生多帶書本或用具等。 

 至於家長方面，可用以下方法配合學校之措施： 

1. 培養子女每天收拾書包的良好習慣。 

2. 購買質輕而耐用的書包和文具。 

3. 鼓勵子女善用儲物櫃或儲物抽屜存放物品之餘，亦宜提醒子女帶備所需之書本回家溫習及做功課。 

 

 

 

校服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營業時間 

卓麗成衣公司 
旺角洗衣街 39 號金雞廣場

1009-1010 室 

2388 1128 星期一至六 

10:30-6:00  

(午膳時間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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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校巴 

11 月返學校巴收費日期 : 10 月 18 日及 19 日 

  

放學校巴 

放學校巴只提供兩個月服務，包括 9 月及 10 月， 11 月則沒有放學校巴的服務。  

  

 

   注意事項 : 

(一 )  同學如欲乘坐校巴，必須於上述繳費日小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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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月單程收費 $170。  

(三 )  為支援新生適應返校交通需要，校方提供免費返校及放學校巴服務給所有有需要

的新生。 

(四 )  全年校巴證 (2022-2023) 已派發給上述同學。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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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查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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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同學遺失校巴證須儘快通知曹海茹老師。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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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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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家課政策  建立自律習慣      

家課目的在鞏固學生學習基礎，溫故知新。校方對學生能否準時交齊家課，十分重視。請家長督促子

女完成每日習作，依時呈交。為了培養學生責任感及了解其學習進度，學校會繼續推行家課措施及奬

懲制度，而有關措施已於 9月 21日正式實施。詳情請參閱 9月號的家校通訊。 

持續評估學科成績 

要學業成績美滿，單憑考試期間才挑燈夜讀，絕非良策。校方為鼓勵學生平日定時溫習老師講授的內容，

各科會使用持續評估辦法，考核學生的學習進度。老師將按照同學平日的測驗、作文、默書、功課、專

題研習、讀書報告、模型製作等給予分數，而各級各次考核之分數比重已刊印於手冊內，衷心希望家長

與校方緊密合作，勉勵子女平日溫習，爭取佳績。 

校本評核 

隨著在新高中課程中，校本評核(School-based Assessment-SBA)成績在公開考試佔一定比重。請高年

級(中四至中六)家長與學校攜手合作，督促同學努力完成各項校本評核、個人習作評核及作品集等，

盼能在公開試爭取佳績。另外，亦有部份科目需要學生在星期六或長假期內進行校本評核，敬請家長

留意。 

 

中一至中三級閱讀獎勵計劃 
 

本校一向深明閱讀對孩子的成長有著深遠的影響，故此本校圖書館每年均舉辦閱讀獎勵計劃，鼓勵學

生養成閱讀的習慣。 

圖書館本年度繼續舉辦閱讀獎勵計劃，希望學生不但能享受閱讀的樂趣，也可藉此養成閱讀的習慣。 

本年度之閱讀獎勵計劃已於 9月 9日正式開始，詳情已刊載於學生手冊。 

現在誠邀家長積極鼓勵子女多作閱讀，終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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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越時空文化體驗日(10 月 28 日) 

受疫情影響，原定 2022年 10月 28日（星期五）舉行的旅行日將延期，稍後學校會再決定是否適合舉

辦旅行活動。而聯課活動組會於 10月 28日舉辦「穿越時空文化體驗日」，屆時校園會佈置成為一條集

古村市集，透過表演及攤位遊戲，讓學生體驗及了解不同的文化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 

當天為正常的上課天，各年級的學生上課時間如下： 

 回校時間 放學時間 

中一至中三級 上午 8:00 前 上午 10:45 

中四至中六級 上午 9:30 前 下午 12:15 

 中一至中三級校巴回校時間如常，而放學校巴則會於上午 11:00開出。敬請家長留意。 

(二)自我實踐獎勵計劃 

本計劃的目的在鼓勵學生自覺及積極地參與學校生活，發展自我潛能，以達全人教育的理想。學生需

按自己能力訂立具體及富挑戰性的目標，當完成目標後，校方會頒發獎勵咭予同學。獎勵咭累積至指

定數目，便可循序換取獎狀、獎章、優點及獎品。 

學生訂下自我挑戰的目標分為三類：包括學業、課外活動及個人發展。各位家長可陪同子女釐訂目

標，並鼓勵以此作為努力方向。 

(三)課後活動及定期集會時間表 

 

 

 

 

 

 

 

  

            

 

 
由於現時疫情下以半天時間表上課，大部分課後活動將暫停，但當中有部分活動或會以線上形式舉行

又或於星期六舉辦，請家長留意有關學會或球隊發出之通告。 

時間 組別 

星期一 合唱團 男子籃球 女子排球 
  

星期二 羽毛球 男子排球 女子籃球 男子足球 
 

星期三 男、女子長跑 男、女子田徑 女童軍 合唱團 
 

星期四 羽毛球 男子籃球 女子排球 男子足球  

星期五 戲劇學會 男子排球 女子籃球 男、女子田徑 男、女子長跑 

星期六 

童軍 羽毛球 管樂團 敲擊樂班 長笛班 

聖約翰救傷隊 單簧管及薩克管班 低音銅管班 高音銅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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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中四師生同樂日  

爲加強班級經營，協助同學適應，學校每年均舉辦中一至中四的師生同樂日，內容是透過參與不同的

活動，讓老師及同學加深了解，互相認識，建立學習伙伴關係。同學的積極投入，不但加強師生之間

的凝聚力，更能提升班內的歸屬感。中一及中二師生同樂日由學習行動組主辦，目標是幫助同學適應

新環境，加強班內的凝聚力。而中三及中四師生同樂日，由訓導組及輔導組合辦。由於中三及中四各

班，是由來自不同班別的同學組合而成，需要時間及空間建立歸屬感及合作精神，希望藉此活動，促

進同學間和老師的溝通，增加彼此的認識和了解，共同締結校園生活的快樂回憶。本年度同樂日將於

本年 11 月及明年 1 月舉行，希望疫情盡快緩和，活動能順利舉行。 

  輔導小錦囊  

關注精神健康劃 

「陪我講 Shall We Talk」是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推行的精神健康推廣和公眾教育計劃，旨在與公眾和社

會各界攜手建立一個精神健康友善的社會，其中校園精神健康為計劃的最大重點之一。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製作了三段分別以聆聽、接納和尋求協助為主題的動畫短片，並邀請了著名歌手陳

奕迅（Eason Chan）、林家謙（Terence Lam）和 Serrini 作旁白。委員會希望藉此鼓勵同學及大眾多關注自

己及身邊人的精神健康，體諒受精神疾患影響的人，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協助或向他人提供協助，逐步建

立精神健康友善的校園和社區。 

 

希望家長既能關顧子女，亦能好好關顧自己，大家身心健康。 

 

一) 傳聲筒與傾訴：

https://www.facebook.com/shallwetalkhk20/videos/2264391093714970 

二) 時間與體諒：

https://www.facebook.com/shallwetalkhk20/videos/5215282431913760 

三) 心窗與求助：

https://www.facebook.com/shallwetalkhk20/videos/446021344165468 

 

https://www.facebook.com/shallwetalkhk20/videos/2264391093714970
https://www.facebook.com/shallwetalkhk20/videos/5215282431913760
https://www.facebook.com/shallwetalkhk20/videos/44602134416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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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駐校時間更動  

本校社工為香港家庭福利會之麥俊源先生及梁芊妮姑娘，本年度社工的駐校時間有所更動，詳見如下： 

麥俊源先生（逢星期一、二、三、五  9:00am - 5:30pm） 

梁芊妮姑娘（逢星期一、三、四、五  9:00am - 5:30pm） 

(非駐校日請致電家福會牛頭角服務中心：2798 8411) 

 

 

 
家長教師會已於 9 月 17 日(六)舉辦「黑暗中的對話」親子活動，當日有 30 位家長及學生出席。在活動

中，子女需要在全黑的環境中擔任帶領者，帶領親人完成各項任務，拉近彼此關係。活動後由專人帶

領分享箇中得著，讓親子關係更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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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職錦囊  

 
《讓子女學習分享與感恩》香港青年協會凌婉君姑娘 

 

最近筆者與一位青年分享，在投身社會後如何分配自己的薪金，他細心分配但卻沒有預留金錢供養父

母。我提出這疑問時他反而問我﹕「為何要照顧父母？他們大有能力自給自足。」事實上，這位青年

人與父母關係十分親密，但他真的不覺得父母應該有金錢回報。他認為父母接受子女金錢就表示父母

的愛是有條件。我在想，也許不是這青年「忘本」、「不孝」，只是父母從來沒有要求及教導子女學習感

恩及同理心，他們不明與人分享及感謝的重要，故出現這個自我中心表現。要讓子女學會分享感恩，

家長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不過分關注子女 

現時大部份家庭都是雙職父母，照顧子女的責任由工人、長輩及父母共同完成，變相出現了一群大人

照顧一至兩位小朋友。大人會事事為小朋友「代勞」，甚至屬於大人的東西，因小朋友在家的特別關

注，全都會給予小朋友享用。但這樣小朋友就失去學習付出的機會。筆者建議家長在照顧孩子時，不

要太過關注他們，還請最少訓練他們做一些能力可達的家務，甚至可定下家務分工表，一家人分擔不

同的工作，讓孩子明白每人在家都有義務與責任，培養其付出及感恩之心。 

 

齊教導感恩之心 

我們要讓子女明白別人為自己付出不是理所當然，當子女接受了別人的心意後，子女要體會由心感謝

別人，他們最少可向對方說一聲「謝謝」，或者以行動回應去學習回饋之心。在特別的日子，如母親

節、家人生日，家長可鼓勵子女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愛及關心。當父母得到子女的回饋時，我們需要欣

然接受及表達當中的喜悅，鼓勵子女多表達感謝，讓子女感受到表達多謝及為人付出本身都是一件樂

事。 

 

最後筆者鼓勵親子需要一齊參加集體活動，以身教教導子女合作及分享的重要，讓他們不再做「自我

中心」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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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滴水看分科教學  

由於是老師的身份，在很多場合與人聊天時，都不期然扯上教育的話題。很多人時常會問：「為什麼中

學會有那麼多科目？當中大部分對將來投身社會沒有用，學校所教一早已給回老師！」聽之不覺令人

莞爾。 

 

其實，學校分科教授並不是香港獨創，古時孔子教人就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個科目；而晚

一點的希臘人辦教育，也分為音樂、數學、科學、美術、文學及政治。因為知識博大精深，千頭萬

緒，分科教學可以增加效率。今天就讓我們藉著這個星球其中一樣最尋常的物質－水，去仔細看看箇

中原因。 

 

首先，水是生命之源，正好作為英文科的作文題目，水的衍生字例如 freshwater、seawater 等是基礎生

字，其他如 sewage、 hydro、aqua 更是公開試的考試題目。中文科可以透過道德經內「上善若水」一詞

去討論處世之道；荀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說法去探討古代儒家的政治倫理；李白的「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是千古絕句，亦值得向年輕一代推介。再者，計算水管的流速，

不就是數學科經典的題目嗎？對化學老師來說，水不叫水，而是氫、碳水化合物 H2O。而對生物科來

說，水存在於光合作用及魚菜共生。在物理科，學生要認識水的熱學、力學、電學、光學、聲學等特

性，未來科學家的種子，可能就在此撒下。音樂科可以播放韓爾德的 Water music，中學時期我班就製

造了一個利用不同水深發出不同聲調的水琴。在心理學上，水的流動是人類感到最療癒的自然景象之

一，視藝科老師自會好好把握，讓學生從事創作。地理科又可研究河流由上游到下游各種地理現象，

還有世界水資源分佈不均的人道危機。歷史科中一的課程就有探索四大文明發源於河谷的事跡。經濟

科老師可以考核學生水究竟是免費還是經濟貨品，更可以進一步探討貨品增值課題，例如所費無幾的

蒸餾水，如何能夠搖身一變成為身價數十元的法國礦泉水，甚至一百元一小瓶的面部保濕噴霧。 

 

總括而言，分科教學的意義有兩個。首先，世間的現象，特別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都可以透過不同

的學科專業去了解，令我們對事物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知。其次，當我們對各科的知識嫻熟了以後，

腦神經迴路就能緊密連接，自然就會觸類旁通，建構自己的想法和創新。近年有關左右腦的研究，亦

表明學習音樂和繪畫，會令一些左腦發達，天生語文或數學較佳的人，成績更上一層樓，就是這個道

理。 

 

現代世界轉變極快，學生將來在社會上要用到的知識很多還未出現。中學作為基礎教育，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開發學生最基本的語言能力、計算能力、解難能力，以及與人相處等能力，而並非是單純教授

某一項「將來有用」的謀生技能，故此各科的存在，都有其獨特的作用及意義。 

 

每一顆水滴都反映了世界的一部分，當小小水滴匯流在一起就會變成智慧的海洋，塑造了我們自身。

日後我們若有幸能在社會上做出一點成績，應該感恩少年時付出的努力。歲月不欺人，今天驚濤拍岸

的澎湃，都是來自求學時期的點點滴滴。 

 

資深教育工作者  何可人 

 

 



 
              2022 年 10 月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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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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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通訊10月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2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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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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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編號  /  學號  

 

  10/19  /       

通訊編號  /  學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