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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號 

 

本期重要消息： 

1. 畢業典禮及綵排 2. 結業禮 3. 暑假消息   4. 重讀生註冊     5. 開課日安排         

       

 

第 37 屆畢業典禮暨 40 周年校慶獻禮(7 月 9 日)及綵排(7 月 8 日) 

7 月 9 日(星期二)為本校第 37 屆畢業典禮暨 40 周年校慶獻禮，詳情臚列如下︰ 

(A) 7 月 8 日綵排日及 7 月 9 日畢業典禮暨校慶獻禮當天安排(附錄一及附錄二) 

1. 中五級同學須於上午 9 時 25 分前回校，由班主任老師進行點名。 

 2. 中一至中六各級得獎同學請於上午 8 時 30 分回校，到禮堂向負責老師報到，並練習領獎禮儀。 

3. 各當值童軍、女童軍及聖約翰救傷隊隊員請按負責老師的指定時間，準時回校，並向負責老師

報到。 

4. 綵排日的完結時間約為上午 11 時 30 分。 

5. 中一至中四級非領獎同學無須參加。 

6. 綵排日及典禮當天均沒有校巴安排。 

(B) 出席綵排日及典禮的同學必須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出席，並保持儀容端莊。 

(C) 這兩天均為學校正常上課天，有關同學必須準時出席。 

(D) 惡劣天氣特別安排 

─如教育局因惡劣天氣而宣佈學校於 7 月 8 日停課，典禮綵排會取消。 

─如教育局因惡劣天氣而宣佈學校於 7 月 9 日停課，畢業典禮暨校慶獻禮會順延至 7 月 13 日(星期六)上

午 10 時正舉行，原訂之結業禮則會取消，中一至中四各班同學須於 7 月 13 日下午 2 時回校領取成績表。

詳情請留意學校網頁公佈。 

結業禮(7 月 13 日) (附錄三)  

7 月 13 日(星期六)為本校 2018 至 2019 年度之結業典禮，詳情臚列如下︰ 

1. 結業禮當日，中一至中四級同學須於上午 9 時 25 分前回校參加典禮。結業禮完結後，中一至

中四級同學須返回課室領取成績表。當天放學時間約為上午 11 時 30 分。 

2. 各級得獎同學須於上午 8 時 50 分到禮堂向負責老師報到。 

3. 結業禮當天沒有校巴安排。 

4. 結業禮為學校正常上課天，所有相關同學不得無故缺席。 

5. 出席結業禮的同學必須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並保持儀容端莊。 

6. 惡劣天氣特別安排 

假如教育局因惡劣天氣而宣佈 7 月 13 日學校須停課，結業禮則會取消。中一至中四同學請於 7 月 15 日(星

期一)上午 9:30 返回學校領取成績表。詳情請留意學校網頁公佈。 

重讀生 

(1) 所有重讀生須於 7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至 12 時正，攜同家長已簽署之成績表及重讀信到 校務

處註冊，不依時註冊者作自動放棄學位處理。(如因天氣關係而教育局宣佈停課，此日將改為 7 月 16

日(星期二)。) 

(2) 中一重讀生須於 7 月 15 日回校註冊時帶備一回郵信封回校，以備通訊之用。信封上須寫上地址及學

生姓名，並貼上二元郵票。 

(3) 中一重讀生須於 7 月 17、18、19、22 及 23 日按指定時間回校參加迎新日，詳情請參閱日後派發的

中一迎新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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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作業 
所有中一至中五同學必須在暑期內完成各科暑期功課，並於 9 月 3 日(星期二)開課第二天交予班主

任老師，拖欠暑期功課的同學會受處分。 

 

教科書供應服務 

2019-2020 學年為同學提供「教科書供應」服務的承辦商為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有關訂購課本事宜 

「2019-2020 年度訂購課本表格」及「2019-2020 年度訂購課本須知」會於 7 月 4 日派發，中三同學

則於 7 月 13 日選科結果公佈後才收到有關文件。 

家長須注意以下各點： 

(1)  同學須於 7 月 5 日 或 7 月 8 日將訂購表格交班主任，或於 7 月 16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前自行將

訂購表格投入三聯書店設於學校校務處之收集箱。遲交表格恕不接受。 

(2) 同學可選擇在學校取書或在三聯書店的將軍澳分店取書 (必須於訂購表格上註明，未有註明的 同

學，一律當作在學校取書。) 

a. 學校取書：同學須於 8 月 21 日(星期三)在訂購表上所列指定時段回校取書及付款。 

              同學回校取書時須穿著整齊校服。 

b. 三聯書店將軍澳分店取書：三聯書店職員會聯絡同學，通知同學取書及付款的日期及時間，往年取

書日大約在 8 月下旬。 

(3) 如同學未能按時間及地點取書及付款，所預訂之課本將不予保留，同學需自行購買。 

(4) 在 7 月 16 日中午 12 時前遞交訂購表格，並按時間及地點取書及付款，不論整套訂購或部份訂購均

可獲 9 折優惠。 

(5) 自行到三聯書店購買，不論整套訂購或部份訂購均可獲 95 折優惠。(優惠期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  

(6) 三聯書店亦有提供會員優惠，詳情可參閱有關文件。(有關文件會連同書單派發)。 

(7) 家長亦可到其他任何書店購買。                                             

 

校巴收費事宜 

2019-2020 年度校車服務安排如下：由本校向「巴士達人有限公司」租車，向同學提供校車

服務。詳情如下：  

甲、 返校： 2019 年九月至  2020 年六月  

放學： 2019 年九月至  2019 年十月 (只提供將軍澳線 )  

乙、 路線安排：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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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坪安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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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收費：本校職員將於 7 月 2 日及 3 日收取 9 月車費，同學可選擇乘搭單程或雙程，單程每月收

費 $250 ，雙程每月收費 $500 。  

乘搭校巴同學需預備現金在指定時間購買 9 月月票。9 月月票會於 9 月 2 日派發給同學，

同學須妥善保管月票，切勿遺失，否則司機會拒絶未能出示月票的同學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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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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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 

各同學如需訂購校服，請在暑假期間向以下公司訂購（價單可在校務處索取）。同學亦可自行訂造，

並於開學時在本校購買校徽。校服式樣陳列於校務處。 

校服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豐昌順校服公司 將軍澳寶林商場寶勤樓304-305號舖 2702 7066 

天寶校服公司 新界將軍澳明德邨商場一樓105號舖 2271 0198 

 體育服裝 

同學如需訂購新體育服裝，可於9月開課後向本校指定承造商購買或訂造。本校的體育服裝承造商為

卓麗成衣公司，該公司會於9月5日到校售賣體育服裝。 

夏季 衫 $ 55 褲$ 50 (男/女) 

冬季 外套 $ 99 長褲  $ 83 

所有新生必須購買夏、冬季體育服裝，詳情於開課後通知。 

卓麗成衣公司地址：旺角洗衣街39號金雞廣場10樓09-10室            電話：2388 1128 

 

招標結果 
學校於本學年年中為「校巴租用服務」及 「食物部承辦商」公開招標。在家長代表、教師代表

及學生代表組成的遴選委員會審慎嚴格挑選下，選定以下承辦商為同學服務：-                                                                                                                                                                                              
服務項目 承辦商 承辦學年 

校巴租用服務  巴士達人有限公司 2019-2021 

食物部承辦商 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 2019-2022 

學校暑假 

7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為學校暑假，共 48 天，而 9 月 2 日為新學年開課日。假期間學生若回校補課，

須穿著整齊校服，並依時出席。請 貴家長留意 貴子弟之補課時間。同時，個別科組亦會趁暑假舉辦

活動，各有關同學請依時出席，並聽從顧問老師及教練之指示。 

2019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開課日安排 

所有同學之回校上課時間為 7 時 55 分，乘搭校車的同學可根據校車接載服務時間表於所屬候車站排

隊上車。當天放學時間為 11 時 40 分。 

飯商退款安排 

午膳飯商「九至五飲食」職員已於 6 月 27 日及 6 月 28 日到校為中一至中五同學辦理本學年的退款

手續。退款詳情已於電子通告系統(Parents App)個別通知家長。若有查詢，請聯絡洪穎老師。 

防治蚊患措施 

學校地處郊外，樹木環繞，為保障學童的健康，本校已推行一系列滅蚊計劃。詳情如下： 

1) 按食環署滅蚊指引，每週清除積水，全校檢查冷氣或雪櫃底的托盤、可儲水的垃圾如玻璃瓶、空罐和

飯盒、可儲水的容器、花盆底、花瓶、排水渠及沙井、漥地及地面不平處，竹筒或樹洞等，確保沒有

積水，並每 7 天(蚊之成長期為 7 天)清理溝渠及在各沙井放置滅蚊劑(蚊沙)。 

2) 在大堂、有蓋操場、禮堂、知新亭、食物部、G05A、G05B 及 10 號課室安裝滅蚊燈。 

3) 在前門山坡、日新園、知新亭對上山坡、裝設戶外大型石油氣滅蚊機。 

4) 今年接納上屆學生會的提議在食物部後面白蘭樹草坡，裝設戶外大型石油氣滅蚊機，並在有蓋停車場

安裝 1 部中型滅蚊機。現時全校共安裝 23 部電蚊機及 4 部大型石油氣滅蚊機。 

5) 在天氣開始回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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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醒當天回校同學及老師，必須按宣報在指

定時間留在室內。 

6) 委派一名教職員統籌滅蚊計劃，並與食環署人員保持密切聯絡，確保學校附近衛生。 

7) 於五月至八月容許女同學選擇穿着覆蓋較佳的運動服回校。 

8) 提醒家長亦可按需要為學生購買一些驅蚊用品在回校前使用。以保障 貴學生免被蚊子叮咬。但需注

意子女會否對驅蚊劑敏感，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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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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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 IVE 工作坊 

 
為了讓同學了解與生物科相關的升學出路，本組安排中四同學參加由 IVE 舉辦的化驗科工作坊。IVE

講師介紹了化驗科的升學及就業出路，並臨場演示實驗給同學觀看，讓他們進一步了解化驗師的工作。 

功課輔導班──「自律自覺與主動積極」的實踐 

功課輔導班為有心改善功課及學業表現的初中同學，於放學時間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在老師悉心

的指導下，參與的同學學習態度積極，主動及自律地完成當日家課。 

功課改進班──「學習習慣與正面態度」的培育 

功課改進班旨在協助經常欠交家課的同學明白準時完成家課的重要性，並安排他們在固定的時間和

地點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定立改進的決心。當中有不少同學在參與功課改進班期間大有進步而獲老師

嘉許。 

家課盡責獎──「努力不懈與學習認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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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戰。因此，各學科老師會要求同學定時完成家課，以鞏固其學習基礎和提昇其

學習成效。  

校方對學生能否準時交齊家課十分重視。在家課政策的奬勵制度方面，校方除了定時派發「家課盡

責奬勵咭」予交齊家課的同學外，也會頒發優點予一個學期內交齊家課而家課表現認真的同學。本年度

下學期同學整體表現令人滿意，全校（中一至中五）共有 40 位同學獲得有關優點，並於成績表上顯示，

敬請留意。此外，校方更於年終結業禮頒發獎狀及書券予全年交齊家課及表現認真的同學，得獎的同學

（中一至中六）共 35 位。 

中一、二級區本課後功課輔導班 

為幫助初中學生適應學習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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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錫安堂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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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三期課程中，共 141 人次

參加，約 90%同學表示導師能協助他們解決家課上的問題及約 79%同學表示可鞏固英文及數學的學習基

礎。 

                  中四級服務學習 

  本年度中四各班的服務學習已順利完成。 

透過與西貢區社區中心的合作，本年度為各中四同學安排了合適而有意義的義工服務。以下相片記錄了

本校各活動的一鱗半爪。 

 

同學在社工及導師的指引下負責籌劃、準備及執行整個活動。其間同學表現優秀，為受助者帶來關

愛及溫暖。透過服務後反思，同學更表達出整個服務學習對擴展他們生活體驗帶來不少正面影響。不少

同學更於活動後主動參其他義工活動，關心社會。  



 

2019 年 7 月號．頁 5 

 

      

 

學生會 Meteor 鄭記歡樂傳萬家 

「鄭記歡樂傳萬家」小組決賽已於 3 月 13 日放學時段順利舉行，得獎組合如下： 

 

 

 

 

 

「鄭記歡樂傳萬家」個人決賽亦於 2 月 28 日週會順利舉行。得獎者如下： 

  

 

 

學生會亦增設「最佳歌手大獎」獎項，讓同學以投票形式選出心目中的 

最佳歌手，使同學更能投入活動。賽果如下: 

 

 

各參賽者均能勇於展現所長，表現令人鼓舞。在此再次恭喜各得獎同學。 

 

 

 

 

 

 

 

圖書館 

  

 

 

 

 

 

 

 

  

 

 

 

 

 

小組決賽 

冠軍:  嗯       5C 楊靖柔、5D 翟雅賢 

亞軍:  3+1      5B 鍾穎琪、 5B 林加希、 5C 周子杰 、5D 鄭梓軒 

季軍: 求其啦    5A 黃玥珈 、5A 譚曉慧 

個人決賽 

冠軍: 3C 王詠珊；亞軍: 5C 邱文迪；季軍: 5A 黃玥珈 

個人決賽-最佳歌手大獎    3C 王詠珊 

書簽設計比賽 

冠軍：3B 陳天欣 

亞軍：3B 曾皓珊 

季軍：3B 陳柏靜 

優異獎：3A 辛睿縈、3A 楊濠儀 

插畫設計比賽 

冠軍：2A 馮思捷 

亞軍：2A 吳明珠 

季軍：2B 吳婥盈 

優異獎：2B 鄭麗瑩、2B 林欣希 



 

2019 年 7 月號．頁 6 

 

 

中文科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8-2019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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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五丁班姜國雄同學榮獲香港賽區高中組銀獎及三等獎，另外

有 5 名同學分別於初中組及高中組獲得優異獎，得獎名單如下：  

高中組 

銀獎 姜國雄 5D 

優異獎 
郭佳怡 5C 

何倩如 4B 

初中組 

 

優異獎 

馬巧悅 3A 

陳天欣 3B 

楊曉晴 1A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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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胡燕青(2017-2018)後，本年度推介的香港作家為袁兆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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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 

冠軍 郭佳怡 5C 

亞軍 黃敬知 5B 

季軍 黎芷蔚 5B 

初中組 

冠軍 李詩渟 2B 

亞軍 麥寶恩 2B 

季軍 張寶翹 1B 

    

 

中史科        數理學會         IT 組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與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合辦) 

銅章 1A譚卓軒 

銅章 1B楊程毓 

銅章 1C 郭祖堯 

銅章 1D陳家曦 

銅章 2A劉卓輝 

數學大比拼 

中一組冠軍：1C 

中二組冠軍：2B 

中三組冠軍：3A 

高級組冠軍：5D 

《創意展現紫禁城》 

舊曲新詞校內比賽 

金獎   3D   韋學怡 

曲名﹕《一物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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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 

 

 

 

 

 

 

迦密愛信禮小學跆拳道體驗日暨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分區交流賽 

套拳比賽 太極一型 亞軍-3D 杜家晴；季軍-1D 温小麗；季軍-1C 詹梓翀 

套拳比賽 太極七型 季軍-5D 薛頌晴；優異獎-1B 譚凱誠 

搏擊比賽 37kg-40kg 男子搏擊組 冠軍-1B 譚凱誠 

搏擊比賽 49kg-53kg 男子搏擊組 冠軍-4B 劉竣曦；亞軍-3D 杜家晴 

搏擊比賽 50kg-54kg 男子搏擊組 冠軍-3B 姚煒鏘；亞軍-2A 董鑑賢；季軍-3A 黃浩賢                  

搏擊比賽 50kg-54kg 女子搏擊組 亞軍-3B 曾皓珊 

 

西貢區新春 10 公里公開長跑比賽 2018-19 

10 公里女子 FA 組-5D 薛頌晴 

5 公里中學組男子團體賽:鄭記跆拳道 A 隊-2A 董鑑賢；3A 黃浩賢；4B 劉竣曦 

                      鄭記跆拳道 B 隊-1B 譚凱誠；3B 姚煒鏘；3D 杜家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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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1000 卡路里音樂路跑‧香港站冠軍  IDA 香港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2A 李彥朗獲得 5 公里 Rock N Burn 挑戰跑（男子 14-15 歲）  

2A 馬濼殷獲得 5 公里 Rock N Burn 挑戰跑（女子 14-15 歲）   

4A 謝子瀅獲得 5 公里 Rock N Burn 挑戰跑（女子 16-19 歲）   

 3A 辛睿縈獲得國際業餘拉丁舞組冠軍 

 

 

 

班際羽毛球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高單 5A 吳汶謙 5A 羅巧明 5C 羅子峰 

男初單 1D 陳子軒 2A 林浩賢 
 

女高單 4B 樊思圻 3A 譚暐澄 5B 張德如 

女初單 1A 曾愷晴 1C 蔡鎧瀅 
 

男高雙 5B 譚皓堅、5B 黃喆甡 5C 羅子峰、5C 黃鈞有 3B 詹朗聰、3C 毛梓豪 

男初雙 2A 林浩賢、1A 楊盛豪 1D 陳子軒、1C 陳嘉亮 2A 李彥朗、2D 傅澤林 

女高雙 4B 樊思圻、5B 林加希 3A 譚暐澄、3C 梁楚羚 3A 吳巧嵐、3B 陳柏靜 

女初雙 1A 曾愷晴、1A 陳溱蕎 1A 楊曉晴、1C 蔡詩羽  

初級組混雙 2A 林浩賢、2A 姚芷欣 1D 羅頌然、1C 蔡鎧瀅  

高級組混雙 5B 譚皓堅、5D 董潁洋 5B 黃喆甡、5B 林加希  

師生混雙 5B 張德如、郭楚平老師 5B 譚皓堅、陳芷穎老師 4B 樊思圻、柯惠竣老師 

高級組班際 5B 3A 3B 

男高個人全埸 5B 譚皓堅 

男初個人全埸 2A 林浩賢 

女高個人全埸 4B 樊思圻 

女初個人全埸 1A 曾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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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小組 

      

本校同學於 2018 年 11 月參加了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之英才盃—STEM 教育挑戰賽 2018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本校同學組成一隊 10 人的隊伍參賽，使用微型震動機械人於 2 米傾

斜的賽道上，繞過各種障礙物運送乒乓球。本校同學最終不負眾望，成功完成比賽，並獲得是次比賽

的三等獎。 

   

 

本校同學於 2018-2019 年度，全年度參與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0 三區 「校園環保小農夫」

水耕菜種植獎勵計劃。本校全級中一同學於校內種植水耕菜及魚菜共生系統，推廣環保種植的訊息，

在短短 11 月至 3 月共 5 個月時間，他們種出了 12 公斤的水耕菜，成績理想。另一方面，多名中三的

學姐，更以他們的過往學會了的種植經驗，協助老師籌備活動及教導中一同學種植，十分難得。他們

更參加了最感動分享獎，以文字及相片，分享學習過程及感受，並獲大會頒發頒發最感動分享獎冠軍。

另外，獎勵計劃亦設立教案設計獎以鼓勵老師的積極參與，本校黃志堅老師及柯惠竣老師，獲是次比

賽的傑出教案設計獎。 

 

訓導組 

 

水警東分區海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4C  黃偉高 

 

本校於 2019 年 4 月，學校有八名同學參加了由香港警

察水警東分區、西貢撲滅罪行委員會及西貢社區中心合辦之

海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以標示方式，向市民宣揚進行海上

活動時，必須留意安全的訊息。是次比賽的各獎項已於上星

期舉行之水警東分區海上安全日上頒發，本校 4C 班黃偉高

同學，於是次比賽中獲得冠軍。 

 

英才盃—STEM 教育挑戰賽 2018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 

中學組三等獎 

3A 馬巧悅及譚暐澄代表領獎 

校園環保小農夫水耕菜種植獎勵計劃 

3A 馬巧悅、3B 劉子晴 

3A 譚暐澄、3C 劉慧瑤 

最感動分享獎冠軍：3C 劉慧瑤 

傑出教案設計獎： 

黃志堅老師及柯惠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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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本校科學科於 2019 年 5 月 8 日下午假學校禮堂舉行了第六屆科學常識問答比賽，是次活動是中

一同學持續評估的一部份。整個活動由復活假期前開始，全級同學須利用不同的資源，包括圖書館、

網上搜尋等工具，解答老師所指派的科學問題，從而學習新的科學知識，及利用科學概念，解釋日常

生活上的困難及疑問。接著，同學在課堂時候，須向全班同學講解自己的研習結果，解答相關的提問，

從而發揮同學好學求進的學習精神。而 5 月 8 日的比賽，更是將這一個多月所學的科學知識作一次重

溫，並挑戰一次有新知又有舊聞的科學比賽。 

比賽當日，各班代表都盡力而為，不論是必答題還是搶答題，同學都表現出自信及勇氣，面對不

同的提問時，都能先思考後討論，以最科學的角度回應，值得欣賞。 

 

 

 

遙控車製作比賽 

冠軍：2D 郭卡迪 

亞軍：2C 馮俊賢 

季軍：2B 莊暉順 

優異獎：2C 徐浩然 

 

遙控車外型設計比賽 

冠軍：2D 黃卓琳 

亞軍：2C 溫可楹 

季軍：2C 蔡珊煌 

優異獎：2A 葉泳欣 

 

  

 本校科學科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下午假學校禮堂舉行了第一屆中二遙控車製作比賽，是次活動

是中二同學持續評估的一部份。整個活動由復活假期前開始，全級同學須利用老師提供的遙控模組、

遙控車底架、以及激光切割車身木板，製作一輛獨一無二的遙控車。接著，同學在假後的課堂上，以

比賽方式，選出班上最快的 4 輛遙控車，及外型設計最特出的 4 輛車出來，代表全班參與全級比賽。

而 4 月 30 日下午的比賽，全級中二同學齊集於禮堂，在一個大型的賽道上，進行多場的班際比賽，

競逐車手獎項。另一邊廂，吳少芳老師亦為參加外型設計比賽的作品評分。 

 

 

 

 

中一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F.1A 成員(*陳泓曆 黃國昌 楊曉晴) 

亞軍:F.1C 成員(*方唯恒 林鎧澄 蔡鎧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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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年度小導師計劃 

本年度輔導組的「小導師計劃」已順利完成，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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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小導師還是中一的 RAINBOW HUNTER，都積極參與各聚會及活動，並建立了深厚

的情誼，開開心心地度過這一年！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 2019 年 5 月 5 日圓滿結束。當日出席的會員約 380 人，期間主

席對過去一年會務及活動作簡短報告，校方亦向各家長幹事及義工致送紀念狀以表達謝意。會員大會

後，本會邀請了文正康先生以「如何說孩子才合聽」作分享，內容豐富，家長獲益良多。 

家長教師會幹事芳名  

職銜 幹事名單 

主席 陳采霖女士 

秘書 王育晶女士 

司庫 吳燕霓女士 

聯絡 黃詠斯女士 

洪燕儀女士 

會員代表 

陳佩卿女士 

何雲女士 

黃玲璇女士 

歐陽彥珍女士 

王允希女士 

衞安琪女士 

副主席 曾頌欣老師 

副秘書 郭詩嘉老師 

稽核 黎凱楹老師 

聯絡 鄧稟歡老師 

香港家庭福利會賣旗活動籌得之善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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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家福會

之全港賣旗籌款及校內募捐活動已順行完成，經核數後，本校共籌得 $10,472 元正。該會致函衷心感

謝本校師生及家長的支持，並表示善款將用於資助拓展創新服務以回應社會有需要人士。 
 

 

社區及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我校一向重視校家合作，每年藉著不同的家長教師會活動，讓家長、老師和同學分享快樂的時光；

此外，學校更透過家長訪談，了解家長對本校的看法，誠邀各位參看附件，一同了解家長教師會更多。 

 

http://www.cccss.edu.hk/admin_commun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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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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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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通訊7月號 
 

 

敬覆者：本人經已詳閱家校通訊 2019 年 7 月號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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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19  /       

通訊編號  /  學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