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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19 年 10 月）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2021 年校本評核手冊︰因應考評局的要求，本校開設香港文憑考試科目共七科設有

校本評核，早前已派發 2021 年校本評核手冊，供中五學生及家長參考。學生及家長

可仔細查察有關科目的校本評核要求，如有疑問，可向有關的科任老師查詢。 

二. 訂購冬季校服：為方便家長及其子女訂購 2019-2020 年度之冬季校服、運動服及毛

衣 (校冷)，本校已安排了金洋校服服裝有限公司於 10 月 4 日(星期五)到校提供訂購

服務，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地點 項目 附註 

04/ 10/ 19 

(星期五) 

12:00pm-5pm 

 

地下 

小禮堂 

 

訂購冬季校服、 

毛衣及運動服裝 

 

金洋校服服裝有限公司到校替學生度身訂購冬季

校服、毛衣及運動服裝(訂金一百元)(見價單) 

04/ 11/ 19 

(星期一) 

12:00pm-5pm 

地下 

小禮堂 

派發衣物 ⚫ 請帶齊單據及餘款領取已訂購之校服。 

⚫ 如有任何查詢，可留意二樓教員室外壁報

板上之資料，或向畢綺青老師查詢。 

⚫ 家長或學生如未能於派發日期到校領取校

服，則須於 11 月 5 日以後，於辦公時間

內到金洋校服服裝有限公司領取校服。 

⚫ 有關地址及詳情請參閱價單。 

 

 

三. 學校活動日：本校將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為中二至四及中六學生舉行學校活

動日，而在同日中一級將出發往潮州考察交流，中五將進行義工服務。若天文台在當

天早上六時三十分前發出三號或以上的颱風訊號或黃色或以上的暴雨警告訊號，當日

學校活動日之安排將會取消，而各學生應全日留在家中，不用回校上課。若三號強風

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活動途中發出，各老師會因應當時天氣情況，帶學生到安全地

方或返回學校，直至當天放學時間。若家長同意  貴子弟參加是次活動，請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回覆。如有關於活動日之查詢，請與  貴子弟之班主任聯絡。有關各

級之集合時間及地點表列如下： 

班別 活動地點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中一級 潮州 7:30 學校 

中二級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 8:45 學校 

中三級 大尾督麥師傅燒烤場 8:30 學校 

中四級 大棠有機生態園 8:30 學校 

*中五級 學校(義工服務) 8:10 學校 

中六級 
6A、6B 半月灣 9:15 西貢市中心近巴士總站 

6C、6D 大尾督麥師傅燒烤場 8:30 學校 

 
*中五級社區服務日為上午活動，約於中午 12 時放學(部分中五同學會前往彩虹邨 

 內社會服務機構致送禮物予區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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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國語文科課後支援班：為鞏固學生語文能力，提升應試技巧，中國語文科將為中一

至中五級學生安排課後支援班，詳情如下：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第一學期 
15/10/2019 

10/12/2019 

4/11/2019 

2/12/2019 

14/11/2019 

5/12/2019 

6/11/2019 

4/12/2019 

28/10/2019 

4/12/2019 

第二學期 
4/2/2020 

10/3/2020 

10/2/2020 

9/3/2020 

13/2/2020 

5/3/2020 

5/2/2020 

11/3/2020 

6/1/2020 

17/2/2020 

第三學期 
28/4/2020 

26/5/2020 

4/5/2020 

1/6/2020 

7/5/2020 

28/5/2020 

29/4/2020 

27/5/2020 
/ 

請 督促 貴子弟準時出席。如有查詢，歡迎聯絡相關中文科任老師。 

五. 中一級潮州歷史文化之旅簡介會：本校與旅行社將於 201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4:15 – 5:00 舉行簡介會，使學生及家長更瞭解中一級考察交流團的行程及須注意

事項，所有參加交流的中一同學必須出席，亦歡迎中一家長出席，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六.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家教會會訊」：第 19 期家教會會訊已經印製完成及派發，請各位家

長繼續支持本會活動。  

2. 家長教師會「第 20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已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順利完成，會上選出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新一屆常務委

員會名單如下：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班別)  

1 李佩盈女士 陳爾桐 (1B)  

2 蔡雙美女士 王智軒 (1B)  

3 謝若暉女士 李芷澄 (1C)  

4 方珊儀女士 吳韋澄 (1C) 吳亭  (4B)  

5 楊秋惠女士 林浩仁 (1A) 林浩進 (4A)  

6 
梁自娥女士 鄧凱盈 (2B)  

7 蕭進源先生 蕭婉淇 (2D)  

8 倫錦威先生 倫芍林 (3C)  

9 蔡曉霞女士 施瀚璘 (3C) 施瀚祖 (5C)  

10 胡紅建女士 陳梓澄 (4A)  

11 沈家蔚女士 黃俊熹 (4C)  

敬請各家長繼續留意本會消息，並積極支持各項會務及活動。  

3. 親子旅行同樂日：本校將於 2019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日) 舉行「親子旅行同樂日」，

請參閱附件二。 

4. 中一家長工作坊：同學們踏入中學階段，相信他們需要時間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成長過程中，學業的壓力往往使他們感到迷惘。同學若得到適當的協助，引導他

們好好分配時間，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家長教師會特此邀請本校資深社工

陳皓怡姑娘為本校中一家長舉辦有關提升子女學習動機的工作坊。詳情請參閱附

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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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for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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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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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程介紹 

 

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是香港第二大的水塘，亦

是全球第一個在海中興建的水塘，位於八仙嶺及船灣

郊野公園，水塘的龐大興建工程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項

目，工程師把海灣用堤壩攔起，將海水抽出，然後注

入淡水。建築工程於一九六零年展開，並於一九六八

年建成，當時容量達一億七千萬立方米。其後於一九

七零年開始進行堤壩加高工程，並於一九七三年完成

後，水塘容量增至二億三千萬立方米。船灣淡水湖的

堤壩長約二公里，用沙和碎石分層堆砌而成。在古時

淡水湖位置曾是馳名盛產珍珠的地方，後來因不停採

摘而減少產量。現在的淡水湖是一個天然養魚塘，湖

中繁殖了多種魚類。 

 

 

 

 

機場核心展覽館 (白樓 )：  

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是一座以《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為主題的展覽館，於 1996 年啟用，簡稱「白樓」。原

址為霍米園，由印度商人 J·H·律敦治在 1930 年代初

期建造，當時為香港啤酒廠有限公司在深井興建香港

首座釀酒廠，並且興建白樓作為別墅，後來被香港政

府購買，更改作為香港公務員宿舍。機場核心計劃展

覽中心設有 5 個展覽區，以模型、圖片及文字展板等

介紹《香港機場核心計劃》中的十項核心工程，讓參

觀者對整項工程有全面的認識。由於建築物具有歷史

價值，位於天台的觀景台與中心外的花園設有望遠鏡

可以遠眺青馬大橋及馬灣海峽的景色。古物諮詢委員

會於 2010年 1月 22日將白樓確認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午餐： 

機場富豪酒店自助餐：提供各式寰宇美食以及國

際自助午餐。例如：地道咖哩美食、日本壽司及甜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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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for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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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校) 

 



19-06 家長通告(2019 年 10 月) v2 9 

附件四 (全校) 

 

 

(「e 悅讀學校計劃」電子通告學生使用指引) 

 

1.  透過網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進入「e 悅讀學校計劃」 

    網站。 

 

2. 使用學生教城戶口登入。(登入戶口名稱和密碼將由各班主任派發)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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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校) 

 

 

3. 學生可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按「加入教城書櫃」後，便可以閱讀，詳情可參考「e 悅讀

學校計劃」網頁內的「用戶手冊」學生使用指南。 

 

4. 已選擇了的圖書，可在「教城書櫃」內找到。學生可以利用個人電腦的網頁瀏覽器或平板

電腦閱讀。如使用平板電腦，請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免費應用程式「教城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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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量度體溫記錄表 

(每月一張，可貼在家課冊上) 
 

1. 請家長／監護人每天在貴子弟上課前為他們量度體溫，如有發熱*（口探方式高於華氏 99.0

℉ 或攝氏 37.2℃），請不要上課，立刻求醫。 

2. 家長／監護人每天記錄貴子弟體溫後，請簽署作實，然後由貴子弟交回班主任查閱。 

3. 假期亦須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月份：2019 年 10 月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1/10 上午 / 下午  ℉/℃  

2/10 上午 / 下午  ℉/℃  

3/10 上午 / 下午  ℉/℃  

4/10 上午 / 下午  ℉/℃  

5/10 上午 / 下午  ℉/℃  

6/10 上午 / 下午  ℉/℃  

7/10 上午 / 下午  ℉/℃  

8/10 上午 / 下午  ℉/℃  

9/10 上午 / 下午  ℉/℃  

10/10 上午 / 下午  ℉/℃  

11/10 上午 / 下午  ℉/℃  

12/10 上午 / 下午  ℉/℃  

13/10 上午 / 下午  ℉/℃  

14/10 上午 / 下午  ℉/℃  

15/10 上午 / 下午  ℉/℃  

16/10 上午 / 下午  ℉/℃  

17/10 上午 / 下午  ℉/℃  

18/10 上午 / 下午  ℉/℃  

19/10 上午 / 下午  ℉/℃  

20/10 上午 / 下午  ℉/℃  

21/10 上午 / 下午  ℉/℃  

22/10 上午 / 下午  ℉/℃  

23/10 上午 / 下午  ℉/℃  

24/10 上午 / 下午  ℉/℃  

25/10 上午 / 下午  ℉/℃  

26/10 上午 / 下午  ℉/℃  

27/10 上午 / 下午  ℉/℃  

28/10 上午 / 下午  ℉/℃  

29/10 上午 / 下午  ℉/℃  

30/10 上午 / 下午  ℉/℃  

31/10 上午 / 下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