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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19 年 12 月）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第一學期考試：本學年中一、二級學生第一學期考試將於 2019 年 12 月 12 日

至 12 月 19 日舉行；中三至中五級考試則於 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9 日

舉行。考試時間表已於上月派發，請家長留意並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在考

試中爭取理想成績，亦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留意考試規則的要求。特別提醒同

學，無合理原因而缺席考試者(包括中、英文口試)，將作零分論及會被處分。 

二. 中六級模擬考試：本年度中六級模擬考試將於 2020 年 2 月 6 日至 2 月 21 日舉

行，考試時間表隨通告派發，詳情請參閱附件一。請家長留意並督促  貴子弟

及早定下溫習時間表，努力溫習，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作準備。 

三. 2020 年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申請︰本校將於 2020 年 1 月接受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申請，  家長如有子女或親友擬於 2020 年 9 月入讀本校中一，可到本校索取

申請表格或從本校網頁下載，並於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16 日交回本校校務

處。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3200011 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四. 中一樂進計劃︰為讓同學作好考試準備，2019 年 12 月 4 日及 11 日的課外活動

會取消，中一同學會於下午 4 時 15 分放學。 

五.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為學生提供一個課程以外的寶貴測試體

驗，教師、家長及學生都會收到詳細的評估報告，詳列學生於數學科的表現。

所有學生於測試後都會獲得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頒發的證書和個人能力

評定報告，令孩子的學習履歷更顯豐盛不凡。本校數學科將參與是次比賽，詳

情請參閱附件二。 

六. 聖誕崇拜：本年度聖誕崇拜及聯歡將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舉行，當日全體學

生需於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放學時間為中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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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智能咭收費系統的扣數安排： 

1. 中六級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練習題 20 元。 

2. 中五級旅款科考察活動交通費 25 元。 

3. 中二級學生活動日活動及交通費 81 元。 

4. 中三級「迪士尼工作體驗坊」交通費 16 元。 

 

八.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教協家教會卡：本會現有 5 張「教協家教會卡」，方便家長或同學到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購物，家長及同學如欲借用「教協家教會卡」，請與譚

日初老師聯絡。。 

2. 家長日：本校將於 2020 年 1 月 18 日 (星期六) 舉行家長日，派發中一至

中五級同學之成績表。敬請中一至中五家長留意一月份發出的通告。 

3. 慈善義賣：本校家長教師會、手工藝學會及公益少年團將於家長日舉行

「慈善義賣」，為公益金及本校的「學生學習支援基金」籌款，希望各位

家長鼎力贊助，詳情請留意一月份發出的通告。 

4. 親子競技活動：本校陸運會將於 2020 年 1 月 8 日及 1 月 9 日舉行，有關

親子競技活動詳情，請參閱附件三，並請各家長填妥有關回條，於 12 月

11 日前交回 貴子弟之班主任。 

 

 

 

 

                                               校長  謹啟                  

2019 年 11 月 29 日 

 
 
 

 

【請填妥下列回條並於 12 月 15 日前交回。】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19 年 12 月）回條 

本人已接獲  貴校 2019 年 11 月 29 日發出之十二月份家長通告，並知悉有關內容。 

 

班別: _____  學生姓名: _  _______  班號: 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2019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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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F.6 only)  

SKH St. Benedict’s School 

Form 6 Mock Examination 

15.01.2020, 3.02.2020, 6.02.2020 to 21.02.2020  

 

15.01.2020 

星期三 

中國語文(四) (說話能力)      (兩小時)     16:00 – 18:00 

【MMLC – 報到室   301 室 – 備試室   302 – 306、311 室 – 考試室】 

03.02.2020 

星期一 

English Language IV (Speaking)   (1 hr 30 mins)        16:00 – 17:30 

【MMLC – Roll Call    Rm 301 – Preparation Room   Rm 302 – 306, 311 – Examination Rooms】 

06.02.2020 

星期四 

中國語文(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中國語文(二)  (寫作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30 – 12:00 

07.02.2020 

星期五 

中國語文(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一小時四十分鐘)  上午 8:30 – 10:10 

微積分與統計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40– 1:10 

10.02.2020 

星期一 

English Language I (Reading) (1 hr 30 mins)  8:30 am – 10:00 am 

English Language II (Writing)   (2 hrs)           10:30 am – 12:30 am  

11.02.2020 

星期二 

English Language III (Listening)  (2 hrs)          8:30 am – 10:30 am 

 

13.02.2020 

星期四 

通識教育(一)      (兩小時)    上午 8:30 – 10:30 

通識教育(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00 – 12:15 

14.02.2020 

星期五 

數學(一)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45 

數學(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15 – 12:30 

17.02.2020 

星期一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一)    (兩小時)    上午 8:30 – 10:30 【406 室】 

生物(一)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物理(一)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地理(一)       (兩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1:15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二)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11:00 – 12:45 【406 室】 

生物(二)       (一小時)   上午 11:45 – 12:45  

物理(二)       (一小時)         上午 11:45 – 12:45  

地理(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45 – 13:00  

18.02.2020 

星期二 

旅遊與款待(一)     (一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0:00     【SAC】 

中國歷史(一)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45 【406 室】 

體憑(卷一)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10:45  【406 室】 

化學(一)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8:30 – 11:00 【506 室】 

旅遊與款待(二)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上午 10:30 – 12:15 【SAC】 

中國歷史(二)      (一小時二十分鐘) 上午 11:15 – 12:35 【406 室】 

體憑(卷二)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1:15 – 12:30 【406 室】 

化學(二)      (一小時)            上午 11:30 – 12:30 【506 室】 

20.02.2020 

星期四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一)  (一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8:30 – 9:4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二)  (兩小時十五分鐘)  上午 10:15 – 12:30 

21.02.2020 

星期五 

經濟(一)      (一小時)   上午 8:30 – 9:30  

經濟(二)      (兩小時三十分鐘) 上午 10:00 – 12:30 

 

1. 除特別註明考試場地外，所有考試均在 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2.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 8:10am 前回校，並謹記自行拍卡。 

3. 學生必須於開考前十五分鐘進入課室/試場，否則亦作遲到論。 

4. 考試期間，如因天氣影響而停課，當日考試會取消，受影響科目的考試時間將會另作通知。 

5. 應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口試須知: 

  (i) 考生必須於指定時間報到及只可使用學校一號樓梯(即圖書館側)上及三號樓梯(即小食部側)落，並需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他考生。 

  (ii) 考試前考生可於食物部等侯。 

  (iii) 考試完畢後，必須立即離校。 

6. 二月十二日及二月十九日均為學生自修日，毋須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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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F.1-5)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校內活動家長通知書 

 
敬啟者： 

有關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事宜 

 
 ICAS 為學生提供一個課程以外的寶貴測試體驗，教師、家長及學生都會收到詳細的評

估報告，詳列學生於數學科的表現。所有學生於測試後都會獲得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頒發的證書和個人能力評定報告，令孩子的學習履歷更顯豐盛不凡。本校數學科將參與是

次比賽，詳情如下，敬希細閱及填妥回條並由  貴子弟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或之前交回負

責老師。又本通知書需加蓋校印方為有效。 

 
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日    期 2020 年 3 月 24 日 

地    點 本校 

時    間 3:40-5:00 

負責導師 吳鏡棠老師 

備    註 (1) 是次每位報名費為七十元，扣除數學科贊助三十五元，故參加者需

付餘額三十五元。數學科成績優異之學校可獲全數減免。 

(2) 學生若於其所屬地區同年級有非凡表現者，將有機會於頒發典禮上

獲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獎牌。 

 
 假若活動當日天氣轉壞，以致活動需要取消，負責導師將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  儘

快回家。如有疑問，可致電 23200011 聯絡吳鏡棠老師。 

  
此致 

各位家長／監護人  

                        校長 謹啓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事宜 

 
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 ICAS 事宜，本人*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 ___________（   班）

參加是次活動。本人會提醒敝子弟依時出席活動。 

 
此覆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校長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 _____ 月 ______ 日 

 
* 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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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陸運會：親子活動競技遊戲 
 
敬啟者：  

 
本校陸運會將於 8/1/2020 (星期三) 及 9/1/2020 (星期四) 在斧山道運動場舉

行。為促進親子關係，本會設計一個遊戲活動，讓家長及子女可共同參與。 

 
現安排 9/1 (星期四) 的下午，在陸運會項目中，增設一個由家長、教師、同學

發揮合作精神的遊戲項目，名為「親子活動競技遊戲」。 

 
為鼓勵各位家長積極參加是項活動，本會將會預備紀念品送給各參與活動的家

長，希望家長與子女一同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此致 

貴家長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楊秋惠女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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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敬覆者： 

 
請填妥下列回條，並於 12 月 11 日(星期一)前交回 貴子弟之班主任老師。 

 
本人 *參加 / 不參加「親子活動競技遊戲」。 

 

此覆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學生姓名：                 班  別：           (    ) 

家長姓名：                (正楷)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日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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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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1/12 上午 / 下午  ℉/℃  

2/12 上午 / 下午  ℉/℃  

3/12 上午 / 下午  ℉/℃  

4/12 上午 / 下午  ℉/℃  

5/12 上午 / 下午  ℉/℃  

6/12 上午 / 下午  ℉/℃  

7/12 上午 / 下午  ℉/℃  

8/12 上午 / 下午  ℉/℃  

9/12 上午 / 下午  ℉/℃  

10/12 上午 / 下午  ℉/℃  

11/12 上午 / 下午  ℉/℃  

12/12 上午 / 下午  ℉/℃  

13/12 上午 / 下午  ℉/℃  

14/12 上午 / 下午  ℉/℃  

15/12 上午 / 下午  ℉/℃  

16/12 上午 / 下午  ℉/℃  

17/12 上午 / 下午  ℉/℃  

18/12 上午 / 下午  ℉/℃  

19/12 上午 / 下午  ℉/℃  

20/12 上午 / 下午  ℉/℃  

21/12 上午 / 下午  ℉/℃  

22/12 上午 / 下午  ℉/℃  

23/12 上午 / 下午  ℉/℃  

24/12 上午 / 下午  ℉/℃  

25/12 上午 / 下午  ℉/℃  

26/12 上午 / 下午  ℉/℃  

27/12 上午 / 下午  ℉/℃  

28/12 上午 / 下午  ℉/℃  

29/12 上午 / 下午  ℉/℃  

30/12 上午 / 下午  ℉/℃  

31/12 上午 / 下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