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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19 年 9 月）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發出家長通告安排：家長可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查閱每月的家長通告，以了解校方之各項政

策及活動安排。九月份除簽署電子通告外，家長仍需簽署紙本通告，並請  貴子弟把回條交予

班主任。有關 eclass parent app 安裝及使用方法，可參考家長手冊第 8-17 頁。如有任何疑問，

可致電 2320 0011 與本校資訊科技主任孔任熙老師聯絡。 

二. 學生手冊及家長手冊之派發：本校已向每位學生派發學生手冊及家長手冊各一本，希望家長能

細心閱讀，以了解本校之各項措施。 

三. 學生出席率的要求：本校向來重視學生的出勤問題，學生缺課超過百分之十，可能被取消考試

資格，中六學生更有機會不獲頒發畢業証書。若學生遲於上午十時回校，當天上午當視為缺席

處理。若學生有要事(如覆診等)須早退，家長須於事前以書面或由學生展示覆診通知書向班主

任申請，以便班主任作合適之處理；學生若因患病須早退，必須通知班主任或訓輔老師，由老

師聯絡家長並得家長同意下方可離校；無論任何原困，若學生於上午十時前早退離校，當天當

視為缺席處理。 

四. 體育課事宜：根據教統局之指引，學校須徵求家長/監護人同意  貴子弟參加學校之體育課。

請填妥回條附件一之參加體育課事宜覆函，交回班主任存案。如  貴家長/監護人不批准  貴

子弟參加學校之體育課，請附上醫生証明書交回，以茲証明。 

五. 學校各項費用及學科費用：按教育局之指引，本校將向每位學生收取學生會費、家長教師會費

及學校管理新措施特定用途收費，並向中四至中六學生收取堂費。此外，各學科亦會代學生以

優惠價錢集體訂購課本、習作、製作教材及購買需用的文具 (部分科目在中四購買的課本及教

材在中五、中六時仍會使用)。 

至於收費方法，本校已在 2009 年起引入智能咭系統，智能咭除可作圖書館及點名用途外，亦

是一個收費系統，每個學生均在校內設有一個 e-class 戶口，學校在收取費用時，只需在同學

的 e-class 戶口中扣數，不需要同學每次將現金帶回學校交費，以免遺失，亦可減省行政工作。

學校將估計學生每年所需繳交的費用，請家長將款項存入戶口，學校在需要收費時，會先在家

長通告中通知家長，然後扣數；家長亦可隨時以智能咭系統檢查  貴子女戶口中的餘額。學期

結束時，戶口餘額將自動轉至下學年繼續使用，學生離校時，戶口結餘亦會全數歸還。校方已

統計了本年度各級所需費用，各家長請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前入數，以確保  貴子女 e-class

戶口之結餘不少下表所示之金額： 

級別 

(2019-2020 年度)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入數金額($) 1850 1350 1350 1750 1850 1860 

 
家長可到銀行存入現金或轉賬(戶口名稱：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法團校董會；戶口號碼分別為滙

豐銀行 456-453315-838 或東亞銀行 015-531-40-400645-6)，然後將入數紙交回，家長必須將入

數紙交回以作確認，否則校方無法核實家長是否已入數。家長亦可用劃線支票(抬頭寫：聖公

會聖本德中學法團校董會)繳交，支票或入數紙正本應於 2019 年 9 月 18 日前交回  貴子女之

班主任。如對入數之程序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校務處查詢。。 

校方將於稍後在  貴子女 e-class 戶口中扣數，以繳付下列費用： 

1. 中一至中六各級同學學生証費用 20 元、學生會會費 30 元、家長教師會會費 50 元、學

校管理新措施特定用途收費 300 元。 

2. 校簿一份， 中一至中三級 44 元，中四至中六級 24 元。 

3. 中四至中六各級同學堂費 320 元。 

4. 數學科課堂練習，中一級 32.8 元，中二級 44.8 元，中三級 32 元，中四級 52 元，中五

級 41.6 元。 

5. 生物科筆記，中三級 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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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簿價目表：本年度校簿之售價已按教育局之規定釐定，為方便同學在學期初做功課，校方已

為每位同學訂購一份校簿，費用在 e-class 戶口扣數，日後同學可按需要購買，校簿售價如下：

單行簿 2 元，地理簿 2 元，單行紙 6 元，家課日誌 3.4 元。 

七. 家長/監護人簽名式樣：為方便校方日後核對  貴家長在各項通告回條上之簽名或印鑑，請各

家長填妥附件二中各項資料，並加以簽名或蓋印，於 2019 年 9 月 6 日前交回班主任存案（本

年度中一新生而已交簽名式樣者，不用再次繳交）。 

八. 學生健康問題/學生病歷表：根據教育局之指引，各學校應備有學生健康問題/學生病歷表，以

便體育課及其他課外活動安排之參考。校方將確保此等資料只供學校使用，不會向其他人透

露。各家長請填妥附件三之學生病歷表，連同有關之証明文件於 2019 年 9 月 6 日前交回班主

任存案。 

九. 繳交書簿津貼及車船津貼之資格証明書：部分同學應已繳交証明書並應已收到本年度的書簿津

貼款項，稍後更會收到車船津貼及上網津貼之款項。如於上學年未曾繳交，現時想申請書簿津

貼及車船津貼的同學，必須將已填妥之「資格証明書」交回校務處，由校方轉交學生資助辦事

處辦理。為配合學生資助辦事處於 11 月發放津貼，請同學盡可能於 2019 年 9 月 6 日前將資格

証明書交回校務處。各家長如有疑問，請直接向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熱線電話：28022345，

網址：http://www.wfsfaa.gov.hk。  

十. 有關融合教育之政策：本校一向以基督精神辦學，貫徹全人教育理念，為各種不同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切的學習環境及參與各種活動的機會。為更有效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提升整體教學效

能，本校今學年會加強「全校參與、融合教育」的措施，期盼家長能陪同  貴子弟細閱以下融

合教育之簡介，以便配合學校和社會未來的發展需要。 

融合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幫助所有學生/教師/家長認識、接受和尊重個別差異，甚至欣賞差異的

可貴，從而成為推動個人成長及建構和諧社會的動力。我們不應歧視或放棄有學習困難/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反之，要把彼此之間的能力差異作為互相學習的基礎，創造一個互動的學習

環境，使學生之間能見證彼此的長處，從而互相尊重和欣賞。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特殊教育需要的主要類別包括讀寫困難、智力障礙、自閉症、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力障礙、聽力障礙、言語障礙等。基於上述理念，校方極為看重

有學習困難/特殊教育需要同學的需要。校方在過去已於課程、教學、評估等多方面為有需要

之同學作出調適。家長如發現  貴子弟有上述學習困難或需查詢更多有關資料，可致電聯絡學

生支援小組關佩君老師(23244072/23210072/23200011)。一切內容絕對保密。同時，校方嚴格要

求學生要以合作、尊重和接受的態度與有學習困難/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相處及溝通。故此，

家長亦需要教導  貴子弟有關與有學習困難/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相處方法，以共同諦造共融

的校園文化。 

十一. 網上家課表：為幫助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知悉家課內容，各科老師均會於電子家課冊輸

入家課內容，以供家長查閱。電子家課冊登入程序如下︰ 

1. 瀏覽學校網頁(http://www.skhsbs.edu.hk/)； 

2. 在學校主頁上面的「eClass」帳號欄內輸入「家長登入名稱」及「密碼」，然後按「login」； 

3. 在上方按「資訊服務」，然後按下「網上家課表」；在「家課清單」可得知所需完成的家

課。 

家長亦可通過 eClass 平台查閱學生出勤記錄及智能咭繳費戶口收支紀錄。如對查閱電子家課冊

有任何疑問，可查閱學校網頁左方「家長專區」內的「 e-class 家長指引」，亦可聯絡  貴子弟

之班主任以作了解。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依時完成家課。 

十二. 中一至中六家課收集政策及功課輔導：為培養學生準時交功課之習慣，學生須於每天早上八時

十五分繳交家課，未能準時交功課之中二至中五級同學，將需留堂。本校逢星期一、三、五放

學後設立「功課輔導班」，由老師為欠交功課的學生作功課輔導。如  貴子弟因欠交功課而需

留堂，可向功課輔導班之當值老師索取家長通知書，以茲証明，亦可致電校務處查詢。 

十三. 中一樂進計劃：為培養中一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及鞏固學業基礎，並讓學生在課餘參加有益身

心的課外活動，本校將推行中一樂進計劃，中一學生需於逢星期一、二、四、五放學後留校至

下午四時十五分，在班主任或老師督導下做功課或溫習；逢星期三放學後需留校參加課外活

動，九月份留校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十月份起則至下午五時正。各中一學生將於九月參與介紹

會及收到有關活動選擇表及通告。 

http://www.wfsfa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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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六奮進計劃：為加強對中六學生之課後支援，以協助應付中學文憑考試，中六學生需於

星期一至四放學後留校進行學習活動至下午五時正；星期五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

分。逢星期一、二、四由各科老師進行補課或應試訓練，逢星期三在教學助理督導下溫習 (補

課時間表容後派發)。 

十五. 學校使用或複製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題：本校已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繳交牌費，獲准使用

或複製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往年試題(所有科目)作教學用途。學校派發給同學有關往年試題之

資料，均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出的牌照複製，同學請勿再自行複製或供應給其他人士。 

十六. 中、英、數課後進修班：為提高學生的學業表現，本校將一如往年，為中一至中三同學開

辦中、英、數課後進修班，詳情請參閱附件四。 

十七. 2019-2020 年度訂報計劃：為鼓勵同學養成每日閱讀報章之習慣，以增廣見聞，提升語文能

力，本校誠意向  貴家長推薦《明報》、《經濟日報》、《南華早報》、《星鳥日報+Junior 

Standard》、《信報》及《香港 01》之訂報計劃，有關詳情及訂報方法，請參考附件五。 

十八. 拍攝數碼證件照片： 2019 年 9 月 3 日將於小禮堂進行拍攝証件相(學生相)，費用為$10 (12

張)，有需要拍攝証件相之同學，請於當天穿著整齊校服並帶備足夠費用，於當天直接交予

拍攝公司之職員，(學生必須妥善保存收據，以便有錯漏時跟進)。 

十九. 學生活動支援基金：教育局於 2019 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資助財政上有需要的同學參

與學校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詳情請參閱附件六，並按需要填寫表格交回校方，以便跟

進及辦理。 

二十. 中一級樂慶中秋活動：為讓中一級家長更了解子女校園生活情況，本校將舉行「中一樂慶

中秋」活動，有關詳情，中一家長請參閱附件七，並填妥回條，於 9 月 6 日前交回班主任，

以便校方跟進及安排。 

二十一. 潮州歷史文化之旅：本校將於 2019 年 10 月 31 至 11 月 2 日為全體中一同學安排「潮州歷

史文化之旅」，有關詳情，中一級家長請參閱附件八，並填妥回條，於 9 月 6 日前交回班

主任，以便校方跟進及安排。 

二十二. 惡劣天氣上課及緊急應變放學安排：本校根據教育局指引制訂了在惡劣天氣情況下的緊急

應變放學安排，詳情請參閱附件九。 

二十三. 2019 年 9 月 30 日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本校全體教師將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舉行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當天學生不用上課。 

二十四. 2019 年 9 月 13 日之放學時間：中秋節當天(2019 年 9 月 13 日)放學後的中一樂進計劃將取

消，中二及中三級放學後的班主任節亦會取消，各級學生當天均在下午三時二十五分放學。 

二十五.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正假本校禮堂舉行周年會員

大會，投票選出第 20 屆常務委員，請各位家長預留時間出席，屆時每位將獲贈精美

紀念品一份，詳情請參閱附件十，請於 9 月 9 日(星期一)前簽署電子通告，參加者費

用($20)將於學生的 e-class 戶口扣除。 

2. 2018-2019 學年「家教會會訊」：家教會會訊將於 9 月中旬派發，請各位家長繼續支

持本會活動。 

二十六. 處理投訴指引及防止性騷擾政策：本校已按教育局要求制定了校本的《學校處理投訴指引》

及《防止性騷擾政策》，兩份政策文件均已上載學校網頁，家長可在網頁上閱覽，如有任

何查詢，請隨時與校方聯絡。 

二十七. 預防傳染病措施：為預防傳染病在校園傳播，本校已參照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採取各項

衞生及預防傳染病措施，當中包括在開學前清洗和消毒校園，確保校園清潔衞生。家長亦

請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及在新學年繼續每天為  貴子女量度體溫、紀錄並簽署體溫紀錄

表。 

二十八. 教育主日崇拜：本年度牧區的教育主日將於 2019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於

聖公會聖十架堂(黃大仙沙田坳道 6 號)舉行，歡迎各家長及學生出席。 

2019 年 9 月 2 日                                                       鄭銘強校長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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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19 年 9 月）回條 

    本人已接獲  貴校 2019 年 9 月 2 日發出之九月份家長通告，並知悉有關內容。

至於學校融合教育之政策，本人亦已明白，並會督促敝子弟以合作、尊重和接受的態

度與有學習障礙或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相處及溝通。本人及子女亦己閱畢本年度之家

長手冊及學生手冊，並知悉有關內容及規定，本人並會囑咐子女遵守各項之規定。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    班號: ______ 

 

2019 年 9 月    日 

 

 

參加體育課事宜覆函 

本人  批准 /   不批准 (請在適當 加上號) 敝子弟 

姓名： 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   班號：________ 

參加  貴校之體育課。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2019 年 9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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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全校）  

 (19-20) 

班主任保存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 / 監護人簽名式樣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班號：________  班號: ______ 

 

 父親 母親 
監護人 

（只適用於代替父及母之監管人填寫） 

姓名    請簡述與該生關係及

代替原因 

簽名 /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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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校務處保存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 / 監護人簽名式樣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班號：________  班號: ______ 

 

 父親 母親 
監護人 

（只適用於代替父及母之監管人填寫） 

姓名    請簡述與該生關係及

代替原因 

簽名 / 印鑑     

 

學生家長請將「家長/監護人簽名式樣」填妥（一式兩份），並於 2019 年 9 月 6 日前

整張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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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全校）  

CONFIDENTIAL 機密        

(背頁亦須填寫)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學生病歷表(2019-2020) 

甲. 學生資料 

學生姓名：(中文)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   班別：____   班號：____  

性別：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  住址電話：______________ 

住址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遇意外,聯絡家長或監護人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 倘認為學生不適宜上體育課或參加任何其他類型的學校活動，請具體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外，請提交醫生證明書供校方參考。 

 

倘若貴家長/監護人不願完成下列丙及丁項，請在方格內註明 “X”記號  

丙. 如學生曾患有以下疾病，請在適當的方格內註明“X”記號及列出詳情：  

  患病時年齡 疾病資料 

 六磷酸葡萄糖脫氫素缺乏症   

 哮喘   

 羊癇   

 腎病   

 高熱引致抽搐   

 心贓病   

 糖尿病   

 聽覺不健全   

 血有病   

 貧血病   

 其他血病   

 藥物敏感   

 疫苗敏感   

 食物敏感   

 其他敏感   

 肺結核   

 小手術   

 大手術   

 其他   

丁. 資料補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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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全校）  

 

 

 

戊. 其他資料 

家庭醫生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本校親屬 

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 : __________    關係 : 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 

 

 

就讀本校之鄰居或好友  

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 : __________    關係 : 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 

 

 

※此調查表將存放於學生個人紀錄咭, 以備急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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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F.1-3）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19-2020 年度  中一至中三課後進修班 

通告 

 

本校每年皆開辦中一至中三中、英、數課後進修班，幫助同學鞏固核心科目之基礎，提昇考試技巧。至於

本學年第一期課後進修班之詳情如下： 

 

1. 課後進修班全期共 10 節，每節為時 70 分鐘，每科費用為港幣 200 元正（以支票／入數紙繳款）。 

2. 暫定上課日期為：28/9，5/10，12/10，19/10，26/10，2/11，9/11，16/11，23/11，30/11；上課時間為上午

8:30－12:30。具體安排如下： 

 中一 中二 中三 

8:30-9:40 英文 數學 中文 

9:55-11:05 數學 中文 英文 

11:20-12:30 中文 英文 數學 

3. 各科之課節教學安排如下：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寫作        2 節 

閱讀理解    3 節 

修辭及文法   3 節 

說話/聆聽訓練   2 節 

聆聽訓練    2 節 

寫作     3 節 

修辭及文法   5 節 

按該學期課題劃分  10 節 

4.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如同學未完成該日全部課程，則不准離開校園。 

5. 參與學生將獲發一本課堂用書，內容按各科教學進度表編寫。同學必須於每次上課時帶備出席，如有遺失，

可申請補發，唯須繳交港幣 10 元手續費。 

6. 家長可同時替子女報讀中、英、數三科，唯須考慮其能力及意願，作出最適合的選擇，家長切勿強迫子女

參加課後進修班，以免影響其學習效果。 

7. 每班課後進修班的人數不多於 20 人，校方將以申請學生之校內成績、操行表現和以往的課後進修班出勤情

況（如有），作為甄選及編班參考。 

8. 課後進修班之規則與平時課堂無異，同學須嚴格遵守。如同學在進修班課堂上違規，導師將作出紀律處分；

違規情況嚴重者，校方將即時取消其修讀資格，同時安排退款。 

9.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學生資助）」之學生可獲豁免全

部費用，但須在回條內「家庭經濟狀況申報」一欄申報。 

10. 校方將個別發信通知獲取錄之同學。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320 0011 聯絡廖金強老師。 

 

特此通告 

各學生家長 

    鄭銘強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中一至中三課後進修班回條 

敬啟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中、英、數課後進修班之安排，敝子弟               （班別：     學號：   ） 

  不會參加課後進修班。 

將參加   中文/   英文/   數學進修班，現附上   支票/   入數紙 $_________作為學費。 

家庭經濟狀況申報（如適用）：本人現正領取   綜援／   學生資助全額津貼。 

此致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校長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二零一九年九月_____日 

 請在適當  加上號； 

 家長可到銀行存入現金或轉賬（戶口名稱：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法團校董會；戶口號碼分別為匯豐銀行 456-453315-838 或

東亞銀行 015-531-40-400645-6），然後把入數紙交回。 

 家長亦可用劃線支票（抬頭寫：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法團校董會）繳交。 

 支票或入數紙正本應於 9 月 9 日透過班主任轉交校務處萬小姐（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全額津貼者毋須繳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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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19-2020 年度訂閱報章計劃 

逕啟者： 

新學年來臨，同學可透過學校，以優惠價格訂閱《明報》、《香港經濟日報》、《南華早報》及 

《星島日報+ Junior Standard》。希望同學們可養成閱讀習慣，了解社會，打好良好的語文基礎， 

迎接新學年的挑戰。訂報詳情如下： 

報章名稱 班別 訂閱日數 價錢 合共 贈品 支票抬頭 

明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12/9/19 – 3/6/20) 
$3.50 

$490.00 
*1 

明報報業 

有限公司 中六 77 天 (13/9/19 – 11/1/20) $269.50 

香港經濟日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12/9/19 – 3/6/20) $3.00 $420.00 

— 
香港經濟 

日報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雙周刊 

(9/19 - 6/20 共 20 期) 
$6.00 $120.00 

《通 SIX》雙周刊 

(9/19 - 6/20 共 20 期) 
$5.50 $110.00 

中六 

77 天 (13/9/19 – 11/1/20) $3.00 $231.00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雙周刊 

 (9/19 - 1/20 共 10 期) 
$8.00 $80.00 

《通 SIX》雙周刊 

(9/19 - 1/20 共 10 期) 
$7.00 $70.00 

南華早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12/9/19 – 3/6/20) 
$3.00 

$420.00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imited 

中六 77 天 (13/9/19 – 11/1/20) $231.00 

「假期訂閱優惠計劃」$180.00 

包括每周日(由 21/12/2019 開始)、聖誕節、農曆新年及復活節

共 60 天﹐但必須於假期到自選便利店取報。換報卡將於稍後

派發。 

星島日報 + 

Junior Standard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12/9/19 – 3/6/20) 
$2.30 

$322.00 
*2 

星島有限 

公司 中六 77 天 (13/9/19 – 11/1/20) $177.10 

如能成功訂閱以上有關報章，可獲贈︰ 

*1  「教育網」及手機「明報教育」App 網上帳戶一年 及《2020 通識全攻略》乙本。 

*2  《學通識 讀議題》及《DSE 中文科 16 篇範文應試攻略》。 

 
注意事項： 

  訂閱日數不包括學校假期及考試。 

 同學請每日到圖書館領取訂購報紙。 

 請填妥回條，連同支票或現金，於 6 / 9 / 2 01 9 (星 期 五 )或以前，交回圖書館 。 

 如有查詢，請聯絡圖書館統籌老師朱家駿。 
 
 
 
此致 

各家長 
 
 
 
 
 
 

                                                                     鄭銘強校長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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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全校） 

 

 

回條 

 

2019-2020年度訂閱報章計劃 
 

 

本人同意學生（中文）              （英文）                    （班別︰    ，學號：    ） 

 

參加 2019-2020 報章訂閱計劃。現附上支票_____張，敬希查收。 

 

報章名稱 班別 日數 合共 
請在訂報名

稱加上 
付款支票銀行及支票號碼 

明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490.0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中六 77 天 $269.50  

香港經濟日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420.0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 20 期 $120.00  

《通 SIX》 20 期 $110.00  

中六 77 天 $231.00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 10 期 $80.00  

《通 SIX》 10 期 $70.00  

南華早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420.0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中六 77 天 $231.00  

「假期訂閱優惠計劃」 60 天 $180.00  *7-11  OK  

星島日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40 天 $322.0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中六 77 天 $177.10  

 

 

*南華早報「假期訂閱優惠計劃」報店編號（店鋪號碼可在網上或學校圖書館查閱） 

 

 

 

 

 

 

日期：   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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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學生活動支援基金 

 

敬啟者: 

      「學生活動支援基金」由教育局於 2019 年初成立，目的是資助財政上有需要的學生，參與學

校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例如:考察、參觀、宿營、社區服務、制服團隊、文化及藝術活動、體育活

動及領袖訓練等。 

 凡就讀中一至中六之學生，同時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或符合接受學生資助全費津

貼資格，於參與學校指定活動可獲取資助(一般情況下，學生需先繳付相關費用，待符合出席要求，方

獲發放款項)。其他經濟有困難之學生(如學生資助半費津貼)亦可酌情得到資助，校方或會要求同學提

交相關資料。 

 所有符合資格規定者均可申請。 貴家長須在 6-9-2019 前填妥表格並由同學交班主任收集或

直接交到校務處萬小姐收集，以便作出登記及處理。 

 

此致 

貴家長                                                             

                                                               鄭銘強校長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學生活動支援基金回條 

 

 

本人之子弟 ______________ (     班) 欲申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 

 

小兒屬於下列情況: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號)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請附上證明文件副本) 

      

現正接受學生資助全費津貼 

 

學生資助半費津貼而經濟有困難 

 

其他 (不屬以上三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備註: 1. 不需申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者 。 

       2. 校方會為上述資料保密。 

       3. 如有查詢，可聯絡梁美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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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F.1）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中一級樂慶中秋 2019 

 

  為讓家長更了解子女校園生活情況及同賀中秋佳節，本校將舉行「中一級樂慶中秋 2019」活動，

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2019年 9月 13日（星期五） 

活動時間：下午 12時 30分至 1時 30分 

活動地點：本校禮堂 

活動內容：共晉午膳、分享、遊戲、抽獎 

活動費用：全免 

備  註：○1 無論家長／監護人是否出席是次活動，學生當天仍然照常上課， 

      只是於午膳時段改到禮堂參與活動 

     ○2 本校為每位出席者預備午膳及飲品，每個家庭參與人數不限 

 

  誠邀各家長／監護人蒞臨本校，與全體中一學生歡渡佳節。請於 9月 6日或以前將回條交予班主

任。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0011聯絡黃麗霞老師。 

 

  特此通告 

各中一級學生家長／監護人 

 

鄭銘強校長  謹啟 

2019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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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樂慶中秋2019 回條(請班主任交予黃麗霞老師) 

 

請在方格內加上「」號： 

  □本人（家長／監護人）參與 貴校「中一級樂慶中秋2019」活動， 

   出席者：本校中一學生：1位 

       另加 (請圈選) 成人 1 / 2 / 3 / 4 位 及 小童 0 / 1 / 2 / 3 位 

 

  □本人（家長／監護人） 未克出席 貴校「中一級樂慶中秋2019」活動。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中一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2019年 9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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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F.1）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中一潮州歷史文化之旅 

  為了拓寬學生視野，讓學生體會潮州的歷史文化，本校為全體中一級學生安排「中一潮州歷史文

化之旅」，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星期四至六） 

集合地點：本校禮堂 

集合時間：上午 7 時 45 分 

解散地點：本校禮堂 

解散時間：晚上 8 時 15 分 

負責老師：黄麗霞老師、陳銘老師 

活動團費：全費為港幣 1620 元。經教育局和校方資助後，每名學生只需繳付港幣 400 元（已於智能咭

系統收費。費用包括酒店住宿、膳食、交通、景店門票、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及個人

旅遊保險） 

注意事項：1.是次行程由本校中國歷史科、綜合人文科及中文科計劃，內容與課堂學習有關。 

     2.所繳交的費用一概不予發還。 

     3.除高鐵外，全程以旅遊巴接載。住宿汕頭鉑晶酒店（四星）。 

     4.如有需要，學生須自備個人藥物（如胃藥、止痛藥及止瀉藥等），有關老師及工作人員 

       將不會提供任何藥物。 

     5.學生須遵從安全守則及服從老師之指示。 

     6.如學生無故退團或缺席，除不獲退回已繳付的團費外，更需賠償校方相關的費用。 

行程 

第一天：學校西九龍高鐵站潮汕參觀中國瓷都陳列館及參與陶瓷工作坊 

第二天：參訪汕頭大學及與學生交流參觀奧飛動漫公司 

第三天：參觀澹浮院、韓文公祠遊覽廣濟橋及廣濟門古城樓、牌坊街西九龍高鐵站學校 

 

  請於 2019 年 9 月 6 日或以前將家長同意書及學生個人資料交予班主任。如有疑問，請致電 23200011

聯絡黃麗霞老師。 

 

  特此通告 

各位中一家長／監護人 

         

2019 年 9 月 2 日                                                    鄭銘強校長 謹啟

  

                                                                                                 

家長同意書（班主任請交予黃麗霞老師） 

 

本人已獲悉 貴校「中一潮州歷史文化之旅」事宜。 

本人需要收據：□是    □否 

本人子女屬 *綜援／全津／半津／沒有獲任何資助 的學生。（僅供本校參考）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中一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 年 9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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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潮州歷史文化之旅 

學生個人資料（班主任請交予黃麗霞老師） 

 

請清楚填寫以下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及學號：_______（     ） 

學生年齡：________ 

住址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香港   □非香港 

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是  □否 

 

請貼上回鄉卡及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不需彩色列印，只需貼上文件正面） 

健康狀況 ：□良好  □其他（請詳細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病疾：□沒有  □有 （請詳細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藥物敏感：□沒有  □有 （請詳細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物敏感：□沒有  □有 （請詳細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 

聯絡人 

姓名 與學生關係 電話號碼 

○1   
 

 

○2   
 

 

貼上 

回鄉卡 

副本 

貼上 

香港身份證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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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1（F.1） 

 

 
 
 
 
 

鄭銘強校長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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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2（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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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1（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九屆 周年會員大會暨聯誼聚餐通告 

 

敬啟者： 

隨著新學年開始，家長教師會亦進入新年度，第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暨聯誼聚餐擬於 2019 年 9

月 20日（星期五）舉行，當晚亦會選出第二十屆的常務委員。校長將於會上作校務報告及介紹本年度

各項重要的發展計劃。出席周年大會是會員應有的義務，有利會務發展，故此懇請各位會員踴躍出席，

多多支持。 

此外，為加强家長和校方的溝通了解，建立家長與教師間的情誼，本會將於當晚以自助餐形式舉

行聯誼聚餐，餐費每位$20(餘款由家教會津貼)。詳情如下： 

日期： 2019年 9月 20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 7時至 8時 30分 

地點：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禮堂 

程序：  

一、 開會祈禱          陳瑞媚老師 

二、 致歡迎辭          鄭銘強校長 

三、 會務報告          朱麗娟主席 

四、 財務報告          黃健忠老師 

五、 介紹第二十屆常務委員候選人 

六、 投票選舉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成員 

七、 聯誼聚餐 

八、 公佈第二十屆常務委員選舉結果 

為了方便安排座位，請各位家長於 9月 11日（星期一）前填妥回條，以便辦理。 

此致 

貴家長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朱麗娟女士 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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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2（全校） 

回條 
 

 

第十九屆 周年會員大會暨聯誼聚餐通告 

 

 

 

(請選擇下列適當的一項，並在方格內劃上  號) 
 
□ 本人及家人共 ________ 人 將出席 9 月 20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舉行之「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聯誼聚餐。 

本人購買餐券($20)________ 張，共付款 $ ________。 

(費用將於學生的 e-class戶口扣除) 

 

□ 本人及家人將不出席 9月 20日(星期五)晚上 7時舉行之「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聯誼聚餐。 

 

 

(出席會員大會的家長請於下列其中一格劃上  號) 
 
□ 本人願意參加常務委員會的工作。 

 

□ 本人不願意參加常務委員會的工作。 

 

* 備註：只有當日出席之家長才擁有投票權及能夠成為常務委員會委員之候選人；一個家庭可
投一票。有意參加常務委員會的工作，請填寫下列資料： 
 

家長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九月       日 

 

(回條及費用請於九月十一日(星期一)前交回 貴子弟之班主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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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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1/9 上午 / 下午  ℉/℃  

2/9 上午 / 下午  ℉/℃  

3/9 上午 / 下午  ℉/℃  

4/9 上午 / 下午  ℉/℃  

5/9 上午 / 下午  ℉/℃  

6/9 上午 / 下午  ℉/℃  

7/9 上午 / 下午  ℉/℃  

8/9 上午 / 下午  ℉/℃  

9/9 上午 / 下午  ℉/℃  

10/9 上午 / 下午  ℉/℃  

11/9 上午 / 下午  ℉/℃  

12/9 上午 / 下午  ℉/℃  

13/9 上午 / 下午  ℉/℃  

14/9 上午 / 下午  ℉/℃  

15/9 上午 / 下午  ℉/℃  

16/9 上午 / 下午  ℉/℃  

17/9 上午 / 下午  ℉/℃  

18/9 上午 / 下午  ℉/℃  

19/9 上午 / 下午  ℉/℃  

20/9 上午 / 下午  ℉/℃  

21/9 上午 / 下午  ℉/℃  

22/9 上午 / 下午  ℉/℃  

23/9 上午 / 下午  ℉/℃  

24/9 上午 / 下午  ℉/℃  

25/9 上午 / 下午  ℉/℃  

26/9 上午 / 下午  ℉/℃  

27/9 上午 / 下午  ℉/℃  

28/9 上午 / 下午  ℉/℃  

29/9 上午 / 下午  ℉/℃  

30/9 上午 / 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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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智能咭收費系統  家長入數便條 

 

家長可持此便條到滙豐銀行或東亞銀行入數或轉賬，以確保資料正確，並請保留入數紙 

交回學校。 

戶口名稱：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法團校董會 

戶口號碼： 滙豐銀行 456-453315-838 或 

           東亞銀行 015-531-40-400645-6 

 

級別 

(2019-2020 年度)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入數金額($) 1850 1350 1350 1750 1850 1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