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家長通告(2020 年 10 月) 1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20 年 10 月）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2022 年校本評核手冊︰因應考評局的要求，本校開設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共七科

設有校本評核，2022 年校本評核手冊將於本月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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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考試：本學年第一學期考試將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7 日舉行。考

試時間表容後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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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成績表將於 2020 年 12 月 19 日家長日派發。 

一. 訂購冬季校服：為方便家長及其子女訂購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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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星期五)到校提供訂購

冬季校服服務，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地點  項目  附註 

10 月 9 日 

(星期五) 

1:30pm-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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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子女度

身訂冬季校服、毛衣及運動服裝(訂金一

百元) 

11 月 6 日 

(星期五) 

 

地下 

小禮堂 

派發衣物 ⚫ 請帶齊單據及餘款提取衣物。 

⚫ 家長或學生如未能於派發日期到校

領取校服，則須於 11 月 7 日或以

後於辦公時間內親臨金洋校服服裝

有限公司領取衣物。 

 

*** 由於校服公司已遷往新蒲崗大有街 33號佳力工業大廈 11樓 4號室。為方便家

長及其子女訂購冬季校服，請學生盡量使用到校訂製冬季校服的服務(詳情請參閱

附件一價單)。 

二.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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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南華早報》及《星

鳥日報+Junior Standard》之訂報計劃，有關詳情及訂報方法，請參考附件二。 

三. 拍攝數碼證件照片： 2020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將於小禮堂進行拍攝證件相(學生相)，

費用為$10 (12 張) /$15 (24 張)，有需要拍攝證件相之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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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數學科購買計算機：為了促進及鞏固學生的數學學習，本校擬替學生集體購買計算

機，相關價目請參閱附件三，各家長可自行到坊間書局/文具店購買或委託本校代購。

請填妥回條，並於 10 月 5 日（星期一）或之前交回，以憑辦理（如透過學校集體訂

購之同學請連同現金$185 交數學老師，請備輔幣，及小心保管財物）。 

五.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家長教師座談會暨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本校家長教師座談會暨家長教師會周

年大會將於 2020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 晚上 6 時 45 分假本校禮堂舉行。當晚

除投票選出第 21 屆常務委員，亦安排家長與班主任和任教老師會面及介紹「本

校新高中課程」和「中六學生升學出路」。敬請各位家長預留時間出席。詳情

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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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智能咭收費系統扣數安排： 

1.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筆記簿，中四級 37 元。 

2. 旅遊與款待科文件夾，中四級 3.1 元，中五級 3.1 元，中六級 5.2 元。 

3. 綜合人文科課本及作業， 中一級 168 元，中二級 148 元。 

4. 中文科文件夾，中一級 6 元，中二級 6 元，中三級 6 元。 

5. 中文科課本(校本套)及文件夾，中四級 517 元。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校長             謹啟   

2020 年 9 月 30 日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20 年 10 月）回條  – 15/10/2020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已接獲  貴校 2020 年 9 月 30 日發出之十月份家長通告，並知悉有關內容。 

 
此覆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  學號_________      2020 年 10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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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0 年度冬季校服 價目表 

 

本公司將於 2020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 下午 1:30-3:00，到貴校為學生度身訂購校服。如需訂購校服，

請於上述日期帶同訂金$100 回校給本公司職員代為辦理，家長及同學亦可到本公司新蒲崗店選購。 

  校服將於 11 月 6 日(星期五)送校派發,屆時請帶備訂單及餘款在校領取。家長或學生如未能於派發日

期到校領取校服，則須於 11 月 7 日或以後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公司新蒲崗店領取衣物。 

 

男女生二合一褸 (連章) 

尺碼  S M L XL XXL XXXL 

價目 $245 $255 $265 $275 $285 $295 

男女生:白色長袖恤衫 (連章) 

尺碼 12 12½  13 13½  14 14½  

價目 $56 $62 $67 $72 $77 $82 

男生:灰絨長西褲  

 尺碼(長度) 33 34 35 36 37 38 

價目 $108 $112 $118 $126 $126 $134 

女生:(中一至中三)灰絨背心裙  

尺碼(長度) 33 34 35 36 37 38 

價目 $115 $115 $123 $123 $131 $131 

女生:(中四至中六)灰絨 A 字裙  

尺碼(腰圍) 33 34 35 36 37 38 

價目 $98 $98 $104 $109 $119 $119 

男女生:冬季運動衣 (綉章) (100%Cotton) 

尺碼 33 - 34 35 - 36 37-38- 39-40 41-42 43-44 

價目 $58 $63 $68 $73 $78 $83 

男女生:運動外套 

尺碼 S M L XL XXL XXXL 

價目 $110 $117 $124 $131 $138 $148 

男女生:運動長褲 

尺碼 S M L XL XXL XXXL 

價目 $85 $90 $95 $100 $105 $110 

男女生:黑色 V 領長袖毛衣 (連章) (50%Merino,50%Arcylie) 

尺碼 33 - 34 35 - 36 37- 38 39 - 40 41 - 42 43 - 44 

價目 $175 $185 $195 $205 $215 $225 

男女生:黑色 V 領背心毛衣 (連章) (30%Wool,70% Arcylie) 

尺碼 33 - 34 35 - 36 37- 38 39 - 40 41 - 42 43 - 44 

價目 $125 $135 $145 $155 $165 $175 

 

校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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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0-2021 年度訂閱報章計劃 

敬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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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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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 金額 贈品 支票抬頭 

明報 
印刷版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15 天(12/10/2020 – 3/6/2021) 
$3.50 

$402.50 

*1 
明報報業 

有限公司 
中六 59 天(12/10/2020 – 26/1/2021) $206.50 

明報 
電子版 

訂戶可於 9/2020 至 8/2021(學校上課日 164 期)， 

瀏覽及重溫有關教育特刊及報章內容。 
$130.00 

香港經濟日報 

印刷版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15 天(12/10/2020 – 3/6/2021) $3.00 $345.00 

— 
香港經濟 

日報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雙周刊 

(10/20 - 6/20 共 18 期) 
$7.20 $130.00 

《通 SIX》雙周刊 

(10/20 - 6/21 共 18 期) 
$5.83 $105.00 

中六 

59 天(12/10/2020 – 26/1/2021) $3.00 $177.00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雙周刊 

 (10/20 - 1/21 共 8 期) 
$8.00 $64.00 

《通 SIX》雙周刊 

(10/20 - 1/21 共 8 期) 
$7.00 $56.00 

香港經濟日報 
電子版 

訂閱日起 1 年 $250 

南華早報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15 天(12/10/2020 – 3/6/2021) 
$3.50 

$402.50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imited 

中六 59 天(12/10/2020 – 26/1/2021) $206.50 

「假期訂閱優惠計劃」$210.00，23/12/2020 開始包括每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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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版 

（周一至周五） 

中一至中五 115 天(12/10/2020 – 3/6/2021) 

$2.30 

$264.50 

*2 星島有限 

公司 
中六 59 天(12/10/2020 – 26/1/2021) $135.70 

星島日報 
電子版 

訂閱賬戶有效期為 9/2020-9/2021(年初一、二除外) $198.00 — 

如能成功訂閱以上有關報章，可獲贈︰ 

*1  《2021 通識全攻略》(價值$88)乙本。           *2  《通識攻略大全 20/21》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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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停課期間的報刊將用其他形式替代，會另行通知。 

⚫ 請填妥回條，連同支票或現金，於 8 / 10 / 2 0 2 0 (星 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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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校長  

謹啟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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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全校) 

回條 

2020-2021年度訂閱報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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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2020-2021 報章訂閱計劃。現附上支票_____張，敬希查收。 

 

報章名稱 班別 全額 
請在訂報名

稱加上✓ 
付款支票銀行及支票號碼 

明報 

印刷版 

中一至中五 $402.5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中六 $206.50  

明報(電子版) $130.00  

香港經濟日報 

印刷版 

中一至中五 $345.0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 $130.00  

《通 SIX》 $105.00  

中六 $177.00  

《校園經濟/校園商業》 $64.00  

《通 SIX》 $56.00  

香港經濟日報(電子版) $250.00  

南華早報 

 

中一至中五 $402.5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中六 $206.50  

「假期訂閱優惠計劃」 $210.00  *7-11  OK  

星島日報 

印刷版 

中一至中五 $264.50  
銀    行：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中六 $135.70  

星島日報(電子版)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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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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數學科通告 

<購買計算機> 
 

敬啟者： 

 為了促進及鞏固學生的數學學習，本校擬替學生集體購買計算機。茲將相關價目詳列於下，

各位家長可自行到坊間書局或文具店購買，或委託本校代購。請將回條填妥，並於 10 月 5 日

（星期一）或之前交回數學科老師，以憑辦理（如透過學校集體訂購之同學請連同現金$185 交

數學老師，請備輔幣，及小心保管財物）。耑此函達，至希查照。 

 

科目 計算機型號 折實價($) 

數學 CASIO-fx-50PII 185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校（2320-0011）向呂偉倫數學科主任查詢。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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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計算機─回條 

(請於 2020-10-5 把費用交回數學科老師) 

 

敬覆者：本人知悉有關購買計算機事宜。現 

 需要校方代購計數機 CASIO-fx-50PII，並附上港幣$185。 

 不需要校方代購。 

      _____班______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20 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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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教師座談會暨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敬啟者： 

為了解 貴子弟在學校學習情況及獲得更多升學出路資訊，本校將於 2020年 10月 9日(星

期五)舉行「家長教師座談會」。當晚亦是本校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周年會員大會，屆時將選出

新一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20年 10月 9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6時 45分 

地點：本校禮堂及課室 

  程序 

6：30 - 6：45 登記 

6：45 - 7：10 

開會祈禱 

鄭銘强校長致歡迎辭 

家教會會務及財務報告 

頒發金禧校慶獎學金予 2020年獲聯招學士學位取錄的畢業生 

7：10 - 7：30 
介紹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選舉候選人 

投票選出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 

7：30 - 8：30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五 

會見班主任及科任老師 (課室) 

中三 【本校新高中課程介紹】 

黃家順副校長(禮堂) 

會見班主任及科任老師 

(禮堂) 

中六 【中六學生升學出路介紹】 

吳嘉敏老師(中通室) 

會見班主任及科任老師 

(中通室) 

8：30 - 8：45 
公佈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選舉結果 

家長教師會交職典禮(禮堂) 

 

本校謹以至誠期待 台端光臨是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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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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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敬覆者： 

 

本人 * 將會 (出席人數：_______ ) / 未能 出席於 2020年 10月 9日(星期五)舉行之家長

教師座談會暨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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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日 

(回條請於 10 月 5 日前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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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上學前，家長／監護人須為學生量度體溫，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防護中
心的《體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的參考」，請瀏覽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學生如有發燒，切勿回校，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2. 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後，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職員/班主任查
閱。 

3. 放假期間，家長／監護人亦須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月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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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