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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20 年 9 月）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奉告，敬祈垂注： 

一. 各級復課安排：中六級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三)復課；中一及中五級於 9 月 23 日(星期三)復

課；中二至中四級則於 9 月 29 日(星期二)復課。復課後將繼續採用半日制時間表(早上 8 時

2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學生必須於早上 8 時 10 分前回校。 

二. 中六奮進計劃：為加強對中六學生之課後支援，以協助中六學生應付中學文憑考試，由 9 月

16 日開始，中六學生需於星期一、二、四放學後，由各科老師進行中央補課或應試訓練；

逢星期三在教學助理督導下溫習或科任老師預約補課。採用半日制時間表留校補課時間為下

午二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學校會安排學生下午一時三十分後短暫外出購買午膳回

校享用)，星期五放學時間為下午一時三十分；採用全日制時間表留校補課時間為下午三時

四十五分至下午五時，星期五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二十五分。若教育局宣佈停課，本校會安

排中六學生於星期一、二、四下午三時至四時十五分透過網上進行補課。 

三. 防疫措施安排：本校會於恢復面授課堂前再次進行清潔及消毒全校校舍，並維持各項防疫措

施，為學生提供清潔衛生的學習環境。防疫期間，學生回校上課學校將會有特別措施安排，

詳情請參閱附件二。根據教育局指引，學生恢復面授課堂前需於網上完成遞交「學生外遊及

健康狀況申報表」，請家長透過應用程式(e-class Parent App)回覆。 

四. 發出家長通告安排：本校會透過電子家長聯繫程式(e-class Parent App)發放家長通告，家長可

透過程式查閱，以了解校方之各項政策及活動安排。有關 e-class Parent App 安裝及使用方

法，可參考家長及學生手冊第 50-56 頁。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20 0011 與本校資訊科技

主任孔任熙助理校長聯絡。 

五. 家長及學生手冊：本校已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及 Student App 發放家長及學生手冊，希望

家長能細心閱讀，以了解本校之各項措施。 

六. 學生出席率的要求：本校向來重視學生出勤情況，學生若缺課超過百分之十，則會因出席率

不足而不符合升級標準。在正常面授教學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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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任何原因，若學生於上午十時前早退離

校，當天當視為缺席處理。 

七. 手機政策：家長可為  貴子弟申請攜帶手機回校，學生需自備合適的鎖頭（不接受密碼鎖）。

學生回校時必須自行把手機儲存在學校正門附近指定的手機儲存格內，申請表及相關資訊會

於各級首天恢復面授課日派發及公佈。中一生及新生建議首天回校上課時暫時不攜帶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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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妥附件一之回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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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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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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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咭除可作圖書證及點名用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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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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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度)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入數金額($) 1500 1500 1300 2400 19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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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當天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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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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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用途及保險) 

2. 校簿一份， 中一至中三級 43.5 元，中四至中六級 25 元。 

3. 中四至中六各級同學堂費 340 元。 

4. 中三級經濟科課業 11 元。 

5. 中四級旅款科學生用書 97 元。 

6. 中五級旅款科學生用書 70 元。 

7. 中六級旅款科學生用書 95 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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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元，單行紙 6 元，家課日誌 3.5 元。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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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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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fsfa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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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有關融合教育之政策：本校一向以基督精神辦學，貫切全人教育的理念，為各種不同需要的

同學提供適切的學習環境及參與各種活動的機會。為更有效地照顧同學的個別差異及提升整

體的教學效能，本校今學年會繼續加強「全校參與、融合教育」這方面的措施，期盼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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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對有學習困難/特殊教育

需要的同學歧視、放棄或抱著偏低的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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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學之間能見證彼此的長處，從而互相尊重和互相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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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障礙及精神病等。基於上述的理念，

校方極為看重有學習困難/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的需要。在過去校方已為有需要之同學於課

程、教學、評估等多方面作出調適，故家長如發現  貴子弟有上述的學習困難或需查詢更多

有關資料，可致電聯絡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關佩君老師(23244072/23210072/23200011)。一

切內容絕對保密。同時，校方嚴格要求各同學要以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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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長亦需要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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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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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均會輸入家課內容於電

子家課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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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通過 eClass 平台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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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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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面授教學情

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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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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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子弟被留堂，可向功課輔導班之負責老師要求發出家長通知，以茲証明，亦可致

電校務處查詢。 

十五. 中一家課節：為培養中一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及鞏固學業基礎，當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後，中

一學生需於逢星期一至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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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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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請勿再行複製或供應給其他人士。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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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附件三，並按需要填寫表格交回校方，以便跟進

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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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網上課堂學習奬勵計劃﹕學校將於 2020年 9月 7日至 25日舉行為期三星期的網上課堂學習

奬勵計劃，以表揚在網上課堂有積極及認真學習的學生。老師按學生網上課堂學習的態度、

出勤及功課表現每星期給予奬賞分。奬項詳情如下： 

 奬項 奬品 

1. 

每星期獲獎﹕ 

◼ 中一及中四級─每班最高首 4 名 

◼ 其他級別─每班最高首 3 名 

書券/現金券/禮品 

2. 
累積三星期獲獎﹕ 

◼ 總得分每 20 分獲一個優點，最多獲 3 個優點。 
優點 

3. 
中一級【2020 年樂慶中秋奬賞】﹕ 

◼ 9 月 7 日至 18 日期間總得分，每班最高首 2 名。 
中秋禮品 

4. 
全校【SBS 優秀學生奬賞】﹕ 

◼ 累積三星期總得分，全校最高首 5 名。 
禮品及嘉許證書 

 

十九. 家長教師會消息 

1. 2019-2020 學年中一及中二午膳退款：由於停課關係，未能進行退款手續。退款將於正

式復課後派發 貴子弟轉交各位家長。如急需領取退款，可聯絡譚日初老師或親自到校

務處找萬小姐領取支票 

2. 家長夜暨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本校家長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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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與班主任和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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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興趣加入家長教師會成為常務委員，請聯絡譚日初老

師。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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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陸運會：2020-2021 年度的陸運會將於 2021 年 1 月 12 及 13 日 (星期二，三)在斧山道運

動場舉行，可供學生報名的項目已列於附件四。 

二十二. 學校活動日：由於疫情關係，學校活動日將會延期舉行，校方將因應疫情發展情況，考

慮另定舉行日期。學生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需回校正常上課。 

 

                                                        校長   謹啟 

2020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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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家長通告（2020 年 9 月）回條 

    本人已接獲  貴校 2020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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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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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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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防疫措施安排 

本校會於恢復面授課堂前再次進行清潔及消毒全校校舍，並維持各項防疫措施，為學生提供

清潔衛生的學習環境。防疫期間，學生回校上課學校將會有以下安排： 

1. 學生出門前需量體温，並帶備已有家長簽署的量度體温記錄表。督促子女自備紙巾和口罩上學。 

2. 學生進入校園必須戴上口罩，並須使用酒精搓手液潔手及量度體温。如有發燒，校方會通知家

長，並請學生回家休息及就醫。 

3. 校方會暫時關掉飲水機，學生需自備飲用水。 

4. 學生不論小息、參與活動、在洗手間或小賣部排隊時，須遵循學校指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5. 在課堂上學生會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老師亦會以單向方式授課。 

6. 課室會經常打開門口 / 窗戶，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7. 學校已安排所有課室、特別室及小食部備有酒精搓手液供學生使用。 

8. 放學時學生會安排分批放學，避免大量學生在學校大堂聚集。學生亦應立即離校回家，避免到

人多擠迫的地方，減低交叉感染機會。 

9. 中六級學生：由 16/9 起，老師如安排學生於下午進行補課，學生應自攜午餐、外賣或於小食

部訂購午飯。學校會開放禮堂，單行排列桌椅，並要求學生保持適當的距離及向同一方向進食。

午膳期間，學校會安排教職員照顧學生。 

學生必須注意：在摘下口罩進食時不應交談，切勿共用餐具、食器，切勿共 

享食物或飲品，摘下的口罩亦應放好，並於進食後立刻戴上口罩。 

10. 學生如有不適需要請假，請家長必須於上午八時半前致電學校申請，並說明缺席原因，以作記

錄。 

11. 根據教育局指引，學生恢復面授課堂前需於網上完成遞交「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請

家長透過應用程式(e-class Parent App) 回覆： 

級別 恢復面授課堂日期 遞交「學生外遊及健康

狀況申報表」日期 

中六 16/9/2020 (星期三) 14/9/2020 或之前 

中一及中五 23/9/2020 (星期三) 21/9/2020 或之前 

中二、中三及中四級 29/9/2020 (星期二) 27/9/2020 或之前 

曾染病並已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12. 為保障學生健康，請家長務必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衛生，並做好家居清潔。衛生署電話熱線及網

址如下： 

⚫ 衞生署熱線：2961 8968  

⚫ 衞生防護中心熱線：2125 1111 / 2125 1122  

服務時間：上午 8 時至午夜 12 時正。  

⚫ 衞生防護中心中央呈報辦公室：2477 2772 (傳真：2477 2770)  

⚫ 衞生署中央健康教育 24 小時錄音資料電話熱線：2833 0111  

⚫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www.chp.gov.hk  

⚫ 香港特區政府「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www.coronavirus.gov.hk  

http://www.coronaviru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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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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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家長請填妥表格，以便作出登記及處理。校方會將有

關資料保密，如有查詢，可聯絡梁美思助理校長。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2020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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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回簽下列問題) 

  不須申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 

 

敝子弟屬於下列情況: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號)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請在正式復課當天交回證明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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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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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全校）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第四十三屆陸運會 家長回條 

日期：          2021 年 1 月 12，13 日 (星期二，三) 

地點：          斧山道運動場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年齡組別： 

組別  男子組 女子組 

甲組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或 以前出生   

乙組 2005 年 1 月 1 日 或 以後出生   

丙組 2007 年 1 月 1 日 或 以後出生   

 
個人比賽項目 

項目 男子組 女子組 

公開組 甲組 乙組 丙組 公開組 甲組 乙組 丙組 

60 米         

100 米         

200 米         

400 米         

800 米       

110/100 
米欄 

     

1500 米       

3000 米    

跳遠         

跳高         

三級跳遠     

推鉛球         

下列項目只接受曾受訓之運動員參加 

擲鐵餅         

標槍         

 
註：(1) 除接力項目外，每人最多可報 3 個項目。 

        (2) 60 米只設男、女子丙組賽事。 

             3000 米跑、三級跳 及 女子 800 米、1500 米、跨欄 只設公開組賽事。 

       (3) 擲鐵餅及標槍項目，只接受曾於校隊或體育課受訓的同學參加。 

       (4) 3000 米跑為師生賽項目，男、女子組同場作賽。 

       (5) 所有項目若於開賽前不足 3 人，該項目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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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規格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跨欄※ 0.914 米 0.914 米 0.840 米 0.762 米 

鉛球 5 千克 4 千克 4 千克 3 千克 

鐵餅 1.5 千克 1 千克 1 千克 

標槍 700 克 600 克 600 克 

※  跨欄項目 男甲──１１０米     男乙、丙 及 女公開──１００米 

 
 
 
 
 

    本人確定敝子弟的健康狀態適合參與上列活動，因此本人批准敝子弟參加比賽。 

 

    本人確定敝子弟的健康狀態不適合參與上列活動，因此本人不批准敝子弟參加比賽。 

 
 
 
 

(必須填寫)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好後請於九月三十日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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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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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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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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度)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入數金額($) 1500 1500 1300 2400 1900 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