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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Sai Kung Sung Tsun Catholic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新界西貢普通道   電話：2792-6712  傳真：2791-0401 

Po Tung Road, Sai Kung, N.T. Tel: 2792-6712  Fax: 2791-0401 

 

2016-2017 年度第 06 號通函 

敬啟者： 

一月份綜合通告 

 

茲有下列事項煩請家長留意，並簽妥相關回條，各項資料茲臚列如下： 
 

    

1.  下學期「電子錢包」增值及收費事宜 (全校適用） P.2 

2.  上學期家長日暨書展 (全校適用) P.2 

3.  冷氣設施運作費用 (全校適用) P.2 

4.  中小學新春團拜 (全校適用) P.3 

5.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中一、中二、中四及 

中五級適用) 

P.3 

6.  中四選科家長講座 (中三級適用) P.3 

7.  中六級畢業試、考試檢討及回校自修安排  (中六級適用) P.3 

8.  回條部份 

A)  一月份第一次綜合通告  (For All Students) P.5 

 

(全校適用) 

 

P.4 

 B) 下學期「電子錢包」增值及收費事宜 (全校適用) P.4 

 C)  中小學新春團拜 (全校適用) P.4 

 D)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中一、中二、中四及 

中五級適用) 

P.5 

 E) 中四選科家長講座 (中三級適用) P.5 

9.  附件：   

 附件一：減收冷氣費用申請表 (申請者) P.6 

 附件二：考試規則 (中六級適用) P.6 

 附件三：考試時間表 (中六級適用) P.7 
 

各位家長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與學校聯絡(電話：2792 6712 )。 
 
 

此致 

各 位 家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柯財權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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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學期「電子錢包」增值及收費事宜（全校適用） 
為同學各方面的需要，學校會安排各類型學習活動，或協助同學購買教材文具，這些事項或會涉
及費用徵收的行政工作。推行「電子錢包」功能的目的可以減少同學經常携帶現金回校，同時亦
能減少老師收取及找贖金錢所需的工作程序，令老師更能善用課堂時間，讓同學的學習更具成效。  
「電子錢包」增值及繳費注意事項如下: 
 智能卡戶口內的金額只能用於學校指定的收費項目，例如:小額教材訂購費、級際活動車費，

而有關項目亦會列明在家長通函內。如不欲代購或參與活動，請盡早交回通告通知學校。 
 各項繳費記錄會於家長及同學的內聯網戶口內顯示，供隨時隨地查閱。 
 即使同學遺失了智能卡，拾獲者絶不能從中取得任何利益，而同學的戶口結餘亦不會受到

任何影響。 
 學期終結時，若戶口內仍有餘額，會自動撥入新學年的戶口內繼續使用，而當同學離校時，

餘額將會發還給家長。 
 如個別同學因經濟困難，未能預繳增值費用，請與周紹華副校長聯絡。  
下學期「電子錢包」增值安排: 
 中一至中二級同學請於20/1/2017(五)或以前繳交現金500元予班主任作增值之用。 
 中三至中四級同學請於20/1/2017(五)或以前繳交現金300元予班主任作增值之用。 
 中五及中六級同學請於20/1/2017(五)或以前繳交現金120元予班主任作增值之用。  

下學期的增值日為6/2/2017，請家長於此日或之前委託同學直接將現金交給班主任。如有任何查
詢，請電2792 6712 與周紹華副校長或高國華老師聯絡。 
 

2. 上學期家長日暨書展（全校適用） 
本校行將推出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家長日，茲將相關事項，條陳如下： 

a) 約見家長 (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本年度家長日暨書展訂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舉行。現懇請 貴家長與子

弟結伴於當天蒞臨本校，與班主任會談並領取本年度第一學段考試成績表。  貴家長屆時

可透過與班主任面晤，了解子弟在校之情況，以收共同培育之效。成績表將直接交予家長，

不能由他人代領。事關 貴子弟之學行發展，敬希撥冗出席為荷。 
 

b) 家長日書展及捐贈圖書事宜 (全校適用)： 

本校於家長日當天同時舉辦書展，讓家長陪同子女購買讀物，以提升子女的閱讀興趣。家

長也可同場搜購圖書，捐贈子女就讀之班別，以策勵學子投入閱讀活動。本校將在讀物上

附上善長芳名，以申謝忱，尚祈垂注為盼。 
 

附：「書展」(時間為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午 12 點 30 分) 於禮堂舉行，歡迎各位家長陪同子

女購買圖書及捐贈與子女就讀之班別，共襄善舉。 
 

3. 冷氣設施運作費用（全校適用） 
本校課室、特別室及禮堂都裝置冷氣機，以改善同學在天氣悶熱時之學習情況。為維持必須的開
支，本校已徵得教育局及家長同意收取200元之「冷氣收費計劃」。所收款項，全數撥入獨立賬
戶，以支付未獲政府津貼之冷氣設施和運作費。 
上年度之冷氣費收支情況如下： 
 

 
 
  

 
本學年之費用將於2017年2月6日於電子錢包內扣除，如需要收據同學另向班主任申請。中一至中
五同學須繳交200元，中六同學繳交100元。 

 
若同學家庭經濟有特殊困難而未能如期繳交是項費用，則請及早與班主任聯絡，並填寫減收冷氣
費用申請表 (附件一)，在1月20日前交回校務處吳小姐，逾期恕不受理。同學的減收冷氣費用申
請完成批核後，結果會透過班主任通知同學，請同學按結果交費。 

 
在此，亦請家長協助提醒同學善用冷氣設施，如能減低運作成本，即減輕家長負擔。如家長有任
何垂詢或意見，請隨時與周紹華副校長聯絡（電話：2792 6712）。 

2015-2016 年度冷氣費收支狀況： 

2014-2015 結餘 0.00 
   
冷氣費 (學生收費)                                                      100,450.00 

課室及特別室冷氣機年檢費     (20,682.00) 

課室及特別室冷氣電費 (144,244.00) 
  
結餘： (64,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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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小學新春團拜（全校適用） 
藉著新春的日子，中小學家長教師會聯合籌辦新春團拜，冀望能增進中小學家長、老師和同學的
感情，現誠邀各家長參加今年的團拜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七年二月八日 (星期三) 
地點：中學部禮堂 
時間：下午 4 時至 5 時 
內容：拜年、抽獎、遊戲、派禮物、下午茶、與老師話家常。 
費用：全免 

希望各家長能踴躍支持。有意參加者請填妥回條，交班主任報名。 
 

5.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學校將為同學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同學亦可自行購買，各級雜項收費如下：  
項目 S1 S2 S4 S5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2  現代教育研究社   
教科書（原價$172.5） 

$152 --- --- ---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2  現代教育研究社 
作業(原價$86) 

$76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現代教育研究社 
教科書（原價$199） 

 $175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現代教育研究社 
作業 (原價$95.5) 

 $84   

高中文言文應試練習    第一冊 
Hong Kong Joint-Us Press Ltd. (原價$56) 

  $45  

高中文言文應試練習    第二冊 
Hong Kong Joint-Us Press Ltd. (原價$56) 

   $45 

CASIO Fx-50FH II 型號的計算機 
透過多利文有限公司訂購 
計算機必須印有「H.K.E.A.APPROVED」或
「H.K.E.A.A.APPROVED」的字樣 

$179    

 
費用將於2017年1月25日於電子錢包內扣除。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92 6712 與科主任聯絡。 

 

6. 中四選科家長講座（中三級適用） 
為協助  貴子弟選讀中四課程，本校定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家長日中舉行「中

四選科家長講座」。屆時，誠邀各家長抽空參與。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0時30分  

地點：本校地理室  

是次講座內容，包括講解本校高年級的課程結構、中三升中四編班方法、選科與前途的關係，以

及中三同學之其他出路。誠望各位家長能關心子女前途，陪同   貴子弟出席是次講座，以助同

學選擇適合的課程。 

 

7. 中六級畢業試、考試檢討及回校自修安排（中六級適用） 
本學年之中六級畢業試將於13/2/2017至24/2/2017舉行，試後檢討於27/2/2017至1/3/2017進行。茲有

下列安排須通知各位家長： 
 

(a) 畢業試期間學生無須出席早會，但上課時間仍按平日一樣，即 7:55 a.m.有預備鐘，8:00 a.m.
應到達試場外等候進場，逾時作遲到處理。若學生當天不須應考第一節試，則可按照第二
節開考時間前 15 分到達試場外，等候進場。 

(b) 學生不得提早離開試場。 
(c) 請敦促學生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參加考試。 
(d) 為預備考試，學校會勸喻同學不應留校打球、嬉戲等，煩請各家長協助督促學生放學後盡

早回家溫習。 
(e) 隨函另派發相關之考試規則(附件二)及考試時間表(附件三)，學生須依照時間表返校應試。 
(f) 如考試期間遇有惡劣天氣，引致停課，該日所考之科目將會另作安排。換言之，全部考試

之日期、時間及應考科目，一律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 
(g) 考試檢討日之後，學生無須回校上課，並應自訂時間表，勤加溫習，積極準備應試。學校

會開設溫習室，歡迎學生回校溫習及請教老師。 
(h) 此外，學生回校溫習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及保持安靜，以免對其他學生造成滋擾。 

 
各位家長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與學校聯絡(電話：2792 6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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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第 06 號通函 

 (七)  各項回條 
 
(A)  一月份綜合通告回條（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一月份綜合通告】，並知悉有關安排，包括【冷氣設施運作費用】及 

「中六級畢業試、考試檢討及回校自修安排」。 
  

家長附言（若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覆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學  號：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七年一月_________日 
註：班主任收齊回條後交回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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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度第 06 號通函 

(B) 下學期「電子錢包」增值及收費事宜回條 (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下學期「電子錢包」增值及收費事宜」，中一至中二同學須繳付$500，中

三至中四同學須繳付$300，中五及中六同學須繳付$120，金額將存入同學的智能卡戶口內，並知

悉各項有關安排。 
 

家長附言（若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學  號：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七年一月_________日 

註：班主任收齊回條及款項於 20/1/2017 前交回校務處洪小姐。 
------------------------------------------------------------------------------------------------------------------------------------- 

2016-2017 年度第 06 號通函 

(C) 中小學新春團拜回條（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知悉中小學合辦新春團拜活動，本人 

 將會出席是項活動，並共有 _____ 人參加。 

 不會出席是項活動。     
  
此 覆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中學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學  號：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七年一月_________日 
 
註：請在適當方格加 「 」， 班主任收齊回條後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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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第 06 號通函 

(D)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事項，本人將會透過學校集體訂購以下課本或教材： 

項目 S1 S2 S4 S5 訂購者請加
“”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2  現代教育研究社 

教科書（原價$172.5） 
$152 --- --- ---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2  現代教育研究社 

作業(原價$86) 
$76 --- --- ---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現代教育研究社 

教科書（原價$199） 
--- $175 --- ---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現代教育研究社 

作業 (原價$95.5) 
--- $84 --- --- 

 

高中文言文應試練習    第一冊 

Hong Kong Joint-Us Press Ltd. (原價$56) 
--- --- $45 --- 

 

高中文言文應試練習    第二冊 

Hong Kong Joint-Us Press Ltd. (原價$56) 
--- --- --- $45 

 

CASIO Fx-50FH II 型號的計算機 

透過多利文有限公司訂購 

計算機必須印有「H.K.E.A.APPROVED」或
「H.K.E.A.A.APPROVED」的字樣 

$179 --- --- --- 

 

合計： $407 $259 $45 $45  

 
此 覆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學  號：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七年一月_________日 
 
註：費用將於 2017 年 1 月 25 日於電子錢包內扣除。 
 

------------------------------------------------------------------------------------------------------------------------------------- 
2016-2017 年度第 06 號通函 

(E) 中四選科家長講座(中三級適用)  
敬覆者：本人知悉「中四選科家長講座」，本人 (請在適當方格加 「」) 

 

 將會出席是項活動，並共有 _____ 人參加。 

 不會出席是項活動。 

    

此覆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中學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學  號：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七年一月_________日 

 
註： 班主任收齊回條後交張繼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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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減收冷氣費用申請表 
 

本人乃 中______ 班學生 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 的家長，現申請減收 2016-2017 年

度冷氣費用。 
 
本人經濟狀況如下： 

家庭平均每月總收入 (請以最近四個月總收入除以 4)：_________________ 元 

同住的家庭成員數目：________________ 

在學子女人數(包括中、小、幼、大專等)：___________ 人 

現就讀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之子女如下： 

姓名 班別 減免學費或書簿津貼類別 

  未有減免 / 半免 / 全免 * 

  未有減免 / 半免 / 全免 * 

  未有減免 / 半免 / 全免 * 

  未有減免 / 半免 / 全免 * 

 

本人現  正接受 / 未有接受*  社會福利署綜援。 

如家庭有其他困難而未能在此表格顯示，請另紙書寫。 
 

聲明：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家長姓名) 因家庭經濟困難，特為 ______________ (請

填學生姓名) 申請減收 2016-2017 年度冷氣費用，並聲明本表格內所有資料為真確，並承

擔偽造資料之所有後果。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  本申請表必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前交回校務處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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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欄由學校填寫： 

評核結果：未有減免 / 半免 / 全免   經辦人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P.7 

 

 

考試及統測學生須知 

 

 

1. 考生必須遵照監考老師的指示，於考試開考前十分鐘進入試場，並按座位表入座。語文科

口試考生須於預定開考時間前十五分鐘到達等候室報到，安靜等候應考。 
  

2. 考生必須將書籍及個人物品(包括已關掉的手提電話)放在椅子下面。 
  

3. 考生遲到 

3.1 考試遲到 

3.1.1 考生在開考後抵達試場，須先到校務處取得「遲到紙」，再按監考老師指引入

座。該考生不會得到額外時間作答。 

3.1.2 如考生遲到超過 30 分鐘，該考生的答卷將作個別處理，嚴重者或會不為學校

接納。 

3.1.3 如考生在考試終結前 30 分鐘才到校，將不准進入試場應考。 

3.2 統測遲到 

3.2.1 為免影響其他同學進行測驗，遲到考生不得進入課室進行測驗。遲到考生須

先前往校務處辦理遲到手續，再到「S4 室」溫習(由成長組老師看管)，考生

亦不獲安排補測。 
  

4. 考生早退 

4.1 所有考生不得提早離場。 
  

5. 若考生在試場違反以下規則，可能會被扣考試分或統測分： 

5.1 考生攜帶的手提電話 / 傳呼機 / 備有響鬧功能的物品發出聲響。 

5.2 考生使用沒有「H.K.E.A.A.APPROVED」或「H.K.E.A.APPROVED」標籤的計算機。 

5.3 如考生在監考老師宣布立即停筆後或收集答卷時，仍繼續書寫，可能遭受扣考試分，

嚴重者或會當作弊事件處理，該份答卷或會不為學校接納。 
  

6. 試場內外考生應保持肅靜。 
  

7. 考生如有作弊，除取消該科答卷的分數外，並會交成長組嚴厲懲處。 
  

8. 缺席考試處理： 

8.1 學生若於考試缺席將不獲安排補考。 

8.2 無故缺席者，成績表將列明該學生無故缺席相關科目或科目分卷的考試。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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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 KUNG SUNG TSUN CATHOLIC SCHOOL(SECONDARY SECTION) 

S.6 MOCK EXAMINATION (2016-2017) 

TIME – TABLE      
 

13/2/2017 

Monday  

14/2/2017 

Tuesday  

15/2/2017 

Wednesday 

16/2/2017 

Thursday 

17/2/2017 

Friday 

 

Chi. Lang. I 

中文 【1】 
＜閱讀＞ 

 
8:15am-9:30am 

 

 

Chi. Lang. III 

中文 【3】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8:15am-9:45am  

 

 

LS I 

通識 【1】 
 

8:15am-10:15am 

 

 

Eng. Lang. I 

英文【1】 

＜Reading ＞ 

 

8:15am-9:45am 
 

 

Chi. History 中國歷史【1】 

8:15am-10:15am 

ICT 資訊及通訊科技【1】 

8:15am -10:15am 

P.E.體育【1】 

8:15am -10:30am 

Chemistry 化學【1】 

8:15am-10:45am 

THS 旅遊與款待 【2】

8:15am-10:00am 

Economics II 經濟【2】 

8:15am-10:30am 

 

 

Chi. Lang. II 

中文 【2】 
＜寫作＞ 

 
10:00am-11:30pm 

 

 

Chi. Lang. IV 

中文 【4】 
＜說話能力＞ 

 
10:15am-12:45pm 

 

 

LS II 

通識 【2】 
 

10:45am-12:00pm 

 

 

Eng. Lang. II 

英文【2】 
＜Writing＞ 

 

10:15am- 12:15pm 

 

Economics I 經濟【1】 

11:15am-12:15pm 

THS 旅遊與款待 【1】

11:15am-12:30pm 

Chemistry 化學【2】 

11:15am-12:15pm 

P.E.體育【2】 

11:15am-12:30pm 

Chi. History 中國歷史【2】 

11:15am-12:35pm 

ICT 資訊及通訊科技【2】 

11:15am -12:45pm  

附件三 

Appendix III 

 
Exam. Centre : HALL 



P.9 

SAI KUNG SUNG TSUN CATHOLIC SCHOOL(SECONDARY SECTION) 

 F.6 MOCK EXAMINATION (2016-2017) 

TIME – TABLE 

 

20/2/2017 

Monday 

21/2/2017 

Tuesday  

22/2/2017  

Wednesday 

23/2/2017 

Thursday 

24/2/2017 

Friday 

 

Eng. Lang. III 

英文【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8:15am-10:15am 

 

 

Math. 1 

(Compulsory part )  

數學【1】 

 (必修部分) 
 

8:15am-10:30am 

 

 

ERS 倫理與宗教【1】 

8:15am -10:00am 

BAFS企業會計與財務【2】 

8:15am-10:30am 

Geography 地理【1】 

8:15am-10:45am 

BiologyI 生物【1】 

8:15am -10:45am 

Physics 物理【1】 

8:15am-10:45am 

 

 

Math. M1 

(Extended part )  

數學 (延伸部分) 

8:15am-10:45am  

 

V. Arts 視覺藝術 

8:15am-12:15pm 
 

 

Contingency Day for 

Exam Make-up 

 

備考日 

 

 

 

 

 

 

Eng. Lang. IV 

英文 【4】 
＜Oral＞ 

 

10:45am-1:45pm 

 

 

Math. II 

(Compulsory part )  

數學【2】 
 (必修部分) 

 
11:00am-12:15pm 

 

 

Biology 生物【2】 

11:15am -12:15pm 

Physics 物理【2】 

11:15am-12:15pm 

Geography 地理 【2】 

11:15am-12:30pm 

BAFS企業會計與財務【1】 

11:15am-12:30am 

ERS 倫理與宗教【2】 

11:15am -1:00pm 

  

Exam. Centre : H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