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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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第 06 號通函 

敬啟者： 

三月份綜合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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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曆表留意事項 (全校適用) P.2 

2.  四旬期運動– 捐獻活動 (全校適用) P.2 

3.  「傳訊週」活動及講座 (全校適用) P.2 

4.  善渡假期，參與有益身心活動 (全校適用) P.2 

5.  更換夏季校服事宜 (全校適用) P.2 

6.  統一測驗 (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P.2 

7.  四旬期運動–「扶貧餐」活動 (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P.3 

8.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評估) (中三級適用) P.3 

9.  數學科購買練習事宜  (中一及中二適用) P.3 

10.  回條部份   

 A) 三月份綜合通告 (全校適用) P.4 

 B) 數學科購買練習事宜  (中一及中二適用) P.4 

11.  附件一：統一測驗時間表 (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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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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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校曆表留意事項 (全校適用) 

a)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及將採用特別時間表*上課。並採用星期四時間表上課 
  *特別時間表即上課時間由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二十分。 

b)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三)為教師發展日，是日學生不用上課。 
 

c) 四旬期運動– 捐獻活動 (全校適用) 

「四旬期運動」是天主教香港教區發起的一個信與愛的行動，全港的教會機構，無論是堂區、學

校、社會服務機構、修會團體及其他的教會組織都積極地參與。歷年來，四旬期捐獻所籌得的款

項非常可觀。不過，需要援助的人，也實在是數之不盡。為了使善款發放得宜，香港天主教教區

成立了一個專責的撥款小組，將所得到的捐獻撥作以下的用途： 
a) 海外的緊急救濟。 
b) 資助香港明愛的社會服務。 
c) 資助堂區的濟貧工作。 
d) 資助教區內的其他社會服務。 
e) 資助學校學生的社會服務計劃。 

本校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的一所學校，一直以來，積極支持教區的四旬期運動，實踐校訓謙愛

勤誠的精神，藉著今次四旬期運動，冀盼  貴子弟慷慨解囊，以行動將每日部分的零用錢捐出，

以幫助社會上貧苦無依的弟兄姊妹，活動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六日。 
 

d) 「傳訊週」活動及講座 (全校適用)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為本校「傳訊週」，本年傳訊周主題為「真理與公義」。整個星期

的傳訊周活動包括：早會分享、早讀精選材料、圖書館書展、午間校園電視台播放等活動。在三

月十六日下午將為全校同學安排傳訊講座，當天上午將改用特別時間表上課，午膳後由老師帶領

前往大會堂參與講座，詳情如下日  期：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星期五)  
活動時間：下午 2:30-3:45 (3:30-3:45 為「西崇‧社區心連心」福傳復活蛋致送活動) 
活動地點：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主講嘉賓：夏志誠輔理主教 

 

e) 善用假期，參與有益身心活動 (全校適用) 

學校復活節假期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期間同學可能參與不同活動，家長宜提

醒同學小心結識朋友，慎選活動。如學校於假期舉辦活動，老師均會發家長通告予家長。如有疑

問，家長可致電學校查詢。 
 

f) 更換夏季校服事宜 (全校適用) 

踏入暮春後，天氣乍暖還寒，夏季校服更換緩衝期將由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至三十日，於緩衝期

內同學可穿全套整齊冬季或夏季校服上學。由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起，全校同學須穿著整齊夏季

校服上學。校服式樣要求可參考學生手冊內有關內容。 
 

g) 統一測驗 (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本學年之中一至中五級統一測驗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舉行，茲有下列安排須
通知各位家長： 

a) 統一測驗期間仍安排每日早會，所以上課時間仍按平日一樣，即上午 7:55 有預備鐘，上午
8:00 早會，逾時作遲到處理。 

b) 初中設溫習時段，請督促同學帶備書本或筆記作溫習。 
c) 同學不得提早離開測驗塲地。 
d) 請敦促同學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參加統一測驗。 
e) 為預備統一測驗，學校將於三月十九日開始停止課後活動。學校亦會勸喻同學不應留校打

球、嬉戲等，煩請各家長協助督促同學放學後儘早回家溫習。 
f) 學校已預留學額，供本學年中一至中五級未達升班要求的同學留班之用，以幫助同學提升

各學科的基礎。下學年學校會把中四級選修科名額優先給予本學年中三級升班同學，故中
四級留班同學祇可選擇有剩餘學額之選修科目。而中四級與中五級的選修科課程架構有所
不同，下學年中五留班同學不一定能夠繼續修讀原來的選修科。為避免遇上課程銜接的問
題，中四及中五同學應珍惜機會，努力學習，以爭取好成績，順利升班，完成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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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隨函另派發相關之統一測驗時間表(統一測驗時間表)，學生須依照時間表返校測驗。 
h) 如統一測驗期間遇有惡劣天氣，引致停課，該日所測驗之科目將會另作安排。換言之，全

部統一測驗之日期、時間及應考科目，一律按照隨函附上之考試時間表進行。 
i) 各科老師將陸續向同學宣佈測驗範圍，學校亦會於三月九日(星期五)把測驗範圍上載校網

(網址：http://www.sts.edu.hk/)，以供參閱。 
j) 同學在統測節遲到，須先到 6B 課室取得「遲到紙」，再到課室按監考老師指引入座進行測

驗，該考生不會得到額外時間作答。如同學在測驗終結前 30 分鐘才到校，將不准進入課室
參加測驗，並須留在 6B 課室安靜溫習，考生亦不獲安排補測。學生缺席統一測驗，基本按
考試常規處理。 

k) 各科統一測驗成績將計算入第二學段成績，評分比重將佔相關科目或該科分卷平時分不少
於 20%。敬請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功課。 

上述各事項，煩請各家長留意。如有查詢，請致電 2792 6712 與張錦新副校長聯絡。 

 

h) 四旬期運動–「扶貧餐」活動（中一至中三適用） 

在三月份之午膳餐單中，將增加一款「扶貧餐」（D 餐：包括一份麵包/三文治及一盒飲品），如同

學在該天選吃「扶貧餐」，差額將作四旬期扶貧之用。（*學生可按自己的意願，自由選擇吃「扶貧

餐」之日數。） 

如有查詢或意見，請致電 2792 6712，與顏青霞老師聯絡。 

 

i)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評估) (中三級適用) 

本校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評估)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上午舉行。評估當天中

三級同學如常上課。第一節至第四節期間，隨機抽中接受評估的同學，將分批前往設於校內的

中文或英文評估室接受評估，每次評估連同預備需時約 30 分鐘。評估工作由校外評審員擔任。

學生完成評估後，須返回課室繼續上課。 
 

為幫助同學打好語文基礎，中、英文科教學策略已加強對同學中、英文說話能力方面的提升。

學校亦會勸喻同學在評估日前不應留校打球、嬉戲等，煩請各家長協助督促同學放學後盡早回

家溫習。同學應珍惜機會，努力學習，以爭取好成績。如有查詢，請聯絡張錦新副校長。 

 

j) 數學科購買練習事宜 (中一及中二適用) 

為提高學生的數學能力，本校特選以下練習作課堂、課後學習及暑期作業之用： 
 

級別 項目 出版商原價 學校集體訂購價 

(須交之費用) 

中一愛班 TSA Assorted Exercises and Summative Test 

Mathematics S1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72 $57 

中一謙、勤

及誠班 

全港性系統評估 

分類練習及總結性測試數學科 中一 (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2 $57 

中二愛及誠

班 

TSA Assorted Exercises and Summative Test 

Mathematics S2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72 $57 

中二謙及勤

班 

 

全港性系統評估 

分類練習及總結性測試數學科 中二 (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2 $57 

 

請填妥回條，學生如欲透過學校代購，費用將在其電子錢包內扣減。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蔡世雄

老師或董行敏老師。 

http://www.st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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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回條部份 
2017-2018 年度第 06 號通函 

(A) 三月份綜合通告回條（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三月份綜合通告】，並知悉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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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______日 

 

註：班主任收齊回條後交回校務處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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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第 06 號通函 

(B) 數學科購買練習事宜 (中一及中二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集體訂購數學科練習事項，本人將會透過學校集體訂購以下練習： 
 

級別 項目 學校集體訂購價 
(須交之費用) 

訂購者請加
“” 

中一愛班 TSA Assorted Exercises and Summative Test 
Mathematics S1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原價$72) 

$57  

中一謙、勤
及誠班 

全港性系統評估 
分類練習及總結性測試數學科 中一 (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原價$72) 

$57  

中二愛及
誠班 

TSA Assorted Exercises and Summative Test 
Mathematics S2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原價$72) 

$57  

中二謙及
勤班 

全港性系統評估 
分類練習及總結性測試數學科 中二 (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原價$72)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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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______日 

 

註：班主任收齊回條後交回校務處吳小姐，費用將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於電子錢包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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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統一測驗 ( 2017-2018 ) 

時 間 表 
中一、中二 及 中三                         

 
22/3/2018 

星期四 

23/3/2018 

星期五 

26/3/2018 

星期一 

27/3/2018 

 星期二 

8:00 – 8:15 早 會 

8:15 – 9:15 溫 習 時 段 

9:15 – 9:40 小 息 

 

9:40 – 10:40 

 

 

中文  

 

 

英文 

 

數學 
生活與社會(中一及中二)/ 

地 理 (中三) 

10:40 – 11:00 小 息 

 

11:00 – 12:00 

 

 

宗教及道德 

教育 

 

中史 

 

 

綜合科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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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統一測驗 ( 2017-2018 ) 

時 間 表 
中四 及 中五                         

 
22/3/2018 

星期四 

23/3/2018 

星期五 

26/3/2018 

星期一 

27/3/2018 

 星期二 

8:00 – 8:15 早 會 

 

8:15 – 9:45 

 

中文  

 

 

英文(I)(Reading) 

 

數學 

 

通識 

 

9:45 – 10:15 小 息 

 

10:15 – 11:45 / 

 

10:15 – 12:15 

 

 

英文(III)(Listening) 

 

10:15 – 12:15 

 

 

選修(1) 

 

10:15 – 11:45 

 

 

選修(2) 

 

10:15 – 11:45 

 

 

M1 
 

10:15 – 11:45 
 

 

                 

附件一 


	生活與社會(中一及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