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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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號通函 

 

敬啟者： 

六月份綜合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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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後活動 (全校適用) P.2 

2.  家長日及家長日講座 (全校適用) P.2 

3.  散學禮 (全校適用) P.2 

4.  暑假及下年度開學事宜 (全校適用) P.3 

5.  拍攝証件相事宜 (全校適用) P.3 

6.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初中適用) P.3 

7.  回條部份   

 A) 六月份綜合通告回條 (全校適用) P.4 

 B) 家長日講座  (全校適用) P.4 

 C)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回條 (初中適用) P.4 

8.  附件一：試後活動編排 (全校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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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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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後活動 (全校適用)  

2018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10 日為學校試後活動時段，各項活動時間見《附件一》，請家長及

同學留意須參加的各項活動，按時間表參與。除另行通知外，同學請在活動時間開始前 5 分

鐘到各班課室，由班主任點名。試後活動時段為學校正規上課日，同學須準時及穿上標準夏

季校服回校。因特別理由告假，同學須按正常程序請假，無故缺席者作曠課論。個別活動只

有部份同學參與，負責老師會另行派發通告或利用手冊內的學校/家長通訊欄通知家長。若該

日同學並未安排活動，則無須回校。  
 
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為中一新生註冊日，除協助註冊工作同學回校外，其他同學毋

須回校。 
 
外出活動備註： a) 學生須自備飲用水。 

   b)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或學校運動服。 

   c) 活動前，若天文台宣佈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生效，原定的活動則會取消。 

   d)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 2792-6712 與領隊老師聯絡。 

 

 

2. 家長日及家長日講座 (全校適用) 

2018 年 7 月 7 日 (星期六)為本學年下學期家長日，各家長務必出席，了解  貴子弟學業情況。

稍後班主任會個別通知家長有關約見安排，煩請各位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近年智能手機及網絡遊戲成為學生的主要娛樂媒介，影響學生的時間分配、學習和親子關係。 

校方為回應學生濫用電子資源的情況，協助家長提升與子女管教及溝通技巧，以支援子女的

學習及成長，本校將舉行「家長日」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7 月 7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講者 : 明愛社工 

地點：學校禮堂 

主題：「不再迷『網』：如何面對子女沉溺網絡世界」 

內容： a) 了解子女是否有網絡沉溺的特徵 

   b) 子女沉溺網絡背後因由及內心需要 

   c) 應對及糾正子女沉溺行為的方法 

希望 貴家長能踴躍出席講座。請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或之前填妥回條，讓班主任知悉

家長的意願，協調家長日面談的時間。 

 

 

3. 散學禮 (全校適用) 

2018 年 7 月 14 日 (星期六)為本學年散學禮。當天同學須在上午十時十分至中午十二時三十

分回校，同學及家長需留意當天活動安排，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地點：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備註：禮成後班主任派發成績表 

 
散學禮為學校上課日，當天同學均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出席典禮。若同學因特別事故而未能

出席，必須於七月九日 (星期一)或以前，以書面詳述理由並交由班主任向學校請假。若同學

於散學禮當天因病而未能出席，則須於當日八時前，由家長致電學校請假，並於隨後第一個

上課日遞交家長信及醫生紙(中醫及西醫發出之證明書亦可)。遲到者需依照校方常規手續辦

理，學生無故缺席將作曠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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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暑假及下年度開學事宜(全校適用) 
請同學在暑假期間，留意下列事宜： 
(a) 暑假期間，除公眾假期外，校務處星期一至五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辦公，星期六由上

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家長或同學有任何需要，請接觸校務處或透過校務處聯絡老師。 
(b) 於漫長的假期中，家長應鼓勵同學在充足防疫措施下參加校內外暑期活動，例如： 

i) 嚴加督促子女勿流連遊戲機中心、網吧等娛樂場所，避免結交不良份子。近年本
港青少年吸食毒品情況嚴重，當中不少是因好奇及受朋輩影響造成，家長及同學
除防疫外更要提高意識以防止毒害。 

ii) 同學須做好暑期功課，為下學年的學習作準備。 
(c) 如學校於假期舉辦活動，老師均會發出家長信通告給各位家長。如有疑問，家長可致

電學校查詢。 
(d) 學校暑假期間有多項維修工程，同學回校請注意安全。基於保安需要，同學回校請穿

著整齊校服、體育服或校隊球衣，以茲識別。 
(e) 同學下學年的編班結果在 2018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 以後會在學校網頁顯示。 
(f) 下學年本校開學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同學需於 上午七時五十五分 穿著整

齊夏季校服回校，進入自己所屬課室等候點名；當天放學時間為中午 12 時。如同學不
符校服儀容要求，將會即日作紀律跟進，敬希垂注。 

(g) 於 2018 年 9 月 10 日同學均須帶備 『1.5" X 2" 穿著整齊夏季校服之相片』一打，交回
班主任。 

 

 

5. 拍攝証件相事宜(全校適用) 
按本通函3.(g)所述，9月10日同學須帶一打『1.5" X 2" 『穿著整齊夏季校服之相片』。為方便
各同學，學校將會聯絡拍攝公司於九月初為學生拍攝証件相。詳情稍後通知。同學可於開後
校在學校拍照證件相代替交相。  
如不透過學校拍攝証件相的同學，請於9月10日前帶備一打證件相交回班主任。 
證件相片要求： 

a) 穿著本校夏季校服及符合校服儀容要求； 
b) 注意儀容，女生髮長者須束起，男生不許電髮； 
c) 照片須拍攝出校徽為合； 
d) 尺寸為3.8 cm x 5 cm ( 1.5" x 2" ) 

 

 

6.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初中適用) 

學校將為同學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各級收費如下：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Summer Book (published by English Whizz HK) (原價$58) $32.00 $32.00 $32.00 
 
費用將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 )，在同學的「 電子錢包」帳戶內扣除。 
煩請 貴子弟於 6 月 22 日前將回條交科任老師。如有任何查詢，請與科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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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條部份 
2017-2018 年度第 08 號通函 

A) 六月份綜合通告(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六月份綜合通告」，並知悉各項安排。 
 

家長附言（若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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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_____日 

註：請班主任收齊後，將回條交校務處朱先生。 
 

------------------------------------------------------------------------------------------------------------------------------- 
B) 家長日講座 (全校適用) 

敬覆者： 本人知悉上述家長日活動，將依安排與班主任面談，並 * 會／不會出席該日上午十

時三十分開始的「不再迷『網』：如何面對子女沉溺網絡世界」講座。 
 

此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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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_____日 

註：有意參與的家長請於 19/6/2018(星期二)前交回班主任，收齊後將回條轉交發展中心社工楊姑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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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第 08 號通函 

C)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初中適用) 
  

敬覆者：學校將為同學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各級收費如下：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訂購者請加
“” 

Summer Book (published by English Whizz HK)(原價$58) $32.00 $32.00 $32.00  
  

此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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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_____日 

註：費用將於 22/6/2018(星期五)，在同學的「 電子錢包」帳戶內扣除。請班主任收齊後，將回

條交校務處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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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7-2018 年度  試後活動編排 (按班級) 
 
 
 
中一級 (全體同學參與)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2/6/2018 0900-1030 英語話劇表演 禮堂 

1100-1200 數學科補課 課室 

26/6/2018 0900-1000 UNICEF 講座 禮堂 

27/6/2018 0900-1030 Eng. Fun Day 活動室 

1100-1200 數學科補課 課室 

28/6/2018 1100-1200 數學科補課 課室 

29/6/2018 0700-1800  深圳交流團  

4/7/2018 0900-1030 學藝薈萃 禮堂 

1030-1045 參觀藝術展品 明陣或 S3 

5/7/2018 0900-1000 遊劇場- 「歇後嶼山」話劇 禮堂 

1200-1400 STEM 成果展示 禮堂 

9/7/2018 0815-0850 中小學聯合早會  手球場 

0900-1030 中文說話訓練 禮堂 

1100-1200 Free Up Music 音樂會 禮堂 

10/7/2018 1030-1130 漁農自然護理署講座 禮堂 
 
 
 
 

部份中一同學參與活動：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1/6/2018 0830-1030 補考_數學 禮堂 

1100-1300 補考_英文 禮堂 

待定 彩雲聖若瑟小學---小小科學家  

22/6/2018 0900-1145 中小聯合朝聖活動 校外 

23/6/2018 1230-1730 室內 WARGAME 校外 

25/6/2018 0830-1030 補考_通識 活動室 

全日 領袖生訓練日營 禮堂 

26/6/2018 1100-1300 補考_中文 禮堂 

1030-1330 英語大使活動 校外 

28/6-29/6/2018 全日 社會服務團訓練營  

29/6/2018 待定 聖若瑟英文小學---小小科學家  

3/7/2018 0845-1700 天主教同學會- 信仰生活營 校外 

3/7-4/7 待定 天主教佑華小學---數學遊蹤  

6/7/2018 1130-1300 圖書館外出參觀 校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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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7-2018 年度  試後活動編排 (按班級) 

 

 

中二級 (全體同學參與)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2/6/2018 0900-1030 英語話劇表演 禮堂 

26/6/2018 0900-1000 UNICEF 講座 禮堂 

27/6/2018 0930-1030 數學科補課 課室 

1100-1230 Eng. Fun Day 活動室 

28/6/2018 0930-1030 數學科補課 課室 

29/6/2018 0930-1030 數學科補課 課室 

4/7/2018 0900-1030 學藝薈萃 禮堂 

1030-1045 參觀藝術展品 明陣或 S3 

5/7/2018 0900-1000 遊劇場- 「歇後嶼山」話劇 禮堂 

9/7/2018 0815-0850 中小學聯合早會 手球場 

0900-1030 中文說話訓練 禮堂 

1100-1200 Free Up Music 音樂會 禮堂 

10/7/2018 1030-1130 漁農自然護理署講座 禮堂 
 
 
 
 

部份中二同學參與活動：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1/6/2018 0830-1030 補考_數學 禮堂 

21/6/2018 1100-1300 補考_英文 禮堂 

21/6/2018 待定 彩雲聖若瑟小學---小小科學家  

22/6/2018 0900-1145 中小聯合朝聖活動 校外 

23/6/2018 1230-1730 室內 WARGAME 校外 

25/6/2018 0830-1030 補考_通識 活動室 

25/6/2018 全日 領袖生訓練日營 禮堂 

26/6/2018 1100-1300 補考_中文 禮堂 

26/6/2018 1030-1330 英語大使活動 校外 

28/6-29/6/2018 全日 社會服務團訓練營  

29/6/2018 待定 聖若瑟英文小學---小小科學家  

3/7/2018 0845-1700 天主教同學會- 信仰生活營 校外 

3/7-4/7/2018 待定 天主教佑華小學---數學遊蹤  

6/7/2018 1130-1300 圖書館外出參觀 校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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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7-2018 年度  試後活動編排 (按班級) 

 

 

中三級 (全體同學參與)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2/6/2018 0930-1030 學習技巧課 課室 

1100-1230 英語話劇表演 禮堂 

25/6/2018 1030-1130 學習技巧課 課室 

26/6/2018 0900-1000 UNICEF 講座 禮堂 

28/6/2018 0900-1000 Eng. SBA 活動室 

1030-1130 漁農自然護理署講座 禮堂 

29/6/2018 0930-1030 學習技巧課 課室 

4/7/2018 1045-1100 參觀藝術展品 明陣或 S3 

1100-1230 學藝薈萃 禮堂 

5/7/2018 0900-1000 遊劇場- 「歇後嶼山」話劇 禮堂 

1015-1115 「心靈菜湯」活動 學生發展中心 

9/7/2018 0815-0850 中小學聯合早會 手球場 

0900-1030 中文說話訓練 禮堂 

1100-1200 Free Up Music 音樂會 禮堂 

 

 

部份中三同學參與活動：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1/6/2018 0830-1030 補考_數學 禮堂 

21/6/2018 1100-1300 補考_英文 禮堂 

21/6/2018 待定 彩雲聖若瑟小學---小小科學家  

22/6/2018 0900-1145 中小聯合朝聖活動 校外 

23/6/2018 1230-1730 室內 WARGAME 校外 

25/6/2018 0900-1015 3B 地理考察分享 課室 

25/6/2018 全日 領袖生訓練日營 禮堂 

26/6/2018 1100-1300 補考_中文 禮堂 

26/6/2018 1030-1330 英語大使活動 校外 

27/6/2018 0900-1230 3A 地理考察 校外 

28/6-29/6/2018 全日 社會服務團訓練營  

29/6/2018 待定 聖若瑟英文小學---小小科學家  

3/7/2018 0845-1700 天主教同學會- 信仰生活營 校外 

3/7-4/7/2018 待定 天主教佑華小學---數學遊蹤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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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7-2018 年度  試後活動編排 (按班級) 

 

 

中四級 (全體同學參與)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2/6/2018 1100-1230 英語話劇表演 禮堂 

27/6/2018 0900-1200 職業分享工作坊 禮堂 

28/6/2018 0900-1015 中文說話訓練 禮堂 

1030-1130 漁農自然護理署講座 禮堂 

29/6/2018 1045-1230 「探索你程」工作坊 禮堂 

4/7/2018 1045-1100 參觀藝術展品 明陣或 S3 

1100-1230 學藝薈萃 禮堂 

5/7/2018 1015-1115 遊劇場- 「歇後嶼山」話劇 禮堂 

 

 

部份中四同學參與活動：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19/6-23/6/2018 全日 台灣科學交流團 (部份中四中五同學)  

21/6/2018 待定 彩雲聖若瑟小學---小小科學家  

22/6/2018 0900-1145 中小聯合朝聖活動 校外 

23/6/2018 1230-1730 室內 WARGAME 校外 

25/6/2018 全日 領袖生訓練日營 禮堂 

 1030-1200 4A「穿梭香港故事」 香港歷史博物館 

26/6/2018 0900-1030 4AB Eng. SBA 課室 

 1030-1330 英語大使活動 校外 

28/6-29/6/2018 全日 社會服務團訓練營  

29/6/2018 0900-1030 4CD Eng. SBA 課室 

29/6/2018 待定 聖若瑟英文小學---小小科學家  

3/7/2018 0845-1700 天主教同學會- 信仰生活營 校外 

3/7-4/7/2018 待定 天主教佑華小學---數學遊蹤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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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2017-2018 年度  試後活動編排 (按班級) 

 

 

中五級 (全體同學參與)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21/6/2018 1145-1245 SLP 講座 活動室 

25/6/2018 1015-1145 中文補課 課室 

27/6/2018 0900-1200 職業分享工作坊 禮堂 

28/6/2018 0900-1030 中文補課 課室 

1045-1145 漁農自然護理署講座 禮堂 

4/7/2018 1045-1100 參觀藝術展品 明陣或 S3 

1100-1230 學藝薈萃 禮堂 

5/7/2018 1015-1115 遊劇場- 「歇後嶼山」話劇 禮堂 

6/7/2018 1000-1200 溜冰活動 Megabox 

9/7/2018 1000-1200 溜冰活動 Megabox 

 

 

部份中五同學參與活動：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19/6-23/6/2018 全日 台灣科學交流團 (部份中四中五同學)  

21/6/2018 0830-1130 5CD Eng. SBA 課室 

21/6/2018 待定 彩雲聖若瑟小學---小小科學家  

22/6/2018 0900-1200 5AB Eng. SBA 課室 

22/6/2018 0900-1145 中小聯合朝聖活動 校外 

23/6/2018 1230-1730 室內 WARGAME 校外 

25/6/2018 全日 領袖生訓練日營 禮堂 

0900-1000 5A OEA 工作坊 電腦室 

26/6/2018 0900-1000 5B OEA 工作坊 電腦室 

1015-1230 5B 通識補課 課室 

1000-1130 5A 通識補課 課室 

1300-1600 5A 科學園 科學園 

28/6-29/6/2018 全日 社會服務團訓練營  

29/6/2018 待定 聖若瑟英文小學---小小科學家  

3/7/2018 0845-1700 天主教同學會- 信仰生活營 校外 

3/7-4/7/2018 待定 天主教佑華小學---數學遊蹤  

4/7/2018 0900-1045 5ABD 通識補課 課室 

5/7/2018 0900-1000 5CD OEA 工作坊 電腦室 

1130-1300 5B 通識補課 課室 

1130-1245 5D 通識補課 課室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