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7 號(一七至一八) 

敬啟者： 

九月份校內活動通告事宜 
 
  茲有重要事項，敬請細閱，留意各項安排及鼓勵子弟多注意及參與有關活動，並須於九月十二日或
以前交回班主任收執。 
 

項目 目錄 查詢老師 頁數 

*(一) 有關訂閱中文報章事宜 (全校學生適用) 林志芬老師 1 

(二) 有關參加水運會及陸運會事宜 (全校學生適用) 陳健成主任 2 

(三) 「齊閱讀」計劃 (全校學生適用) 梁曼瑩老師 3 

(四) 計算機到校展銷 (全校學生適用) 賴偉光主任 4 

(五) 
有關時間表、自習課、功課留堂班、公開試校本評核及其他

學務事宜(全校學生適用) 
吳國明副校長 5-7 

(六) 有關中六級考試及測驗安排 (中六學生適用) 吳國明副校長 8 

(七) 
17/18 習作簿及其他雜項收費、學生註冊檔案表  

(全校學生適用) 
校務處 9-12 

(八) 保持警覺，防禦傳染病 (全校學生適用) 劉恩誠老師 13 

(九) 有關課外活動事宜 (全校學生適用) 申錦耀主任 14 

*(十) 
童軍招募新成員及需支援學生隊員資助計劃  

(全校學生適用) 

張國偉老師或 
林漢麒老師 

15 

*(十一) 體育課家長同意書 (全校學生適用) 陳健成主任 15 

*(十二)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的安排 (全校學生適用) 盧希如署任副校長 16 

*(十三) 學生資助計劃及獎助學金 (全校學生適用) 
盧希如署任副校長或 

申錦耀主任 
17 

(十四) 有關購買冬季校服事宜 (全校學生適用) 李偉庭主任 18 

*(十五) 青少年慕道班 2017 (全校學生適用) 陳正傑主任 18 

(十六) 中二至中六級代訂飯盒事宜(月訂) (中二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黎明我主任 19 

(十七) 使用蒸飯機、微波爐及雪櫃守則 (全校學生適用) 劉恩誠老師 19 

(十八) 有關「學生智能卡」電子考勤管理系統事宜 (全校學生適用) 佘志輝主任 20 
 
*此等事項家長須簽署回條 A、B、C 頁(最後三頁)，老師及職員會為所有資料保密。 
 
 

 
《各回條請參閱本通告A、B、C頁(最後三頁)，並請於九月十二日或之前交回各班班主任，請勿撕開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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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訂閱中文報章事宜 
 

  為鼓勵同學多閱讀報章，讓他們更關心社會，並提高其中文水平及思維能力，本校將為同學提供訂
閱《明報》及《星島日報》學生版的服務，詳情如下： 

 

1.  《明報》及《星島日報》印刷版的訂閱價分別為每份$2.5 及$1.5 

  

2.  下列日期將不會安排訂閱報紙： 

 (i) 所有星期六、日、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 

 (ii) 考試日、水運會、陸運會、聖誕聯歡日、教師發展日、體驗活動日； 

 (iii) 21/12/2017(作為改期緩衝之用) 

  

3.  訂閱日期及費用： 

 級別 訂閱日期 訂閱費用 

 
中六級同學 

14/9/2017 至 16/1/2018 

(共 63 天) 

港幣$157.5 (明報) 

港幣$94.5 (星島日報) 

 
中一至中五級同學 

14/9/2017 至 7/6/2018 

(共 130 天) 

港幣$325 (明報) 

港幣$195 (星島日報) 

  

4.  訂閱及付款辦法： 

 (i) 到上海商業銀行存入款項到學校賬戶：(025-339-82-04371-6)，並取回收據； 

 (ii) 在入數紙客戶存根或櫃員機收據的正面寫上姓名、班別、學號及所訂報紙的名稱，連同
回條交回班主任。 

 (iii) 截止訂閱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一) 

 

 

   

5.  注意事項： 

 (i) 通識科本學年將為中三級同學訂閱《明報》《通通識》，版面包括：港聞、中國、國際及
《通通識》(逢星期一、四)。 

 (ii) 中文科本學年將為中四至中六級同學訂閱《明報》《語文同樂》，版面包括：港聞、中國、
國際及《語文同樂》(逢星期三、五)。 

 (iii) 有關費用已於學期初雜費內繳交。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中文科林志芬老師。 

 

 
《回覆見 A 頁，請於 9 月 12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回條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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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參加水運會及陸運會事宜 
 

A. 水運會 
 

本校週年水運會將於九月七日(星期四)在觀塘室内游泳池舉行，時間由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正，如
參加是次水運會之任何個人項目或接力項目，將可豁免參加第一學期體育科考試，最高可獲得 80 分考
試分。游泳運動乃一項極為有益及富趣味性的體育活動，若果貴子弟可以游畢全程 50 米或以上賽事，
現懇請 貴家長鼓勵懂泳術之子弟積極參加。以下為水運會可供同學參加之項目： 

 

50 米自由式 50 米蝶泳 200 米蛙泳 

50 米蛙泳 100 米自由式 200 米捷泳(公開組) 

50 米背泳 100 米蛙泳 2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公開組) 
 

比賽組別是根據出生日期分開三組進行:甲組(2001 年或以前出生);乙組(2002 年及 2003 年出生); 

丙組(2004 年或以後出生);報名表將於 9 月 1 日交予班主任保管，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屆時可以向班主任報
名。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校體育科主任陳健成老師直接聯絡。 

 
若天氣報告預測當天有機會出現惡劣天氣，學校將會有以下的安排： 
 
1.  若 9 月 7 日早上六時三十分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水運會將會

改期舉行(日期容後公佈)，翌日為水運會假期。 

2.  若 9 月 7 日早上六時三十分天文台發出 3 號強風信號、雷暴警告、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水運會將如常舉行。 

 
 

B. 陸運會 
 

本校週年陸運會將於十月十一日(星期三)及十月十二日(星期四)在灣仔運動場舉行，時間由上午八時
至下午四時正。本校傳統著重發展田徑運動，多年來在校際田徑錦標賽獲得優異的成績，因此學校鼓勵
每位同學參加是次活動，體育科老師會因應同學的表現，給予每位同學的第二學期體育科考試分數，詳
情如下： 

 
  1. 每完成一個項目(徑項或田項)的同學，可以獲得 10%，最多獲得 30%；其中一項或兩項進入八強， 

可以獲得 10%-20%。最後，同學可以獲得最多 40%之第二學期體育科考試分數。 

 2. 中四級或以上的同學，或學校童軍，可以選擇擔任學生工作人員，最高可以獲得 30%之第二學 

期體育科考試分數。 
 

比賽組別是根據出生日期分開三組進行:甲組(2001 年或以前出生);乙組(2002 年及 2003 年出生); 

丙組(2004 年或以後出生);報名表將於 9 月初交予班主任保管，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屆時可以向班主任報
名。請鼓勵子弟積極參加是次活動。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體育科主任陳健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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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齊閱讀」計劃 
 

我們深信閱讀是學習重要的一環，閱讀能提升同學的中、英文水平及學習能力，透過不同的閱讀活
動可促進同學在溝通、學業及智能各方面的發展。為鼓勵同學建立閱讀習慣，邁向終身學習，本校將繼
續致力推動學生的閱讀文化，並會推行「齊閱讀」計劃。這個計劃會配合跨課程閱讀策略及資訊科技教
育策略，推廣電子閱讀，培養同學成為自主學習者。詳情如下： 
 
 1. 對    象： 中一至中六級同學 

    
 2. 推行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逢星期二、四：「齊閱讀」時間 (冬令時間上午 8:15 – 8:35) 

    
 3. 印刷版閱讀素材： 3.1 同學自購圖書 

3.2 課室圖書角圖書 

3.3 學校圖書館圖書及期刊 

3.4 公共圖書館圖書 

3.5 各科組老師提供的「齊閱讀」文章 [包括合適程度的跨課程閱讀素材] 

    
 4. 電子閱讀： 每班按週次，透過平板電腦流動應用程式閱讀由「超閱網」SuperBookcity 提供的電

子圖書。 

    
 5. 「齊閱讀」時間所有閱讀素材不應包括教科書及以漫畫或口語形式表達的圖書，亦不包括印刷版報

章。素材內容必須正面、健康。 

   
 6. 中六級同學可以選擇在「齊閱讀」時間閱覽有關升學及生涯規劃資料；中四、中五級同學則可在

每逢星期二的「齊閱讀」時間閱覽上述相關資料。 

   
 7. 同學需將閱讀資料登記於學生手冊，以備家長及班主任查閱。 

   
 8. 「齊閱讀」延伸活動： 

  

8.1 同學閱讀後需要完成反思問題或練習，以鞏固學習成效。 

8.2 同學需於「齊閱讀」時間或班主任節，用 2 分鐘時間向全班以口述形式 

   分享閱讀心得。  

8.3 中一及中二級同學需定期在早會進行「齊閱讀」反思及分享，以強化  

   學習成效。                                 
 

  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家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人選去幫助他們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現誠邀 台端
共同推動家校合作閱讀文化，鼓勵 貴子弟多閱讀，甚至與他們分享閱讀經驗。 
 

  若 貴家長對本計劃有任何疑問，請致電聯絡學校圖書館主任梁曼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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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算機到校展銷 
 

  新學年已開始，因應學生學習數學及考試時需要，本校現已聯絡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於 2017

年9月12日(星期二) 中午12時45分至下午4時30分到學校禮堂門口展銷下列型號的計算機，並提供購買優
惠，歡迎 貴子弟自由購買。若當日某型號缺貨，該公司亦能以優惠價為 貴子弟預訂。 

 
型號 優惠價 

Casio FX-3650P II $170 

Casio FX-50FH II $190 
 

註：代理商保證此等計算機 

(1) 乃原裝香港行貨； 

(2) 由購買日期起保用壹年(要保留單據及保用證)； 

(3) 獲「香港考評局」核准，可於考試使用。 
 

有意購買計算機的家長，請於展銷日讓 貴子弟帶備現金或支票回校與書局職員購買。支票抬頭：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 

 

若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數學科主任賴偉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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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時間表、自習課、功課留堂班、公開試校本評核及其他學務事宜 
 
  為了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請 貴家長垂注以下事項： 
 

1. 上課時間表 

 1.1 為了配合課程的需要，學校上課時間表為星期制(week)。 

   

 

1.2 上課時間表如下： 

星期一至四的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冬令)及下午一時二十五分(夏令)。 

星期五的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十分(冬令)及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夏令)。 

大部分其他學習經歷的活動，如講座、工作坊等將安排在星期五下午進行。詳情及確實放
學時間將適時透過家課日誌或家長通告通知家長。 

  
2. 自習課 

 
2.1 為了營造積極學習氣氛、促進同儕學習及適應學習生活，學校推行「自習課」，對象為中一

級所有學生，在這段時間內，學生須於放學後留校，在班主任或科任老師的協助下做家課、
進行溫習或預習，詳細安排如下： 

   

 
 日期： 第一階段：2017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21 日(第一學期考試前共 10 天) 

第二階段：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9 日(第二學期考試前共 10 天) 

第三階段：2018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終期試前共 8 天) 

    

 
 時間： 下午 3 時 45 分至 4 時 15 分(星期一至四) 

下午 3 時 10 分至 3 時 40 分(星期五，如有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或中央內容鞏固小測，
「自習課」將會取消。) 

   
 

2.2 如因要事缺席「自習課」，須於當天早上由家長致電學校，並於復課當日把家長簽署的請假
信交予班主任。如學生於上述時間須往功課留堂班留堂，則於下午 5 時正放學。 

   
3. 中一及中三級鞏固基礎溫習小組及功課輔導班 

 

為了加強對初中學生的照顧，學校亦會推行「中一及中三級鞏固基礎溫習小組」，透過定期的功
課輔導(功輔)，讓導師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溫習課堂內容，強化學科知識；同時，透過
參與服務，實踐「助人自助」及「以生命影響生命」精神。有關參加上述計劃的細節請留意期後
派發的家長通告。 

   
4. 家課 

 
4.1 家課是學習的重要一環。我們深信家課是必須及重要的，因為家課能幫助同學發展在家中

獨立學習的能力，鞏固、應用及進一步發揮課堂所學，加強理解，有助培養良好的學習技
能、習慣及態度，促進終身學習。 

   
 4.2 為了幫助學生養成準時交齊功課的習慣，本校今年推行兩個計劃： 

   

  

(a) 

 

 

 

準時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對象為中一至中四級學生，計劃分三期進行，學生若於整個學期準時交齊功課將獲發獎
狀一張及加操行分三分，若學生全學年準時交齊功課，將獲加操行分九分。  

    
  (b) 留堂班安排： 

    
   中一至中四級 

   (1) 

(2) 

(3) 

(4) 

實施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每天學生須在下課後到課室壁報板上的「呈交功課備忘」核實翌日須遞交的功課。 

班主任每天早上將在班主任節收妥及點齊家課。 

學生當天如欠交功課，須於即日放學後到指定課室留堂(4:00p.m.至 5:00p.m.)。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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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至中六級 

   (1) 

 

 

(2) 

(3) 

(4) 

實施日期為： 

中五級：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六級：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每天學生須在下課後到課室壁報板上的「呈交功課備忘」核實翌日須遞交的功課。 

班主任每天早上將在班主任節收妥及點齊家課。 

學生在該時段內欠交功課累積達六次，須於指定日期(將會以書面形式通知同學及班
主任)留校午膳 3 次[12:45p.m.至 1:45p.m.](冬令時間)。 

   

   

   

     
     欠交功課計算日期 須留堂時段 

    第一期 11/9/2017 - 22/9/2017 25 - 29/9/2017 

    第二期 25/9/2017 - 6/10/2017 9 - 20/10/2017 

    第三期 9/10/2017 – 20/10/2017 23 - 27/10/2017 

    第四期 23/10/2017 - 3/11/2017 7 - 10/11/2017 

    第五期 7/11/2017 - 21/11/2017 4 - 8/12/2017 

    第六期 4/12/2017 - 15/12/2017 18 - 21/12/2017 

    第七期 18/12/2017 - 12/1/2018 15 - 19/1/2018 

    第八期 15/1/2018 - 26/1/2018 29 - 31/1/2018 

    第九期 29/1/2018 - 9/2/2018 23/2/2018 - 2/3/2018 

    第十期 23/2/2018 - 9/3/2018 22 - 27/3/2018 

    第十一期 9/4/2018 - 20/4/2018 23 - 27/4/2018 

    第十二期 23/4/2018 - 4/5/2018 7 - 10/5/2018 

    第十三期 7/5/2018 - 18/5/2018 21 - 25/5/2018 

    第十四期 21/5/2018 - 31/5/2018 1 - 8/6/2018 

    4.3 「學生手冊」亦是家長與老師溝通的渠道之一，家長須定期查閱「學生手冊」，並透過其中
的家校通訊欄與班主任聯絡。 

   
 4.4 在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方面，家長扮演重要的角色。家長可協助學生分配時間完成家

課，適當地作出指導，並定期查閱「學生手冊」。 
  

5. 考試 

 5.1 中一至中五級每學期各進行一次考試，即全年共三次考試；中六級則全年只舉行兩次考試。 
   
 5.2 各次評核所佔的比重如下： 

   
  評核 

級別    比重 
第一學期考試 第二學期考試 終期試 

  

  中一至中五 30% 30% 40% 

  中六 20% (畢業試) 80% 不適用 
   
 5.3 在計算整體平均分時，初中中、英、數及通識科的比重分別是 200：300：200：150，其他

學科則各佔 100。高中中、英、數及通識科的比重分別是 200：300：200：200，其他學科
則各佔 100。 

   
 5.4 大部份學科均採用持續性評估，日常課業、課堂表現或小測等會計算在學科成績內，各科

任老師會於課堂時間與學生解釋有關安排，家長亦可參考期後派發的家長通告。 
   
 5.5 整體平均分不合格者須留班。 

   
 5.6 因應學習上的需要，中一至中四級甲班的編班以學生的總成績的平均分為準則，其他班別

基本上隨機分配。中三升中四選科安排亦以學生意願、中三全年學業總成績、各科學額等
作編排準則。 

    5.7 如學生在測驗及考試期間遲到，將扣操行分處理。如因病缺席，則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
否則不設補考或豁免，分數為零分。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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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考試期間，如天文台因惡劣天氣而發出颱風及暴雨警告，學生須留意教育局於早上宣佈之停
課通知。於翌日復課後，考試時間表上所列之各科考卷將順延一天。而學生及家長亦應留意
學校網頁的公佈。 

    5.9 為避免學生因缺課而對學業成績造成負面影響，本校將會嚴格執行學生守則內有關缺課的各
項規則，其一為學生告假(病假或事假)之日數超過全年上課日數十分一而理由不充分者，可
被禁止參加終期試，亦可能失去以學校考生名義保送參加文憑試資格。 

   
6. 校本評核 

 6.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大部份學科設校本評核，分數將送呈考評局，故此十分重要。若學生未能
認真完成，將會對其公開試成績帶來很大的影響。若未能如期遞交評核功課，按考評局指引，
校方必須上報考評局，而該分數將會是零分。 

   
 6.2 現希望 貴家長能鼓勵 貴子弟努力完成校本評核的要求。附表顯示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

各科目施行校本評核的情況。 
   

   科目 評核模式 比重 

  

香港 

中學文憑 

中國語文 閱讀活動/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和選修單元的評核  20% 

  英國語文 閱讀活動/口語匯報及小組討論  15% 

  通識教育 獨立專題研習 2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就一個真實或模擬的商業情境作出分析及匯報 15% 

  旅遊與款待 作業研習/課業 15% 

  地理 實地考察 15% 

  中國歷史 校本評核 20% 

  資訊及通訊科技 項目習作 20% 

  生物 實驗報告/技能評核 20% 

  化學 實驗報告/技能評核 20% 

  物理 實驗報告/技能評核 20% 

  倫宗 服務學習或宗教體驗 20% 
 

學生的有效學習有賴家校合作和家長的支持，良好的家校溝通是合作的基礎。 貴家長如有任何疑
問，請致電聯絡吳國明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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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關中六級考試及測驗安排 

  
1.  中央內容鞏固小測安排 

  
 為營造恆常溫習的氣氛、強化學習基礎及為公開考試作準備，本校謹定於下列日期於放學後

舉行學科測驗，測驗成績將計算在考試內。學生不得早退或遲到，無故缺席者，將不獲安排補考，
而分數將作零分處理。如因病請假者，必須補交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書。測驗學科、日期、時間及
地點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科目 

22/9/2017 (星期五) 

3:10p.m. - 4:10p.m. 

(完結時間或因學
科需要有所更改) 

504、505 - 507 室 

中文 

29/9/2017 (星期五) 英文 

27/10/2017 (星期五) 數學 

3/11/2017 (星期五) 通識 

10/11/2017 (星期五) 物理/生物/中史/旅款/倫宗(X1) 

15/12/2017 (星期五) 化學/地理/歷史/企財/資通(X2) 
 

 
2.  中六級第一學期考試及畢業試安排 

  
 為進一步強化學生應試策略及對學科內容的掌握，中六級同學將於下列日期應考第一學期考

試及畢業試： 

  
 日期 考試 所佔評核比重 

 
22/11/2017 - 27/11/2017 

第一學期考試 

(其他日子 28/11 - 1/12 將會如常上課) 
20% 

 17/1/2018 - 26/1/2018 畢業試 80%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吳國明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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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7/18 習作簿及其他雜項收費、學生註冊表 

1.  習作簿及其他雜項收費 

 本學年各類收費如下： 

   
 (A) 套裝簿費： 

  為減少買賣簿冊的行政工作，中一至中五學生均須購買套裝簿冊。另請注意以下事項： 

  1. 學校會於 9 月 1 日(星期五)派發套裝簿冊給中一至中五學生。 

2. 中六學生如需購買簿冊，可於 9 月 4 日(星期一)開始自行到圖書館購買。 

   

習作簿售價及數量 

  級別 
1 2 3 4 5 單價($) 

  簿類   數量 

   單行紙 E0001    25 50 0.2/張 

   原稿紙 E0003      0.2/張 

   單行簿 A0001 9 9 8 5 5 1.8 

   數學簿 A0002 9 9 13 10 10 3.4 

   單行活頁簿 A0003      3.9 

   理科簿 A0006      3.9 

   圖表簿 A0007      3.9 

   原稿簿 C0004 2     2.0 

   默書簿 C0010 1 1 1 1 1 2.8 

   中文作文簿 C0011B 1 1 1 1 1 3.4 

   硬皮簿 D0004      24 

   硬皮簿 D0005      12 

   硬皮簿 D0006      12 

  簿費合共 57 53 64.8 54.2 59.2  

 

 

  

 (B) 校徽價目：(同學可於 9 月 4 日(星期一)開始到圖書館自由購買) 

   

  (夏季) 校徽：每個$2.80(中一至中六級使用) 

  (冬季) 校呔：每條$19.50(中一至中六級使用) 

   

學生手冊售價：$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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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雜項收費：(請閱讀各項收費的註釋) 

                   級別 

項目      內容 

1 2 3 4 5A 5B-5D 6A 6B-6D 

(A) 套裝簿費 57 53 64.8 54.2 59.2 59.2 --- --- 

(1) 冷氣費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2) 堂費 --- --- --- 320 320 320 320 320 

(3) 考試費 35 38 55 55 80 80 55 55 

(4) 學生會費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5) 家長教師會年費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6) 公教報 15.9 15.9 15.9 15.9 15.9 15.9 --- --- 

(7) 

  

  

宗德科：         

(a)文件夾 3 3 3 3 3 3 3 3 

(b)詠讚 10.8 --- --- --- --- --- --- --- 

(8) 

  

  

  

  

  

  

通識教育科         

(a)通識教育科校本教材油印費 20 20 20 80 100 100 --- --- 

(b)經濟日報《通 Six》 雙周刊 --- --- --- 130 130 130 65 65 

(c)經濟日報 –通識日誌 --- --- --- 50 50 50 --- --- 

(d)共通技能課報章-明報 --- --- 60 --- --- --- --- --- 

(e)新標準評核模擬試 --- --- --- --- --- --- 140 140 

(f)文件夾 10 5 20 50 50 50 --- --- 

(9) 

  

  

  

  

視藝科：         

(a)視藝科文件夾 13 --- --- --- --- --- --- --- 

(b)視藝科素描簿 17 --- --- --- --- --- --- --- 

(c)視藝科用具套裝 150 150 --- --- --- --- --- --- 

(d)視藝材料 30 40 30 30 50 50 --- --- 

(10) 

 

中國語文科：         

(a)初中文言文閱讀能力步步升
1(精簡第三版) - 匯知出版社 

64 --- --- --- --- --- --- --- 

(b)初中文言文閱讀能力步步升
2(精簡第三版)- 匯知出版社 

--- 64 --- --- --- --- --- --- 

(c)初中文言文閱讀能力步步升
3(精簡第三版)- 匯知出版社 

--- --- 64 --- --- --- --- --- 

(d)語文運用工作紙/A4 文件
夾、中文廣泛閱讀計劃練習簿及
暑期作業 

40.3 40.3 45.3 --- --- --- --- --- 

(e) HKDSE 考試系列-中文科模
擬試卷及得分攻略(2018/19)(應
試篇) - 樂思出版社 

--- --- --- 75 --- --- --- --- 

(f) HKDSE 先修班-樂思初中文
言文進階訓練(升級版)- 樂思出
版社 

--- --- --- 53 --- --- --- --- 

(g)A4 文件夾 2 2 2 2 2 2 3 3 

(h)明報《語文同樂》 --- --- --- 50 50 50 24 24 

(i) HKDSE 考試系列-中文科聆
聽及綜合能力應試訓練(第二
版)- 樂思出版社 

--- --- --- --- 85 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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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別 

項目      內容 

1 2 3 4 5A 5B-5D 6A 6B-6D 

(11) 

  

  

  

  

英文科：         

(a)報紙費(Junior Standard) 30 30 --- --- --- --- --- --- 

(b)報紙費(Student Standard) --- --- 30 30 --- --- --- --- 

(c)報紙費(SCMP) --- --- --- --- 53 53 30 30 

(d)講義及網上練習 130 130 150 100 120 120 50 50 

(12) 

  

  

  

  

  

數學科：         

(a)數學筆記簿 9 9 9 --- --- --- --- --- 

(b)暑期作業 23 23 23 --- --- --- --- --- 

(c)英語延展活動小冊子 8 8 8 --- --- --- --- --- 

(d)TSA 歷屆試題集 --- --- 15 --- --- --- --- --- 

(e)教城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 --- --- 42 42 42 42 42 

(f)DSE 數學練習 --- --- --- --- 110 --- 80 --- 

(13) 

  

(a) 中國歷史科作業 

   (現代教育研究社) 

--- --- 40 --- --- --- --- --- 

(b)歷史與文化科作業(現代) 35 35 --- --- --- --- --- --- 

(c)歷史科文件夾 --- --- 1.5 --- --- --- --- --- 

(14) 

  

  

  

  

  

  

  

  

普通電腦科 出版社:香港中學電
子學習(a-c) 發展實驗室(a-c) 

(電子書及實體書) 

        

(a)(i)資訊科技與社會  

  (ii)編程入門 II：Scratch 

     2017 修訂版 

123 --- --- --- --- --- ---  

(b)(i)  電腦系統  

   (ii) 編程入門 II：Scratch 

       2017 修訂版 

--- 123 --- --- --- --- --- --- 

(c)(i)電腦網絡  

   (ii) App 開發與設計： 

      App Inventor 2  

 (iii)STEM 編程：mBlock  

      2017 修訂版 

--- --- 168 --- --- --- --- --- 

(d)Micro:bit 微型電腦電路板 123 --- --- --- --- --- ---  

(15) 

  

  

其他學習經歷：         

(a)OLE 活動紀錄戶口 60 --- --- --- --- --- --- --- 

(b)OLE 課程 --- --- --- 45 40 40 --- --- 

(c)體驗活動日 60 60 60 60 60 60 --- --- 

(16) 學生手冊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17) 櫃位賬單繳費服務費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18) 

  

(a)中一至中三級考試反思記錄冊 7 7 7 --- --- --- --- --- 

(b)中一至中六級詞彙 7 7 7 7 7 7 7 7 

(19) 班主任課：我的成長記錄 13 13 13 13 13 13 --- --- 

(20) 學生智能咭及學生相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21) 「E-CLASS APP」手機應用程式

年費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合計 1,567.6 1,347.8 1,383.1 1,736.7 1,911.7 1,801.7 1,290.6 1,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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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為增強學習效果，本校已在課室及特別室安裝冷氣，於家長教師會員大會上已通過學校一次過收
取全年有關費用$310 用以承擔電費、維修費、折舊等費用。 

(2) 高中(中四至中六級)學費免費及向高中學生收取堂費： 
教育局在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局批准學校向高中學生收取每年
$320.00 堂費，俾能積極地因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3) 考試費：每年考試時用的紙張、校簿及油印費用。 

(4) 學生會會費：請參閱事項(九)，第 14 頁。 

(5) 家長教師會年費：所有學生家長為基本會員。年費主要用於各項活動、學生獎學金等，學校只代
家長教師會收取。 

(6)&(7) 公教報、文件夾及詠讚：宗教及道德教育科教材之一。 

(8) 通識教育科：是因應課程統整，包括讀本、習作、講義、周刊、報章及文件夾等。 

(11) 英文科： 

 (a)至(c)報紙：“Junior Standard” 只適用於中一至中二級學生； “Student Standard”只適用於中三
至中四級學生； “SCMP” 只適用於中五至中六級學生。 
(d)講義及網上練習，價錢已包括折扣在内。 

(15a) OLE 活動紀錄戶口：適用於所有中一新生及插班生。 

(16) 學生手冊：方便學生記錄家課，亦方便老師與家長溝通，必須購買。 

(20) 學生智能咭及學生相：適用於所有學生。學校已安排學生智能咭製作公司於 9 月 4 日到校分別為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拍照，以製作學生智能咭，同時，每名學生會獲得照片 12 張，其中學校會收
取 4 張作行政用途。         

(21) 有關下載和安裝 E-CLASS App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家長版)方法，步驟如下： 
            
(A)下載 E-CLASS App  
 (I) Android 智能手機： 
 從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 Android 版本 
 使用你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Play 商店下載並安裝 E-CLASS App； 
           
 (II)iPhone 智能手機： 
 從 iTunes App Store 下載 iPhone 版本 
 使用你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iTunes App Store 下載並安裝 E-CLASS App； 
                  
(B) 登入 E-CLASS App 

(I) 開啓 E-CLASS App，輸入以下資料： 
一、學校名稱：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Choi Hung Estat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二、家長登入名稱：小楷“p” + 學生註冊編號    
 例：學生註冊編號=8123，家長登入帳戶即= p8123 
三、密碼：學生的身分證號碼頭五個字，包括頭一個英文字母  
 如第一個是英文字母，請使用大楷英文字母，例：Z1234 

(II) 登入後，E-CLASS App 會顯示「我的帳戶」頁面，列出 貴子弟的帳戶資料，包括姓名、
班別、學號。 

(III) 登入程序順利完成後，以後進入 E-CLASS App 時無需再次輸入登入名稱或密碼。 
(IV) 家長可於 9 月 4 日(星期一)開始使用上述應用程式。 

 
  雜費(A)套裝簿費及(C)雜項收費第(1)至(21)項，學校採用電子繳費系統 繳費靈「櫃位賬
單繳費服務」收費，校方將不會處理支票及現金之交收。本校之電子繳費系統將於 2017 年 9
月 4 日開始運作，家長可透過登入 E-CLASS 網頁(網址見「查閱 E-CLASS 學生賬戶方法」)
查閱戶口詳情。而家長亦可於同日開始透過「櫃位賬單繳費服務」進行 E-CLASS 學生賬戶
增值。  

   2. 學生註冊檔案表 

   學生註冊檔案表已於九月一日派發，請 貴家長核對後簽署，並交回班主任代收後轉交校務處 
吳小姐。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聯絡校務處唐小姐(有關習作簿及其他雜項收費)或吳小姐(有關學生註冊
檔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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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持警覺，防禦傳染病」 
 

  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佈，一些傳染病如諾如病毒、流行性感冒、水痘、及手足口病等不時於
院舍及學校爆發。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已清洗及消毒校園，學校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
校環境衛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須保持家居清潔衛生，亦需要提醒學生時刻保持
個人及校園環境衛生，包括以下的要點： 
 

1. 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似流感徵狀，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儘早到指定流感診所求診，並
且須於八時三十分前通知學校請假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失及退
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2. 如學生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 

3. 與學校合作，將患病學生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4. 為學生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學生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5. 提醒學生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6. 家長每天早上須為學生量體溫、記錄並簽署體溫記錄表(已列印在學生家課日誌內)，每天由 貴
子弟交回學校，班主任將會每天查閱。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該等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學習進度。
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衛生，時刻提醒 貴子弟注意個人衛生，做好一切預防
傳染病的措施。 

 



 14 

  

(九) 有關課外活動事宜 
 

教育的目標在於培育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的均衡發展。社會期望新一代不再只求成為「應
試高手」，更應具備廣闊視野及積極的工作態度；並且對社會有承擔、善於與人合作，以及樂於服務。
若學生在求學階段只是為了應付考試、升學，便會容易忽略成長時期所需要的全人發展。 
   

為此高中課程設有「其他學習經歷」。社會希望所有學生都能擁有一個「與一般學科不同」的學習
空間，藉此得到更均衡和全面的發展。「其他學習經歷」是334學制的重要一環，佔總課時的百分之十
至十五。學校會在一般課時內外，為學生提供不同種類的活動，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藝術發展、體育
發展、社會服務、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這些寶貴的學習體驗，能夠為學生帶來深遠而正面的影響。 

 
  此外，課外活動是指學校在課堂教學以外進行，與學生學習有關的活動。而課外活動有助照顧學生
不同的需要，其功能包括品德和態度的培養、技能的訓練及創作力的啟發等。學生通過親身參與活動，
能擴闊視野及培養個人興趣。而同學亦可以從活動中得到豐富的生活體驗。若同學有機會參與策劃及組
織課外活動的工作，他們更可獲得組織及領導能力的訓練，而且亦可以得到發揮領導潛能及發展自我的
機會。 
 
  本校現有三十六個學會，分別為(一)制服團隊、服務及宗教、(二)興趣及藝術、(三)體育及(四)學術
四個組別 (請參閱下表)。全部學會均附屬學生會，本校學生為學生會必然會員，會費25元必須在學期初
繳交(已列在雜費內)。因此，會員可免交各屬會的入會費而參加其舉辦的活動。另外，同學們可透過不
同學會之老師甄選，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服務及比賽。請 閣下鼓勵子弟積極參與，使同學們的學校生活
得以平衡。同時， 貴子弟每次出席課外活動時，都會由各學會作記錄，以便於學年終作出評核，其表
現將顯示在成績表上，對學生日後升學或就業有所裨益。若 閣下對於繳交學生會會費或 貴子弟對選
擇學會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回校與其他學習經歷組組長申錦耀主任聯絡。  
 

制服團隊、服務及宗教 興趣及藝術 體育 學術 

146旅童軍 魔術學會 田徑學會 中文學會 

香港航空青年團 棋會 越野長跑會 英文學會 

聖約翰救傷隊 模型學會 籃球學會 數學學會 

少年警訊 攝影學會 足球學會 科學學會 

學長會 校園電視台 乒乓球學會 電腦學會 

社會服務團 音樂學會 羽毛球學會 通識學會 

圖書館學會 美術學會 排球學會  

公益少年團 戲劇學會 劍擊學會  

天主教同學會 咖啡沖調學會 花式跳繩學會  

 無火煮食學會 跆拳道學會  

 舞蹈學會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29&pageId=182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7&pageId=232
http://205sqn.atspace.com/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152&pageId=464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0&pageId=193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8&pageId=237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181&pageId=562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23&pageId=149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1&pageId=200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9&pageId=238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24&pageId=159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2&pageId=205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40&pageId=242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157&pageId=489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3&pageId=210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41&pageId=247
http://www.choihung.edu.hk/www.choihung.edu.hk/ch-sss/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25&pageId=165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4&pageId=213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52&pageId=300
http://library.choihung.edu.hk/libweb/new/ch-libr/Libraryclub.htm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26&pageId=169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5&pageId=221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ct=customPage&webPageId=156&pageId=483&cpmId=412
http://www.choihung.edu.hk/www.choihung.edu.hk/ch-dra/
http://www.choihung.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36&pageId=225
http://www.choihung.edu.hk/www.choihung.edu.hk/ch-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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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童軍招募新成員及需支援學生隊員資助計劃 
 

  童軍訓練採取小隊制度形式，配合富吸引力而有價值及有進度性的訓練，引導 11 至 16 歲之成員按
部就班地從戶外群體活動與訓練中，一同策劃、學習和經歷，鍛鍊領導才能，並確認及表揚一起實踐的
成果，以促進這個階段之少年人身心精神之陶冶與啟發，貫徹整個童軍運動連續性訓練，達成童軍支部
訓練之目的。   
 
  童軍成員除可因應個人技能及興趣考取各專科徽章(專章)外，亦可同時考取 4 個進度性獎章(進度
章)，包括：探索獎章、標準獎章、高級獎章及總領袖獎章。 
 
  童軍活動之基本技能，如露營、烹飪、探險等及其他興趣，已編訂於探索獎章及標準獎章之課程內。
高級獎章則對技能知識要求更高，並介紹自立及服務他人等多項技能。總領袖獎章是童軍支部最高之獎
章，目的是考驗及增強責任心及領導才能。訓練由淺入深，與時並進，以迎合新加入童軍的同時，亦能
滿足資歷較深的童軍之需求。 
 
  民政事務局推行制服團體需支援學生隊員資助計劃，旨在津助家境有困難的學生參與制服團體活
動。此計劃資助童軍成員添置童軍制服，以鼓勵更多青少年參與童軍運動。 
 
  申請之學生隊員須： 

1. 為合法香港居民；及 
2. 就讀日校中一至中六；及 
3. 為童軍或深資童軍；及 
4. 來自有經濟困難家庭，包括：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學生資助)全額/

半額津貼，或其他特別經濟困難(須附全年入息證明文件及獲得學校推薦)。 
 
  申請學生需提交以下證明文件作批核基準： 

接受資助情況 所需提交之證明文件 資助幅度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社會福利署發出之證明文件副本 

全額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之證明文件副本 

或學校證明信正本 學生資助計劃（半額） 
 
  若申請學生沒有接受上述項的資助，但有特別經濟困難，必須提交全年入息證明及家庭成員總人數
等資料，以作審批，否則不獲資助。 
 
  資助項目： 

支部 全額資助項目 

童軍 
制服壹套：短袖恤衫、短褲、皮帶及長襪 
配  件：香港章、世界會員章、童軍帽、童軍帽章及童軍巾圈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與童軍負責人張國偉老師及林漢麒老師聯絡。 
 
  

《回覆見 A 頁，請於 9 月 12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回條繳交》 
------------------------------------------------------------------------------------------------------------------- 
(十一) 體育課家長同意書 

 
  體育科是本校課程的一部份，每一位學生均須參加體育課。惟 貴家長必須留意，如 貴子弟患有
任何疾病，則應徵詢醫生之意見，是否適宜上體育課。如 貴子弟需要暫時或長期豁免上體育課，必須
呈示註冊醫生證明書及家長信。 
 
  請填寫 B 頁回條，以便辦理及存案。若發現 貴子弟有任何健康狀況之改變，祈請立刻通知學校。 
 
 
  

《回覆見 B 頁，請於 9 月 12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回條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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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的安排 
 

1. 熱帶氣旋安排：  
 
遇有影響本港的熱帶氣旋，以下安排將適用，而教育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公佈： 
 

天氣情況 學校上課安排 

一號戒備信號 所有學校照常上課 

三號強風信號 除非另行通告，否則學校照常上課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 所有學校停課 
 

2. 持續大雨安排：  
 
2.1 暴雨警告系統於 1992 年修改，亦即採用黃、紅、黑三色標記的警告系統，暴雨警告系統是獨立

操作的，不受其他與天氣有關的警告系統(包括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所影響。 
 

2.2 發出黃色警告信號時，學校照常上課，但家長及學生應留意電台或電視台有關天氣、路面及交
通情況的報告，以作好充分準備，應付因暴雨而引起的緊急事故。遇有影響本港的持續大雨，
有關當局會發出紅色或黑色警告信號，並透過電台及電視台作出廣播。如信號在上課前發出，
即表示學校將會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同時，各項校內測驗或考試，以及所有戶外活動，將
會延期舉行或取消。如信號在學生上學途中發出，即表示除非前面的道路或交通情況並不安全，
否則，在正常情況下，學生應繼續前往學校。雖然學校不用上課，但已抵達學校的學生應留在
校內，由老師照顧，直至情況安全才可回家。 

 

3. 學校停課安排： 
 
3.1 如在上課時間外得悉本港可能受到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影響，教育局會按情況需要，透過各電

台、電視台及港鐵公司的廣播系統發出公佈，通知家長應否著其子弟上學。此等停課公佈有可
能在學生未離家上學前播出，屆時，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
課，宜觀察雨勢、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學校。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應留
在校内，直至情況安全才回家，家長無需急於到校接子女回家。 

 
3.2 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局可宣佈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在該等地區居住的學生，即使就讀

於另一區的學校，亦無須回校上課。 
 

3.3 學生亦可瀏覽學校網頁內最新消息欄，瞭解學校之安排。  
 

4. 其他事項： 
 
4.1 家長應留意教育局所發出的公佈。無論如何，家長須自行決定應否著子弟上學。如家長認為區

內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仍未完全恢復正常，則應著子弟留在家中，並請家長即時通知學校。 
 
4.2 如因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以致無法返校或遲到的學生，學校會另行安排校內測驗

或考試，在這特殊情況下，學生不會受到處分。 
 
5. 現請各家長明確回覆如當教育局在上課期間宣佈停課時，學校在安全情況下，  貴子弟可自行回家

或須等候家長到校接回家中的安排。 
 
 

《回覆見 C 頁，請於 9 月 12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回條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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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學生資助計劃及獎助學金 
 

  本校由天主教香港教區辦學，秉承天主教全人教育辦學理想，致力栽培學生在靈、德、智、體、群、
美各方面均衡發展，並以「懷著希望、迎接救贖；培育同學、救援他人」為校訓。本年學校以「提升學
生素養、啟發學生潛能」為關注事項之一，透過不同的活動，培養學生成為五德兼備的人生領袖。 

 
  為鼓勵學生多參與不同種類的活動，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家庭如有經濟困難，又符合基金資助條件，
可申請以下學生資助計劃： 

 
1. 學生資助計劃 

 
(1)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負責老師：申錦耀老師) 

今年已計劃的活動有： 

1. 體藝創意展才華課程 

2. 學會及小組籌辦之考察活動及課程 

3. 其他學習經歷小組舉辦之全方位學習活動 
 

(2)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負責老師：盧希如署任副校長) 

根據教育局發出的指引，「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主要是為清貧學生(中一至中六級)提
供多一些支援和機會，以提昇他們學習的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
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服務對象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或半額/其他
清貧但沒有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的學生。 

 
今年已計劃活動基本上有： 

1. 試前溫習班 

2. 體藝創意展才華課程 

3. 領袖訓練營 

4. 境外遊活動(例如：台灣交流團/紐西蘭學習體驗考察活動) 
 

2. 獎助學金 
 

獎學金名稱 中一至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彩虹獎學金 ☆ ☆ ☆  
彩虹最佳進步獎學金 ☆ ☆ ☆  
祈良神父獎學金  ☆   
陳永安老師獎學金  ☆   
尤德爵士獎學金    ☆ 
劉朱水英女士獎學金 ☆ ☆ ☆  
劉朱水英女士助學金  ☆ ☆ ☆ 
起動彩虹助學金 ☆ ☆ ☆ ☆ 
學長助學金 ☆ ☆ ☆ ☆ 

 
以上獎助學金需經老師提名  

提名條件：學生成績優異及操行需達乙等或以上  
 
學校提供不同資源鼓勵及協助學生多參與不同種類的課外活動。家長可在下方回條用「」表示所

符合資助資格。日後參與活動時便可節省申請資助的時間。 

 

如有查詢，家長可致電聯絡各班主任或盧希如署任副校長。 
 
 
 
 
 

 
《老師及職員會為有關資料保密，回覆見 C 頁，請於 9 月 12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回條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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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有關購買冬季校服事宜 
 
為使學校的整齊及團體氣氛更強，學校對全校學生之冬季校服式樣有統一格式，學生如有需要可穿

著以下指定款式之外套： 
 
(I) 長袖校冷(深藍色，有英文校名縮寫) 
(II) 背心校冷(深藍色，有英文校名縮寫) 
(III) 體育服的風褸外套(紅、白、黑混合色，前後有英文校名) 
(IV) 校褸內層抓毛開胸背心(深藍色，有校徽) 
 
各同學必須在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時穿着本校校褸回校。請各家長注意，並為 貴子弟購買合

適之冬季校服。 
 

有關本校冬季校服及體育服購買事宜，閣下可到任何公司、商店購買，只要與本校規定之式樣、顏
色相同便可。家長如欲向學校委託的「和建校服制服公司」購買，可於九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四時至
六時正到禮堂度身，屆時請直接將按金 100 元正交給「和建校服制服公司」的工作人員。 

 

同學可於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五時正到禮堂領取校服，但亦須於當日將
餘款交給「和建校服制服公司」的工作人員。若有需要，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至二時正到禮堂更換校服。 

 

冬季校服包括長袖白恤衫、淺灰色長褲、校呔、黑色或深啡色皮帶、白襪及黑皮鞋、深藍色多用途
夾綿校褸、多用途夾綿校褸內的抓毛開胸背心、學校長袖校冷、背心校冷及體育服的風褸外套。(中一學
生會於開學後經班主任集體購買冬季校呔，其他級別可於圖書館購買。) 

 

各項詳情請閱有關單張，各款校服式樣可在學校網頁內查閱，請各家長參照陳列款式購買。本校禁
止學生穿著新潮或不合規格之校服回校，亦不接受學生穿戴流行飾物，敬請家長合作。 
 
 
------------------------------------------------------------------------------------------------------------------- 
 

(十五) 青少年慕道班 2017 
 
  本校一向致力鼓勵同學加深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更體會到基督「關愛」的精神。本校所屬堂區聖
家堂將開設青少年慕道班，宗教、道德及公民教育組將協助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報名，以便同學加深對天
主教信仰的認識。歡迎有興趣認識天主教信仰的同學填妥下表，以便我們作出安排。 
 
 

希望 貴家長積極鼓勵子弟把握是次寶貴機會，認識天主教信仰。如有查詢，歡迎致電聯絡宗教、
道德及公民教育小組組長陳正傑主任查詢。 

 
 

 
《回覆見 C 頁，請於 9 月 12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回條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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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中二至中六級代訂飯盒事宜(月訂) 
 
  本年度的「中一級學生留校午膳計劃」將於九月十一日(星期一)正式展開，其他級別的同學亦可以
月訂方式訂購飯盒，有關詳情如下： 

 

飯盒供應商： 丹尼食品有限公司 

飯 盒 價 錢： 港幣$18.5 元 

訂 購 方 法： 以月訂形式訂購，同學可到校務處索取訂飯單 

繳 費 方 法： 如同學第一次訂購，請以支票形式或透過銀行自動櫃員機付款(中國銀行、匯豐銀行、創
興銀行：櫃員機過戶必須保留收據)，並於 9 月 6 日前把支票或自動櫃員機收據連同訂飯
單交回黎明我老師。 

領 取 飯 盒： 地下禮堂門口(時間：12:45p.m.-1:05p.m.) 

用 膳 地 點： 地下 001 室 

其 他 事 項： 同學如因病或其他事故而未能上課，必須於當天上午九時前通知校務處，否則該天的午膳
費用將不獲退還。 

 

  若 貴家長有任何疑問，請致電聯絡學校膳食小組黎明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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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使用蒸飯機、微波爐及雪櫃守則 

  為了方便自攜飯盒回校的同學加熱食物，本校將於 2017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開始，可以使用食物
部附近的蒸飯機、微波爐及雪櫃。使用守則如下： 

1. 欲使用蒸飯機的同學，須使用不鏽鋼製的飯盒，飯盒高度不得超越 15 厘米；如使用微波爐，須確
保飯盒物料適宜放進微波爐內加熱。如飯盒物料或體積不符要求，本校有權拒絕同學使用蒸飯機或
微波爐。 

2. 同學必須於飯盒(包括飯盒蓋)寫上姓名、班別及學號，以資識別。  

3. 所有使用蒸飯機或微波爐加熱飯盒的同學，必須在當天早上 8 時前，將飯盒放到小食部之雪櫃內。
早會後職員會將雪櫃鎖上。職員會在 10 時半將所有不鏽鋼飯盒放入蒸飯機內加熱。 

4. 職員將於 12 時 35 分將飯盒由蒸飯機中取出，並放於旁邊的桌面上；同學可於 12 時 45 分後自行領
取，但須確保取回自攜的飯盒。 

5. 12 時 45 分至 1 時期間，同學可自行使用微波爐加熱飯盒；使用微波爐時，同學必須取走飯盒蓋。
連殼的雞蛋、水果、茄汁、辣椒、牛奶均不能放入微波爐加熱。 

6. 為了安全，同學避免將粥、湯或其他含有大量水分的食物帶回學校加熱；食物加熱後，同學必須注
意安全，避免因傾瀉食物而引致受傷。 

7. 基於食物衛生問題，同學每天必須自行清洗飯盒；1 時 30 分後沒有人認領加熱了的飯盒，校方會將
盒內食物棄掉。多次加熱飯盒後而不領取的同學，將記錄在案，校方有權禁止該同學日後使用上述
設施。 

8. 每天放學後，放置於雪櫃內沒有同學認領的飯盒，校方亦會棄掉。 

9. 校方只擔任蒸飯機、微波爐及雪櫃提供者的角色，同學必須確保製作、運送食物途中的衛生情況，
若進食後有任何不適，同學須自行負責。 

10. 校方保留暫停使用相關設備，及更改上述守則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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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有關「學生智能卡」電子考勤管理系統事宜 
 
  為進一步優化考勤紀錄，加強對學生的保障及學校與家長之聯繫，本校學生智能卡電子考勤管理系
統將於 9 月 5 日正式運作。家長可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中的家長帳戶查閱 貴子弟的考勤情況。(中一
同學將於領取學生智能卡後才正式開始每天拍卡，期間由學校輸入考勤記錄。) 
 
1. 守則 

i. 學生每天早上回校及放學離校前必須在讀卡器上拍卡。 
ii. 為保障同學安全，學生每天早上回校拍卡後勿離開學校。 

iii. 學生每天必須攜帶「學生智能卡」上學。 
iv. 拍卡者必須為持卡人，智能卡不得轉借他人或代替他人拍卡。 
v. 「學生智能卡」乃學生身份之證明文件，不得刮花、塗污、摺叠，以免損毀卡內晶片。除 
因物料或生產製造時而引致之損壞，所有人為損毀，均須補購新卡。 

vi. 學生如拾獲他人之智能卡，應立即交回校務處或老師。 
vii. 學生必須妥善保存「學生智能卡」，如遺失或智能卡失效須即時通知班主任及校務處。 

 
2. 上下課拍卡程序 

i. 學生每天回校上課前在正門的讀卡器上拍卡，午膳或因體育課離開學校除外。 
ii. 學生在非上課日、放學離校及早退時均須拍卡。 

iii. 學生需要把智能卡放在讀卡器位置，當屏幕畫面上顯示學生回校時間，以及聽到「嘟」一聲後，表
示學生已經成功拍卡點名。 

iv. 每天回校上課前，遺失/失效/忘記擕帶智能卡的學生須通知當值的學長或校務處。 
v. 倘若遲到，學生必須到正門的讀卡器拍卡點名及到校務處登記。 

vi. 每天早上，班主任在早會時段內以智能電話/平板電腦/電腦網頁登入 eclass 系統核對學生出席資料。 
vii. 每天下午，第七節科任老師亦會核實學生出席記錄。 

 
3. 遺失/失效智能卡的處理程序 

i. 遺失或智能卡失效的學生必須即時通知班主任及校務處。 
ii. 遺失智能卡的學生必須以書面形式向校長申請補領。 
iii. 智能卡失效的學生必須把失效的智能卡交回校務處，辦理換卡手續。 
iv. 由於智能卡是由指定供應商印製，學生必須繳交補領費用$19，補領約需最少十四個工作天。 
v. 申請補領期間，學生早上回校必須通知當值的學長或班主任。 

 
 
 
 
  此致 
各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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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條> ( A ) 
(老師及職員會為所有資料保密，請同學將此三頁家長回條完整地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繳交) 

 
敬覆者： 

 
  家長通告第 7 號收悉，本人及敝子弟定當配合。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班別(學號)：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訂閱者請連同入數紙收據，交回任教中文科老師。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7 號(一七至一八)項目(一)有關訂閱中文報章事宜。本人 
 

   有意訂閱《明報》，並交回入數收據。 
   有意訂閱《星島日報》，並交回入數收據。 

   無意訂閱。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監護人簽署：                  

註：請在適當空格內劃上「 」號                                       日期：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7 號(一七至一八)項目(十)有關童軍招募新成員及需支援學生隊員資助計
劃，並 
 

同意    小兒參加童軍。 

不同意  小兒參加童軍。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監護人簽署：                  

註：請在適當空格內劃上「 」號                                       日期：                  

(A)

*(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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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條> ( B ) 

(老師及職員會為所有資料保密，請同學將此三頁家長回條完整地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繳交) 
         

體育課家長信回條【家長通告第 7 號項目(十一)】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請在以下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上述學生適宜上體育課。 

上述學生因患上_____________________，不適宜上體育課，茲附上醫生證明書。 
 
如上述學生曾患有以下所列疾病： 

請在適當方格內註明「」記號及列出詳情(家長/監護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填寫) 
 

 患病時年齡 疾病資料 

 六磷酸葡萄糖脫氫酶素缺乏症   

 哮喘   

 羊癎   

 高熱引致抽搐   

 腎病   

 心臟病   

 糖尿病   

 聽覺不健全   

 血友病   

 貧血   

 其他血病   

 藥物敏感   

 疫苗敏感   

 食物敏感   

 其他敏感   

 肺結核   

 小手術   

 大手術   

 其他   
 

如小兒遇有緊急意外：(請在以下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請代送進急症室，本人願意支付 HK$180 診金。 

請代送往本人指定之醫務所，所有診金由本人負責。 
 

  醫務所名稱：                                             

  醫務所地址：                                             

  醫務所電話：                                             

 

日期：                                     家長/監護人簽署：                       

(B)

保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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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條> ( C ) 
(老師及職員會為所有資料保密，請同學將此三頁家長回條完整地交回班主任，請勿撕開繳交)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7 號(一七至一八)(項目十二)有關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的安排，並
決定當教育局在上課期間宣佈停課時，學校在安全情況下，  

 

可讓敝子弟自行回家。 

仍讓敝子弟留校等候家長到校接回家中。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監護人簽署：                  

註：請在適當空格內劃上「 」號                                       日期：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7 號(一七至一八)(項目十三)有關學生資助計劃及獎助學金事宜。 
 

本人符合下列資格，小兒日後如參與有關課外活動時可獲資助。  

本人現正領取綜合援助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兒正領取*學生半費資助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津貼(*請刪去不適用者) 

小兒正領取*學生全費資助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津貼(*請刪去不適用者) 

其他(請填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附信件以便申請資助)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監護人簽署：                  

註：請在適當空格內劃上「 」號                                       日期：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7 號(一七至一八) (項目十五)有關青少年慕道班事宜，並 
 

同意及願意督促小兒參加青少年慕道班。 

不同意小兒參加青少年慕道班。 
 

小兒乃 已受洗的天主教教友。 

 未受天主教洗禮的非教友。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監護人簽署：                  

註：請在適當空格內劃上「 」號                                       日期：                  

 

(C) 

保密 

*(十二) 

*(十三)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