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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院書院通告第六號（2017-2018年度）
敬啟者：以下為本校於一、二月之各項活動、假期及訂購事宜，敬希 台端注意。
(一) 澳洲聖馬善樂書院五十周年金禧紀念獎學金﹕2017年度為本校辦學團體無玷聖母獻主會
位於澳洲的聖馬善樂書院五十周年金禧紀念，在這特別有意義的日子，聖馬善樂書院特別
贊助獎學金，以獎勵本校學業成績合乎要求及能在生活中實踐獻主會精神 -- 幫助有需要
的人之同學。同學若有興趣申請，可到校務處索取申請表，並在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星
期五)前將填妥之申請表交回給校務處黃小姐，申請結果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底前公布。
(二) 「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本校的辦學團體無玷聖母獻主會在世界各地積極為貧者、受忽
略者和被遺棄者服務。適逢農曆新年將至，現舉行「一人一利是」募捐經費活動，有關詳
情，懇請 台端閱讀附頁的特別通告。本校響應辦學團體呼籲，懇切盼望各位家長能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加是次活動，透過捐贈利是錢，為有需要的人送上祝福。如蒙
請

閣下捐助，

貴子女將現金或支票(支票抬頭請寫「無玷聖母獻主會」)，於三月一日(星期四)前交

給班主任。謹此代表無玷聖母獻主會向各位致謝。
(三) 「預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計劃」意向調查﹕本校向來重視學生的健康，過往兩年推出的「預
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計劃」，提供收費之到校疫苗注射服務，反應良好，計劃於本學年再
次推行。預防子宮頸疫苗需注射三針，分階段進行注射，初步報價約$3,600，費用稍後或
會有所調整。
為喚起同學們對子宮頸癌的警覺性，同時鼓勵同學接種該收費疫苗，故本校將從「學校起
動計劃」資助款額中，撥出部份資助同學接種預防子宮頸癌疫苗。資助對象是來自領取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或符合資格接受學生資助計劃全額/半額津貼的學生；其他學生
如有經濟困難，亦可申請，申請者需提交相關文件以證明經濟狀況，資助金額最多為港幣
$500，視乎同學的經濟狀況及參加人數發放資助金額。
為使計劃更有效推行，現進行意向調查，收集有意參與是項計劃的人數，如人數不足，計
劃或需擱置。有興趣參加是次疫苗注射的同學，請填妥回條，本校健康校園委員會將會跟
進有關事宜。如有查詢，請致電學校與姚韻芳老師聯絡。
(四) 中六級模擬考試定於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至二月九日(星期五)舉行，各科考試時間表已
印發給中六學生。敬希

台端督促

貴子女努力溫習，應付模擬考試。考試結束後，二月

二十六日(星期一)至三月九日(星期五)，中六級學生照常上課。三月十二日(星期一)或以後
的時間，中六級學生可按個別老師安排回校上課，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及保持儀容整潔。
敬希 台端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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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衛生署為本校中一至中三學生提供免費專車接送學童往返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於下列日期
的上課期間到健康服務中心進行身體檢查，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課堂

班別

下午 1:20-3:00

第六及七堂

3B

學生依照平日時間

25/1/2018 (星期四)

下午 1:20-3:00

第六及七堂

2C

回校上課。當日有專

30/1/2018 (星期二)

下午 1:20-3:00

第六及七堂

1C

車接送。檢查後，學

31/1/2018 (星期三)

下午 1:20-3:00

第六及七堂

1B

生須回校繼續上課

2/2/2018 (星期五)

下午 1:20-3:00

第六及七堂

3C

或解散。

24/1/2018 (星期三)

備註

(六) 為了擴闊學生的文化視野及加強學生對粵劇藝術的認識，本校獲香港八和會館免費為中五
級學生舉辨粵劇欣賞工作坊，內容包括粵劇知識簡介、粵劇化妝及穿戴示範、折子戲演出
及粵曲試唱等。現安排如下：
對

象

中五全級

活動日期

30/1/2017 (星期二)

活動時間

下午 2:30 – 4:15

活動地點

油麻地戲院

車

資

$13.6 (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

備

註

- 學生早上如常回校上課，午膳後，下午 1:35 在操場集合，乘旅遊巴前往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 6 號)

活動地點。
- 活動完結後，學生在場地解散，自行回家。
(七) 為加強學生對可持續發展的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綜合人文科特別安排中二級學生於二月
七日(星期三)參觀青山發電廠 (地址﹕新界屯門踏石角龍耀街)，詳情如下﹕
班

別

中二甲班

中二乙、丙班

活動時間 下午2:00 – 4:00

上午10:00 – 12:00

備

註 1. 學生須照常回校上課，午膳後，

1. 學生須照常回校上課，早會及閱讀課

由老師帶領乘旅遊巴前往參觀地

後，由老師帶領乘旅遊巴前往參觀地

點。

點。

2. 活動完結後，須乘原車回校解

2. 活動完結後，須乘原車回校午膳及繼

散，放學時間約下午 5:00。

續上課。

(八) 本校將於二月十日（星期六）舉行本學年第二次家長日，安排部份家長與班主任晤談，了
解學生在校及家居學習與生活情況，並分發上學期考試成績及操行報告表。其他學生家長
已參加於十一月份舉行的第一次家長日，如 台端今次未被邀約，但希望了解
學業及操行表現，亦可聯絡班主任預約會晤時間。

貴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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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二月十二日(星期一)至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為農曆新年假期，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恢復
上課。敬請督促 貴子女善用假期溫習。
(十) 爲了提高學生對英國文化的興趣，英文科將於以下日期安排本校中二甲班丶中四甲班及所
有 中 三 學 生 參 加 由 AFTEC Theatre 舉 辦 之 “Jockey Club - From Page to Stage
Production” 英語工作坊及話劇欣賞的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

英語工作坊

英語話劇欣賞

日期

2月26日(星期一)

3月7日(星期三)

地點

本校禮堂

西灣河文娛中心

時間

下午3:30 - 4:30

下午1:00 - 4:30

班級

2A, 3A, 3B, 3C & 4A (全班)

2A, 3A, 3B, 3C & 4A (全班)

(十一) 本校中文科為提升學生語文能力，並增加對中國文學和文化之認識，特為中一至中六各級
編訂一本「詩文及成語閱讀練習」，並訂裝成書。各級學生必須購買，有關款項將於學生
智能卡戶口內扣除，詳情如下：
級別

每本收費

中一級

$3.2

中二級

$2.8

中三級

$2.8

中四級

$2.4

中五級

$2.4

中六級

$2.4

(十二) BAC英文電子書訂閲計劃: 為了提升學生的閲讀能力及推廣電子書閲讀計劃，本校將於上
學期為所有中一至中五同學訂購一年網上英文電子書 (Benchmark Universe)，每位學生
收費為$49，有關之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英文老師將利用平台的圖書作閲讀
教學用途，也會定期發佈網上閲讀平台的功課。所有學生將會收到一個戶口號碼及密碼，
請鼓勵 貴子女好好使用平台及於課後多閲讀英文圖書。
(十三) 中一及中二學生需集體訂購以下英文Reading習作一本，有關之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
內扣除，詳情如下:
級別

教材名稱

每本售價

中一

Classroom Reading Spotlight for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S. 1)

$92

中二

Classroom Reading Spotlight for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S. 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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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所有中四學生須集體訂購或自行購買無線接收器一個，每個港幣五十五元正。所有遺失無
線接收器的中五學生亦須重新訂購無線接收器，有關之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
本校不會為任何學生提供無線接收器於聆聽考試時使用，敬請垂注。
(十五) 中四及中五級修讀物理科學生可集體訂購或自行購買以下補充練習，有關費用將於學生智
能卡戶口內扣除。詳情如下：
級別
中四
及
中五級

書目

出版社

文憑試必備﹕物理應試練習﹕熱和氣體，波動 (連題解)
文憑試必備﹕物理應試練習 2﹕力和運動 (連題解)
文憑試必備﹕物理應試練習 3﹕電和磁 (連題解)

培生教育
出版社

費用
$143
$143
$143

(十六) 本港現已進入冬季流感高峰期，本校呼籲各位家長及同學，應時刻保持個人、食物和環境
衞生。若 貴子女出現流鼻水丶喉嚨痛丶咳嗽丶發燒丶肌肉疼痛等徵狀，應立即佩戴口罩
及盡早求醫。家長亦可參閱衞生防護中心相關專題網頁，以了解更多資料。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聖母院書院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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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覆函
敬覆者：
本人為中 ____ 級 _____ 班(學號：____ )學生
閱

之家長/監護人*，已詳

貴校（2017-2018 年度）第六號通告(包括附件，共四頁)，知悉學校於一、二月之各項活

動、假期及訂購事宜。有關「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及「預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計劃意向調查」
的詳情，謹覆如下﹕
(一) 「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
本 人

 不參與是項募捐活動。
 參與是項募捐活動，並願意捐贈「利是」_________元作為「無玷聖母獻主會」
服務經費之用。(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者，如需要收據，請將姓名、捐助
金額填於下表。)
捐款者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捐助金額

(二) 「預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計劃」意向調查
本 人

 無意 安排子女參加預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計劃。
 有意 安排子女參加預防子宮頸癌疫苗注射計劃。(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聖母院書院唐嘉明校長
學生家長/監護人*

謹啟
二零一八年一月______日
(*請刪去不適用者 ；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