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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主會聖母院書院通告第十三號（2020-2021年度）
敬啟者：以下為本校於六月至九月之各項活動、假期、規則及訂購事宜。敬希

台端注意。

一、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上學期考試延後至二零二一年三月才能完成。為了儘量利用本學
年剩下的時間進行授課，本校決定取消下學期統一測驗，而該次測驗分數將會由下學期考試分數
取代，以計算下學期及年終學業成績。
二、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及二十九日(星期二)，中一至中五級學生照常上課，上課時間為上午 8:15
至下午 1:30，敬請留意 貴子女的上課時間。有關中四及中五的暑期補課安排，懇請

台端詳

細閱讀特別通告。
三、 本學年試後活動將於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至七月十四日(星期三)舉行，學生須按級別出席指定的
活動，自由參加的活動由於名額有限，獲取錄的學生才需要出席，敬請留意。有關詳情，懇請

台

端詳細閱讀隨函的試後活動時間表，並請督促 貴子女按指定的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活動。
四、 七月一日(星期四)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五、 本年度的中六級聖經誦禱暨畢業禮定於七月七日(星期三)舉行，中一至中五級學生當天不用上
課。
六、 本學年的學業成績表將於七月十五日（星期四）派發，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必須於當日上午 8:15
回校參加散學禮，放學時間為上午 9:45。當日上午 9:45 後舉行本年度第四次家長日，安排部份
家長與班主任及訓輔主任晤談，派發學生操行、學業成績表及留級試升通知書。學生必須留校接
待已被邀約之家長，一起會晤班主任及訓輔主任。
七、 暑假由七月十六日(星期五)開始至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二)止，請督促

貴子女善用假期溫習，依

照進度完成暑期作業。
八、 下學年中四級編班選科結果將於八月六日（星期五）公佈，學生可於當日瀏覽學校網頁或回校查
閱結果，並按照自己修讀科目選購所需課本。
九、 新學年將採用新時間表，上課時間改為上午 8:10，詳情容後公布。新學年開課日期為九月一日(星
期三)，學生須於上午 8:10 回校參加開學禮，放學時間為上午 11:00。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
服，男生不得熨髮或佩戴耳環，必須束黑色皮帶；女生校裙長度必須及膝、束起頭髮。男女生都
不准染髮或使用定形水梳理、修剪新潮髮式，否則不准上課，直至整理儀容後，才可恢復上課。
學生應帶備書寫用具。
十、 如教育局宣佈可回復全日面授時，本校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須留校午膳，經家長教師會商議決定由
「盈信膳食天地」繼續為本校下學年中一至中三學生提供飯盒，每人每天午餐飯盒費用$22.50。
學生亦可以由家長在午膳時送飯到校或每天自行帶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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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校將於九月一日(星期三)開課當天，安排攝影公司到校為學生拍攝彩色數碼貼紙照片，每打收費
約$12，詳情請參閱下學年九月份的通告，如學生自行拍照，須預備穿著校服拍攝的近照 6 張。
十二、 下學年(2020-2021 學年)升讀中四至中六級學生毋須繳交學費，但仍須繳交全年堂費$340。
十三、 以下為本年度中、英、數各級暑期家課的安排，學生必須在暑假內完成功課，並於下學年開學時
繳交。
-

中文科 -

級別

暑期家課

中一

中一甲、乙、丙班

NCS 組

1. 閱讀報告一份

暑期作業（語文知識、閱讀理解）

2. 閱讀理解 2 篇
中二

中二甲、乙、丙班

NCS 組

1. 閱讀報告一份

暑期練習一份【閱讀、寫作、語文知識】

2. 閱讀理解 2 篇
中三

中四

中三甲、乙、丙班

NCS 組

1. 閱讀報告一份

1. 閱讀理解一份

2. 閱讀理解 2 篇

2. 語文基礎知識一份

中四甲、乙、丙班

NCS 組

1. 閱讀紀錄(10 本)

1. 閱讀報告 魯迅《故鄉》

2. 閱讀報告一份

2. 第十六、十七課工作紙及寫作

1. 閱讀紀錄 (5 本)
中五

2. 《活著》讀書報告
3. 名創教育出版社 12 篇閱讀練習
-

英文科 –

年級

暑期作業/家課安排

Form 1

Complete the whole book of “Long River Get Ready for Secondary 2”

Form 2

Complete the whole book of “Long River Get Ready for Secondary 3”

Form 3

Complete the whole book of “Long River Get Ready for Secondary 4”

Form 1 to Form 3

Complete “Writing Journal” (School-based materials)

Form 4 to Form 5

To be decided by subject teachers.
-

數學科 -

年級
中一級

暑期功課名稱
中學數學新思維 數學暑期作業 中一升中二
Secondary Mathematics in Focus Summer Holiday Mathematics Workbook
S1 to S2

中二、中三級

暑期功課將於暑假前由老師派發

中四、中五級

由老師在補課期間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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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下列級別學生需集體訂購暑期作業，有關之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如智能卡戶口餘款
不足支付所需費用，學校將會於九月份在學生已增值之智能卡戶口內扣除款項，詳情如下:
科目
英文

級別

暑期作業名稱

出版社

中一全級

Long River Get Ready for Secondary 2

中二全級

Long River Get Ready for Secondary 3

中三全級

Long River Get Ready for Secondary 4

集體訂購價

Long River
Publications

$32

中學數學新思維 數學暑期作業 中一升中二
數學

中一級

Secondary Mathematics in Focus Summer

教育出版社

$16

Holiday Mathematics Workbook S1 to S2
十五、 為了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以達致物盡其用，本校家長教師會聯同學生會舉辦校服回收活動。倘
若 貴子女的校服已不稱身，而校服依然完好無缺，希望各位家長能夠把舊校服捐出。有意捐贈
校服的家長，請於七月三十日(星期五)前把校服放入學校辦事處門外的收集箱，收集得到的校服
將稍後轉贈予有需要的同學，有關安排容後公布。
十六、 本校委託三聯書店(淘大分店)為學生訂購下學年的課本，新學年的書單及訂購表格將於七月十五
日散學禮時派發，家長可按意願決定是否向該書店訂購課本或自行購買。如家長於下列日期前訂
購課本，可獲九折優惠，如到門市購買則只可獲九五折優惠，詳情如下﹕
級別

訂購限期

訂購方法及取書日期
 學生可透過下列其中一項方法訂購課本﹕

升中二、中三、

7 月 19 日(星期一)

中五及中六學生

或以前

(1) 把填妥的表格交到校務處
(辦公時間﹕上午 9:00-下午 4:30)
(2) 登 入 書 店 網 站 https://tb.supretail.com.hk
辦理手續

升中四學生

8 月 10 日(星期二)  款項於取書時繳付，回校取書日期如下﹕
或以前
 升中二、中三學生﹕8 月 4 日(三) 09:00-13:00
 升中四至中六學生﹕8 月 18 日(三) 09:30-13:30

十七、 學生如需要補購校服，可自行聯絡以下兩間校服供應商辦理訂購事宜，詳情如下﹕
供應商
崇美康體服裝公司

校服類別

訂購方法

多功能校褸 (包括外 透過填寫網上 Google Form 訂購﹕

地址﹕九龍旺角洗衣街 39

套及內夾衣)、長運動

號金雞廣場 1006-7 室

褲、短袖運動衣、短
https://forms.gle/B5xKku9VeK36W67u8

電話﹕2332 3189

運動褲及衛衣

順和制服有限公司

夏 季 校 服 ( 短 袖 恤 透過 WhatsApp：6992 0443

地址﹕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
康民工業中心 2102 室
電話﹕2898 3918

衫、灰色長褲、校裙 (此帳號不能作電話查詢之用，如需查詢，
及毛衣)

請致電 2898 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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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暑假將至，不少機構會為學生提供免費活動，本校提醒家長在允許子女參加有關活動前須先了解
機構的背景及活動的性質，以免子女被不良分子利用。此外，有機構會向家長推銷補習服務，訛
稱掌握學生的資料，圖以騙取金錢。本校特此申明在未獲家長授權前，不會對外披露學生的個人
資料，而且亦沒有委託任何機構為本校學生提供補習服務。如有疑問，請致電學校查詢。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唐嘉明)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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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後活動安排
本學年試後活動將於 6 月 26 日至 7 月 14 日舉行，學生須按級別準時出席指定「必須參加」的活動，
「自由參加」的活動由於名額有限，獲取錄的學生才需要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6/6 (六)

活動

備註

「職」出前路 ~ 網上生涯規劃日
對象﹕中四全級 (必須參加)

以 Zoom 進行

時間﹕08:30 - 12:30
30/6(三)

2/7(五)

中一關顧組活動

地點﹕1A (206 室)

對象﹕中一全級 (必須參加)

1B (205 室)

時間﹕08:15-11:00

1C (203 室)

中二 STEM 活動日

地點﹕2A (305 室)

對象﹕中二全級 (必須參加)

2B (304 室)

時間﹕08:15-12:30

2C (303 室)

中一 STEM 活動日
對象﹕中一全級 (必須參加)

地點﹕禮堂

時間﹕08:15-12:30
IT 創新實驗室 ~ 人工智能 AIoT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四 (自由參加)

地點﹕電腦室

時間﹕15:00-17:00
5/7(一)

中二關顧組活動

地點﹕2A (305 室)

對象﹕中二全級 (必須參加)

2B (304 室)

時間﹕08:15-11:00

2C (303 室)

中文科 NCS 活動 ~ 繪畫山水畫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NCS 中一至中五學生 (必須參加)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1:30-13:00
6/7(二)

中三關顧組活動

地點﹕3A (405 室)

對象﹕中三全級 (必須參加)

3B (404 室)

時間﹕08:15-11:00

3C (403 室)

IT 創新實驗室 AR&VR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08:45-10:45
IT 創新室驗室程序編寫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11:00-13:00
8/7(四)

IT 創新實驗室 ~ 物聯網及智能家居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3A 及 3C (必須參加)

地點﹕3A(406 室)、

時間﹕9:00-12:00

3C(電腦室)

IT 創新實驗室 ~ 人工智能 AIoT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四 (自由參加)

地點﹕電腦室

時間﹕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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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8/7(四)

9/7 (五)

活動

備註

中五地理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生態行

集合地點﹕東鐵中文大學

對象﹕中五修讀地理同學 (必須參加)

站外 D 出口

時間﹕14:40-17:00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IT 創新實驗室 AR&VR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08:45-10:45
IT 創新室驗室程序編寫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11:00-13:00
IT 創新實驗室 ~ 人工智能 AIoT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四 (自由參加)

地點﹕電腦室

時間﹕15:00-17:00
12/7(一)

中四關顧組活動

地點﹕4A (407 室)

對象﹕中四全級 (必須參加)

4B (306 室)

時間﹕08:15-11:00

4C (307 室)

中四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 ~ 視像看未來
對象﹕中四全級 (必須參加)

地點﹕禮堂或課室(待定)

時間﹕11:15-12:00
IT 創新實驗室 AR&VR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08:45-10:45
IT 創新室驗室程序編寫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11:00-13:00
中文科 NCS 活動 ~ 製作麵粉公仔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NCS 中一至中五學生 (必須參加)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1:30-13:00
13/7 (二)

IT 創新實驗室 AR&VR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08:45-10:45
IT 創新實驗室 ~ 人工智能 AIoT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四 (自由參加)

地點﹕電腦室

時間﹕15:00-17:00
14/7 (三)

IT 創新實驗室 AR&VR 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中一至中五 (自由參加)

地點﹕406 室

時間﹕08:45-10:45
IT 創新實驗室 ~ 物聯網及智能家居課程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對象﹕3B (必須參加)

地點﹕電腦室

時間﹕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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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覆函
敬覆者:
本人為中

級

班(學號:

)學生

通告第十三號（2020-2021 年度）通告共四頁，知悉

之家長 / 監護人*，已詳閱

貴校

貴校

(一) 六月至九月之各項活動、假期、規則及訂購事宜
(二) 試後活動的詳情 共兩頁)
此覆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唐嘉明校長
學生家長/監護人＊

謹啟
二零二一年_____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