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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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號通函 

敬啟者： 

九月份第二次綜合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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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明愛慈善抽獎劵發售事宜 (全校適用) P.2 

3. 國慶節禮儀 (全校適用) P.2 

4. 有關訂購冬季校服安排 (全校適用) P.2 

5. 學校旅行日 (全校適用) P.2 

6.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全校適用) P.3 

7. 學生生活狀況調查 (中一級適用) P.4 

8. 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 (中一級適用) P.4 

9. 參觀「創科博覽 2017」 (中一謙班及中六謙班適用) P.4 

10. 回條部份   

(A) 九月第二次綜合通告回條 (全校適用) P.5 

(B) 學校旅行日 (全校適用) P.5 

(C) 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 (中一級適用) P.5 

(D) 參觀「創科博覽 2017」 (中一謙班及中六謙班適用) P.5 

(E)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回條 (全校適用) P.6 

11. 附件一：中一級學生生活狀況調查 (中一級適用) P.7 

 附件二：有關訂購冬季校服表格 (全校適用)  

 附件三：公共圖書証申請表格 (中一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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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七年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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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校曆表留意事項 (全校適用) 
A)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為開學禮感恩祭，學生需前往坑口聖安德肋堂參加活動。 
B) 十月二日國慶日翌日，是日學生不用上課。 
C) 十月五日(星期四)為中秋節節翌日，是日學生不用上課。 
D) 十月六日(星期五)為教師發展日，是日學生不用上課。 
E)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用星期四時間表上課。 
F)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用星期五時間表上課。 
G)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學校旅行日後補假，是日學生不用上課。 

 
2. 香港明愛慈善抽獎劵發售事宜 (全校適用) 

香港明愛 ( 明愛 ) 是天主教會在香港的正式社會服務組織，特別關注社會基層及被受忽略一群
的需要與訴求。教會希望透過明愛，推動人與人間互相體諒、彼此關懷的精神，並為社群提供援
助與服務，藉此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  
 明愛全面地肯定社群對服務的長期需求，也明白幫助長期貧困者的重要性。除此以外，明愛更希
望透過各項服務，最終能協助市民自我發展，克服人生路上的各種困難及挑戰。  
 香港明愛是國際明愛一百五十四個成員組織之一。國際明愛服務範圍遍達全球一百九十六個國
家。每個明愛組織皆肩負重大的使命，就是致力共建一個擺脫貧困、消除隔膜的社群﹔共建一個
人人平等，充滿愛心的融和世界。  
要發展多元化的服務，實需要大量的善款和資源。為響應香港明愛週年籌款活動，本校本著基督
關愛精神，鼓勵同學以行動實踐愛德工作，協助售賣香港明愛慈善抽獎券，每張二十元。本校將
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起安排同學代售獎券事宜，為期三星期。敬希  各位同學、家長鼎力支持，
共襄善舉，慷慨解囊。 

 

3. 國慶節禮儀 (全校適用) 
國慶將至，本校中小學部為提高同學的國民意識，將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早上八時，假本校
手球場舉行國慶中小聯合早會。各家長如欲出席，請先致電 2792 6712 向校方報名登記。如有垂詢，
請與負責老師陳永賢聯絡。 

 

4. 有關訂購冬季校服安排 (全校適用) 
為方便本校同學訂製冬季校服及運動服，學校安排校服承辦商豐昌順公司於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到校為學生度身訂製冬季校服，如有意訂購者，屆時請帶備訂
金$100，詳情請參閱附件。  
所訂校服將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二)下午1:00 至4:30 到校派發。如有更換，可於十一月廿二日 (星
期三) 下午 1:30 至 4:30 在校換取。  
同學亦可自行到豐昌順各零售點購買或更換。(豐昌順將軍澳門巿地址：將軍澳寶林商場寶勤樓
304-305 號舖，電話：2702 7066)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92 6712 與李月蘭老師聯絡。 

 
5. 學校旅行日 (全校適用)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為本校旅行日。旅行日為學校正式上課日，故全體同學必須準時出席。若
同學因特別事故而未能出席，必須於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或之前，以書面詳述理由，並交由班
主任向學校請假。若同學於旅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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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學因故不
參與旅行，須依上課時間回校溫習。遲到者需依照校方常規手續辦理，並應自行回校溫習，直到
正常放學時間。學生無故缺席將作曠課論。中四至中六級旅行地點及當天細節安排會另有通告通
知各家長。中一至中三級旅行詳情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旅行地點 西貢郊野公園(北潭涌) 馬鞍山郊野公園 赤柱正灘 

集合時間 上午 8:30 上午 8:15 上午 8:30 

集合地點 學校中一課室 學校中二課室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解散時間 下午 3:00 下午 3:00 下午 3:30 

解散地點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費    用 $37.4 $50 $63.3 

領隊老師 班主任及級主任 
 
註：車費將於 30/10/2017(星期一)，在同學的「電子錢包」帳戶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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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 (全校適用) 
學校將為同學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同學亦可自行購買，各級雜項收費如下： 

 

初中適用 （學生必須購置項目）  
項目 S1A S1B S1C S1D S2A S2B S2C S2D S3A S3B S3C S3D 

Primary Whizz Holiday Fun 5/6 

(原價$50) 
$25 $25 $25 $25 --- --- --- --- --- --- --- --- 

英文自製教材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5 $55 $55 $55 

英文早讀報紙(每週一份) $1.2 

@ Junor Standard 
$31.2 --- --- --- $31.2 --- --- --- --- --- --- --- 

英文早讀報紙(每週一份) $2.1  

@ Young Post 
--- --- --- --- --- --- --- --- $56.7  ---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1 

(原價:$161) 
$153 --- $153 --- --- --- --- --- --- --- --- --- 

英文聆聽及綜合教材(Longman 

Activate: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Book) 

--- --- --- --- 
$74 

( 原價 $84) --- 
$74 

(原價$84) --- 
$76 

(原價 $86) --- 
$76 

(原價$86) --- 

十用成語手冊 

良師出版社（原價$83） 
$66.4 $66.4 $66.4 $66.4 --- --- --- --- --- --- --- --- 

課室初中TSA中文科模擬試卷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公司最新修

訂版（原價$120） 

--- --- --- --- --- --- --- --- $96 $96 $96 $96 

合共： $325.6 $141.4 $294.4 $141.4 $155.2 $50 $124 $50 $283.7 $151 $227 $151    
高中適用 （學生必須購置項目） 

項目 S4AB S4CD S5AB S5CD S6AB S6CD 
S6ABC1 

數學 

S6 其他 

數學 

英文自製教材 $25 $25 $35 $35 $15 $15 --- --- 
英文早讀報紙(每週一份) $2.1 

@ Young Post 
$56.7 --- $56.7 --- $37.8 

--- --- --- 

文言文應試練習第一冊(2017年 3月版)

（原價$58） 
$46 $46 --- --- --- --- --- --- 

文言文應試練習第二冊(2015 年 10 月

版)（原價$58） 
--- --- $46 $46 --- --- --- --- 

全方位文憑應試系列 中國語文-模擬

試卷(第六版)（原價$120） 
--- --- --- --- $105 $105 --- --- 

明報《語文同樂》(每週一份) $1 $25 $25 $25 $25 $15 $15 --- --- 

HKDSE Exam Series—Integrated Exam 

Revision for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Section A) (原價$140） 

--- --- --- --- --- --- $119 --- 

HKDSE 考試系列—數學科綜合應試

複習(必修部分)(甲部題目) (原價$140） 
--- --- --- --- --- --- --- $119 

合共： $152.7 $96 $162.7 $106 $172.8 $135 $119 $119 

 

煩請  貴子弟於29/9/2017 (星期五)前將回條交班主任統計訂購人數，費用將於6/10/2017 (星期五)

於電子錢包內扣除。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92 6712 與科主任或班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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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生活狀況調查 (中一級適用) 
為掌握同學的家庭狀況資料，所有中一同學需填寫學生家庭狀況調查問卷，並交回班主任。問卷

中的一些問題，需家長提供資料，現附上該份問卷 (附件一)，煩請家長與同學細閱內容填妥問卷

後，放入信封，信封面寫上班別，學生姓名及班號，交回班主任。  
是次調查所得，可讓校方更準確評估同學的需要，因而制訂適切的支援服務，敬請各家長能與學

校合作，提供準確的資料。 

 

8. 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 (中一級適用) 
學校為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將安排所有中一級學生於中文課節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詳情如下： 

班別 日期 時間 課節 

1A 3/10/2017 (星期二) 11:40am – 1:00pm 第五及六節 

1B 10/10/2017 (星期二) 2:10pm – 3:30pm 第七及八節 

1C 17/10/2017 (星期二) 11:40am – 1:00pm 第五及六節 

1D 11/10/2017 (星期三) 2:10pm – 3:30pm 第七及八節 

學生如未有公共圖書館借書證，必須申請。請將下列文件於參觀前一星期交予中文科老師： 

1/ 已填好並簽署的表格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 （見附件）； 

2/ 學生身份證副本； 

3/ 家長/監護人身份證副本（須為本港居民）； 

4/ 家長/監護人香港住址證明文件 (如電費單或水費單等)。 

 

9. 參觀「創科博覽 2017」(中一謙班及中六謙班適用) 
「創科博覽2017」於9月24日至10月2日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旨在介紹國家和香港在創

新科技方面的成就，能擴闊學生視野。由於每間學校參觀名額有限，所以學校安排了中一謙班和

中六謙班同學到場參觀。詳情如下： 
 中一謙班 中六謙班 

日期 27/9/2017(星期三) 25/9/2017(星期一) 
集合時間 下午 12:45 (提早第六堂進行午膳) 下午 1:45 (自行午膳) 
集合地點 中一謙班課室 中六謙班課室 
主題 創客示範：餐飲王 

+導賞 (14:00-15:30) 
科普講座：生物科技懶人包 

+ 導賞 (15:00-16:30) 
解散時間 下午 4:30 下午 4:45 
解散地點 學校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費用 免費 
領隊老師 班主任、科學科老師 

 
如對以上活動有任可查詢，請聯絡黃偉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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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項回條 
(A) 九月第二次綜合通告回條 （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九月第二次綜合通告】，並知悉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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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七年____月_____日 
註：回條填妥後請交班主任收集再交校務處朱先生。 

 -------------------------------- -----------------------------------------------  ------------------------------------------------------------   
2017-18 度第 02 號通函 

(B) 學校旅行日回條 (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學校旅行日安排，知悉其安排並同意該生出席是項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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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七年___月_____日 
註：車費將於 30/10/2017，在同學的「電子錢包」帳戶內扣除，回條交與班主任轉交校務處洪小姐。 

 -------------------------------- -----------------------------------------------  ------------------------------------------------------------   
2017-18 度第 02 號通函 

(C) 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回條 (中一級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安排，知悉其安排並同意該生出席是項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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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七年___月_____日 
註：回條填妥後請交班主任收集再交校務處朱先生。 

 -------------------------------- -----------------------------------------------  ------------------------------------------------------------   
2017-18 度第 02 號通函 

(D) 參觀「創科博覽 2017」回條 (中一謙班及中六謙班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詳閱參觀西貢公共圖書館安排，知悉其安排並同意該生出席是項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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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七年___月_____日 
註：回條填妥後請交班主任收集再交校務處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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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回條  (全校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集體訂購課本或教材事項，本人將會透過學校集體訂購以下課本或教材： 
 
初中適用 （學生必須購置項目）  

項目 S1A S1B S1C S1D S2A S2B S2C S2D S3A S3B S3C S3D 
訂購者請

加“” 

Primary Whizz Holiday Fun 
5/6 (原價$50) $25 $25 $25 $25 --- --- --- --- --- --- --- ---  

英文自製教材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5 $55 $55 $55  
英文早讀報紙(每週一份) 
$1.2 @ Junor Standard $31.2 --- --- --- $31.2 --- --- --- --- --- --- ---  

英文早讀報紙(每週一份) 
$2.1 @ Young Post --- --- --- --- --- --- --- --- $56.7  ---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1 
(原價:$161) 

$153 --- $153 --- --- --- --- --- --- --- --- --- 
 

英文聆聽及綜合教材
(Longman Activate: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Book) 

--- --- --- --- 
$74 
( 原價 
$84) 

--- 
$74 

(原價$84) --- 
$76 

(原價 $86) --- 
$76 

(原價$86) --- 
 

十用成語手冊 
良師出版社（原價$83） $66.4 $66.4 $66.4 $66.4 --- --- --- --- --- --- --- ---  

課室初中 TSA 中文科模擬
試卷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公司最
新修訂版（原價$120） 

--- --- --- --- --- --- --- --- $96 $96 $96 $96 

 

合共：  
  
高中適用 （學生必須購置項目） 

項目 S4AB S4CD S5AB S5CD S6AB S6CD 
S6ABC1 

數學 

S6 其他 

數學 

訂購者請

加“” 

英文自製教材 $25 $25 $35 $35 $15 $15 --- ---  

英文早讀報紙(每週一份) $2.1 

@ Young Post 
$56.7 --- $56.7 --- $37.8 

--- --- ---  

文言文應試練習第一冊(2017 年

3 月版)（原價$58） 
$46 $46 --- --- --- --- --- --- 

 

文言文應試練習第二冊(2015 年

10 月版)（原價$58） 
--- --- $46 $46 --- --- --- --- 

 

全方位文憑應試系列 中國語文

-模擬試卷(第六版)（原價$120） 
--- --- --- --- $105 $105 --- --- 

 

明報《語文同樂》(每週一份) $1份 $25 $25 $25 $25 $15 $15 --- ---  

HKDSE Exam Series—Integrated 

Exam Revision for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Section A)  

--- --- --- --- --- --- $119 --- 

 

HKDSE 考試系列—數學科綜合

應試複習(必修部分)(甲部題目)  
--- --- --- --- --- --- --- $119 

 

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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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七年____月_____日 
 
註：費用將於6/10/2017(星期五) 在同學的「電子錢包」帳戶內扣除，回條交與班主任轉交校務處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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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學生表格 
 
 

各位同學：你們所填寫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多謝合作！ 
 

 

 

 

 

 

 

 

學生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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