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編號：7/2018-2019
敬啟者：
以下共有七則學校通告事項，敬請各家長垂注。
(一)

有關第三十四屆陸運會及「教師發展日」事宜
本校定於十一月七日(星期三)及十一月八日(星期四)假城門谷運動場舉行第三十四屆陸運會，
敬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 學生須於上午八時十分前到達上述運動場。
2) 十一月七日陸運會結束時間約為下午四時三十分；十一月八日陸運會結束時間約為下午
一時，學生將在運動場原地解散，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盡快回家，避免在公共場所流連。

3) 中一級學生於十一月七日須自行準備午膳或自備費用外出午膳，請中一級學生家長留意。
4) 無故缺席之學生，當作曠課論。
5) 出席陸運會之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或冬季體育服裝。
6) 校方歡迎家長蒞臨運動場為

貴子弟打氣，惟進出會場必須於運動場正門登記。

7) 請注意 貴子弟之身體狀況，並考慮是否適宜參加比賽，如有疑問，請徵詢醫生的意見。
十一月九日(星期五)為「教師發展日」，學生無須回校上課。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學生照常上課。

(二)

十一月二十日上課特別安排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將採用星期五上課時間表，敬請家長留意，提醒
需課本。

貴子弟帶備當天所

(三) 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方位學習日及補假事宜
為了擴濶學生視野，讓他們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本校定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為全方
位學習日，各級將安排於不同地點學習。活動日乃是學校學習的重要部分，學生必須出席。
無故缺席之學生，當作曠課論。有關詳情如下：
中一級：
中國文化體驗：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9:15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1:00 本校(視乎活動情況，有機會早於或遲於 1:00 到校)
每人車費 (來回)：$20.00
*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出席
中二級：
中區城市發展個案研習考察活動：考察地點包括香港展城館及大館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8:45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4:30 本校(視乎活動情況，有機會早於或遲於下午 4:30 到校)
每人車費 (來回)：$50.00
*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出席
中三級：
歷史文化考察：東莞虎門考察(行程包括參觀鴉片戰爭博物館、銷煙池、重要炮台如威遠炮台
及海戰博物館等)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7:10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7:30 本校(視乎活動及交通情況，有機會早於或遲於下午 7:30 到校)
每人費用： $70.00【餘款由學校津貼。費用包括車費、午膳、入場門券及旅遊保險。】
學生需持有效的回鄉證，方可參加是次活動。
*學生須穿著便服出席
中四級：
領袖訓練日營：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7:45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5:30 本校(視乎活動情況，有機會早於或遲於 5:30 到校)
每人車費 (來回)：$45.00
*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出席

中五級：
宗教考察：參觀聖公會聖保羅堂及聖約翰座堂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 1:15 本校操場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5:00 於聖約翰座堂解散
每人車費 (去程)：$40.00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出席
中六級：
其他學習經歷活動：中六「奔 FUN 樂」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9:00 本校禮堂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12:30 本校
*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出席
學生須將費用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前交與班主任。
如學生合資格申請「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學校將會於活動後退回是次車資或團費。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為全方位學習日補假，學生無須回校上課。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學生照常上課。
(四)

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助事宜
本學年校方續獲「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助舉辦課外學
習活動，凡經濟有困難之學生皆可向校方申請有關基金，以支付課外學習活動所需的費用，
有關該基金申請資格如下：
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助之學生，必須為現正領
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或 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資助(以學生資助辦事處核實為準)之家庭。
倘 閣下欲為 貴子弟申請上述資助，務請於回條填妥有關申請人的資料。待校方核實資料
後，將以書面通知家長有關申請結果，所有遞交之資料只作為學生申領以上所述基金或支援
計劃之用。

(五)

中五級學校評核報告
本校須為「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及「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申
請人填寫及遞交學校評核報告（School Reference Report）。本校將依據 貴子弟於中五及中
六學年校內學習表現填寫報告，以供學院參考，其計算比例如下：
學年

計算比例

中五上學期

25％

中五下學期

25％

中六畢業考試

50％

敬請家長留意上述安排，督促 貴子弟努力學習，為未來升學作好準備。如有疑問，請聯絡
本校生涯規劃部顏昭洋老師。

(六)

中六級補課安排
為了讓中六級學生做好考試準備，校方將安排學生於放學後補課或進行生涯規劃的指導，現
附上 11 月至 12 月的補課安排。
上課日期與安排
(時間：下午 3:55 – 5:00)
英國語文
(A 班及部分 B 班學生)
*分組安排老師將另行通知
英國語文
(部分 B 班及 C、D、E 班)
*分組安排老師將另行通知
中國語文
數學
通識

世界歷史
旅遊與款待
生物
化學
組合科學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1 組
資訊及通訊科技 2 組
生涯規劃

11 月
6、13、20、27

12 月
4、11、18

地點
101 室
102 室

13、27

11

21
12
19

5
3
─

206 室
405 室
406 室
A 班：101 室
B 班：102 室
C 班：405 室
D 班：406 室
E 班：206 室
101 室
101 室
生物室
化學室
102 室/生物室/物理室
物理室
G02 室
G02 室

6
1、22
13
15，29
15
13
1
6
6
1、22
29
13
29
13
22
6
5 日：台灣升學 12 日：E-App +
報名工作坊 1
VTC + 其他本
地升學途徑簡
14 日：JUPAS 介講座
報名工作坊 II
28 日：台灣升學
報名工作坊 II

(七)

兒童發展基金 (中一至中四級適用)
兒童發展基金於 2008 年成立，是一個結合了社區家庭、商界、及政府三方資源的跨界別協
作項目，旨在促進弱勢社羣兒童的較長遠發展，從而減少跨代貧窮。
基金會分批次撥款予非政府機構及學校，在全港各區推行計劃，鼓勵兒童規劃人生，養成儲
蓄習慣，同時累積無形資產，如正面態度、抗逆能力、社交網絡等，為未來發展奠下基礎。
每個基金計劃為期三年，並包含三個主要元素，分別是「個人發展規劃」、「目標儲蓄」和
「師友配對」。計劃亦包括為參與兒童、其父母和友師安排培訓和增值活動，讓兒童在個人
發展旅程中有足夠支援。
基金設有「目標儲蓄」計劃，鼓勵每位參與學員訂下每月儲蓄港幣 200 元的目標，為期兩年。
計劃的營辦機構(城市睦福團契)或學校會透過企業及私人捐助，為每名成功完成儲蓄的學員
提供一比一的配對捐款。除此以外，他們再會獲得由政府所提供的一比一配對獎勵，讓儲蓄
的總額最多可達港幣 14,400 元，學員可於計劃的第三年使用該筆儲蓄來實踐個人發展計劃。
「目標儲蓄」不單讓參與學員儲下一筆款項來實踐自己的個人發展規劃，更重要是協助他們
養成儲蓄的習慣。
此外，參加者將配上一名受訓的義務友師，以個別輔導形式幫助他的們訂立及實踐個人目
標；亦為家長提供支援活動。
目標參加者
(i) 10 至 16 歲或正就讀中一至中四的同學
(ii) 其家庭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學生資助辦事處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資助／
家庭收入不超過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75% （可參考下表）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參照（統計處 2018 年第二季）
住戶人數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75%
2
$14,925
3
$22,575
4
$30,600
5
$39,375
$42,600
≧6
有意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同學，請填妥回條【第二部份】，並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
午 5:30 前親自交回校務處收集箱。

特此 函達，敬祈垂察為荷。
此致
學生家長

聖公會李炳中學校長
彭君華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回
敬覆者：頃接
(一)

條【第一部份】

貴校十月十九日來函，本人知悉

有關第三十四屆陸運會及「教師發展日」事宜；
□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

貴校於十一月七日及十一月八日之陸運會的比賽，

參賽項目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敝子弟並無參加陸運會內任何項目。

(二)

十一月二十日上課特別安排；

(三)

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方位學習日及補假事宜；

(四)

有關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助事宜，
敝子弟欲申請有關津助，以下為申請人的有關資料：(如適用)
1) □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
綜援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

2) □ 已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資助。
(五)

中五級學校評核報告；

(六)

中六級補課安排；

(七)

兒童發展基金 (中一至中四級適用)；(註：不參加之學生，家長只須簽署回條【第一部份】)。

此覆
聖公會李炳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 學號：_______
通告編號：7/2018-2019
二零一八年十月_______日



回

條【第二部份】

(參加學生請於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5:30 前親自交回校務處收集箱)

敬覆者：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目標儲蓄計劃。並同意營辦計劃的非
政府機構(城市睦福團契)以電話聯絡本人。
此覆
聖公會李炳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學號：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通告編號：7/2018-2019
二零一八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