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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校 

 

長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2012 
各位家長： 

我校自 2010 年起推行明才暑期培育計劃，因應不同級別學

生的需要，加強基礎學能培訓和課業輔導。計劃期間，學生用心

學習，態度積極，使計劃收到預期效果。今年暑期仍將實行上述

計劃，計劃涵蓋下列課程： 

 

1.各級加强基礎課程－本課程的目的是加強各級學生基礎學能培

訓。對於各級學業表現稍遜而獲准「有條

件試升」的學生，學校會就他們在課程中

的學習表現再作評估，以決定他們是否需

要留級重讀。 

2.中四五級新高中預備課程－中三級來年升讀新高中，面對嶄新

課程，須提早適應；中四級學生來

年升讀中五，面對應用學習課程和

其他學習經歷種種選擇，學生需要

充分的時間去作審慎的決定。學校

亦藉以在開學前做好課堂安排，讓

學生盡快投入學習。 

3.中六級進修課程－中六級學生來年須應付中學文憑試，學習時

間緊迫。本課程可讓師生均有多些時間共同

做好應試準備。 

計劃將會於 8 月 20 日（一）開始，為期兩周，全體學生均

須參與。有關詳情稍後公布，懇盼各位家長大力支持。 

 

林啟興

2012 年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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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中不必收學費，高中繼續收取堂費 

  教育局已於 2008/2009 學年開始，在中四及以上年級提供

免費高中教育。故本校高中學生(中四至中六)不用交學費。 

  在校本管理的精神下，學校在管理校務和運用資源上享有

更大的自主權及靈活性，因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提供優質教

育。學校需要運用堂費的收入以支援教育開支；本校向高中(中

四至中六)學生一次過收取每年 300 元的堂費；清貧學生的堂費

將可申請豁免，若有困難，可向學校提出。本校將審慎評估收

取堂費的水平及監察開支，以確保資源得以善用，符合成本效

益。若有任何意見，歡迎向學校提出。 

 

二、健康的暑假生活 

7 月 16 日為暑假之始，請 貴家長留意同學在暑假期間的

行為，應該作息有時，生活健康，避免誤交損友，習染不良嗜

好，甚至作出違法行為。根據警方指引，同學不應到網吧、桌

球室、遊戲機中心等地方。 

請留意同學的髮式，切勿梳剪奇特的髮型，亦請勿容許同

學染髮。請預早備妥夏季校服，以免於復課時，校服、髮式有

違規定。同學應養成守時習慣，於開學日準時回校。 

學 

與 

教 

有關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 

  本屆「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將於本年6月25日

（一）、26日（二）舉行，全體中三級學生必須依時參加。本校

現正加緊於中、英、數科為中三級學生進行培訓，請各位家長督

促 貴子弟遵從老師指導，努力以赴。亦請留意本年6月28日

（四）為該考試之「後備日」，若因特殊事故，教育局宣佈6月

25日或26日之有關筆試停止舉行，則需於6月28日「後備日」舉

行筆試，詳情以教育局通布作準。 

資源 
策劃 
與 

管理 

一、圖書館將於 6月進行盤點，相關事宜如下： 

 由 5 月 25 日（五）起，所有借出圖書的歸還期限為 6 月 8日
（五）。 

 學生於 6月 5 日（二）後不得借閱圖書。 
 圖書館於 6月 11 日（一）起開始閉館，下學年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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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教 

師 

會 

一、 新學年開始，本校家長教師會正招收 2012/2013 年度會員，

凡現就讀本校之學生，每一學生家庭得由一位家長參加成為

會員 (就讀本校子女多於一人，亦只需申請一次)。會員年

費每位港幣貳拾元正。誠邀 貴家長參加本校家長教師會，

續予支持。 

二、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 10 月下旬召開會員大會，日期及議程

待確定後另行通知，敬請留意。 
 

 6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21/5(一)至 8/6(五)  開設試前溫習班，請鼓勵同學積極參

與。 

2.1/6(五)              本校於晚上 6 時正舉行畢業典禮。為

預備晚上典禮之進行，當天提早於下午

2:45 放學。 

3.11(一)至 20/6(三)    第二次考試，請留意已隨第 109 期

〈橋樑〉派發之考試時間表。 

4.21/6(四)            教師培訓日，學生不用回校。 

5.22/6(五)、27/6(三) 各級核對試卷，至下午 1:00 放學。 

6.23/6(六)            端午節假期。 

7.25(一)至 26/6(二)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考試時間

見第 109 期〈橋樑〉)，所有中三同

學必須出席，不用留校午膳，下午不

用回校。 

8.28/6(四)        中三級綜合活動。 

9.29/6(五)         高級程度會考放榜，除中七外，其他

各級不用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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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六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

注： 
六月 

1/6(五) 大哥哥大姐姐頒獎禮 

5/6(二) 友樂先鋒分享會 

29/6(五) 高級程度會考放榜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1.1/6(五)           中六中七畢業禮(6:00-7:00pm) 

2.15(五)至 27/6(三)  第二届聯校美國福音及文化體驗交流團 
本校學生名單︰ 

姓名 班別 班號

李芷詠 3A 33 

黃廣婷 3A 39 

陳禮臬 5B 3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第 13 屆聯校跆拳道比賽成績 

套拳: 5C 李嘉豪男子單人套拳冠軍 

5F 楊文通男子單人套拳冠軍 

3C 李嘉皝男子單人套拳冠軍 

5C 陳嘉俊男子單人套拳冠軍 

5C 朱錦新男子單人套拳冠軍 

4A 柳雁琪女子單人套拳冠軍 

2B 余鈺懿女子單人套拳亞軍 

5F 廖明歡男子單人套拳季軍 

5A 何 榕女子單人套拳季軍 

4A 張少敏女子單人套拳季軍 

5C 陳嘉俊 5C 李嘉豪男子雙人套拳亞軍 

5C 朱錦新 6E 吳家詠男子雙人套拳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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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擊: 6E 吳家詠男子搏擊 66kg 級別冠軍 

5C 曾捷男子搏擊 56-61kg 級別冠軍 

3C 李嘉皝男子搏擊 53-56kg 級別冠軍 

5F 廖明歡男子搏擊 47kg 級別冠軍 

5C 李嘉豪男子搏擊 60kg 級別亞軍 

4A 柳雁琪女子搏擊 60kg 級別季軍 

4D 莫家瑜女子搏擊 56-59 kg 級別季軍 

2B 余鈺懿女子搏擊 58kg 級別季軍 

4A 朱晶晶女子搏擊 50-55 kg 級別季軍 

男子全場最佳運動員: 3C 李嘉皝 

男子團體: 全場總冠軍 
 

2.本校 3D 班唐家寶同學由路德會聖雅各堂推薦，獲香港路德會徐治群女

士獎勵計劃頒予獎學金。 
 

7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2/7(一)        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紀念日假期。 

2.3/7(二)        各級核對成績資料及英語話劇欣賞。 

3.4/7(三)        教師會議日，學生不用回校(參與福音

營學生除外)。 

4.5(四)至 6/7(五)     中五級 JUPAS 工作坊及通識科獨立專

題探究講座。 

5.9/7(一)        結業禮彩排。 

6.10/7(二)       結業禮，各級派發成績表。 

7.11/7(三)       舊生註冊日，中一至中五級學生須帶

備留位意願回條回校註冊留位。 

校長、主任接見各級暑期輔導班家長

及學生。 

8.12(四)至 13/7(五) 新學年中一新生註冊日，本校部分同

學參與迎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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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七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

注： 
七月 

14/7(六) 友樂先鋒戶外訓練日 

20/7(五) 中學文憑考試放榜 

21/7(六) 友樂先鋒義工服務 

 
靈德及公民教育組 

1.4(三)至 6/7(五)  路德會聯校福音營 

2.10/7(二)         結業禮崇拜 

 

8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20(一)至 31/8(五)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 20(一)至 24/8 日(五)：中一新生、各級成績欠理想同學、 

          所有中六學生均須出席。 

• 27(一)至 31/8 日(五)：全校學生均須出席。 

*上課時間及詳情將於 10/7 派發之家長通函詳列。 

 

成長 

支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八月舉行下列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

注： 

 
 
 

八月 

20(一)至 24/8(五) 中一『新生銜接課程』 

24/8(五) 中一新生家長晚會 

 

 



《橋樑》第 110 期  . 第 7 頁 

6、7、8 月份家長備忘 
1. 請留意第二次考試時間（11/6(一)至 20/6(三)），督促 貴子弟溫習課

業，準備考試。 

2. 23/6(六)和 2/7(一)為學校假期。 

3. 8 月 20 日(一)暑期培育計劃開始上課。 

 
 

六月金句： 

「弟兄們，我不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了，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後，努力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

來得的獎賞。」 

                                           《腓 3:13-14》 

 
 

七月金句： 

「上帝是我堅固的保障，他引導完全人行他的路。」 

                                          《撒下 22：33》 

 
 

八月金句：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力量也必如何。」 

                                             《申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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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試後活動日程表（2011 – 2012） 
日期 回校班級 回校時間 離校時間 活動內容 

22/6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五)     
25/6 中三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全港性系統評估（中） 
(一)     
26/6 中三 上午 8:10 下午 12:10 全港性系統評估（英、數） 
(二)     
27/6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三)     
28/6 中三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全港性系統評估後備日 
(四)    綜合活動 

29/6 中七 上午 8:30 上午 11:30 高級程度會考放榜 
(五)     
3/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30 中午 12:00 核對成績資料 
(二)    英語話劇 

4/7 學生毋須返校   升留級會議 
(三)    聯校福音營 

5/7 中五 上午 8:30 下午 12:30 JUPAS 工作坊 
(四)    通識科獨立專題探究講座 

    聯校福音營 

6/7 中五 上午 8:30 下午 12:30 JUPAS 工作坊 
(五)    通識科獨立專題探究講座 

    聯校福音營 

9/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30 中午 12:00 班際時裝設計比賽 
(一)    結業禮彩排 

10/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30 中午 12:00 結業禮 
(二)    中五警方講座 

派成績表 

11/7 中一至中五 上午 8:30 上午 11:00 舊生註冊日 
(三) 有關學生及其家長   接見留班生及有條件試升學生及家長 

12/7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四)     
13/7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五)     
14/7 有關學生 上午 8:30 中午 12:00 中一新生註冊 
(六)     

附件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