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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須知  

家 

校 

聯 

繫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 2022 年 10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舉

行會員大會。會後將發布中一同學上學期中文、英文、數學、

綜合人文及綜合科學各科之中期學習表現通函，歡迎家長向任

教老師查詢 貴子女升讀中學後之適應情況；另外亦會分別安

排中三級及中六級升學家長講座。本校稍後會發出家長函詳述

是日各項安排，敬希留意。 

學 

與 

教 

修業旅行延期舉行 

原定於 11 月 3日舉行的修業旅行將會延期，有關安排容後

公布。11月 3 日當天將改為恆常的上課日。 

 

網上課後功課輔導 

為支援學生課後學習的需要，本校繼續開辦不同學習範疇

的「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聘請現正就讀大學/大專院校的校

友導師解答學生學科及功課疑難。學生可按學習需要於指定時

間，利用視像通訊軟件 ZOOM 進入網上輔導教室。詳情如下： 

日期：10月 3 日開始（逢星期一、二、四、五；公眾假期 

除外） 

時間：下午 4時至 5 時 30分 

網上功課輔導班的課程編號及密碼將由班主任代為通知，

敬請妥善保存，切勿外傳。請家長鼓勵 貴子女善用此學習資

源，提升學習效能。 

 

初中全方位學習課 

中一至中三級每周設有 1 次第九至第十節的全方位學習

課。學校將於該節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專題研習聯課、成

長教育課、外出參觀等。如無特別活動，則撥作閱讀課及做功

課時段，學生需自備課外書安靜閱讀。 

 

「學生自攜流動裝置（BYOD）計劃」 

本校已在九月下旬開始於中二至中四級實行「學生自攜流

動裝置（BYOD）計劃」。為配合各科進行電子學習，藉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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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效能，科任老師將因應課堂需要，要求同學於有關課

堂的上課日帶備整套已充電的平板電腦設備回校進行課堂。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 

1.凡本校職員及學生，均可於本校圖書館借書。 

2.學生必須憑學生證辦理。 

3.學生借書以兩星期為限。如尚未閱畢，須帶同書籍或光碟辦

理續借。每本書籍只可續借一次。 

4.於學年末大考前一星期，各借書人須將所借圖書或光碟送還

圖書館以便盤點。 

5.借出之書籍或光碟如有遺失或損壞時，借書人須自購原印版

本歸還及罰款以作賠償。 

6.學生借書或光碟如不按期歸還，每本書或光碟每遲一天罰款

港幣五角（包括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  

7.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將圖書館藏書或光碟帶離圖書館。  

8.借書數量：最多可借四本書為限。 

9.預借數量：暫不設預借服務。 

10.下列書籍一概不准外借：字典、辭書、漫畫、參考書、英文

角部分書籍及錄音帶、考評局考試試題、光碟及錄音帶、當

期期刊及即日報紙。 

11.塗污或損壞圖書者，將受紀律處分。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為幫助同學可善用時間持續學習及預早備戰公開考試，本

校已訂購香港教育城（教城）的「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www.hkedcity.net/oqb），讓同學利用歷屆公開試試題製作

的試卷，並通過測驗、練習及溫習模式進行針對性的練習；同

學可藉着平台的自動評卷功能獲得即時回饋，並透過一系列詳

盡分析報告，了解自身強弱、檢視學習進度，促進自主學習。 
 

學 
訓育組 

1.學生穿着體育服飾之規定 

a.學生只可在上體育課或參加課外活動當天穿着學校體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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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成 

長 

支 

援 

回校，其他上課日子必須穿着整齊的常規校服。 

b.學生在上體育課或課外活動時，如參與的運動項目（如球

類、田徑類）需要特別的運動鞋，可在進行此運動項目時

段穿着上述校方規定以外的運動鞋。惟於該運動項目結束

時，必須立即換回符合上述校方規定的運動鞋。違規者將

依校服不符學校要求處理。 

2.冬季校服規定細則 

有關冬季校服規定細則詳見【附件一】及【附件二】。 

3.改過向善計劃 

本校每年均推行「改過向善計劃」，本學年的舉行時段

為：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此計劃專為曾有過犯的學生

提供自新機會。同學若因違反校規而被處分，請鼓勵其參

加有關計劃，如成功完成計劃，本校會酌情註銷其記錄。

有關詳情可向215室劉珮華老師查詢。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校舍管理及傳訊組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10月 5 日（星期三）派員來校為同學

度身訂製冬季校服。同學可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 回校辦

理。校服價目表及式樣規定細則詳見【附件三】。台端可自行

決定是否向維多利校服公司訂製或自行縫製校服，本校絕無勉

強之意。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11月 17日（星期四）派發同學所訂

購的校服。請同學於當日帶備足夠款項換領校服。 

另，本校小賣部代售下列物品，價目如下: 

恤衫校章 $5  冬季領呔 $19 

毛衣校章 $5 （現有少量存貨以特價發售）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5 

 

活動組 

1.課外活動小組的安排 

A.在半天上課安排期間，個別課外活動小組的同學，如已提

交所需的疫苗接種紀錄及滿足所需的日期要求，該組別可

在上課天的下午，進行實體的課外活動。而個別小組或仍

會以網上形式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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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請同學留意個別小組的活動通知，亦請留意地下115室門外

「課外活動通訊」佈告板及各小組的佈告板的訊息。當課

外活動正式開始，各組負責老師會發出家長函通知集會詳

情。 

C.除中六同學外，所有同學均需參加至少一項活動。如參加

三項或以上須得活動主任批准。 

D.＊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請留意：每位同學必須參加最少一項

以下制服隊伍或體育組別： 

制服隊伍：升旗隊、女童軍、紅十字會、基督少年軍、 

荃灣第29旅童軍、海童軍(中一以外) 

體育組別：越野跑隊、足球隊、手球隊、乒乓球隊、排球

隊、羽毛球組、賽艇隊、射箭隊、籃球隊、跆

拳道組 

E.凡擔任學生會幹事、社主席、首席領袖生及領袖生隊長之

職責，等同參加一項課外活動。 

F.如有同學仍未有安排入組，請到校務處找譚世安副校長，

予以協助。 

G.課外活動出席率如不符合小組老師之要求，於學期末，可

被記缺點一至兩次。 

H.如同學決定不參加某組活動時，必須於十月底前親自向該

組負責老師辦理退組手續；但同學必須確保自己至少已有

一項活動。 

I.同學如因留堂、補課而未能出席課外活動，應告知有關老

師，以便與負責活動之老師取得協調。 

 

成長教育組 
如教育局宣佈學校可回復全日上課，中一至中三學生均須留校

午膳。午膳訂購表格將於每月中旬派發，家長如欲替智能卡戶口增

值，請於每月 20日或之前將款項存入帳戶，以確保有足夠款項繳交

午膳費用。 

退餐及退款程序 ： 

1.學生如因告假缺席而需取消當天午膳，請家長於早上 9:00 前致

電學校校務處。 

2.所有退餐費將於下一個月退回入智能卡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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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4/10（二） 學校假期（重陽節） 

23/10（日）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中一上學期中期學習表現

發布；中三及中六升學家長講座 

27/10（四） 中六大學聯招講座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將於十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月 

6/10（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4  （1）  

8/10（六） 同窗同分日營 

13/10（四） 大哥哥大姐姐領袖訓練  （2） 

15/10（六） 培英計劃  （3） 

17/10（一） 中一級性教育課 

18/10（二） 中二級性教育課 

19/10（三） 中三級性教育課 

20/10（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1  （2） 

22/10（六） 培英計劃  （4） 

24/10（一）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1） 

25/10（二） 2A、2B 媒體素養課程  （1） 

26/10（三） 3A、3B 心智教育課程  （1） 

27/10（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2  （2） 

29/10（六） 培英計劃  （5） 

 

訓育組 

將於十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中一至中五各班須於 10 月 3日（一）至 11 月 11 日（五）期間完

成訓育壁報布置，主題為「修己樂群」，評分日期為：11月 14日

（一）。 

2.領袖生、大哥哥大姐姐及學生會就職禮將於 10月 21 日（五）全

舉行就職禮。本年度領袖生共 70人，選自中三至中五級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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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袖生本着愛護學校精神，以服務同學為己任。全體同學務須

與領袖生合作，以維持學校良好的秩序。 

 

成長教育組 

將於十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班際飛行棋比賽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一級：10 月 17 日(一) 

中二級：10 月 17 日(一) 

中三級：10 月 19 日(三) 

2.10 月 28 日(五)：健康校園計劃講座 

 

活動組 

1.10月13日（四）及14日（五）：荃灣及離島區校際游泳比賽 

2.10 月 21 日（五）：學生會就職典禮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校園團契(逢星期三)︰ 

～下午 2:30-3:30(網絡/實體，中一至中四級) 若是出席實體團

契，參與同學須符合課外活動的疫苗要求。 

～下午 4:15-5:00(實體，中五及中六級) 歡迎所有中五中六同學出

席﹗ 

～網絡 Zoom ID: 220 017 1702 密碼: 201010 (請用班別、班號及

中文姓名登入)，歡迎所有師生出席﹗ 

2.晨光加油站︰逢星期一早上 7:45-8:05，歡迎師生到 G2靜修或祈

禱，為自己的身、心、靈加加油、打打氣﹗ 

3.10 月 7日（五）周會：生命教育班主任堂（壁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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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4/11（五） 全體教師參加本會教育事工促進會，學生不用上

學。 

17/11、18/11 

（四、五） 

禮堂舉行書展，同學可自由選購合適的書籍，期望

同學能培養持續閱讀的習慣。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將於十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十一月 

1/11（二） 2C、2D 媒體素養課程（1） 

5/11（六） 同窗同分 耕作活動 

7/11（一）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2） 

9/11（三） 3C、3D 心智教育課程 （1） 

12/11（六） 培英計劃  （6） 

17/11（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3  （2） 

18/11（五） 輔導班主任堂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及班中之星選舉 

19/11（六） 培英計劃  （7） 

21/11（一）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3） 

22/11（二） 2A、2B 媒體素養課程 （2） 

23/11（三） 3A、3B 心智教育課程 （2） 

24/11（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4  （2） 

26/11（六） 培英計劃  （8） 

28/11（一） 中四級性教育課 

29/11（二） 2C、2D 媒體素養課程（2） 

30/11（三） 3C、3D 心智教育課程 （2） 

 

訓育組 

將於十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第一次模範生評選將於 11 月 21 日（一）至 11月 25 日（五）進

行。評選準則乃根據學生的學業、品行及服務三方面作評選，每

班設模範生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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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完善計劃」將由 11 月 21 日（一）開始至 3 月 17日（五）

止。各同學應盡力完成已訂定之目標。若完成此計劃將獲頒禮物

一份，獲滿分同學則獲頒獎狀及書劵。 

 

成長教育組 

將於十一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班際象棋比賽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中一級：11 月 24 日(四) 

中二級：11 月 17 日(四) 

中三級：11 月 10 日(四) 

2.中二級班際數學比賽(一)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2A 2B 2C 2D 

29/11（二） 29/11（二） 22/11（二） 22/11（二） 

 

活動組 

11 月 1 日：荃灣及離島區校際越野賽 

11 月 29日，12月 6 日及 7日：學界田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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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成果分享  

1.本校賽艇隊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舉辦的 2021-22

年度全港中學校際比賽「中銀香港虛擬室內賽艇盃」。以下 9名隊員

位列全新界地域中學首 10名而奪得獎牌，其中陳錦煌、陳昊東及鄔政

希三位同學更能躋身全港中學首 10 名，殊為難得。 

 

6E 陳錦煌 男子甲組 500米全港中學第六名及新界地域中學季軍 

2B 鄔政希 男子丙組 500米全港中學第六名及新界地域中學殿軍 

3A 陳昊東 男子乙組 500米全港中學第九名及新界地域中學第五名 

4D 郭益承 男子甲組 300米新界地域中學殿軍 

3C(去年) 

李庭睿 

男子乙組 500米新界地域中學第七名 

6B 李文熙 男子甲組 300米新界地域中學第七名 

5A 吳俊樂 男子甲組 500米新界地域中學第八名 

5C 葉學修 男子乙組 1000米新界地或中學第八名 

6D 葉嘉俊 男子甲組 1000米新界地域中學第八名 

 

2.本校歷史科與綜合人文科跨科合作，參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捐助，嶺南大學及香港藝術學院合辦之 2021-22年度「『傳‧創』非

遺教育計劃」，透過體驗式學習課程，讓青少年、傳統工藝大師及當

代藝術工作者共同傳承與創新香港的傳統手工藝，重新建構大眾對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印象。本校學生參與計劃內容包括長衫、蒸籠及及吹

糖等製作技藝，學生作品表現優異，更獲選於香港藝術學院展出，並

獲得主辦機構頒發證書。 

 

 蒸籠技藝學生表現上佳者 16 位，優異者 8 位：陳俊傑、陳旋、 

庄芷嫣、劉香梅、施宇微、林若宣、（蘇培健、容楚茵--獲選參

展） 

 長衫技藝學生表現上佳者 2位，優異者 3 位：陳芯蕊、（盧俊宇、

林翠莉、魏泳茵-獲選參展） 

 吹糖技藝學生表現上佳 7 位，優異 7 位：侯宇艷、劉可欣、 

鄭凱兒、方航、陳德津、薛欣怡、潘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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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培養學生對數學學習之興趣及訓練學生良好的數學思維習慣和思維

品質發展，本校於本年度推薦數學優良的學生參與「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於學生及負責老師的共同努力之下，部分學

生能夠晉身總決賽並榮獲兩銅及三優異之佳績。獲獎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5A 施宇欣 高中 銅獎 

5A 何章煌 高中 銅獎 

5A 黃歆瑤 高中 優異獎 

3A 許志偉 中二級 優異獎 

2B 謝昊然 中一級 優異獎 

4.3C班陳紀正於「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射箭比賽」獲男子反曲弓丙組

第六名。 

5.3B班匡楚渟、3B 班吳佳瑩、4A班陳傅琳及 4B班王欣怡於荃灣各界慶

祝回歸委員會舉辦的「慶回歸普通話朗誦比賽」獲優異獎。 

6.4A 班陳傅琳、 4A 班劉香梅、 4A 班黃依雯、 4A 班邱鈴滢、 

4B 班王欣怡、5A 班吳詠琪於中華基督教會舉辦的「逆境．夢飛行全港

中小學演講比賽」獲中學組優良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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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教育資訊  
路德家長專線及點蟲蟲熱線 

一、宗旨 

以箴言 22 章 6節「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

離」為理念，以耐心聆聽、陪伴及關懷提供情緒支援服務，讓服務使

用者明白了解子女成長的需要，使其子女走一條正確、健康的路。 

二、費用：免費 

三、路德家長專線熱線 

1.簡介：「做個好家長」實在不容易！面對社會急劇轉變，沉重的生活

壓力，再加上管教子女遇到的種種挑戰，令家長倍感疲憊與困

惑，甚至沒有喘息的機會！路德家長專線乃香港路德會於 2006

年 10 月創辦，是首條結合家庭生活教育、社會服務資訊及基

督福音元素之 24小時免費互動熱線，為家長提供身、心、靈

以至親職教育的全方位支援服務。 

2.服務對象：全港家長 

3.服務內容： 

A. 熱線輔導服務 - 「與社工對話」 

逢星期一、三及五上午 10時至中午 12 時，星期二及四下午 4時至

6 時致電 36221111 按 0 字，當值社工接聽來電，為家長提供即時

情緒支援及輔導。 

B. WhatsApp輔導服務 

家長遇到管教問題，歡迎傳訊息至 9250 8124，社工會於服務時間

回覆訊息。  

C. 24 小時錄音節目 

 1 字．教養孩童錦囊 

 2 字．青少年家長秘笈 

 3 字．孩子心父母心 

 4 字．細味神話語 

 5 字．城中熱話 

D. 主動關心計劃 

現與香港路德會屬下之中、小學合作，社工定期致電關心家長的需

要，並提供情緒以至靈性上的支援，讓家長得著支持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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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蟲蟲熱線 

1.簡介：「點蟲蟲熱線」是一條 24 小時免費兒童熱線，一直致力為兒童

身、心、靈發展而努力耕耘，鼓勵兒童認識福音，讓正確價值觀

滲入兒童心靈，並培養美好的品格與靈性。 

2.服務對象：14歲以下之兒童 

3.服務內容： 

A. 24 小時免費兒童互動熱線 

．8 條頻道節目選擇 

．趣味福音、德育及益智故事 

．兒童互動疑難解答 

．信仰疑問解答 

B. 真情對話 

逢星期一、三及五下午 4 時至 6時由蟲蟲哥哥、姐姐聆聽小朋友的

心事。 

C. 佈道工作 

透過福音話劇，與教會及學校合作，以推動兒童福音事工。 

D. 品德教育 

設有一系列關愛校園的品德教育服務，透過互動話劇 及趣味遊戲，

為兒童建立友愛、互助的校園生活。 

E. 錄音體驗 

透過體驗製作錄音節目，讓兒童/青少年學習錄音的基本技巧，從而

提升其說話技巧。 

F. 廣播訓練 

參加者可透過訓練，提升講故事技巧，訓練由資深廣播同工負責。 

 
網址:https://www.hklss.hk/hk/service-information/t-division/135-u18-u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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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金句  
10 月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

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上帝必常與你們同在。」 

《哥林多後書 13:11》 

11 月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

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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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男生冬季校服規定細則  

  學生校服及運動服無論式樣、質地及長短等必須依照校方規定，其

標準如下： 

(甲) 校服： 

(1) 恤衫--- 尖領明筒長袖白恤衫連繡藍色校徽，須扣上衣領鈕及把恤衫

束進西褲內。 

(2) 領呔--- 藍色底襯聖靈降臨白鴿圖案領呔，領帶位置必須正確。 

(3) 西褲--- 寶藍色絨雙褶長西褲，配黑色皮帶（闊度為二至四厘米），

褲長與褲腳闊度必須適中，不得改為窄腳褲。 

(4) 長袖抓毛外套--- 藍色長袖抓毛外套連繡黃色校徽。 

(5) 校褸--- 藍色覆合布夾藍色抓毛內裡褸連繡黃色校徽。  

(6) 鞋--- 黑色學生圓頭皮鞋，而鞋跟高度不超過三厘米（CM）。 

(7) 襪--- 純白色長襪（不可穿船襪）。 

(8) 必須穿著純白色汗衣（內衣）。 

(9) 天氣寒冷時，可在校褸內加穿著純深藍色羊毛衫或背心或長袖抓

毛外套連校徽，頸巾須為深藍色 / 黑色 / 白色。 

(10) 不得穿著棉衲或其他種類之外衣（純深藍色棉背心而穿著在校褸

內則可以）。 

(11) 若早上氣溫在十度或以下，可以穿著深藍色 /  黑色 / 白色之羽絨

或棉衲等禦寒衣物，不接受風褸或其他單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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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運動服裝： 

(1) 運動套裝 --- 冬季黑、白色米高料動套裝夾黃、黑色針織配邊。 

(2) 外套 --- 全網裡配二合一邊綸背心裡。 

(3) 衫 --- 重棉質短袖運動衫（連印黃色校徽）四社色（橙、紅、紫、

藍） 

(4) 鞋 --- 白色或深藍色或黑色球鞋。 

(5) 長褲 --- 配置拉鍊可變成短褲，配上半裡。 

備註： 

(1) 校方有標準之校服式樣展示，方便同學參考縫製。 

(2) 本細則如有需要，得隨時由校方修正之。 

其他校服儀容要求： 

(1) 學生不得電髮、使用定型劑、染髮或以任何方法改變頭髮原有顏色。

若發現同學髮色有異，學校會要求同學回家將頭髮復回原有顏色才可

回校繼續上課。另外，髮型不得怪異（例如：某些部分特別短而其他

部份特別長，或頭髮長度內外層不一致）。 

(2) 男生瀏海不得過眉，頭髮長度不能過恤衫衣領。 

(3) 學生不得佩戴飾物，包括耳環、耳針、戒指、手鍊、手繩或吊飾。

（若有特別原因必須配戴飾物，須於學期初指定時間內，個別向訓

育組申請。） 

(4) 學生不可留長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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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所穿的鞋款：鞋面不得有金屬扣裝飾，不接受波鞋款、尖頭、

高跟鞋、磨砂皮面、猄皮、布質等鞋款；鞋跟高度不超過 3 厘米。 

(6) 校方不接受款式誇張的眼鏡（如：顏色鮮豔或尺碼特大等）及不接

受有色的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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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女生冬季校服規定細則 

  學生校服及運動服無論式樣、質地及長短等必須依照校方規定，其

標準如下： 

（甲）校服： 

(1) 恤衫 --- 尖領長袖白恤衫。  

(2) 領呔 --- 藍色底襯聖靈降臨白鴿圖案領呔，領帶位置必須正確。 

(3) 校裙 --- 方領藍色格仔連身裙配布腰帶裙，腰帶必須束好，不得過

寬或過緊，裙腳長度須蓋過膝蓋。 

(4) 長袖抓毛外套 --- 藍色長袖抓毛外套連繡黃色校徽。 

(5) 校褸 --- 藍色覆合布夾藍色抓毛內裡褸連繡黃色校徽。 

(6) 鞋 --- 黑色學生圓頭皮鞋，而鞋跟高度不超過三厘米（CM）。 

(7) 襪 --- 白色長襪（不可穿船襪） （天氣寒冷時可穿著肉色絲襪） 

(8) 天氣寒冷時，可在校褸內加穿著純深藍色羊毛衫或背心或長袖抓毛

外套連校徽，頸巾須為深藍色 / 黑色 / 白色。 

(9) 不得穿著棉衲或其他種類之外衣（純深藍色棉背心而穿著在校褸內

則可以）。 

(10) 若早上氣溫在十度或以下，可以穿著深藍色 /  黑色 / 白色之羽

絨或棉衲等禦寒衣物，不接受風褸或其他單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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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運動服裝： 

(1) 運動套裝 --- 冬季黑、白色米高料動套裝夾黃、黑色針織配邊。 

(2) 外套 --- 全網裡配二合一邊綸背心裡。 

(3) 衫 --- 重棉質短袖運動衫（連印黃色校徽）四社色（橙、紅、

紫、藍） 

(4) 鞋 --- 白色或深藍色或黑色球鞋。 

(5) 長褲 --- 配置拉鍊可變成短褲，配上半裡。 

備註： 

(1) 校方有標準之校服式樣展示，方便同學參考縫製。 

(2) 本細則如有需要，得隨時由校方修正之。 

其他校服儀容要求： 

(1) 學生不得電髮、使用定型劑、染髮或以任何方法改變頭髮原有顏

色。若發現同學髮色有異，學校會要求同學回家將頭髮復回原有顏

色才可回校繼續上課。另外，髮型不得怪異（例如：某些部分特別

短而其他部份特別長，或頭髮長度內外層不一致）。 

(2) 女生束髮之橡筋、髮夾等只可選款式簡單，白色 / 深藍色 / 黑色，

並沒有任飾物。瀏海、兩鬢頭髮過眉，必須以髮夾把頭髮夾好。 

(3) 學生不得佩戴飾物，包括耳環、耳針、戒指、手鍊、手繩或吊飾

（若有特別原因必須配戴飾物者，須於學期初指定時間內，個別向

訓育組申請。 

(4) 學生不可留長指甲或塗指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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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所穿的鞋款：鞋面不得有金屬扣裝飾，不接受波鞋款、尖頭、

高跟鞋、磨砂皮面、猄皮、布質等鞋款；鞋跟高度不超過 3 厘米。 

(6) 校方不接受款式誇張的眼鏡（如：顏色鮮豔或尺碼特大等）及不接

受有色的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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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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