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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須知  

家 

校 

聯 

繫 

家長日 

本校謹訂於 2023年 2 月 26日（星期日）舉行家長日。班

主任將於當天向家長派發其子女本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報告表，

並交流學生的學業及操行狀況。校方稍後將另函通知具體安

排。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家長教師會消息 

本會於 2 月 26日家長日當天在學校禮堂舉辦「一箋寄心

聲」活動。本會將預備信箋讓家長留言勉勵或送上祝福給子

女，以表達心中之情，親子之愛。敬請家長踴躍參與，鼓勵子

女積極進取，奮發向上。 

 

最新防疫消息 

政府於 2022 年 12 月 30 日發出〈預防 2019冠狀病毒病學

校健康指引〉，請注意以下最新消息： 

1.由 2022 年 12月 29 日起學校「疫苗通行證」要求撤銷，所有

人士無須持有效「疫苗通行證」均可進入學校。 

2.教育局維持學生每日回校前量度體溫及完成快速抗原測試的

要求，暫至 2023年 1 月 31日。快測結果呈陽性者不得回

校。教育局會持續檢視情況並適時公布往後的安排。請家長

持續留意本校發放的資訊。 

3.如學生曾經外遊或到訪任何香港以外的國家/地區，必須遵從

衞生署最新的防疫要求，並請家長特別注意子女的健康狀

況。 

學 

與 

教 

 

學科閱讀獎勵計劃 
本學年第一階段「學科閱讀獎勵計劃」已順利完成，參與

科目有：宗教、綜合人文、通識/公民及家政/科技與生活。得

獎名單稍後公布。 
第二階段「學科閱讀獎勵計劃」定於2023年2月13日至5月

17日進行，參與科目包括：數學、歷史、綜合科學、物理、化

學及生物。請家長鼓勵子女踴躍參加，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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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學習支援 

第二學期課後溫習班將於 2月初開始，逢星期一、二、

四、五舉行。本校繼續安排現正就讀大學/大專院校的校友導師

為同學提供功課輔導，期盼家長鼓勵子女積極參與，使學業不

斷進步。 

 

中六級學生及家長備忘 

1.中六級學生在 3月 13 日（星期一）停課後，可於上課時間回

校到圖書館溫習，但仍須穿着整齊校服及遵守校規。個別科

目將進行停課後補課，藉以加強學生的應試能力，請同學留

意有關安排，按時出席補課。 

2.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於 4月至 5 月陸續舉行。請中六級學生

家長關注子女溫習情況。 

3.同學請注意：中文及英文科聆聽考試須自備耳筒式收音機應

考。請家長督促子女及早預備。 

4.6 月 2日（星期五）舉行中六畢業禮，同學請穿着整齊夏季校

服，準時回校出席。屆時學校會派發重要文件。請同學留意

校方日後公布的有關安排。 

5.7 月 19日（星期三）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請中六級同

學在放榜當天上午八時三十分前回校。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學生訂購午膳安排 

本校已回復全日面授課堂。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均須留校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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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餐及退款程序如下： 

 學生如因告假缺席而需取消當天午膳，請家長於早上9時前

致電學校校務處。 

 所有退餐款項將於下一個月退回入智能卡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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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 

習 

支 

援 

課外活動安排 

第二學期開始，各課外活動小組的集會安排將恢復正常。

學生必須準時出席課外活動小組的集會，符合學校所定的出席

要求，否則可被懲處。 

請同學留意地下 115 室門外「課外活動通訊」佈告板及各

小組的佈告板的訊息，以了解最新的安排。同時，請家長督促

子女依時出席課外活動，積極參與，以促進其身心健康成長。 

 

陸運會及修業旅行 

  本校陸運會將於 2 月 16 日（星期四）及 22日（星期三）

假城門谷運動場舉行。校方稍後將另函通知各項安排。敬請留

意。 

  本學年的修業旅行將於 3 月 3 日（星期五）舉行，詳情請

留意學校於 2月份發出的通函。 

  陸運會及修業旅行均為正式的學習活動。所有學生必須出

席。校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學生的遲到、早退或缺席個案。請

家長督促子女遵行學校相關的規定。 

 

訂製夏季校服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3 月 9日（星期四）派員來校為同學

度身訂製夏季校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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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家長可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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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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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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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毛衣校章 $5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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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２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20/1（五）至 2/2（四） 農曆新年假期 

13/2（一）至 28/4（五） 勤學勵進獎勵計劃（第二階段） 

2 月初 課後溫習班開始 

7/2（二） 全體教師會議 

13/2（一）至 19/5（五） 學科閱讀獎勵計劃（第二階段） 

16/2（四）及 22/2（三） 陸運會 

17/2（五） 陸運會補假 

23/2（四） 教師培訓日（學生不用上課） 

26/2（日） 家長日─是日派發成績表（中六級

除外） 

27/2（一） 家長日補假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將於二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4/2（六） 同窗同分 傳統吹糖工作坊 

9/2（四）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訓練 （1） 

11/2（六）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1） 

培英計劃  （11） 

13/2（一）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4）  

16/2（四）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訓練 （2） 

18/2（六）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2） 

培英計劃 （12） 

23/2（四） 大哥哥大姐姐領袖訓練 （3） 

25/2（六） 同窗同分 當鋪招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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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教育組 

1.2 月 24日(五)舉行「健康校園」計劃講座。 

2.中一級「群策群力展潛能」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1A 1B 1C 

20/2(一) 20/2(一) 13/3(一)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將於二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3/2（五） 靈德周會︰主題--主愛饗宴，分享機

構--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2.校園團契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4:00-5:15（實體聚會）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同學 

歡迎所有師生出席﹗ 
 

 



《橋樑》第 174期   第 8頁 

 

２０２３年３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2/3（四） 捐血日 

3/3 日（五） 修業旅行 

6/3（一）至 17/3（五） 中三選科雙周 

10/3（五） 中六停課 

22/3（三） 中三升學之路講座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中六級嘉許狀換取優點最後限期為 3 月 10日（星期五）。 
 

輔導組 

將於三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2/3（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1  （3） 

4/3（六） 培英計劃  （13） 

6/3（一）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5） 

7/3（二） 2A、2B 媒體素養課程（3） 

8/3（三） 3A、3B 心智教育課程 （3） 

9/3（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2  （3） 

11/3（六） 培英計劃  （14） 

14/3（二） 2C、2D 媒體素養課程（3） 

15/3（三） 3C、3D 心智教育課程 （3） 

16/3（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3  （3） 

18/3（六） 同窗同分 大澳漁村之旅 

20/3（一） 中一級成長新動力 （6） 

23/3（四） 大哥哥大姐姐 GP4  （3） 

25/3（六） 培英計劃  （15） 

30/3（四） 大哥哥大姐姐領袖訓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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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教育組 

中二級「群策群力展潛能」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2A 2B 2C 2D 

14/3（二） 14/3（二） 7/3（二） 7/3（二）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將於三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6/3（一） 廉政公署互動劇場(中四全級)，詳

情容後公佈。 

17/3（五） 周會：生命教育班主任堂（Ⅰ） 

24/3（五） 周會：生命教育班主任堂（Ⅱ） 

31/3（五） 靈德周會：主題--嗎哪再現，分享

機構--Manna．嗎哪。 

  

2.校園團契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4:00-5:15（實體聚會）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同學 

歡迎所有師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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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成果分享  

學校榮譽 

  本校榮休教師、現任駐校藝術家鄭紹麟主任於「香港視覺藝術教

育節 2022」榮獲「視覺藝術教育貢獻獎」。 

 

學生榮譽 

1.本校同學於青年企業家發展局主辦的「2021 – 2022 年度我思我路

『職』極創新計劃」閱讀創作比賽中取得以下佳績： 

 2A 葉思蓓榮獲初中組冠軍 

 4A 劉香梅榮獲初中組亞軍 

 4A 施宇微榮獲初中組優異獎 

 5A 施宇欣榮獲高中組季軍 

 

2.本校同學於「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取得以下

佳績： 

 5A 何章煌、施宇欣榮獲高中組銅獎 

 2B 謝昊然榮獲中學一年級組優異獎 

 3A 許志偉榮獲中學二年級組優異獎 

 5A 黃歆瑤榮獲高中組優異獎 

 

3.本校 3C班陳紀正同學於「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奪得個人排

位賽男子丙組反曲弓第 7 名。 

 

4.本校同學於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校際田徑比賽」中獲

得以下獎項： 

 4D 念豪奪得男子甲組 5000米冠軍 

 2A 古嘉慧奪得女子乙組 1500 米亞軍及 800 米殿軍 

 2D 曾敬然奪得男子丙組鐵餅季軍 

 4B 邱凱淇奪得女子乙組鐵餅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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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校於 2022年 12月 21日（三）的聖誕崇拜頒獎禮上，頒贈獎學金予

去學年學業表現優異的同學，名單如下： 

去年全級首三名 

去年全級名次 本年班別 姓名 

中一級第一名 2A 班 葉思蓓 

中一級第二名 2A 班 古嘉慧 

中一級第三名 2A 班 何坤琳 

中二級第一名 3A 班 柯嘉儀 

中二級第二名 3A 班 陳亭茵 

中二級第三名 3A 班 廖曦彤 

中三級第一名 4A 班 陳凱盈 

中三級第二名 4A 班 陳傅琳 

中三級第三名 4A 班 施宇微 

中四級第一名 5A 班 施宇欣 

中四級第二名 5A 班 楊益增 

中四級第三名 5B 班 王俊 

中五級第一名 6C 班 李媛 

中五級第二名 6A 班 柯嘉穎 

中五級第三名 6C 班 黃志晴 

 

去年高中級全班首名 

去年班別 本年班別 姓名 

4A 5A 施宇欣 

4B 5B 王俊 

4C 5C 劉碧珠 

4D 5B 魏泳茵 

5A 6A 柯嘉穎 

5B 6B 孫良 

5C 6C 李媛 

5D 6D 何靈敏 

5E 6E 林澤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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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學年第一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已順利完成，結果如下： 

各級獲獎人數 

獲嘉許狀數量 2 張或以上 4 張或以上 6 張或以上 

中一級 57 43 12 

中二級 98 87 39 

中三級 90 75 36 

中四級 123 88 24 

中五級 85 72 32 

中六級 97 66 20 

 

每班得到「勤學勵進」積點數量最多的同學，另獲獎狀及學生會贈券

（$60）以作鼓勵，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吳若琳  3B 朱嘉俊  5A 施宇欣 

1B 馬家怡  3B 余佳穎  5B 張靖婷 

1B 吳孟瑤  3C 黃俊熙  5C 莊貴天 

1C 楊憶詩  3D 王𣇈𣇈琪  5C 艾莎 

2A 葉思蓓  4A 李余霞  5D 劉依炫 

2B 紀渝杭  4B 郭靜敏  6A 倪秋琳 

2C 陳昱廷  4B 楊雨茜  6B 孫良 

2C 陳若琪  4C 沈俊偉  6C 余心 

2D 馬錦兒  4D 吳俊輝  6D 羅兆峻 

3A 廖曦彤  5A 何章煌  6D 葉嘉俊 

3A 柯嘉儀  5A 楊益增  6E 陳梓聰 

 
第二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將於 2023 年 2月 13 日開始。希望同

學勤於學習，努力完成課業，提升學習成績，並培養良好的學習態

度，積極參與課堂，不斷求進，終身學習，開拓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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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學期模範生選舉結果如下： 

級別 各班獲選學生 

中一級 1A 吳若琳 1B徐錦楓 1C莊欣妍 

中二級 2A 葉詩蓓 2B陳梓樂 2C黃佳欣 2D馬錦兒 

中三級 3A 柯嘉儀 3B黃麗瑩 3C謝家豪 3D李匡堤 

中四級 4A 陳傅琳 4B黃語嫣 4C鍾晨風 4D雷芷琳 

中五級 5A 黃歆瑤 5B陳俊鵬 5C劉碧珠 5D陳爾祥 

中六級 6A 柯嘉穎 6B孫良 6C 關益航 6D 葉嘉俊 6E陳錦煌 

 

8.「修己樂群」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已圓滿結束，各級冠軍為： 

中一：1B 中二：2B 中三：3B 中四：4B 中五：5C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努力。 

 

9.本校英文漫畫設計比賽（ English comic strip competition ）結果

如下： 

初中組 冠軍：3A陳心婷 亞軍：2B容行深 季軍：3A 柯嘉儀 

優異獎：2A葉思蓓、1A 葉惠嵐 

高中組 冠軍：6D楊富程 亞軍：5A吳俊樂 季軍：6B 何欣燁 

優異獎：5A楊益增、李嘉晴 

 

10.班際數學比賽（1）已順利舉行，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A 

中二級：2A 

中三級：3B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積極參與比賽，為班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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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學生會及音樂科主辦「2022 - 2023聖誕歌唱比賽」已順利舉行，結

果如下： 

公開組別 

冠軍 6B 歐冰焰 第七名 5B 趙雯希 

亞軍 6A 李政穎 第八名 4D 葉巧淘 

季軍 6D 陳得允、6E何婉兒 第九名 3A 廖曦彤、3A柯嘉儀 

第四名 6A 林可澄 第十名 1A 葉惠嵐 

第五名 4C 陳鉞婷、5C陳思琪、

5A 謝紫盈、5A曾曉彤 

第十一

名 

2D 林若夕 

 

社際組別 

冠軍 聖馬太社：6A 李政穎、4A林學湲、4C陳鉞婷 

亞軍 聖路加社：6A 葉浩宏、6A陳進恩、6A林可澄 

季軍 聖約翰社：6A 黃芷悠、6A蔡瑜軒、6E何婉兒 

殿軍 聖馬可社：5B 趙雯希、4C梁子軒、6C林煬振、 

     4B 郭靜敏、3C李必濼、1C莊欣妍 

 

  恭喜以上入圍決賽及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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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教育資訊  

 教育局「國民教育一站通網上資源平台」旨為學校提供與《憲法》及

《基本法》教育相關的學與教資源，以供教師、家長、學生和公眾人

士參考。網址：

https://cbleportal.edb.edcity.hk/index.php?class=index&func=

cate&cateid=0&motype=0&page=1 

 教育局《家長你要知：加強家校合作及促進子女認識國家安全》單張

旨在鼓勵家長認識《香港國安法》，積極配合學校及加強與教師之間

的協作，幫助子女以正面的態度認識及維護國家安全及相關法律，培

養其國家安全意識及守法意識。網址：

https://www.parent.edu.hk/docs/default-

source/content/edb_leaflet-for-parents_tc_.pdf 

 教育局「《憲法》和《基本法》中學生網上自學課程」目的為協助初

中學生掌握與《憲法》和《基本法》相關的基礎知識。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

onlinecourse/index.html 

 教育局「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網上平台提供學與教資源，

包括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的簡介、學與教資源、相關資料和參考

網址。網址：http://www.edb.gov.hk/tc/nationalsymbols 

 中國文化研究院網上平台以嶄新形式、豐富題材和多元角度，呈現古

代中國的燦爛文明，傳遞當代中國的偉大復興，探索百年變局的發展

機遇。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 

 The China Current是專門講述中國故事的網上平台，介紹國家在不

同領域的發展以及取得的成績，並探討多個影響全球未來發展的重大

議題。網址：https://chinacurrent.com/hk/ 

 

https://cbleportal.edb.edcity.hk/index.php?class=index&func=cate&cateid=0&motype=0&page=1
https://cbleportal.edb.edcity.hk/index.php?class=index&func=cate&cateid=0&motype=0&page=1
https://www.parent.edu.hk/docs/default-source/content/edb_leaflet-for-parents_tc_.pdf
https://www.parent.edu.hk/docs/default-source/content/edb_leaflet-for-parents_tc_.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nationalsymbols
https://chiculture.org.hk/tc
https://chinacurrent.com/hk/


《橋樑》第 174期   第 16頁 

 

 教育局「教育多媒體」的國民教育資源： 

《我們國家及

香港特區的象

徵：國旗、國

歌和區旗》教

育短片 

以短片形式，帶出尊重國家及香港特區的象徵：

國旗、國歌和區旗的重要性，介紹國歌的歷史、

精神、音樂特徵和標準曲譜，以及國旗、區旗的

設計和意義。視頻：

http://emm.edcity.hk/media/1_2qo3akfs 

《我們的國

旗、國歌和區

旗》有聲繪本 

以「有聲故事繪本」的形式，帶出尊重國旗、國

歌及區旗的重要性，以及在慶祝重要日子和特別

場合中，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時應有的禮

儀和態度。視頻：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在生活中培

養國民素養─

國旗及區旗的

展示》有聲繪

本 

以「有聲故事繪本」的形式，讓學生從生活中了

解更多有關國旗和區旗的知識和其正確的展示方

法，以提高學生對國家象徵的認識，建立國民身

份認同。視頻：

https://emm.edcity.hk/media/1_yyqhr3da 

《國家安全你

我要知》有聲

繪本 

以「有聲故事繪本」的形式，介紹與國家安全相

關的國家安全基礎知識，並以生活例子教導學生

守法守規，尊重法治。視頻：

https://emm.edcity.hk/media/1_tjh0ht5c 

《國家安全由

家開始》有聲

繪本 

以「有聲繪本」的形式，以家人之間就網絡安全

的討論為切入點，深入淺出地講解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並讓學生正確了解自己的權利和責

任。本資源亦鼓勵學生透過多認識我們的國家與

社區，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為社會繁榮穩定出

一分力。網址﹕

https://emm.edcity.hk/media/1_s1oe0ckd 
 

 

http://emm.edcity.hk/media/1_2qo3akfs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https://emm.edcity.hk/media/1_yyqhr3da
https://emm.edcity.hk/media/1_tjh0ht5c
https://emm.edcity.hk/media/1_s1oe0ckd


《橋樑》第 174期   第 17頁 

 

 每月金句  
2023 年 2 月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用詩

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

帝。 

《歌羅西書 3:16》 

2023 年 3 月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要彼此

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羅馬書 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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