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公學
（通告編號：
）
通告編號：71/18）

2018 年 3 月份家長信
敬啟者：
隨函附上 2018 年 3 月份校務安排及活動事宜之通告，有關通告將於同日上載學校網頁，敬
請家長留意。摘要如下：

全校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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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借用學校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場（NK）
香港科技大學尖子之旅（LP）
2018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HK）
寧波英語復活營（EW/TG）
中文科校外比賽獲獎名單（KP）
第十六屆「茶花盃」國際華裔學生書法比賽（LD）
誠邀家長擔任寧波公學的推廣大使（MW）
4 月份家長信安排（KY）
2 月份學校特色活動推介（KY/KZ）

個別班級
個別班級適用
班級適用
1.
2.
3.

繳付第二期冷氣費用（中一至中五級）
（CM/LP）
英語學習在寧波－暑期英語沉浸課程（中二至中四級）
（EW/TG）
中文科校本評核選修單元進展性評估（中五級）
（KP）
詳情請參閱附件，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45 5633 與本校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鄧敬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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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通
全校通用
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借用學校作「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借用學校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場（
試場（NK）
本校須於 4 月 13 及 14 日（星期五及六）借出禮堂及課室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作「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試場之用，全校停課兩天，學生不用回校上課，請家長督促子弟在家溫
習。

2.

香港科技大學尖子之旅
）
香港科技大學尖子之旅（
大學尖子之旅（LP）
寧波公學及寧波第二中學兩校四十名中五級同學，於 2 月 28 日(星期三)參加由香港
科技大學安排的「科大尖子之旅」活動。適逢「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獎學金」頒獎典
禮同日假香港科技大學舉行，兩校校長、師生獲邀到校園共進午餐，再由學生大使帶領參
觀校園設施，並聽取入學講座，其後出席獎學金頒獎典禮。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史維
教授表揚李達三葉耀珍伉儷及李本俊會長對推動教育、培育人才不遺餘力，勉勵同學力爭
上游，並與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校長及香港大學譚廣亨署任校長頒授獎學金予各獎學金得
主。本校畢業同學鄭淳薰、譚心兒(香港科技大學)、朱思怡、李潘麗、施佳瑩、華國榮、
洪培澤(香港大學)在三所大學的教職員代表及兩校師生的見證下，從獎學金捐贈人、寧波
同鄉會會長李本俊先生手上領取首年獎學金港幣$50,000。3 小時的活動，讓同學對大學學
系、入學要求有更深入了解，相信能點燃同學的大學夢，讓同學盡早規劃學習藍圖，以爭
取入讀本地大學為目標，對同學來說饒具意義。
備註：劉家豪同學(香港中文大學)於社會務方面表現卓越，早前已獲香港特區政府民
政事務處頒發「多元卓越獎學金」
，全數資助 4 年大學學費。

3.

2018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
（HK）
）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所有已報名參加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香港辦事處」主辦的「2018 國際聯校學科
評估及比賽(ICAS)」的同學須留意以下安排：
時間
日期
（須於各科開考前
分鐘進入試場
進入試場）
試場）
須於各科開考前 10 分鐘進入
數學
上午 9:00 至 10:00
科學
上午 10:15 至 11:15
3 月 17 日
（星期六）
英文（中一至中二）
上午 11:30 至下午 12:25
英文（中三至中六）
上午 11:30 至下午 12:30
科目

地點
304 室
305 室
310 室

尚祈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以爭取更佳成績。
4.

寧波英語復活營（
）
寧波英語復活營（EW/TG）
為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英文科將於 3 月 28 日（星期三）舉辦「寧波英語復活
營」，學生將在老師帶領下進行全方位英語學習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3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1:30 至 6:30
費用
：學生每人 20 元（費用包括活動材料及小食）
節目
：英語遊戲、電影欣賞、尋寶遊戲、攤位遊戲、美食分享及幸運大抽獎
參加條件：同學須承諾全程以英語溝通。有興趣參加的同學或需接受英語測試，不獲
取錄者將獲發還退款。

5.

中文科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
中文科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校外比賽獲獎名單（KP）
中文科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內、外的語文活動及比賽，同時於課程中滲入不同的語文學
習範疇，如文學、文化、辯論、朗誦、即席專題演講、話劇、正音等，以培養寧波兒女學
習語文的興趣，強化學校研習中文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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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乃得獎名單：
一、第六十九屆校際中文朗誦比賽
組別及項目
粵語詩詞獨誦
粵語詩詞獨誦
粵語詩詞獨誦

奬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1B 陳紫茵、2B 林隆尉
1B 陳靜雯、2B 鄺鈞業、4A 鄭澤承
2A 彭靖雄

參賽人數 77 人，參與共 74 項比賽。2 位同學冠軍、3 位同學亞軍、1 位同學季軍；56
位同學獲優良獎、15 位同學獲良好獎。
二、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第九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組別及項目
粵語古詩組

奬項
冠軍

姓名
3C 吳嘉正

三、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中文組)
組別及項目
經典誦讀項目（粵語）

奬項
表現特優奬

小組討論項目（粵語）

表現特優奬

政策辯論項目（粵語）
主題面試（粵語）

表現特優奬
卓越論手獎

姓名
2A 梁柏豪
3D 鄭麗珍、5C 陳嘉希
5C 吳綺琦、6C 梁鈺嵐
3C 植惠莎
6C 梁鈺嵐

參賽人數 138 人，參與共 147 項比賽，在初賽階段，81 位同學獲良好獎，13 位同學
獲優異獎，6 位同學獲特優獎。其中 6 位同學躋身決賽，1 位同學獲卓越論手獎。
6.

第十六
）
第十六屆「茶花盃」
茶花盃」國際華裔學生書法比賽（
國際華裔學生書法比賽（LD）
於 2017 年 9 月舉行的「茶花盃•國際華裔學生書法比賽」香港區的成績已公布，本
校兩位同學獲得殊榮，獎項如下：
獎項
最優秀獎
佳作獎

姓名
5E 黃佳宜
5E 蔣澤楠

恭賀上列得獎同學，亦鼓勵全體同學多體驗不同類型體藝活動，拓闊視野，豐富學習
經歷。
7.

誠邀家長擔任寧波公學的推廣大使（
）
誠邀家長擔任寧波公學的推廣大使（MW）
本校於區內向以校風嚴謹見稱，近年更致力提升學與教的質素，老師教學水平獲學界
嘉許，學生在校外比賽屢獲殊榮，文憑考試屢創佳績，能力獲外界肯定。
過去九年，本校中一升中派位全數為第一及第二組別學生，實要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
配合，與我們一同努力，令寧波公學校譽日隆。
4 月開始各小學將進行統一派位選校，我們明白家長的口碑對學生升中選校深具影響
力，面對中一學生人口下降，實需要各位家長擔任寧波公學的推廣大使，把我們的辦學理
念向親友及 貴子弟的小學老師推介，以進一步提升本校收生質素。
學校亦已發信邀請小學家長出席以下聚會，各位請向相熟小六學生及家長推介有關活
動。如有興趣參加，可致電 2345 5633 聯絡校務處戴小姐或於本校網頁下載參加表格。
日期
4 月 15 日（星期日）
4 月 17 日（星期二） 或
4 月 19 日（星期四） 或
4 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

活動內容
升中選校講座系列－認識統一派位

早上 8:00

來校參與早上操場集會，並於第一節課到各
教室實地觀看學生上課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對寧波公學的愛護與支持。
通告：2

8.

4 月份家長信安排（
）
月份家長信安排（KY）
4 月份家長信將於 4 月 9 日（星期一）派發，敬請家長留意。

9.

2 月份學校特色活動推介（
）
月份學校特色活動推介（KY/KZ）
我們努力為孩子提供全方位學習機會，家長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npc.edu.hk
「相片集：寧波生活點滴」
，體會寧波公學的校園生活。
2 月份學校特色活動推介：
 家長教師交流會
 家長與校董來校觀課
 生涯規劃活動：
 生涯規劃週 2018
 香港科技大學尖子之旅
 參觀樹仁大學(中五級)
 中三選科學長分享會
 生涯規劃小組午間廣播
 少年職業規劃師比賽 2017
 ELLE 雜誌編輯工作體驗
 「夢想成就．不一樣的人生」獎勵計劃(第二期)–與米路沙會面
 我說「她」語短片創作比賽
 校園電視台課程︰拍攝及後期製作培訓課程
 價值情意培育活動：
 領袖生團隊協作訓練活動
 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活動–「歷奇為本輔導營」
 平和基金中學巡迴教育劇場「爛賭俠」
 第十八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啟動禮及戶外歷奇訓練
 語文學習活動：
 英語週 2018
 「21 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香港賽區(中學組)
 校內英語辯論比賽訓練
 Young Life 領袖訓練計劃
 中四及中五文憑試「英文口語班」
 學思盃 2018 中文辯論比賽
 中文辯論隊常規訓練
 中文辯論興趣班
 學會及小組活動：
 「按壓式心肺腹甦法」馬拉松
 「2017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頒獎典禮
 電腦學會 MBOT 機械車工作坊
 第十七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文化、藝術及體育活動：
 2018 全港青少年專業音樂大賽
 班際四人足球比賽(男子初級組)
 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丙組)
 校際籃球比賽(男子乙組、女子丙組)
 青年入樽計劃–社會服務分享會
 義工及社區服務活動：
 「鄰舍第一」鄰舍團年飯 2018
 「V-Are-One」義人行–和樂「耆」趣探訪
 Cooking Youth–以愛為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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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班級適用
1.

繳付第二期冷氣費用（
（CM/LP）
）
繳付第二期冷氣費用（中一至中五級）
中一至中五級）
本校禮堂、雨天操場、食物部、體育館、課室及特別室已安裝空氣調節系統，根據教
育局核准之「徵收作特定用途的認可費用」
，學校每年可向學生收取港幣$300 支付以下費
用：
1. 日常使用冷氣機之電費；
2. 定期清洗及保養冷氣機之費用；
3. 維修及更換冷氣機之費用。
冷氣費每學年分兩期收取，第一期所有學生於上學期 9 月份繳交$150；第二期中一至
中五級同學繳交$150，中六級學生則不用繳交。
本年度之第二期（下學期）費用$150 將於 3 月 7 至 8 日（星期三及四）收取，同學
可於上述日期的小息及午膳時間到雨天操場繳款站，以已登記之八達通卡繳付有關費用，
並即時取回付款收據，亦可選擇於上述日期以現金或支票交予班主任（支票抬頭請寫：寧
寧
波公學法團校董會）
波公學法團校董會 。
家長如有經濟困難，可備函向校方申請豁免繳費。

2.

英語學習在寧波－
（EW/TG）
）
英語學習在寧波－暑期英語沉浸課程
暑期英語沉浸課程（
沉浸課程（中二至中四級）
中二至中四級）
英語學習是寧波公學重點發展項目之一，本校於暑假期間將舉辦一個為期三星期的英
語沉浸課程，已邀請「美國英語學會」為我們的學生設計互動教學英語課程，並聘請以英
語為母語的美國大專生來港帶領同學進行多元化的語文活動。
歡迎中四級同學成為英語大使，協助低年級同學進行英語活動。英文科老師將按中二
及中三級同學的英語能力進行甄選，入選的同學將獲個別通知。中二至中四級同學的家長
請填寫意願，方便老師一併考慮。有關課程初步計劃如下：
日期
：7 月 3 日 至 7 月 20 日
時間
：早上 9:00 至下午 3:30
地點
：寧波公學（輔以校外參觀及其他全方位學習活動）
費用
：(1) 約 $2,350（包括課程費用及戶外活動的交通費）
(2) 學校代訂午膳費用$380（同學可選擇自攜午膳）
開學禮 ：7 月 3 日（介紹課程導師及活動安排）
散學禮 ：7 月 21 日（學生表演及頒獎禮，歡迎家長出席）
參加名額：約 100 人
現正向辦學團體「香港寧波同鄉會」申請資助每位同學$1,250（即參加同學只需付約
$1100）
，另符合資格的學生可透過「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申請資助全部費用，但選擇
訂購午膳的同學仍需繳付$380。
由於是次活動獲「香港寧波同鄉會」資助，未曾參加此課程的同學將獲優先考慮。

3.

中文科校本評核選修單元進展性評估（
（KP）
）
中文科校本評核選修單元進展性評估（中五級）
中五級）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設有「校本評核」，由任課教師評核學生在該科特定項
目上的表現。
「校本評核」對學生語文能力的發展起積極作用，學生能在其學習與成長的
過程中有所得益。
「校本評核」分數將加入學生公開考試成績，希望學生及家長重視有關安排，確保「校
本評核」在校內順利進行。缺
缺席者需具請假書函
者需具請假書函，
書函，若同學因病
同學因病請假須連同醫
假須連同醫生
連同醫生證明書呈交
證明書呈交
中文老師
中文老師，否則該次評核
該次評核作
評核作 0 分計算
分計算。
本年度下學期中五級中文科選修單元將於下列日期進行「校本評核」
：
日期：(1) 2018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
(2) 2018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4:00 至 5:15
地點：禮堂
備註：中五級全體學生必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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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份家長回條
（此回條請於 3 月 6 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存檔）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有關 貴校 2018 年 3 月份之校務安排及活動等事宜，並有以下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寧波英語復活營（
寧波英語復活營（全校通用[4]）
全校通用 ）
本人已知悉 貴校舉辦「寧波英語復活營」事宜
□ 敝子弟將會參加是項活動，並已繳交費用$20 給班主任。
□ 敝子弟不會參加是項活動。
暑期英語沉浸課程（
]：中二至中四級）
暑期英語沉浸課程（個別班級[
個別班級[2]
中二至中四級）
敝子弟 □ 有意參加暑期英語沉浸課程，並希望獲得更詳盡資料。
□ 不會參加暑期英語沉浸課程。

（請在適當之 □ 內加「」號）
此覆
寧波公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

日期： 2018 年 3 月

日

回條

